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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治未病的逆针灸对脂质代谢双向调控的机制浅析
韦艳会，孙亦农，朱世鹏 *
【摘要】

逆针灸是“治未病”的重要手段，指在机体未病或发病之前预先运用针灸干预来达到防治疾病的一种

方法。现代研究表明，逆针灸对机体脂质代谢有明显的正性干预作用，而脂质代谢与中枢神经系统（CNS）尤其是位
于下丘脑的食欲调节中枢密切相关。其调控作用的发挥是多信号、多通路的复杂过程，外围信号提供的关于摄食的信
息经过大脑的集成反应以及与能量稳态相关的神经肽途径，来达到调控脂质代谢的作用。口水代谢通路是脂质代谢的
重要通路，研究证明唾液内含有多种神经肽，其中许多与摄食、脂质能量代谢密切相关，而这些神经肽的相关受体，
广泛分布在唾液腺或支配唾液腺的神经中。故此，本文从神经肽 - 口水代谢通路 - 食欲调节中枢轴角度探讨逆针灸对
脂质代谢双向调控的机制，以期对防治脂质代谢紊乱相关疾病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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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ventive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important interventions for preventive treatment of disease，refer

to using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to control the risk factors to prevent the onset of disease possibly.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especially the appetite-regulating center in the hypothalamus），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regulation of lipid metabolism，
a complicated process with multiple signals and pathways，demonstrating as periphery feeding signals leading to integration and
coordination of brain-mediated responses and control of energy homeostasis by neuropeptide pathways.Aquaporin water channels in
human salivary gland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lipid metabolism.Studies show that saliva contains a variety of neuropeptides，
many of which are closely related to feeding，lipid metabolism，and their receptors are widely distributed in the salivary glands
or the nerves innervating the salivary glands.Studies support that preventive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are contributive to
the improvement of lipid metabolism.We analyzed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of preventive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in lipid
metabolism regulation from the neurobiological perspective（interpreting the role of involved neuropeptide-water channels in
human salivary glands-appetite-regulating center） in an objective and scientific ma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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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质代谢包括脂质的合成与分解，其中肝脏是脂质合成

干预作用［2］，而其作用的发挥与其能够启动多种与脂质代谢

与分解的“重要场所”，而下丘脑的食欲调节中枢是脂质代

相关的基因靶点，在多通路网络环境下对食欲调节中枢进行

谢的“总阀”。食欲调节中枢包括饱食中枢与摄食中枢，二

调节密切相关。口水代谢通路是本课题组前期运用 KEGG 数

者拮抗调控食欲的稳态平衡［1］：当表达食欲的摄食中枢兴奋

据库，通过 Gene Ontology terms（GO）和生物学通路（pathway）

时引起进食行为，促使脂质沉积，三大营养素形成；当表达

分析，构建出的一条与摄食、脂质代谢相关的分子信号传导

食欲抑制的饱食中枢兴奋时引起摄食减少，若减少到一定范

通路［3］。本文从神经肽 - 口水代谢通路 - 食欲调节中枢轴的

围则会引起脂肪动员，脂质氧化分解供能。现代研究表明，

角度探讨逆针灸对脂质代谢双向调控的机制，以期对防治脂

逆针灸对食欲调节、能量代谢、脂质沉积等均有明显的正向

质代谢紊乱相关疾病提供科学依据。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81503642）
210023 江苏省南京市，南京中医药大学
*
通信作者：朱世鹏，讲师；E-mail：1500762293@qq.com

1

逆针灸是治未病的重要手段
逆针灸属于预防医学范畴，“逆者，迎也”，翻阅词典

释义为“预先、事先”之意。“逆针灸”一词最早出现于隋·巢

中国全科医学杂志

http://www.chinagp.net E-mail:zgqkyx@chinagp.net.cn ·3371·

元方《诸病源候· 卷之四十五·养小儿候》：“新生无疾，

投射到包括 DMH、PVN 和 LHA 在内的关键下丘脑细胞核，

慎不可逆针灸…古方既传有逆针灸之法。”而其理论则更早

而下丘脑细胞核反过来将调控指令发送到下丘脑和下丘脑外

源于《内经》治未病原则，《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言：“是

部以调节进食。特别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下丘脑的室旁核，其

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灵

是内分泌系统、自主神经系统、运动系统的重要结合点，影

枢·官能》中指出：“是故上工之取气也，乃救其萌芽。是

响摄食行为及能量代谢［12-15］。

故工之用针也，知气之所在，而守其门户。”明确指出了逆

4

口水代谢通路是响应摄食信号的关键途径
伴随科技发展，全基因组筛选测序技术不断完善，使得

针灸的理论根源于治未病思想。《外科理例·卷一·针法总
论五十一》进一步阐明这一思想，言之：“大抵用针迎而夺之，

通路构建成为可能。口水代谢通路是由多种与脂质代谢密切

顺而取之。所谓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成治未成，正此意也”。

相关的神经肽及其受体组成的网络图形，而这些神经肽及神

逆针灸在机体欲病未病之前给予机体一个良性刺激，扶正祛
邪，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
2

逆针灸对脂质双向调控是多系统、多靶点的共同调节

经肽受体多广泛分布在唾液、唾液腺导管及支配唾液腺的神

经中。瘦素是一种来源于肥胖基因的 16 kDa 循环多肽激素，

人体小叶内导管腺含有不同类型细胞，均表达瘦素受体［16］。

脂质代谢是一个复杂的双向过程，包括脂质吸收和脂质

现代研究表明，瘦素存在于唾液中，而瘦素 mRNA 及其蛋白

分解。脂质吸收是中短链和长链脂肪酸经过复杂的化学变化

则存在于人类唾液腺［17］。研究表明，瘦素能够通过血 - 脑

以甘油一酯、甘油、三酰甘油状态进入肝脏，最终以低密度

脊液屏障，通过发送饱腹感信号作用于下丘脑内的受体从而

脂蛋白、乳糜微粒等状态由肝脏进入血液循环，再经过肝外

起到负性调节食欲的作用，进而减少食物摄取和增加新陈代

组织转化储存［4］；脂质的氧化分解是脂肪在脂质敏感性酶的

谢［18］。

Ghrelin 是一种常见的食欲调节激素，由 28 个氨基酸组

作用下，将脂肪分解为三酰甘油和甘油的过程［1］。逆针灸对
脂质代谢具有双向调节作用，当机体能量储存不足时，逆针

成酰化肽，是生长激素促分泌素受体的内源性配体［19］。生长

灸可以引起进食的摄食中枢兴奋，进而引发摄食行为；当机

素释放肽 O- 酰基转移酶可以进行无活性形式的辛酰化以产生

体的能量储存过剩时，逆针灸可以引起食欲抑制的饱食中枢

活性形式，并将酰基侧链连接至丝氨酸残基，该链可以作用

［4］

运用逆针灸联合常规艾

于胃，增加食欲，并加快胃排空。研究发现，肥胖患者的平

灸对成长期大鼠肥胖的防治效果探究发现，逆针灸、艾灸、

均 Ghrelin 水平通常低于偏瘦个体［20-22］，而在节食过程中，

逆针灸联合常规艾灸对大鼠体质量、血脂、脂肪肝等均有明

Ghrelin 水平则会增加。Ghrelin 及其受体 GHS-R 由唾液腺合

兴奋，促使脂质氧化分解。如冯超

显干预作用。如周鹏［2］通过对 300 名亚健康状态的“背俞穴”

成，最后被分泌到唾液［18］，而来自 Ghrelin 基因肽的肥胖抑

进行逆针灸干预治疗，发现逆针灸对亚健康状态人群的能量

制素存在于横纹肌组织和人唾液腺的排泄管中［23］。在脑肠轴，

指数有明显的调控作用，当机体的能量代谢平衡失调时，逆

Ghrelin 通过胃的迷走神经传入纤维作用于下丘脑 GHS-R，

针灸可以促进能量平衡向稳态方向发展。现代医学关于逆针

提高食物的摄入量。通过信息整合传入下丘脑的 ARC，激活

灸的调脂机制尚未完全阐明，一些热门观点集中于：（1）逆

ARC 内促进食欲的 NPY，促进食欲，引起摄食行为。

针灸可以作用于下丘脑的食欲调节中枢，通过拮抗作用促进

5

神经肽 Y（NPY）和促黑素皮质激素原（POMC）的表达，来

对脂质代谢进行双向调节

逆针灸通过神经肽 - 口水代谢通路 - 食欲调节中枢轴途径

控制摄食行为；（2）逆针灸可以影响机体内分泌环境，从而

综上，逆针灸对脂质代谢稳态失衡具有良性干预作用，

间接影响食物的摄取，达到平衡脂质代谢的目的；（3）逆针

当脂质合成量较少，逆针灸可以调控脂质合成；当脂质沉积

灸可以影响脂质相关基因和蛋白的表达从而促进脂质的氧化

过多，逆针灸可以促使脂质的氧化分解，最终使机体内能量

分解产热；（4）逆针灸可影响丘脑 - 垂体 - 肾上腺轴介导的

达到动态平衡。口水代谢通路是脂质代谢的关键通路，本课

［5-9］

瘦素减脂作用等

。总之逆针灸调脂机制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与一系列的基因、转录因子、激素等有关。下丘脑是参与能

题组前期研究结果也认为，口水代谢通路是逆针灸调控脂质
代谢比例较高的通路［3］。逆针灸对神经肽 - 口水代谢通路 - 食

量调节平衡的关键脑区，而食欲调节中枢是位于下丘脑的二

欲调节中枢轴的调节，可能是逆针灸干预脂质代谢的关键

级中枢，其对脂质代谢的影响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10-11］。

机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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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欲调节中枢是脂质代谢的“总阀”

小结

下丘脑调节脂质稳态平衡的区域包含弓形核（ARC）、

脂质是机体储存能量的宝库，脂质代谢紊乱会导致多种

腹内侧核（VMH）、背内侧核（DMH）、室旁核（PVN）和

疾病的发生发展，如高脂血症、肥胖、脂肪肝、营养不良等

下丘脑外侧区（LHA）5 个区域。5 个区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诸多疾病。在医学日新月异的今天，防治结合，重视预防医

分是下丘脑神经元。神经元分为抑制食欲和促进食欲两种，

学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故找出防治脂质代谢紊乱的有效方

这两种神经元在食欲控制上互相拮抗。ARC 和 VMH 是血液

法是当今疾病研究的重要课题。逆针灸是一种安全有效、无

分子如激素（如瘦素、胰岛素、生长素释放肽等）和营养素

不良反应的绿色疗法，其可以通过神经肽 - 口水代谢通路 - 食

（如葡萄糖、游离脂肪酸等）整合的主要部位。在 ARC 中，

欲调节中枢轴对食欲进行调节，从而影响脂质的合成与分解，

神经元共同表达刺激相关肽（AgRP）和 NPY 以及含有来源于

据此深入探讨逆针灸对脂质代谢的双向调控具有创新意义及

POMC 的神经元。NPY、AgRP 和 POMC 的神经元能够广泛地

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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