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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

电针对食蟹猴单侧前交叉韧带损伤后本体感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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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电针对食蟹猴前交叉韧带（ACL）损伤后本体感觉的影响。方法 将 27只正常食蟹猴随机分为3组：
电针干预组
（n=9）、
模型对照组（n=9）和正常对照组（n=9）。然后对电针干预组和模型对照组的食蟹猴进行单膝 ACL损伤造模。在造模后1
周，
在电针干预组中给予损伤侧膝关节周围穴位刺激（委阳、
阴谷、
膝阳关、
曲泉）。在电针干预后的 4、
8、
12 周时，
3 组分别进行
神经电生理检测体感诱发电位和运动神经传导速度，
然后再处死食蟹猴并取其 ACL 进行氯化金染色，
观察 ACL 中本体感受器
的形态、
总体数量及变异数量的变化。结果 食蟹猴单侧 ACL 损伤模型的体感诱发电位和运动神经传导速度随时间增加而潜
伏期逐渐延长，
波幅逐渐下降，
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电针干预后，
体感诱发电位、
运动神经传导速度随时间增加而潜伏期
逐渐缩短，
波幅逐渐上升，
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
食蟹猴单侧ACL损伤模型随时间增加而本体感受器总体数量下降，
变异数
量上升，
有统计学差异（P<0.05），
电针干预可以延缓总体数量的下降，
有统计学差异（P<0.05），
但对变异数量的影响不大，
无统
计学差异（P>0.05）。结论 ACL 损伤后同侧的本体感觉随时间增加而逐渐减退，
而电针干预治疗可以对损伤侧 ACL 本体感觉
起到一定的治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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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electroacupuncture on proprioception in cynomolgus monkeys after unilateral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ACL) injury. Methods Twenty-seven cynomolgus monkeys were randomized equally into 3 groups,
namely unilateral ACL injury with electroacupuncture group, unilateral ACL injury model group and blank control group.
One week after modeling, the monkeys in electroacupuncture group were treated daily for 12 weeks with electroacupuncture
at the acupoints Wei Yang, Yin Gu, Xi Yangguan and Qu Quan. At 4, 8, and 12 weeks during the treatment, the changes in the
somatosensory evoked potentials (SEPs) and motor nerve conduction velocity (MCV) of the nerves of the ACL were examined
with neural electrophysiological method; the changes in the morphology and the total and variable number of the
proprioceptors in the ACL were observed with gold chloride staining. Results In the mokeys in the model group, the
incubation period of the SEPs and MCV on the injured side of the knee were significantly extended and the amplitudes were
decreased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P<0.05). Intervention with electroacupunctu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incubation period
and increased the amplitudes of the SEPs and MCV (P<0.05). The total number of the proprioceptors in the ACL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nd the variable number of the proprioceptors in ACL was increased with time in the monkeys in the
model group (P<0.05); electroacupuncture intervention obviously slowed the reduction rate of total number of the
proprioceptors (P<0.05) but without affecting the variable number of the proprioceptors (P>0.05). Conclusion ACL injury
causes attenuation of the proprioception on the injury side, and electroacupuncture intervention can produce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proprioception in cynomolgus monkeys.
Keywords: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proprioception; proprioceptor; electroacupun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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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交叉韧带（ACL）是膝关节中维持其稳定的重要
韧带之一［1-2］。临床上，
当 ACL 因为各种原因导致损伤
或者断裂时，
不仅会因为其物理结构受损导致膝关节不
稳，
而且还会因为损伤后本体感觉的缺失而进一步影响
膝关节整体稳定性［3-6］。本体感觉是人体控制和协调肢
体运动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它的主要作用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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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一些关节运动和位置的传入信息，
而机体正是通过整
合这些信息来预防和避免因过度运动而导致的韧带损
伤［7-9］。因此，
ACL 的本体感觉对于膝关节稳定性至关
重要，
一旦发生本体感觉缺失，
应积极采取措施治疗。
电针疗法是一种将针灸和电刺激相结合的治疗方
法，
现代许多研究发现，
通过针刺合并电刺激相应穴位，
可以使局部肌肉关节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10-14］。研
究发现电针可以改善软组织的微循环、
消除炎症介质、
［15］
抑制损害性信息的传导 ，
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增加本体
感觉从而对骨关节损伤起到康复治疗作用［16］。在兔膝
关节 ACL 损伤模型中本体感受器的数量会减少，
并且
体感诱发电位和腘绳肌肌电图的潜伏期逐渐延长、
波幅
［17］
逐渐降低 ，
而电针对本体感觉功能的影响可能是通过
针灸及电刺激增强关节周围的本体感受器及神经末梢
兴奋性产生的［18］。但目前针对电针穴位治疗ACL本体
感觉减退的基础研究甚少，
对本体感觉的客观评价也很
难实现。例如，
通过电针刺激督脉，
增强神经可塑性，
促
进轴突再生及突触重建［19］。通过电针治疗可以治疗坐
骨神经损伤，
维持感觉神经元存活，
最终改善大鼠下肢
［20］
的感觉功能 。以往文献多从分子生物学角度观察电
针治疗本体感觉减退及神经损伤的效果，
而本研究着重
从神经电生理以及病理组织学方面观测ACL本体感觉
变化，
以及电针治疗的效果，
使结果更具有直观性、
客观
性，
以及临床指导价值。
因此，
本研究通过电针穴位干预灵长类动物食蟹猴
ACL 损伤模型，并利用神经电生理学体感诱发电位
（SEPs）和运动神经传导速度（MCV）检测，
以及对 ACL
中本体感受器形态、
总体数量和变异数量的观察，
来探
讨电针对食蟹猴单侧 ACL 损伤后本体感觉的影响，
进
一步揭示电针对ACL本体感觉减退的治疗机制。
1 材料和方法
1.1 主要实验材料
1.1.1 实验动物 选取 SPF 级正常食蟹猴 21 只，
均为雄
性，
年龄4~5岁，
体质量6~7 kg，
由云南英茂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提供。动物伦理通过了该公司的动物实验伦理
审查委员会的审查，
动物饲养及动物福利已通过国际实
验动物饲养评估认证协会（AAALAC）认证执行。
1.1.2 仪器 关节镜系统（型号：72200616，美国 Smith
& Nephew），
穴位神经刺激仪（型号：
G91-D，
扬州康岭
医 用 电 子 仪 器 有 限 公 司），诱 发 电 位 仪（型 号 ：
MEB-9402C，
日本光电公司），
全自动真空组织脱水机
（型号：ASP6025，德国 Leica），全自动冷冻包埋机（型
号：Arcadia，德国 Leica），石蜡切片机（型号：819，德国
Leica），烤片机（型号：MST，德国 SLEE），倒置显微镜
（型号：
DMi8，
德国Le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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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试剂和耗材 毫针（型号：
0.3 mm×40 mm）购自中
国苏州医疗用品厂有限公司，
Zoletil 50 麻醉剂购自法
国Virbac，
盐酸左氧氟沙星氯化钠注射液购自江苏豪森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射用盐酸曲马多购自石家庄制药
集团有限公司，
碘伏消毒液、
0.9% NaCl、
清创器械包、
一
次性注射器、
无菌纱布、
可吸收缝合线、
无菌手术单均购
自北京中杉金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氯化金、
乙醇、
二甲
苯、中性树胶、蒸馏水、无水酒精、天然浓缩柠檬汁、
甲
酸、
甘油均购自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 方法
1.2.1 动物分组及造模 将27只正常食蟹猴随机分为3
组：
电针干预组（n=9）、
模型对照组（n=9）和正常对照组
（n=9）。然后对电针干预组和模型对照组的食蟹猴进行
单膝ACL 损伤造模（造模侧随机选择），
单膝ACL 损伤
模型采用关节镜微创造模技术，
造模方法：
用Zoletil 50
麻醉剂肌注麻醉后，
作膝关节关节镜入路切口，
探查膝
关节软骨、
前后交叉韧带、
半月板等均完好无损，
用钩刀将
ACL横行切断1/4，
冲洗关节腔，
缝合切口，
术毕（图1）。
手术均由同一组操作人员完成。术后3 d分别给予每只
造模食蟹猴盐酸左氧氟沙星氯化钠注射液（8 mg/kg）静
脉滴注预防感染，
同时给予注射用盐酸曲马多（2 mg/kg）
肌注减轻术后疼痛。术后7 d 所有动物的伤口均愈合，
未发生感染或者延迟愈合等情况。
正常对照组不做任何手术干预，
只给予普通饲养适
应性喂养，
在实验开始时即进行神经电生理检测，
以及
处死取ACL进行氯化金染色，
用于对比。
1.2.2 电针干预 电针干预组在术后 7 d 伤口愈合后即
开始电针干预，
选取损伤侧的委阳（属足太阳膀胱经，
位
于腘横纹上，
股二头肌腱的内侧缘）、
阴谷（属足少阴肾
经，
位于腘窝内侧，
当半腱肌肌腱与半腊肌肌腱之间）、
膝阳关（属足少阳胆经，位于股骨外上髁上方的凹陷
处）、
曲泉（属足厥阴肝经，
位于股骨内侧髁的后缘，
半腱
肌、
半膜肌止端的前缘凹陷处），
用指切进针法进针，
进
针后针尖略向内上倾斜，
进针约 0.5~0.8 cm，
施以提插
捻转，
待腘绳肌有所抽动即可。采用穴位神经刺激仪行
电针治疗，
单侧 4 个穴位需要两组电针，
委阳和阴谷一
组（委阳接正极，
阴谷接负极），
膝阳关和曲泉一组（膝阳
关接正极，
曲泉接负极），
频率20 Hz、
强度3 mA（预实验
中食蟹猴最佳耐受强度），
每次20 min，
每天治疗1次，
4
周为1个疗程，
总共干预3个疗程（图2）。空白模型组不
给于任何干预。
在电针干预的 4、
8、
12 周时，
分别在电针干预组和
模型对照组选取 3 只食蟹猴，
进行神经电生理检测，
然
后在处死食蟹猴并取其ACL进行氯化金染色。
1.2.3 神经电生理学检查 SEPs：
用Zoletil 50麻醉剂麻
醉成功后，
简单固定头部及四肢。两耳尖连线和鼻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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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通过关节镜技术建立ACL损伤模型
Fig.1 Establishment of ACL injury model in cynomolgus monkeys with arthroscopic
technique. A: Arthroscopic approach (arrow); B: Arthroscopic operation in the knee joint
cavity; C: Normal ACL (arrow); D: 1/4 ACL injury induced using a hook knife. Arrow
indicates the injured site in the ACL.

A

B

图2 电针干预膝关节周围穴位
Fig.2 Acupoints around the knee for electropuncture. A: Acupoint nerve stimulator; B:
Acupuncture points on the injured side of the knee.

到枕外隆突连线的交点再往后 1 cm（下肢皮层区）作为
记录电极点，
参考电极放置于鼻根部，
地线接于侧耳鬓
处。用双极表面电极刺激ACL的股骨或者胫骨附着部
位对应体表处，
刺激参数为恒压方法，
在波宽0.1 ms，
频
率2 Hz，
刺激强度15~20 mA的情况下测定SEPs。
MCV：
将刺激电极置于腘窝处进行刺激，
记录电极
置于腘绳肌肌腹，
参考电极放置于记录电极旁开 2 cm。
用双极表面电极刺激ACL的股骨或者胫骨附着部位对
应体表处，刺激参数为恒压方法，在波宽 0.2 ms，频率
1 Hz，
刺激强度25~30 mA的情况下测定MCV。使用诱
发电位仪记录SEPs和MCV，
引得的信号输入微机操作系
统，
测量和分析SEPs和MCV图形、
潜伏期和波幅指标。

1.2.4 氯化金染色 先将动物给予 Zoletil 50 麻醉剂麻
醉后，
静脉注射空气处死，
快速暴露并取材ACL，
将新鲜
取下的标本放入柠檬汁和88%甲酸的混合液中（柠檬汁
∶甲酸=3∶1），
置暗室中室温下放 15 min→l%氯化金溶
液置暗室中放30 min→25%甲酸溶液置暗室中保存15
h→蒸馏水冲洗 1 h→纯甘油保存 24 h→常规梯度酒精
脱水→二甲苯透明→石蜡包埋切片。每个ACL只选取
5张病理切片，
选取的切片尽量代表性覆盖组织各个部
位。标记股骨端、
胫骨端和中间部，
由 3 名操作者分别
对ACL的本体感受器计数，
避免重复记录。
1.3 统计学方法
所有资料采用 SPSS 20.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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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计量数据以均数±标准差表示，
并应用重复测量的
方差分析进行统计，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40

Electropuncture group

35

Model group

30
25

10
5
0
4
8
12
Time after electropuncture treatment (week)

Fig.3 Comparison of the incubation time of SEPs in the 3
groups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aP<0.05 vs 8 weeks in the
same group; bP<0.05 vs 12 weeks in the same group; cP<0.05
vs the model group at the same time; dP<0.05 vs the blank
control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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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三组MCV潜伏期在不同时间点的对比
Fig.5 Comparison of incubation of MCV in the 3 groups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aP<0.05 vs 8 weeks in the same
group; bP<0.05 vs 12 weeks in the same group; cP<0.05 vs
the model group at the same time; dP<0.05 vs the blank
control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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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三组SEPs潜伏期在不同时间点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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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神经电生理检测结果
在 4、
8、
12 周中的任何一个时间点，
与正常对照组
相比，
电针干预组和模型对照组的 SEPs、
MCV 潜伏期
延长，
波幅下降，
但电针干预组优于模型对照组，
3组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在模型对照组中，
SEPs、
MCV随时间增加而潜伏期
逐渐延长，
波幅逐渐下降，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而在电针干预组中，SEPs、MCV 随时间增加而潜伏
期逐渐缩短，波幅逐渐上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图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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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三组SEPs波幅在不同时间点的对比
Fig.4 Comparison of amplitude of SEPs in the groups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aP<0.05 vs 8 weeks in the same group;
b
P<0.05 vs 12 weeks in the same group; cP<0.05 vs the model
group at the same time; dP<0.05 vs the blank control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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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三组MCV波幅在不同时间点的对比
Fig.6 Comparison of the amplitude of the MCV in the 3 groups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aP<0.05 vs 8 weeks in the same group;
b
P<0.05 vs 12 weeks in the same group; cP<0.05 vs the model
group at the same time; dP<0.05 vs the blank control group.

2.2 病理学染色观察结果
通过氯化金染色，
我们在 ACL 中共观察到四类本
体感受器，
分别是：
Ruffini小体、
Pacinian小体、
Golgi腱
器官和游离神经末梢，
正常的 Ruffini 小体形态类似于
树形，
可见有分支状结构出现；
Pacinian 小体一般为椭
圆形，
外层有一层被囊包裹；
Golgi腱器官呈螺旋状形态
出现；
而游离神经末梢一般无特定的形态，
多呈细长的
梭形。本体感受器受损异常变形后，
结构出现溶解、
紊
乱、
变形，
甚至体积缩小，
而游离神经末梢多呈不规则形
态，
一般可见神经末梢明显减少（图7）。
在本体感受器总体数量上，
在 4、
8、
12 周中的任何
一个时间点，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
电针干预组和模型对
照组下降，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且模型对照
组趋势比电针干预组明显，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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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正常和异常变异的本体感受器对比

在本体感受器变异数量上，
在 4、
8、
12 周中的任何一个
时间点，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
电针干预组和模型对照组
均上升，
有统计学差异（P<0.05），
但电针干预组与模型
对照组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电针干预
组和模型对照组中，本体感受器随时间增加而总体
数量下降，
变异数量上升，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图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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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3组本体感受器的变异数在不同时间点的对比
Fig.9 Comparison of variable proprioceptors in the 3 groups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aP<0.05 vs 8 weeks in the same group;
b
P<0.05 vs 12 weeks in the same group; cP<0.05 vs the model
group at the same time; dP<0.05 vs the blank control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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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7 Comparison of normal and variable proprioceptors (Original magnification: × 400). A, B, C, D: Ruffini corpuscle, Pacinian
corpuscle, Golgi tendon organs and free nerve endings in the normal ACL, respectively; E, F, G: Variable Ruffini corpuscle, Pacinian
corpuscle and Golgi tendon organs in the injured ACL, respectively; H: Free nerve endings in the injured ACL, where the number of
the nerve endings became 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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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3组本体感受器的总数在不同时间点的对比
Fig.8 Comparison of total number of proprioceptors in the 3
groups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aP<0.05 vs 8 weeks in the
same group; bP<0.05 vs 12 weeks in the same group; cP<0.05 vs
the model group at the same time; dP<0.05 vs the blank
control group.

3 讨论
3.1 ACL本体感觉对膝关节稳定性的重要意义
膝关节是人体最大结构并且最复杂的屈曲关节，
运
动损伤、
车祸伤、
外来暴力等诸多因素可以造成膝关节

的损伤［21-24］。膝关节损伤作为临床上的常见疾病，
其损
伤的类型较多，
具体包括：
膝关节骨折、
膝关节骨挫伤、
关节软骨损伤、韧带损伤和半月板损伤等，其中尤以
ACL 损伤多见［25-28］。临床上，
当 ACL 断裂损伤时，
即使
韧带获得重建，
患者仍会出现膝关节不稳，
这可能和本
体感觉的缺失有关。本体感觉主要依靠分布在肌肉、
关
节等处的本体感受器来感知的位置觉、
运动觉和振动
觉，
而ACL作为稳定膝关节前向运动的主要韧带，
其稳
定作用的发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中本体感受器的功
能作用［29-32］。
早在 1956年，
Skoglund等［32］就已发现 ACL中的本
体感受器。Schultz 等［33］又将其分为 4 类：
Ruffini 小体、
Pacinian小体、
Golgi腱器官和其它游离神经末梢，
A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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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Pacinian小体可以感知膝关节运动的起始、
加速和
终止。Ruffini小体和Golgi腱器官对关节内压力、
韧带
张力变化能作出反应，
因此，
能感受膝关节的位置和旋
转角度。ACL 中的游离神经末梢参与感受细小刺激。
本体感受器主要集中分布在 ACL 的腱骨愈着部，当
ACL受到应力时，
愈合部的本体感受器就会感知到，
并
发出信号使大脑作出反应，
从而保护膝关节稳定性。另
外，
如果当ACL损伤时，
其中的本体感受器必然也会受
损，
从而导致功能减退，
影响膝关节的位置觉、
运动觉和
振动觉，
即使给予韧带重建也无法到达本体感觉的完全
恢复。因此，
ACL 除了通过其本身的物理特性来稳定
膝关节以外，
本体感觉也在维持膝关节稳定性中有着重
［34-35］
要意义
。在本研究的模型对照组中，
SEPs、
MCV随
时间增加而潜伏期逐渐延长，
波幅逐渐下降，
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
同时本体感受器总体数量下降，
变
异数量上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这说明当
ACL损伤时，
本体感觉会受到影响。
3.2 电针对于ACL本体感觉的促进作用
许多研究都已证实电针刺激穴位疗法在治疗肢
体活动障碍、关节疼痛、药物依赖等方面具有确切的
疗效［36-38］。针刺效应主要由中枢神经系统介导，
即针刺
能够促进中枢系统内的内源性阿片肽及单胺类神经递
质的释放，
引起特定生理学效应而达到治疗的目的。电
针可促使神经元生长、
轴突再生、
突触重构以及靶器官
［39］
功能联系得到改善 。本研究选取委阳、
阴谷、
膝阳关
及曲泉这几个穴位，
主要的依据是：
ACL损伤属中医筋
伤痹证之范畴，
以肝脾肾虚为根本，
风寒湿外邪侵袭为
外因。我们选取的穴位中，
委阳，
属足太阳膀胱经，
为三
焦下合穴，
主治腰脊强痛，
腿足挛痛；
阴谷，
属足少阴肾
经穴位，
主治膝关节疼痛不利；
膝阳关，
属足少阳胆经，
主治膝腘肿痛、
挛急及小腿麻木等下肢、
膝关节疾患；
曲
泉，
属足厥阴肝经，
主治膝髌肿痛，
下肢痿痹。故而在膝
关节的局部选取这几个穴位，
利用穴位的近治作用，
很
［40-41］
好的顾及到对诸经的调整 。电针可通过刺激相关穴
位，
向中枢传入大量的本体运动和感觉信息，
从而帮助
建立正常的感觉、
运动模式，
反射性激活屈、
伸肌群而参
与稳定膝关节活动，
重建关节本体感觉的功能［42］。在本
研究中，
电针干预组的SEPs、
MCV随时间增 加 而 潜 伏
期 逐 渐 缩 短 ，波 幅 逐 渐 上 升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义
（P<0.05），
同时，
电针干预可以延缓总体数量的下降趋
势，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这说明电针对本体感
觉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在本体感受器变异数量上，
电针干
预组与模型对照组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这
说明电针对已经变异的本体感受器没有可逆效果。
综上所述，
ACL 本体感觉在膝关节稳定中有着重
要的作用。ACL损伤后，
同侧ACL的SEPs、
MCV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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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增加而潜伏期逐渐延长，
波幅逐渐下降，
同时，
本体感
受器总体数量下降，
变异数量上升，
这说明损伤ACL的
本体感觉随时间增加而逐渐下降，
而电针干预治疗是一
种有效的干预方法，
可以对损伤 ACL 的本体感觉起到
一定的康复治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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