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细胞激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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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是一种基于经颅磁电刺激技术有效治疗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病的新观点，可理解成电压门
控钙离子通道物理激活最佳靶点假说，基本内容：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病等神经元退行性
变疾病，与物理门控离子通道密切相关，可用物理手段来解决，激活递质能神经元是治疗
的关键，电压门控钙离子通道则是物理手段激活的最佳靶点，目的是诱导钙离子内流触发
神经元轴突终末突触囊泡释放神经递质。脑细胞激活论，指出了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等
神经元退行性变疾病的治疗原则、方法与目的，提示了试图通过药物化学手段来寻求神经元
退行性变疾病的解决办法，可能会动摇我们应对疾病的信心，而物理手段的应用或物理化
学手段的联合应用也许是我们今后应对一些重大脑病的主要科研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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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is a new idea that based on effective treatment of Parkinson's disease
and Alzheimer's disease with transcranial magnetoelectric stimulation
technology, it can understand a hypothesis about voltage-gated Ca2+ channels is
the best target for activation by physical means, basic content ： Parkinson's
disease , Alzheimer's disease etc. neuronal degeneration diseases, that closely
related to physical-gated ion channels, which can be treated with physical
means, activating neurotransmitters-energic neurons plays key roles in the
treatment, and voltage-gated Ca2+ channels is the best target for physical
means, the purpose is to induce Ca2+ inflowing and triggers neuronal axon
terminals synaptic vesicles releasing neurotransmitters. The theory of brain
cell activation sets forth the principle, method and purpose of treatment of
the physical gated ion channel diseases such as Alzheimer's disease,
Parkinson's disease and other neural degeneration diseases, and indicates that
the attempt to treat these diseases using pharmaceutical and chemical
approaches could shake our confidence in conquering the disease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physical approaches or combined application of physical and
chemical approaches in the treatment of some major encephalopathy may be our
main research direction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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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金森病（PD）、阿尔茨海默病（AD）是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PD 主要病
理改变为中脑黑质多巴胺能神经元变性死亡造成纹状体多巴胺（DA）含量下降，
从而导致震颤、肌肉僵直、运动迟缓等症状，在临床上应用 DA 的前体左旋多巴
以补偿脑内减少的 DA，这是一种替代疗法，虽然可明显改善症状几年，但长
期应用后可出现较严重的副作用，甚至会出现“开-关”现象，持续服用左旋多
巴不能阻止 PD 进展 [1]。AD 病理特征是脑内出现大量老年斑(主要成分是 Aβ)、过
度磷酸化 tau 蛋白聚集形成的神经元纤维缠结（NFTs）、神经元丢失引起的脑萎
缩，它们之间的关系尚不清楚，目前还没有任何药物能够阻止或延缓 AD 病情
的发展[2]。AD 较为公认的发病机制是胆碱能假说，即脑内胆碱能神经元减少，
导致乙酰胆碱（ACh）合成、储存和释放减少，进而引起以记忆和识别功能障碍
为主要症状的一系列临床表现，而 ACh 是脑组织中的重要神经递质。
本文观点是基于经颅磁电刺激技术（TME）有效治疗 PD、AD 的新观点，
可理解成电压门控钙离子通道最佳靶点假说，认为已经发生退行性变的多巴胺
能神经元、胆碱能神经元等在死亡前是基础态胞吐维持着它们的基本代谢，与正
常神经元之间是一个可逆的过程，可应用物理手段（TME）激活多巴胺能神经
元、胆碱能神经元等，而电压门控钙离子通道则是物理手段（TME）作用的最
佳靶点。这一观点支持了囊泡假说 [3] 和胆碱能假说 [3] ，曾被作者冒昧地命名为
“脑细胞激活论”，适用于脑病，又不局限于脑病。
本文论述仅针对已经发生退行性变的多巴胺能神经元、胆碱能神经元，不包
括可能导致多巴胺能神经元、胆碱能神经元发生退行性变的上游事件和多巴胺能
神经元、胆碱能神经元发生退行性变所导致的下游事件，如 AD 的 Aβ、tau 蛋白
等。
离子通道是细胞膜上的一种特殊整合蛋白，具有离子选择性及门控特性。离
子通道闸门的开启和关闭过程称为门控。目前，门控离子通道被细分为化学门控、
电压门控、机械门控等[4]。除化学门控外，我们将电压、机械等门控归类为物理门
控。电压门控 Ca2+ 通道，属于物理门控离子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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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内容

PD、AD 等属于神经元退行性变疾病，与物理门控离子通道密切相关，可用
物理手段来解决，激活递质能神经元是治疗的关键，电压门控钙离子通道则是
物理手段激活的最佳靶点，目的是诱导钙离子内流触发神经元轴突终末突触囊
泡释放神经递质。

2

验证方法

通过动物试验检测 TME 与脑内多巴胺、乙酰胆碱生成量的正相关性和通过
临床试验观察 TME 对 PD、AD 患者症状改善情况。
2.1 动物试验
帕金森病与脑内多巴胺含量降低密切相关，该结果在半个世纪以来已经被
反复证实 [5,6] ，而大量的试验又间接地证明了 TME 与内源性多巴胺的生成具有
正相关性。采用脑内微量渗析技术检测经颅磁刺激对成年雄性 Wistar 大鼠海马、
伏核、纹状体内多巴胺释放的影响，发现经颅磁刺激可使背海马、伏核、纹状体内

多巴胺浓度显著升高 [7]。用经颅磁刺激活化了 PD 模型大鼠多巴胺能神经元，促
使腹侧纹状体内源性多巴胺释放[8]。选择已经成功安装刺激电极的偏侧帕金森症
成年猕猴，结果是电刺激可有效的改善猴偏侧 PD 模型的症状，应用微透析取
样技术结合高效液相色谱测定法发现在给予有效电刺激后可增加侧纹状体细胞
外液的多巴胺及其代谢产物的含量[9]。研究发现丘脑底核电刺激能够增加大鼠纹
状体细胞的多巴胺的释放，能够激活多巴胺能神经元[10]。有人证实[11-13]，电刺激
可促进中枢释放内源性阿片肽。因为神经递质和神经肽在神经元内是共存的 [1416]
，由此可推断电刺激同时也促进了神经递质的释放。TME 的作用远优于单纯的
经颅磁或经颅电。
2.2 临床验证
自 1994 年“激活脑细胞是治疗各种疑难脑病的关键”这一观点的提出 [17]，
近二十年间作者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不间断地反复验证和完善了“脑细胞激
活论”。在该理论的指导下，我们相继应用非介入式 TME 等物理手段研制成功
的脑功能康复治疗仪[18,19]（适用于脑卒中后遗症、血管性痴呆及脑萎缩）、帕金
森治疗仪[20-22]、抑郁症治疗仪[23,24]、阿尔茨海默治疗仪[20,25]等脑病专用设备，均通
过了国家临床试验基地临床验证，并分别于 1996 年、2011 年、2011 年、2014 年获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器械注册证和实现产业化。因为仪器安全性有保证，患者可
完全脱离专业临床医生的指导在家庭中使用，这一优点也成为了我们的工作没
有引起临床医学界特别关注的主要原因。但一个真实的情况是，从 1996 年始至
正式投稿之日止，受益脑病患者累计已有 50 余万例，效果反馈令人振奋。其作
用机理的一种解释是，对应地主要激活了肽能神经元、多巴胺能神经元、5-羟色
胺能神经元、胆碱能神经元。
其中，我们将非介入式 TME 应用于帕金森病临床上，采用多中心、随机、双
盲、自身交叉对照法，对符合纳入标准的 PD 患者进行了临床试验研究，结果表
明：可明显改善帕金森病患者的静止性震颤、僵直、运动迟缓等症状，适用于轻、
中度帕金森病[26]；我们还将非介入式 TME 应用在了阿尔茨海默病、血管性痴呆
的治疗上，采用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平行对照法，对符合纳入标准的 AD
患者进行了临床试验研究，结果表明：可明显改善患者记忆、认知功能、精神状
态及其日常生活自理能力，适用于轻、中度阿尔茨海默病、血管性痴呆[25]。以上结
论被国家药监部门认可并做为认证注册 PD 治疗仪、AD 治疗仪的部分临床依据。

3
3.1

解释

退行性变神经元细胞分子机制
帕金森病与中脑黑质多巴胺能神经元变性死亡造成纹状体多巴胺含量下降
密切相关。从食物中直接或间接获取的酪氨酸，在神经元内酪氨酸羟化酶的作用
下生成多巴，多巴经多巴脱羧酶脱羧后生成多巴胺，多巴胺则被多巴胺能神经元
轴突终末突触囊泡包入其中，而囊泡中的多巴胺释放是通过 Ca2+ 依赖性的快速调
节囊泡胞吐过程来完成的 [27,28]，如图 1 所示。当内流的 Ca2+ 浓度在胞内增高到一
定程度时，即触发囊泡释放多巴胺。Ca2+ 内流是由电压门控 Ca2+ 通道在细胞膜去
极化时开放而引起的。囊泡胞吐分为 Ca2+ 依赖的快速调节性胞吐和基础态胞吐，
其中，基础态胞吐过程不受动作电位和 Ca2+ 的调控[3]。轴突胞浆的 Ca2+除了来源
于胞外 Ca2+内流外，也可以来自突触的胞内钙离子贮存库 [30]。内流 Ca2+与基础态
钙离子叠加后发挥作用。如果神经元持续高频释放递质，伴随递质释放进入到突
触前的 Ca2+增多，则会增加酪氨酸羟化酶的催化活性，而且可以增加酪氨酸羟化

酶的 mRNA 转录及合成酶的基因表达量[29]。相反，多巴胺能神经元若不能按正常
的速率及时释放多巴胺时，就会发生退行性变，而轴浆内增多的多巴胺，可抑制
酪氨酸羟化酶的活性，这种反馈调节可导致多巴胺合成出现时间依赖性抑制，这
也许与临床使用左旋多巴治疗帕金森病出现“开-关”效应有关[31]。退行性变多巴
胺能神经元会逐渐丧失功能而死亡，在死亡前是基础态胞吐在维持着它的基本代
谢。外源性多巴胺，在缓解病人症状的同时又进一步降低了酪氨酸羟化酶的活性
使原本处于不受动作电位和 Ca2+ 调控的基础态胞吐过程的囊泡融合速率变得更低，
这种替代疗法相当于放弃了挽救退行性变多巴胺能神经元。多巴胺能神经元死亡
信号通路上调，并启动了凋亡程序[32]。多巴胺能神经元的死亡，丢失的可能不仅
仅是多巴胺。这似乎可以成为 PD 病人服用左旋多巴 2~5 年后会产生严重的机能
障碍的一种解释。此解释支持了囊泡假说。

图 1 神经递质通过胞吐释放[29]

AD 发病机制虽复杂，难以用一种假说完全解释清楚，但脑内胆碱能神经
元发生选择性退行性变是不争的事实，而胆碱能神经元又是构成学习记忆的重
要生物学基础。ACh 由胆碱和糖分解过程中产生的乙酰辅酶 A(AcetyL-CoA)，在
胆碱乙酰转移酶（ChAT）催化下产生，在轴突末梢的轴浆中合成，然后通过乙
酰胆碱转运体转运至突触囊泡储存。胆碱能神经元若不能按正常的速率及时释放
ACh 时，就会发生退行性变，而轴浆内增多的 ACh，可抑制 ChAT 的活性，酶
活性下降约 50%影响 ACh 的合成[3]。同样，退行性变胆碱能神经元的死亡信号通
路上调，并启动了凋亡程序。现有治疗 AD 的药物如胆碱酯酶抑制剂、NMDA 受
体拮抗剂等，针对的不是已经发生了退行性变的胆碱能神经元，这可能是这类
药物不能阻止或显著延缓病情恶化的一种解释，而在研治疗 AD 的药物也多指
向了已经发生了退行性变的胆碱能神经元的上、下游事件。此解释支持了胆碱能
假说。
3.2 TME 对Ca2+ 通道的作用机制
电压门控钙离子通道是离子通道超大家族成员，其中 Ca2+ 通道 α1 亚基是主
要的功能单位。实验表明，电压门控钙通道 α 亚基的共同特性是：S4 片断在感受
膜电位变化和通道的激活开放中起主导作用；S6 片断对钙通道电压依赖性失活
起关键作用，如图 2 所示。通道激活需要在磷脂双层膜电场内有带电荷的氨基酸

或强的双极离子，这些闸门电荷的运动或电压感受器在电场作用下的运动，引起
通道蛋白构型改变导致通道激活而开放[33]。磁场作为一种物理因素，对运动的带
电物质有洛伦兹力的作用，影响细胞膜的离子通透性和膜两侧的电位，从而导致
细胞膜离子通道构型发生改变。实验结果提示中等强度恒定磁场对离子通道的影
响可能与细胞膜上离子通道的相关电荷运动有关[34]。根据电生理学特性，电压门
控 Ca2+ 通道可分为 L、N、P、Q、R 和 T 等 6 个亚型。不同亚型 Ca2+ 通道的激活电位
也不相同，如 L 型钙通道激活电位是-10mV，T 型钙通道激活电位是-70mV。事
实上，当膜电位接近-40mV 时，Ca2+ 通道开放概率开始明显地增加[3]。在正常情
况下，细胞膜具有将细胞内的钙离子泵出细胞外的功能，维持内环境的稳定。当
患 AD 时，这一功能受损，细胞内钙离子超载，造成细胞内外钙离子相对地接
近于静态。经颅磁电能诱发钙离子内流，那么一定也会促使细胞内的钙离子迅速
外流，因为这种刺激是有节律的，会引起钙离子浓度的双向振荡[35]。

图 2 钙通道门控的分子机制[33]

电压门控最捷径的门控方式就是电，而非介入式 TME 主要是以电的形式发
挥着终极作用，在激活重点区域神经元群的同时，兼顾了递质能神经元全脑分
布和颅骨高阻抗的事实，其安全性与有效性是单纯的脑深部电刺激、高强度的经
颅磁刺激或其它刺激方式难以实现的。
3.3 TME 作用的最佳靶点
电压门控 Ca2+ 通道是经颅磁电刺激的最佳靶点，但不是唯一靶点。电压门控
钠离子通道是动作电位产生、传播的物质基础，电压门控 Ca2+ 通道则是在细胞膜
去极化时开放而引起钙离子内流。TME 刺激既可直接激活钙离子通道，产生的动
作电位反向传播激活钠离子通道；又可首先激活钠离子通道，产生的动作电位沿
轴突传导到终末端激活钙离子通道。只有激活钙离子通道，才能实现钙离子内流
触发囊泡释放神经递质的目的。新技术可同时从神经元多个位置进行记录，证明：
动作电位可反向传播。
Ca2+ 内流不会导致神经递质的无节制的释放，即使受到来自于外界的强烈的
物理性刺激。囊泡融合速率与游离 Ca2+ 浓度之间不具有线性关系 [3]，这种非线性

关系使得突触囊泡融合对 Ca2+浓度的变化极为敏感并且限制在一个很窄的 Ca2+ 浓
度区间和很短的期间内。内源性神经递质的再生，包括囊泡装填、转运和锚定，都
需要过程和时间的[36,37]。在囊泡的快速胞吐过程，可释放囊泡迅速耗竭，囊泡的
释放速率随时间呈指数函数衰减[3]。被释放到突触间隙的神经递质，也遵守内环
境恒定学说。内环境恒定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一定形式的节律活动基础上的恒
定。
另外，TME 的作用靶点也不仅仅局限于电压门控离子通道。如对 AD 的作
用，还可能体现在外加的特定电磁场对老年斑主要成分 β-淀粉样多肽（Aβ）的
核实现去荷化和 Tau 蛋白的去酸化，消除炎性反应，清除 Aβ 或阻断 Aβ 聚合，
保护微管的组装和轴突转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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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本文的观点既是基于已有的生物化学成果推导出的一个论断，也是基于
TME 有效治疗 PD、AD 的一个新观点，有助于对 PD、AD 发病机制的理解，从而
为推动探寻 PD、AD 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案提供了理论平台。脑细胞激活论，适
用于脑病但又不局限于脑病，可做为创建“物理疾病学”学科的理论基础。凡递
质能神经元发生退行性变的疾病，都可能与物理门控钙离子通道密切相关，均
可尝试用物理手段来解决。事实上，我们还将 TME 应用在癫痫临床上，也取得
了惊人效果，而 TME 在小儿脑瘫、植物人促醒等方面也有很好的表现。
脑组织活动极其复杂，作者十分清楚这一新观点还需要更为可靠的证据支
持。不论是胞内记录还是膜片钳检测都可能在神经元上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使
之离开原本真实的状态，跟踪观察 TME 刺激下活体单个神经元的直接验证技术
目前正在寻找中。TME 的生物刺激作用与细胞膜离子通道特性及通道构型变化
有关，但仍需进一步从分子生物学及细胞信号转导等方面进行分子层面的理论
和实验验证。
目前，针对神经元退行性变疾病，我们似乎更习惯于通过药物化学手段来
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许不是一条捷径。血脑屏障，是化学手段要逾越的第
一道屏障，血脑屏障的存在就像在中枢神经系统外围构筑的一道防线，在防止
脑免受外界化学性伤害的同时，也将好多对脑有利的物质挡在了脑外 [38]；物理
门控离子通道，是化学手段要穿越的第二道屏障，因为正常神经元存活机制是
在酶的催化下完成的，而酶能够降低反应活化能，但当酶的活性明显降低时，
若想单纯地通过药物化学手段产生的动作电位推开已经发生异常的物理性门控
离子通道这扇大门，其艰难程度可能会动摇我们应对疾病的信心。阿尔茨海默症
新药研发的屡屡受挫[39]就已经很说明问题。
PD、AD是世界性医学难题。近百年来，在化学药物研发方面，各国科学家
们不断探索，已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仍没有实质性进展。TME、电压门控钙
离子通道都具有显著的物理属性， TME在PD、AD临床上的应用以及取得的效果，
提示了我们在专注化学药物研发的同时不要忽略物理手段，物理手段的应用或
物理化学手段的联合应用也许是我们未来彻底征服神经元退行性变疾病所要重
点关注的科研方向。如晚期重度PD患者，TME靶点细胞——多巴胺能神经元丢
失过多，TME与左旋多巴类药物联合应用可能更显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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