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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缔组织研究新进展与中医
张枢明 1，高明月 2
1.种瑞堂中医诊所，瑞士 库尔 7000；2.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 100029
摘要：本文从基础医学、临床医学、中医学 3 个视角，论述了 21 世纪以来，西医界对结缔组织的研
究进展，指出结缔组织自身的特殊性使得其很难与西医固有的生物医学模式很好地整合，是西医研究人
员从中医视角进行探索的根本原因。构想了未来几年，中医界以结缔组织为着眼点，从科研、临床、保
健等方面实现突破的关键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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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ive Tissue－Research Progress unde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erspective
ZHANG Shu-ming1, GAO Ming-yue2
(1. Zhong Rui Tang TCM Clinic, Chur 7000, Switzerland; 2.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ed researches in Western medicine field of connective tissue (CT) of 21st
century from perspectives of preclinical medicine, clinical medicine and Chinese medicine. It pointed out the
anatomical and biological particularities of CT render it extremely difficult to be integrated with inherent
biological medical mode of Western medicine, which is the root cause for Western medicine researchers to
study 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inally, the author proposed several landing
points on research, clinic and health care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o exploit this emerging trend in
next few years.
Key words: connective tissue; Western medicin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许多同事们认为人体已无秘密可言'，Carla
Stecco，帕多瓦大学（意大利）的解剖学教授带着一
丝笑意如是说。她有更好的见解”
。

1

基础相关
《内支架》这篇文章首先指出，不久前还并不甚

知名的结缔组织研究，目前成为了令人注目的显学。

这是德国著名人文地理杂志 GEO（中文版名为

研究结果揭示，结缔组织不仅是某些病因病理不明的

《GEO 视界》
）2015 年 2 月号一篇题为“内支架”文

疾病与疼痛的可能的祸因，还是某些具有神奇疗效的

章的开场白。该文对结缔组织研究之新进展作了详尽

疗法的基源。

[1]

的长篇报道 ，在当期封面上被作为重点推出。值得

组织解剖学观察表明，结缔组织是一个完整的首

注意的是，文章中将研究成果与以中医针灸为首的

尾相连的身体网络，形成一个巨大的而且是最大的感

“替代医学”疗法关联在了一起。笔者对这一课题有

觉组织器官。80%开放式神经末梢存在于肌肉与皮肤

着特殊的兴趣，并曾在 20 年前撰写的一篇文章中预

间的结缔组织中，这使得“本体感”得以实现，因此

言，中医学中关于膜原的学说将可能成为 21 世纪中

它就像我们的“第六感官”。结缔组织形式丰富而且

医学术研究的重点/热点之一，而一个重要的外在条

无所不在，于各组织间起到润滑作用，让机体的运动

[2]

件是西医学有关结缔组织研究的推动 。

协调有序。
Carla Stecco 教授指出，人体进化出这样一个

第一作者：张枢明，中医师，研究方向为中医临床医学与中

复杂多样的组织应不止是如我们以往认为的那样只

医药文化学。E-mail: zhongruitang@gmail.com

起支持与包裹作用，它对机体还应有更深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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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她们发现，结缔组织是占总数近 80%的原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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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相关

明的疼痛性疾患的“潜在嫌疑犯”
，如许多腰痛患者

健康的结缔组织如缎子般光滑平整，如何通过保

的脊韧带常于 3 个阶段存在损伤。而手术中对结缔组

健和治疗使其保持或恢复原状呢？哈佛大学医学院

织的破坏会造成内在的增生与瘢痕，这在多年后还会

的神经学教授 Helene Langevin 的研究成果为此提供

给机体带来问题。类似的机制可能是许多疾患的病

了答案。在开始对广被忽视的医界“孤儿”——结缔

因，但同时也为治疗某些疾病，特别是疼痛性的病症

组织进行研究之前，作为临床医生，她还是对诸如针

提供了潜在的机会。

灸、瑜伽等抱着较大的怀疑态度，虽然那些使她烦恼

德国的 Robert Schleip，运用一种主要针对结

的、无法被有效地帮助的疼痛症患者经常对她提到

缔组织疗法的理疗师，他的研究，为此提供了进一步

“替代医学疗法”。现如今她却自觉地每天用半小时

的佐证。于 2006 年完成的，并为他赢得了人类生物

时间来进行“抻筋”锻炼了。

学奖项的博士论文，曾被发表在著名杂志《科学》

Helene Langevin 教授对人体被伸展部位的成纤

（Science）上。他用自创的方法，证明了离体结缔

维细胞进行观察，发现它们增长了 200 倍，这使得结

组织在机体紧张的状态下可发生与肌肉无关的痉挛。

缔组织紧张状态的基础得以消弥，让基质中单一分子

根据他及其团队的观察，结缔组织就像一件“紧身

得以释放，而这些与机体的放松关系密切。动物实验

衣”
，局部的运动、变化可以引起多米诺效应，影响

显示，由于神经介质的被释放，基于结缔组织的疼痛

到相关的其他部位，甚至全身。如长期手部紧张可以

及炎症得以缓解。细胞“感受”这种机械的力并将之

造成肩痛等。而陈旧性的微损伤，也可以引发病变。

转换为生化信号，这种信号可以一直到达脱氧核糖核

这一网络系统既高效又敏感，任何微小的创伤，以至

酸水平。结缔组织通过纤维自身的紧张度而自我调节，

于过劳或过逸都可能成为麻烦，最终会引起紧张、僵

这令研究者感到无比振奋。因为一个可以预期的希望

硬和疼痛。

是，仅通过简单的“抻展”练习，就可以使结缔组织

结缔组织中的各种成分，浮游在一个类似蛋白质

恢复平滑，进而达到预防甚至是治愈疾病的效果。

的黏稠的“内海”里。在其中，传感器与接受器共存，

之所以有这样的效果，秘密可能在于水。结缔

免疫、脂肪、神经等细胞互动。它同时完成着能量储

组织近 70%的成分是水。缺水的基质不利于人体活动

备与有害物处理的多重职任。在这里，结缔组织与淋

的灵活性。有研究表明，通过特定的恰到好处的方

巴系统近于不分彼此，深度协同地工作着。酶、激素、

法，可以使黏液层的水分明显增加，由此提高了它

抗体等几乎所有人体所能产生的生化成分都存在于

的柔韧度。硏究者也找到了在结缔组织中保存水分

这个湿润流动的环境中，共同保证了我们机体的灵活

的物质——透明质酸。

与健康。

“至此我们终于建立了一个科学模型，这是理疗

在基质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高度活跃的成纤维

师们原本总在他们指尖手下已感到了的”。利用这一

细胞，Robert Schleip 的团队对之十分重视，因为

模型，他们解释了诸多“替代医学”疗法的疗效发生

它在新的痛症模型中有正反两方面的重要作用。成纤

机制。如瑜伽动作可以把结缔组织缓慢、温柔地长时

维细胞游弋在基质中，当机体某部位发生故障时，如

间拉长，这具有很强的抗纤维化效应。而各种形式的

因创伤、不良体态等造成者，它就会变成“超级细胞”，

局部按摩及相关疗法也有类似的作用，而且可以使过

产生胶原性物质并像蜘蛛一样将网络收缩，以利于康

纤维化组织松解，使聚集的胶原细胞分散，从而建立

复及加速伤口愈合。正常情况下，这些有益的细胞在

起新的组织结构，让结缔组织层再度平滑，进而使病

机体恢复健康后会死亡并被代谢。但也因各种原因，

态部分吸入水分，恢复健康。最新研究甚至提示，不

如炎症、被干扰的康复过程、部分肢体慢性长期的超

只是有力道的深层按摩，就是温和的轻抚，也可以引

负荷，导致细胞不断地产生，形成过纤维化，结集为

起皮下浅表的结缔组织的应答，并且将信息传递到深

硬节与条索。结缔组织纠缠一处，犹如被热水烫洗过

层，同样可起到轻度放松的作用。

的毛衣，会产生微小的疤痕，并使筋膜等处于不良紧

3

张状态。严重的纤维化不仅可以深入到内脏使之病变，

中医相关
最令研究者 Helene Langevin 教授喜出望外的

而且有研究表明与癌症的发生有关。这将是 2015 年

是，她发现了针刺疗法有着与前述相似的效应。她的

秋在华盛顿举行的结缔组织学术研讨会的重要课题。

解释模式也适用于对这一传统疗法有效性的证实，不

2015 年 6 月第 39 卷第 3 期

中国中医药图书情报杂志

• 3 •

亚于一次惊人的发现，整个工作就如同是在“完成拼

西医疗法，如化学药品、手术方法等联系在一起，也

图游戏”。Helene Langevin 教授利用一具针刺机器

没提出新的典型的西医式的疗法，而是不约而同地转

人，将针匀速旋转刺到预定的位置，然后在超声仪上

向“替代医学”。可能的解释是，结缔组织这种比较

观察结缔组织的反应。经过长期实验研究，她们得出

泛泛而非特异的属性与西医学固有的生物医学模式

了明确的结论：胶原纤维螺旋式缠在针体上，类似“通

难以很好地整合。这也是这一领域长期发展迟滞的一

心粉围绕着餐叉”
，结缔组织作出应答反应，它们由

个原因。从中也可以引发我们对中医的治疗工具与中

内向外伸展开来，表现了与瑜伽练习相似的效应，而

医的医学模式间关系的思考。

且治疗 30 min 后还在继续。在实验动物身上，这种

第二，有保留地接受西方研究者对针灸推拿疗效

反应可以达到距离针体 1 cm 远。要引发这一切需要

机制的解释，因为我们相信远不只如此。而且也不可

两个精准的条件，针体一定在结缔组织层和适宜的捻

过高估计他们有关结缔组织带与经络相关性的发现，

转度。更为有趣的是，她们还利用研究中获得的超声

西医显然不知道中医还有经筋这样的说法。

波影像，作了她们称之为有“传奇色彩”的经络与结

第三，证实了东方保健体育强调抻筋的正确性。

缔组织走向相关性的研究，发现经络线主要位于行走

与西方强调强化肌肉训练不同，我国保健体育自古就

于特定的肌纤维束之间或肌肉与骨骼间的结缔组织

是以增加柔韧性的运动方式为主，从五禽戏以降，八

带上。有分析显示，手臂上的穴位 80%在这样的区域

段锦、易筋经基本都是这个路子，与瑜伽功法异曲同

内。不过 Helene Langevin 教授强调两者的关联目前

工。我们应该借此契机，整理出简单易行有效的套路，

还只能被看作是一个假说。

创建有中国中医特色的运动理疗法，并推广出去。

事实上这些研究成果对中医学可能意味着更多。

第四，浅表的、温和的按摩也能引起深部的反应

笔者基于对 20 世纪中医学术发展重点回顾性分析，

而起到治疗作用的观察结果，可以为小儿按摩疗法疗

大胆地预测了包括膜原学说在内的 3 个新重点并提

效机制的解释提供帮助。

出了 3 个必要条件，即：中医学自身的积累和发展；
[2]

第五，我们要注意到美国学者在实验中运用了针

现代科学，特别是现代医学发展的影响；时代需求 。

刺机器人。从其简单描述中可以推测很可能是计算机

就自身积累而言，关于膜、筋膜、经筋、膜原等的论

控制智能型的，可以保证刺的深度并能旋转针体。这

述代有补充；就发展而言，达原饮一方及其所代表的

会是新一代针刺治疗仪的雏形吗？

方法的治疗范围有不断扩大的趋势。除在旧文已提到
[3]

第六，在图 1 中可见一具被完全剔除了心脏实体

的外，还有如王洪图先生用本方治疗神智疾患等 。

的鼠心外结缔组织，异常清晰地反映了心脏完整的形

笔者经过对古今中西文献的分析，提出治疗类风湿关

状，甚至冠状动脉都历历可辨，它让我们想到了中医

[4]

节炎的三期治法 ，其中对黏膜软骨破坏期即采取了

学中的心包络。中医学自古就把心包络作为一个独立

具有独创性的宣发膜原法。笔者同李俊龙先生一起曾

脏器看待，其在心系疾病的病理解释与临床治疗上起

临床试用有效，也被与吕爱平先生合作进行的及我去

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图中的心外结缔组织是否即为心

国后他的团队继续做的大量动物实验研究所反复证

包络可能的物质基础呢？这也将是一个有趣也值得

实

[5-9]

。但就西医研究方面，当时只发现报刊援引《俄

深入研究的课题。

罗斯信息报》称，俄医学家的研究表明，结缔组织对
人体健康关系巨大，甚至是引起老化的重要因素。这
可能显示西医学者已开始注意了结缔组织的重要性。
而上述新成果，则表现出了较以往更加长足的进步。
相信这将给中医学中围绕膜原的研究注入活力，起到
促进作用。虽然他们的研究还没有涉及到药物治疗的
作用问题，这也许正是发挥我们中医优势的地方。希
望国内的西医同行也已经开展了此项工作，那样双方
的合作就有了一个较好的基础。
4

感想
第一，硏究者既没有把其研究成果与任何经典的

图 1 鼠心外结缔组织的彩超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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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讯·

2015 国际中医药大会 第一轮通知（一）
为落实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和规划，提升

药上市后再评价。

中医药国际影响力，推动中医药国际化进程，中国中

分论坛 3：临床。包括：⑴中医临床疗效评价方

医科学院将于 2015 年 10 月 16－17 日在北京会议中

法；⑵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⑶中医传统方剂和中成

心举办“2015 国际中医药大会”
。此次大会旨在为来

药临床应用；⑷中医临床实践指南与临床路径；⑸辨

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中医药专家提供广泛交流、沟

证论治方法改进与能力提升；⑹名老中医临床经验总

通、成果转化的平台，共同分享中医药学当前研究成

结；⑺中医健康服务业；⑻中医“治未病”。

果和经验，奠定进一步合作基础。会议主题为交流、

分论坛 4：文化。包括：⑴中医药文化内涵与价

合作、发展。参会人员为相关政府领导，各国中医药、

值；⑵中医药文化史；⑶中医药典籍与文化传承；

传统医药学术机构专家学者，各国际知名大学传统医

⑷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传统知识保护；⑸中医药

药专家。

文物与文化；⑹中医药文化传播与交流；⑺中医药文

“2015 国际中医药大会”由中国中医科学院主

化产业发展。

办，将邀请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

论文截稿日期为 2015 年 8 月 31 日，统一经大会

亚等约 20 个国家及地区的世界知名大学、前沿性研

官方网站（http://2015iccm.csp.escience.cn）在

究机构、国际组织的知名中医药研究和临床领域的国

线提交。应征论文必须数据可靠、内容详实、文责自

（境）外专家，以及国内各高校、医院、研究机构的

负。字数不超过 5000 字，中文或英文。并请提交 400

专家学者参会并演讲。此次会议主要活动为开幕式、

字以内的英文摘要。论文及摘要一律采用 Microsoft

主旨报告和 4 个分论坛。并有壁报展示、论文集、中

Word 文档格式。

医药成就展览。会议语言为中文和英文，设同声传译。

由“大会学术委员会”遴选论文，并编辑成大会

分论坛 1：针灸。包括：⑴针灸临床与基础；

论文集。优秀论文作者将颁发优秀论文证书、参会人

⑵针灸效应机制；⑶针灸器具；⑷针灸医学史；⑸针

员发放参会证书。会议论文将择优在中国中医科学院

灸海外传播；⑹针灸标准；⑺针灸理论体系；⑻针灸

主办杂志上刊登。论文一经选入作为会议发言者，须

服务模式；⑼针灸教育与培训。

在 2015 年 9 月 15 日前向大会提供演讲幻灯片（PPT），

分论坛 2：中药。包括：⑴中药资源与鉴定；

幻灯片原则上不超过 20 张，并制作中英文双语版本。

⑵中药质量与药理；⑶中药新药开发与安全性；⑷中

中国中医科学院

药网络药理学；⑸中药国际注册；⑹中药标准；⑺中

2015 年 5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