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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络是一种细胞外基质通道的假说
方育沪
（杭州柯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摘

杭州

310053）

要：经络的客观存在得到实验证实，但是关于经络形成机制的研究尚未见报道。在整合国内外相

关实验成果的基础上，研究发现经络系统的主体——十二经脉与细胞迁移通道具有相似的形成机制。呼吸
中吸气肌节律性收缩或四肢、躯干运动等使相应的经穴打开，进而使穴区肥大细胞（MC）胞膜上辣素受体-2

（TPRV2）通道开通，介导 Ca2+ 和 Na+内流，MC 被激活。MC 脱颗粒释放两种丝氨酸蛋白酶，分泌介质刺激成纤
维细胞等使之合成、分泌两种基质金属蛋白酶原，该两种酶原被丝氨酸蛋白酶活化成酶。丝氨酸蛋白酶和

基质金属蛋白酶共同作用，降解细胞外基质蛋白质，开辟出十二经脉通道。由此推测：经络是酶促反应形成
的空间定位、时间稳定的细胞外基质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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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灵枢·本脏》：
“ 经脉者，所以行血气而
营阴阳，濡筋骨，利关节者也。”
《黄帝内经·灵枢·经
脉》：
“ 经脉十二者，伏行分肉之间，……”。经络（包括
经脉和络脉）是人体内血气运行的通道。
明了经络通道的客观存在。费伦等 揭示了经穴和经
络更多处于结缔组织（肌肉之间或肌、骨、腱之间）中，
[2]

张维波 根据实验研究，提出了经络实质的低流阻组
织液通道（即水通道）假说。
通过整合国内外相关实验成果，研究发现十二经
脉与细胞迁移通道具有相似的形成机制，十二经脉是
酶促反应形成的空间定位、时间稳定的细胞外基质
通道。
1

基质金属蛋白酶

细胞外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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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astin）、纤 连 蛋 白（fibronectin）及 层 粘 连 蛋 白
（laminin）和黏多糖（glycosaminoglycan, GAG）构成的复

杂网络。在大多数结缔组织中，基质大分子主要由成
纤维细胞（fibroblaast）分泌产生。

电、声、磁、热、光和同位素示踪等方面的实验，证
[1]

成纤维细胞

细胞的分子生物学研究表明，人体的细胞可以在
基质中清理出迁移的通道。这些通道的形成机制是：
“基质组分被局部细胞分泌的细胞外蛋白质水解酶降
解。许多这类蛋白酶属于两大类蛋白酶中的一类。
大部分是基质金属蛋白酶（matrix metalloprotease），它

们的活性依赖于结合的 Ca2+ 或者 Zn2+ ，其他的是丝氨

酸蛋白酶，在它们的活性中心有高度活化的丝氨酸
（含有丝氨酸的高度活化的活性中心—引者注）。金
属蛋白酶和丝氨酸蛋白酶共同作用，降解基质蛋白
质，如胶原、层粘连蛋白和纤连蛋白。……为细胞迁

关于细胞外基质通道

移在基质中清理出一条通道……”[3]。

人 体 的 组 织 由 细 胞 和 细 胞 外 基 质（extracellular

matrix，又称细胞间质）组成。结缔组织的细胞外基质
是 由 纤 维 状 蛋 白 ，包 括 胶 原（collagan）、弹 性 蛋 白

2

十二经脉与细胞迁移通道具有相似的形成机制
假设人类祖先（包括胎儿和婴儿）的十二经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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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脉线最初结缔组织的结构是相同的。

辣素受体 （TRPV
通道的开通使人 MC 直接被激活并
2
2）

握拳、大声“啼哭”的方式启动呼吸。

敏感，皮牛顿（PN）的剪切应力就可以使大白鼠肥大细

2.1 婴儿（为了叙述方便，先从婴儿讲起）降生，以
膈肌强力收缩吸气，第一肋间外肌、胸大肌、胸小

肌、前锯肌等大幅度收缩提肋助吸气，腋动、静脉蠕
动，斜方肌上组肌纤维收缩使肩胛骨和肩上提，牵动
喙突内下、上缘骨膜上提，
“ 肺经”的中府、云门等穴
打开

[4-5]

。

产生脱颗粒。杨文忠[10]研究证明，MC 对机械刺激十分

胞 RBL-2H3 胞膜的 TRPV4 通道开放，胞外 Ca2+ 内流，
诱导脱颗粒。施小民等[11] 的模型表明，细胞外较高的

Ca2+浓度，使得只需较小的刺激能量即可激活钙信号，
并且，较小的刺激就能使细胞达到驱动较佳脱颗粒率
的钙动力学状态。

同时，胸腹部与呼吸肌、辅助呼吸肌相关的其它
经穴开放。人体呼吸（包括“吐纳”
）或运动（包括“导
引”
）打开经穴与针刺打开经穴本质上一样，只不过前
者穴区骨骼肌（肌腱、韧带等）自主收缩、强度稍小；而
后者穴区骨骼肌（肌腱、韧带等）在针刺作用下被动收
缩，强度大。

2.1.1 牵动、刺激肺经的中府、云门等穴“地”部钙
[6]

富集区和锌富集点 ，两穴区及肺经和其它经脉相关
穴区 Ca 浓度 、Zn 浓度 升高。
2+

[7]

2+

[8]

正 常 情 况 下 ，胞 质 内 Ca 浓 度 很 低（约 10 mol·
2+

-7

L-1），而 胞 外 液 体 Ca2+ 浓 度（约 10-3 mol·L-1）和 内 质 网

中府、云门等穴开放，Ca2+ 浓度升高，穴区各骨骼

肌收缩，挤压组织间隙的机械刺激和经穴喷射组织液

流形成对穴区 MC 的剪切应力，使 MC 细胞膜上 TRPV2
通道打开，介导胞外 Ca2+和 Na+内流，MC 被激活。

MC 被激活后脱颗粒释放出预先形成的介质，包

括组胺（histamine）、5-羟色胺（5-HT）、肝素（heparin）、
类胰蛋白酶（tryptase）、胃促胰酶（chymase）等，和新合

成的介质，包括白三烯 C（LTC
、前列腺素 D（PGD
、
4
4）
2
2）
细胞因子包括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血小板激活
因子（PAF）及白介素（IL）-1、-3、-4、-10、-12 等[12-14]。

这些介质的释放，可以引起一系列即时或迟发相

（ER）腔内的 Ca 浓度高。当信号使质膜或 ER 膜上的

反 应 。 组 胺 释 放 后 ，MC 可 以 重 新 储 存 所 有 的 颗 粒

答蛋白[3]，参与调节细胞的各种物质代谢和生理活动。

在人类，MC 所释放的组胺等介质以可溶的形式

2+

Ca 通道瞬时打开时，Ca 冲进胞质，引发细胞内 Ca 应
2+

2.1

2+

2+

成分[15]。

2 增加相关穴区组织液压，形成相关穴间组织液

存在[16]，它们除作用于释放点局部外，还可以作用于远

在中府穴，胸大肌、胸小肌、第一肋间外肌等收

五羟色胺、组胺的复合体首先释放，其中的组胺

压差和组织液流。

距离的 MC 等靶细胞。

缩、提肋的协同运动将能量传递给其间的组织液，使

和血小板激活因子等能引起血管舒张和血管渗透能

这些组织液能量增加，并超过临界点，形成向上的组

力的提高，使血管通透性增强，组织液渗出[17]。

织液流。同时，云门穴由胸大肌收缩形成的组织液压
增加幅度比中府穴由胸大肌、胸小肌、第一肋间外肌
等收缩形成的组织液压增加幅度小，两穴之间产生组

其中的肝素是 β-类胰蛋白酶在中性 PH 或生理盐

浓度条件下的稳定因素[18]。释放的 β-类胰蛋白酶、胃

促胰酶是活化的丝氨酸蛋白酶，可以直接降解细胞外

织液压差，有助于产生向上的组织液流。同理，云门

基质的某些组分（如纤连蛋白等）[19-22]，为“血”
（含小分

与天府穴之间以及肺经和其它经脉相关穴间也由于

子的组织液。中医的“血”是个内涵丰富的概念，有多

骨骼肌（肌腱、韧带等）、血管运动等产生组织液压差

种形态。
“ 血”的第一种形态是血液，
《黄帝内经·灵枢·

[4]

和离心方向的组织液流 。
2.1

3 穴区肥大细胞受机械刺激脱颗粒
[9]

决气》：
“ 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这里的
血，指的是血管中含红细胞的血液；
“ 血”的第二种形

张迪 等电镜观察发现，穴区平行排列的小血管

态是血液中的水和一些小分子物质从毛细血管壁渗

周围充满组织液的组织间隙中粘附着许多肥大细胞

出形成的组织液。
《黄帝内经·灵枢·决气》：
“ 余闻人有

（mast cell，MC）。MC 是一种神经内分泌细胞，也是机

体内重要的效应性和调节性免疫细胞。结缔组织中

的 MC 是 CTMC。在机械力（通过钳制电极向细胞膜施

加-30- -90 cmH2O 的负压）、高温、激光刺激作用下，
2

精气津液血脉，余意以为一气耳”。张介宾《类经》：
“……血化于液，液化于气，是血之与气，本为同类，而
血之与汗，亦非两种；……”在毛细血管的动脉端，由
于血压高于血浆渗透压，血液中的水和溶于水的电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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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单糖、O2 等小分子物质可以穿过毛细血管壁进入

及其它病理条件下，表达量增加。MMP-1 和 MMP-3

浆渗透压，大部分组织液和组织液中的 CO2 及代谢产

个环节调节表达量，这三部分相互作用共同维持机体

基质，成为组织液；在毛细血管的静脉端，血压低于血

物又通过毛细血管壁回到血液中；小部分组织液及部
分大分子物质进入毛细淋巴管成为淋巴液，最后返回
[23]

血液 ；另有一部分组织液经过小间隙空间进入经脉，
[2]

成为“血” 。在肥大细胞脱颗粒分泌的组胺、类胰蛋
白酶等的作用下，毛细血管壁的通透性增强，组织液

也会渗出。北欧学者 Aucland[24] 证实人体内组织间隙

存在非均质空间，由胶体和自由液体两种成分组成。
孟竞璧等[25]的放射性核素示踪实验证明了经脉是循环
系统外的小分子的组织液运行通道）和“气”
（由红外
[26]

波、低频涨落调制的红外波、次声 和一些小分子物质
等构成）的初始流动开辟通道。

可通过转录水平调节、酶原活化调节和活化后调节三
MMP-1 和 MMP-3 的水平。

一些细胞因子和生长因子可诱导 MMP-1、MMP-

3 的 表 达 。 在 经 穴 和 十 二 经 脉 线 ，MC 分 泌 白 介 素

（IL）-1、-4、-10 等诱导成纤维细胞、巨噬细胞等表达
基质金属蛋白酶原 proMMP-1[28]；分泌 IL-1、肿瘤坏死

因子 α（TNF-α）等诱导成纤维细胞、巨噬细胞等表达
proMMP-3[29]。

proMMP-1、proMMP-3 被细胞分泌出来后，在类

胰蛋白酶、胃促胰酶作用下活化为 MMP-1、MMP-3。
MMP-3 一旦激活，可能发出负反馈信号[30]。

MMP-1 又称胶原酶-1，是 Ca2+ 依赖的基质金属蛋

β-类胰蛋白酶的最适 PH 为酸性，与胰蛋白酶相

白酶，最适 PH 为中性[31]。MMP-1 能直接在特定的的

酶切；二者不同之处：β-类胰蛋白酶仅催化少数蛋白

等），α1 链 的 裂 解 部 位 在 离 氨 基 端 四 分 之 三 距 离 的

似，一般在肽段的精氨酸和赖氨酸残基的羧基端进行
质，使纤维蛋白原和高分子量激肽原失活，使金属蛋

白酶原Ⅲ和补体 C3 等激活 。β-类胰蛋白酶还会引
[18]

起长时间的血管渗透能力的提高。

胃促胰酶又称类糜蛋白酶，最佳 PH 为碱性，能增

加微血管的通透性，刺激成纤维细胞（fibroblast）增殖，
通过激活某些基质金属蛋白酶原，使Ⅳ型胶原等降
解；能直接或间接激活基质金属蛋白酶导致细胞外基
质降解[19-21]。

氨 基 酸 序 列 位 点 处 裂 解 原 纤 维 胶 原（Ⅰ 、Ⅲ 型 胶 原

Gly775/Ile776 间，α2 链中裂解发生在相应部位的 Gly/
Leu 处。Ⅰ型胶原是细胞外纤维蛋白和蛋白聚糖相互
作用网络的主要成分。通过这种方式，基质结构的完

整性得到维持，而少量的蛋白质降解又有利于组织液
和“气”的流动。

MMP-1 还能作用于蛋白聚糖、巢蛋白、丝氨酸蛋

白酶抑制剂等底物[28]。

MMP-3，又称间质溶解素-1，是一种 Zn2+ 依赖的、

2.1.4 蔡国平等[2] 采用特殊的染色方法发现，胶原

特异性较差的基质金属蛋白酶，可降解Ⅲ、Ⅳ、Ⅺ型等

扫描镜观察经穴针刺附着组织，见到胶原纤维、成纤

种基质组分，并能够通过水解各种细胞外基质成分激

[27]

纤维的分布大体上与经络的分布相同。木村通郎 用
维细胞、脂肪细胞和神经末梢。

成纤维细胞是结缔组织的主要细胞，成纤维细胞

胶原，能降解纤连蛋白、层粘连蛋白和蛋白聚糖等多
活 MMP-1[32]。

类胰蛋白酶、胃促胰酶和 MMP-1、MMP-3 共同作

不但能产生基质，而且能分泌基质蛋白酶降解基质。

用，在细胞外基质中“清理”
（开辟）出十二经脉通道。

沿胶原纤维（常聚集成缆索状束）散在分布的还有具

两类蛋白酶的作用被各种分泌的抑制剂（包括基质金

有很强吞噬能力和分泌能力的巨噬细胞（macrophage）
等细胞。

属蛋白酶的组织抑制剂 TIMP 和丝氨酸蛋白酶抑制
剂）限定在特定的区域。

由此可以推断，在十二经脉线及其边缘通过纤连
蛋白介导结合在胶原纤维束上的成纤维细胞和巨噬
细胞等 形成的细胞链大体上与经脉线上 MC 的细胞
[3]

链平行分布。

2.2 呼气时，上述经穴关闭，膈肌舒张、降肋，发生

一系列逆反应，两类蛋白酶水解反应后分解，释放出
Ca2+、Zn2+。各器官恢复到初始状态。

2.3 下一次吸气时，上述 2.1 的过程得以重现。下

2.1.5 在正常成人组织中，基质金属蛋白酶 MMP-

一次呼气时，2.2 的过程得以重现……如此循环反复。

组织生长、重构等正常生理状态下和创伤愈合、修复

和斜角肌等[33]。辅助呼吸肌有胸大肌、胸小肌、前锯

1 和 MMP-3 等表达量极少，但在胚胎发育、形态发生、

2.4 呼吸肌包括膈肌、肋间肌、腹肌、胸锁乳突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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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斜方肌、背阔肌、肩胛提肌、菱形肌等[34]。大强度的
呼吸运动涉及胸腹部的十四经脉，约 160 个经穴，四肢
运动使四肢众多经穴节律性开合。

2.5 胎儿，同样有肥大细胞、成纤维细胞、巨噬细

胞等各种细胞和细胞外基质。胎儿在出生前所有器
官都已发育成熟。心跳、胃肠蠕动等节律性运动、四
肢和躯干运动等使相关经穴打开，释放 Ca2+ 、Zn2+……

存在，因此，十二经脉在人的一生中都存在，从胎儿
（略有不同）、婴儿、童年、少年、青年、成年到老年，人
体的经脉都是相对稳定的，只是不同的阶段，经脉的
状态不同。
3

经络的基本结构单元
MC 常沿小血管、小淋巴管分布，也存在于某些器

与 2.1、2.2、2.6 表述的同样机制使肺经外的十一经脉

官被膜、脉络丛和周围神经外膜和神经束膜的结缔组

基本开通。婴儿出生后，肺经开通，并与其它十一经

织内[39]。MC 存在于某些器官被膜、脉络丛、周围神经

脉连接。

神经外膜和神经束膜的结缔组织内是因为某些器官

2.6 祝总骧等 用定量的方法观察发现，MC 密集
[35]

[36]

地分布于经脉线全程各层。丁光宏等 通过建立模

型，使用数学模拟方法发现，在穴区微血管网和毛细
血管与经脉线平行分布的结构下，组织液能产生一种
定向的流动，并在穴区获得加速，不断接力构成一条

被膜、脉络丛、周围神经神经外膜和神经束膜的结缔
组织内有小血管和小淋巴管分布[23,40]。
我们可以把经络系统视为由经络的基本结构单

元 a（以下简称经络结构元 a）组成。由十二经脉通道
的形成机制可以推测：经络结构元 a 由附着在小血管

与经脉线相吻合的流线。在上述众多经穴开合的过

（包括小动脉、小静脉、微动脉、微静脉、细动脉、细静

程中每个经穴、经脉段都伴随着上述许多生物学效

脉、各类毛细血管网）或小淋巴管（包括淋巴管和毛细

应、物理学过程和生物化学反应有节奏地进行。十二

淋巴管网）[23,41] 等“轴心”上的许多肥大细胞及通过纤

经脉多经穴释放 Ca2+ 、Zn2+ ，MC 脱颗粒，其信号随组织
[37]

液流传送，脱颗粒信号的自放大 作用及轴索反射接

力联动 等，引起经脉线上一连串的 MC 脱颗粒现象，
[38]

同样的机制使整个十二经脉线基质蛋白质局部降解，
循环通道得以形成。

2.7 和其他的动物一样，人类的头部、躯干和四

连蛋白介导结合在Ⅰ型胶原纤维束上的成纤维细胞、
巨噬细胞及其它类型的细胞和局部降解的细胞外基
质构成。肥大细胞和局部降解的细胞外基质（疏松或
致密结缔组织，下同）为内缘，中间由局部降解的细胞
外基质填充，外面环绕着 N 条与“轴心”大体平行的Ⅰ

型胶原纤维束（可能相互形成交联），通过纤连蛋白介

肢，包括内部的肌肉、骨、神经、血管、其他的连接组织

导在胶原纤维束上连接的许多成纤维细胞（巨噬细胞

和外部的表皮都由一些精细的图案系统组成。这些

及其它类型的细胞）和周围局部降解的细胞外基质构

图案由基因表达决定。身体的每个部分的形状、最终

成外缘。有肥大细胞附着的毛细血管（或毛细淋巴

大小甚至内部图案都受到细胞间相互作用的调控。

管）和连接成纤维细胞等细胞的胶原纤维束相间分

形态发生素浓度梯度对不同位置的细胞产生不同的

布，毛细血管网（或毛细淋巴管网）和胶原纤维束网交

影响。每个区域中的细胞都能在组织达到正确位置
之前继续生长，而当到达正确的区域后生长便会停
[3]

止 。身体的每个部分，如骨骼肌（肌腱、韧带）、血管、
神经之间的连接和各部分的组合也都遵循一定的规
则。因此，各经穴和经脉段有着确定的空间结构，在
头部、躯干和四肢的分布都有固定的位置。中医用体
表标志法、骨度分寸法和手指比量法，可以较准确地
探取经穴位置。现代用穴位电阻探测仪等可以准确
定位。

织在一起，常形成一种复合网络 A。

a 的内径 Φ 内 a 与“轴心”小血管（或小淋巴管）的直

径 Φb 相同，Φ 内 a=Φb。

a 的厚度 Ta=Φc+d+Φe+Φf。

Φc 为 MC 直径，d 为基质宽度（从肥大细胞外缘至

胶原纤维内缘），Φe 为胶原纤维直径，Φf 为成纤维细
胞“直径”。

a 长度 La 取每条“轴心”自然长度值。

经络结构元 a 的构成元素有序地遍布全身，所有

2.6 十二经脉是稳定的细胞外基质通道。通常细

的经络通道都由 a 构成。众多的经络结构元 a 和复合

MC 和成纤维细胞等在十二经脉所在的结缔组织中都

十二经脉、奇经八脉、十五络脉、十二经别……各子系

胞迁移后不久，迁移通道就会消失。在人的一生中，

4

网络 A 以各种方式组合成经络系统的各子系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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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组装成全身经络网络体系。
今天，人类的胎儿在母体内虽然肺经尚未开通，

路[42]。细胞内存在各种信息通道和环路。细胞之间、
组织之间和器官之间都需要建立相应的信息环路。

但经络系统可能已经形成。婴儿出生后，启动呼吸使

在生物演化的历程中，低等的脊索动物（尾索动

肺经乃至十二经脉完全开通。经络系统随着实体器

物除外）形成闭管式的血液循环系统[43]，同时，必需建

官的生长、发育、衰老而生长、发育、衰老。十二经脉

立循环系统外器官、组织、细胞之间的信息环路及其

的形成机制起着维护通道的作用。

载体—“血”
（组织液流）的环路才能得以生存。在结

4 疏松（或致密）结缔组织由细胞和大量的细胞外

缔组织中开始出现最初的的经穴区和经脉段，形成简

基质构成，在体内广泛分布于器官之间、组织之间和

单的“血”
（组织液流）、
“ 气”循环。随着演化的进程，

细胞之间，它们构成器官、组织、细胞生存、运动的外

动物的结构越来越复杂，经脉循环通道也越来越复

空间和含盐水环境。

杂。人体经络形成的整个过程可能通过无数代变异、

从信息论的观点看，生命的基本单位是信息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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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ypothesis for Meridians and Collaterals are Extracellular Matrix Channels
Fang Yuhu

(Hangzhou KSBio Technology Co., Ltd., Hangzhou 310053,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viewpoi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science, meridians and collaterals are the channels

of qi-blood operations. The existence of meridians and collaterals had been proved by experiments, but the research of
meridians and collaterals formation mechanism has not been reported. After studied and integrated worldwide

experiment results, researches found that as the main part of meridians and collaterals system, twelve-meridians have
similar formation mechanism to cellular migration channels. Rhythmic contraction movements of respiration muscles or

limb or trunk movements stimulate the relevant acupoints to open, thus, to open TPRV2 channel of mast cell (MC)

membrane to mediate Ca2+ and Na+ immigrate to activate MC. Degranulation of mast cells releases 2 serine proteinases,
secretion mediators trigger fibroblast and other cells to synthesis and secrete two matrix pro-metalloproteases, which are
enzymized by these 2 serine proteinases. Extracellular matrix proteins are partially degraded by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serine proteinases and matrix metalloproteases to create twelve-meridians channel.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meridians and collaterals are the positioned and time-stable extracellular matrix channels, created by enzymatic
reactions.

Keywords: Acupoints of twelve-meridians, Master Cell, Serine Proteinase, Fibroblast, Matrix Metalloprotease,
Extracellular matrix, Channel, Twelve merid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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