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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皇家疾病研究与临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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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安大略省注册           

中医师、针灸师 

 

 

在＂加拿大华人名人名商迎新春晚宴＂上，受到杜

鲁多总理（Prime Minister Justin Trudeau）的接见 

应邀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多伦多总领事馆举办的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六周年招待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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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获加拿大第八届《2015 年新枫采创业颁奖典礼》两项大奖： 

专业风采类最受欢迎奖和网络投票冠军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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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世界华人共同发展促进会》向 2015 年中加教育文化节致开幕辞 

 

加拿大联邦国会议员路易斯.布朗女士（Ms. Lois Brown, Member of Parliament），代

表加拿大政府向＂华促会＂颁发＂教育文化华人之光＂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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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万锦市市长薛家平先生（Mr. Frank Scarpitti, Mayor of Markham） 

共同给加拿大 EA 教育集团颁奖

 
联邦国会议员路易斯.布朗、联邦议员、多元文化部国会秘书(次长级)梁中心、安省高等教育及

培训厅厅长莫伟力、多伦多公校教育局主席陈圣源、及省、市议员 

与加拿大 EA 国际教育集团董事长许文女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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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万锦市(Markham)市议员陈志辉先生颁发＂社区贡献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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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梦－－共和国建国 65 周年.海内外 65 位华人楷模》颁奖大会上 

代表海外华人发言 

 

被聘为《世界华人楷模名人堂》副会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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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梦－－共和国建国 65 周年.海内外 65 位华人楷模》获奖人员合影 

  

被邀做电视＂华人楷模＂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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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现代针刺效应学是立足于探索能够有效指导临床治疗和提

高临床疗效的相关规律，以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对相关问

题的研究所获取的现代科学意义上的规律作为指导理论，机理

的阐明完全立足于现代科学意义的相关知识体系；以建立与神

经- 内分泌- 免疫网络学说相一致的以神经节段性支配为中心

理论指导下的取穴组方体系和辨病、辨症相结合的诊疗体系及

影响针刺治疗方案中的关键共性因素（医者针刺临床技能、患

者因素、选穴配方、针刺时机、针刺手法、留针时间、针刺频

次等）作用规律为该体系的理论核心，形成一个完整的科学的

现代针刺效应学体系。 

一、建立一个科学的现代针刺效应学体系 

1、建立神经节段支配型和神经混合型的穴段体系 

针刺效应学是一门应用学科, 其生存的首要价值就在于治

病的有效性。其影响针刺疗效因素是多方面的，选穴组方合理

与否是影响针刺疗效的最关键环节。穴段的优效性、穴段组方

的科学性，是直接关系到针刺临床选穴配方的科学性、规范性

问题；是直接关系到针刺临床疗效的可靠性、稳定性问题。这

是针灸医师在临床上每天都要面对的问题, 也正是至今针刺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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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要着重解决好的核心问题。 

近 10 年来，我们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创新的实验方法，围

绕穴段的特异性和优效性进行不懈探索。首先在现代医学以神

经节段支配理论为指导和以穴段形态结构即与神经、血管、肌

肉、肌腱之间的密切度为标准的方法选穴。我们按神经节段支

配选取 154 个穴段; 四肢部位按神经节段与神经支配的相关性

选 87 个穴段；依据形态结构选穴 107 个穴段；传统经穴保留 62

个（经验穴），共计 410 个穴段。通过实验研究和临床实践以及

运用现代医学科技手段包括代谢组学等技术，对以上所选取的

穴段进行逐一优效化， 保证了每一个穴段在理论上具有效应特

异性和在临床上的优效性。同时，还对穴段作用规律进行研究, 

不但弄清楚作用于每个器官系统的穴段分别是哪一些，弄清楚

作用于各器官系统的穴段的作用机理及强度, 依据穴段作用规

律和机理及强度的大小对穴段按疾病 8 大系统分类，极大地提

高了临床治疗效果和大幅拓展了疾病的治疗范围。改变了在临

床上长期以来传统针炙用几十个穴位甚至上百个穴位同时可以

治疗同一种疾病的混乱局面。也很好地解决了长期以来一直困

惑着中医针炙界同仁们一边在研究神经- 内分泌- 免疫网络学

说，一边在临床上还是沿用十四经腧穴的尴尬的局面。从此厘

清了经络和神经的两者之间的关系，建立起了现代针刺穴段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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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为现代针刺效应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疗效卓

著的临床实践。 

2、建立一个具有规律可循的穴段组方体系 

选穴组方合理与否是影响针刺疗效的关键环节之一，针刺

穴段组方的研究属针刺机理研究的重要部分，其研究目的是为

我们建立穴段选穴配方提供科学依据，是建立科学针刺效应穴

段组方体系的理论基础。 

1997 年美国 NIH 召开针灸听证会，明确提出针刺疗法目

前不被人们普遍接受的主要原因就是疗效欠佳和缺乏高质量的

临床疗效对比研究，穴段组方研究正是如此。在传统针灸基本

理论及处方规律研究的基础上，可初步得出临床较为常用的穴

位、穴对、穴位处方及针炙优势病种等结论，但在这些组方研

究方面对其机理缺乏合理的理论依据。长期以来，我们本着以

临床优效病种为研究载体，针刺使用频率高的穴段、穴对、穴

段处方为研究对象，其研究目的在于揭示针刺的生物学基础，

阐明针刺的科学性，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对穴段配伍规律、神经

节段关联、特定穴段关联分析的穴段组方原则，结合临床实践

最终采取按疾病系统交叉选穴配方法；采用神经节段支配型和

神经纤维混合型相结合的选穴配方法；按部位选穴配方法；特

定穴段与特定穴段特效性的选穴配方法；按病因病机选穴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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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从当初拟定的 1000 多个组方中，我们按科学化、优效化和

规范化的选穴配方法标准，逐步从中筛选出 621 个穴段组方，

大大地提高了临床的优效性和便捷性。从而，从根本颠覆了人

们对针炙治疗疾病的认知。 

3、建立辨病与辨症相结合的针刺诊疗体系 

针刺重在辨病，结合辨证以加减配穴段并调整针刺手法的

运用，施药应治病之根本，而施针应解病之症状。针刺应在辨

病的指导下进行基本穴段的选取以确保疗效；也应在辨证的指

导下进行配穴段的选取,并随症调治，病位调整以充分考虑患者

的个体化差异；同时应依据“实则泻之, 虚则补之”的原则来调

整针刺手法的运用。这是其一；其二、目前在临床上我们经常

碰到“无病的患者”，通常是本人感到难受甚至是痛苦十分。西

医检查结果却无病，这时我们就要运用传统中医针炙学辨症论

治的思维方式。在临床方面我们认为只要有状症，一定会有疾

病。我们一直运用这种辨症思维方式来诊治各类疾病。譬如一

位长期患有“胸闷气短、呼吸困难”的病人前来求医，听患者

诉述，患胸闷气短、呼吸困难病症有几年了，西医每次检查其

结果都是正常，但胸闷却是反复不断，虽服一些所谓的镇定剂，

但效果却不太明显。这样的情形，我们运用中医的观点，诊断

为“气血不畅，肝气郁结”症。中医理论的肝脏与西医在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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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不同的，中医肝的功能包含了控制情绪，调畅气机，促进

消化吸收，储存血液等。于是在临床上采取针刺调节肝机能与

心脏机能相结合的治疗方法，其疗效是非常之好。在临床方面

经常会碰到西医检查不出来的疾病，诸如，头痛头晕、脑鸣脑

胀、耳鸣耳聋、痛经、四肢无力、四肢麻痹、记忆力退，体弱

多汗、虚烦失眠等，由于大部分疾病是整体机能失调所导致的

局部表现，因此辩证施治具有广泛的适应症。对多因素导致的

疾病、对涉及多系统的疾病、对慢性虚弱性疾病、对整体机能

失调的疾病，辩证施治具有很高的临床价值。上述如仅靠西医

的辨病方法，往往无病可辨。这时如果仅用辨病施治，往往无

从下手。在我们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形成了西医辨病与中医辨症

相结的模式，从而在临床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现代针刺诊疗优

势。 

4、建立影响针刺治疗方案关键共性因素的优化和评价标准 

针刺治疗是一种复杂干预，其临床疗效的产生及其评价受

多种因素的影响。针刺效应学研究的成果将回归到临床，理论

研究应指导临床实践，解决涉及针刺治疗方案关键共性技术的

优化、评价等问题。如医者针刺临床技能、患者心理因素及个

体差异、选穴配方、辨病与辨症相结合的诊疗因素、针刺时机、

针刺手法、得气性质以及留针时间、针刺频次等，这些因素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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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刺疗效都具有重要影响。本文比较全面地分析了这些因素与

针刺效应的关系,并对影响针刺疗效因素的分析，在治疗方案中，

制定相应的优化、评价标准和相关因素的技术标准，在这里不

作一一赘述。 

二、正确处理现代针刺效应学与传统针灸学的平行发展

关系 

1、不宜将“两种不同体系”放在同一框架内研究 

传统针灸学的基本理论-经络学说、脏腑学说、气血学说等

自创立至今，形成于两千多年以前的中医学理论体系和针灸学

理论体系，与其说属于自然科学，不如说是自然认识与人文认

识的混合体，这种混合体既有科学成分，更具有人文成分，二

者的混杂与胶着构成了独具特色的传统中医学和传统针灸学理

论体系，这种特色便是哲学的典型特征。两千余年来，这一过

程虽有发展，但主体仍是“解经”“注经”，除了众说纷纭、各

家林立之外，并无概念体系的实质性的创新与发展。这一事实

表明，在既有模式内，传统针灸学理论体系已经达到了应有的

完美。除了十四正经之外，为什么没有提出其他新的经脉？既

有五输穴，为什么没有发展出六输穴？一言以蔽之，传统针灸

学理论体系在既有模式内已经没有了发展空间，犹如古典物理

学没有再发现牛顿四定律、牛顿五定律，当然，古典物理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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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性系内也是一个完美的体系。  

现代针刺效应学是以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对相关问题

的研究所获取的现代科学意义上的规律作为指导理论、机理的

阐明完全立足于现代科学意义的相关知识体系, 是建立在以神

经--内分泌 -- 免疫网络学说和穴段作用规律、针刺规律为理论

核心的现代针刺效应学体系。现代针刺效应学与传统针炙学，

两者理论体系不同，是不同的两种模式。传统针炙学体系是以

经络学理论为核心，临床上强调的是辨证治疗模式即“纯化的

中医”；现代针刺效应学体系是以神经生物学等现代科学技术为

理论核心，临床上强调以辨病为主与辨症结合的诊疗模式。治

疗的模式化、规范化，不能简单比较两种模式的价值和意义，

因为二者之间没有比较的统一尺度。我们认为两者应按照各自

研究的方向去发展，再且它们在理论上没有交集，两者之间并

不存在矛盾，因此，不应将两者对立起来。科学的道理告诉我

们，不能将这“两种不同体系”强行塞进同一个框架中。否则，

很有可能在无休止的争论中徘徊不前，错失发展良机。 

2、现代针刺效应学是传统针炙学的传承与发展 

为什么说现代针刺效应学是传统针炙学的传承与发展呢？

这个问题会有人提出质疑，一个是经络系统，一个是神经系统，

两个不同的系统怎么传承？首先，我们在这里要说的传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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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是传承针炙传统文化之魂，这个魂就是传统针炙的一种文

化理念。譬如，针刺如何得气及操作技术，包括针具的选择、

体位的安排、进针的手法、行针的手法、出针的技巧及时效、

量效关系等。这些直接关系到针刺的临床效果。离开了这些，

针炙仅仅是一种工具而已。其二，在临床中传承中医针炙辨症

论治的思维模式。在说明这个问题之前，下面简单介绍一下病

与症的关系。症的机制与病的机制是两个层次的存在，是不可

通约、不可互换的。由于病理的认识在逐层深入地向微观发展，

而病症的描述却依然是整体宏观的。因此在病症互勘的过程中

便不自觉地以病的机制来深化症的机制，在形式上则是以中医

的语言来表述西医的道理，以西医的病理来指导中医组方，或

者用这种病理来重新诠释古方，经过这样一番改造，这种辨病

与辨症相结合就以期被病掩盖而结束，而中医的理论仅有形式

而已。现代针刺效应学遵循在辨病的指导下进行主穴段的选取，

也应在辨证的指导下进行配穴的选取，并随症调治，病位调整

以充分考虑患者的个体化差异；同时应依据“实则泻之,虚则补

之”的原则来调整针刺手法的运用。临床上治疗月经不调按症

型分类，分症施治。如: 脾肾气虚型加刺 RW1（1-2）、RW2（1-

3）、RW3（1-3）、RW11、RW12 等穴段；.肝肾阴虚型加刺 RW1

（1-2）、US7（1-3）、US5(1-2)、RW2（1-3）、RW3（1-3）等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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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血虚弱型加刺 US7（1-3）、US5(1-2)、RW2（1-3）、RW3（1-3）、

RW9、RW13 等穴段；肝郁气滞型加刺 US7（1-3）、US5(1-2)、

DL1（1-3）、RW2（1-3）、RW3（1-3）、RW9、 DL8（1-2）等穴

段；血寒型加刺 RW3（1-3）、US7（1-3）、 ELB13、DL1（1-3）、

RW2（1-3）、 RW4（1-3）、 DL8（1-2）等穴段；血瘀型加刺 RM1

（1-2）、RW3（1-3）、 DL1（1-3）、RW2（1-3）、RW9、 DL8 RW7

（1-2）等穴段；湿热型加刺 DG10、DG9（1-3）、US7（1-3）、

DG8（1-2）、 DG7、RW2（1-3）、DL8（1-2）等穴段。行针手

法应在辨证指导下选择弱刺（补法）或强刺（泻法）,以及时调

整进针速度、进针力度、捻转角度、提插幅度、及留针时间。

症由病生，症依附于病，即所谓症为象，病为本。辨证强调疾

病本身病程的实时性，而辨病则强调疾病整个病程的整体性。

由此可知，病与症之间是相互倚存，相互联系的，二者缺一不

可。在临床实践中，病中有症，症中有病的病症结合论治方式

抓住了疾病的整体发展规律和特点，也充分考虑到了个体化差

异和病程不同时期的证候，又将辨病论治与辨证论治有机地结

合在一起，使二者相互补充，以综合发挥各自的长处。由于病

症结合论治是从两种不同侧面来综合探求疾病本质，因此更能

准确地把握病机，从而提高临床疗效。 

三、针炙学创新与发展是时代赋予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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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国外明显加大了对针灸研究的投入。自中国针灸

疗法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传入美国，至今差不多 50 年的时

间，但美国的同行已不再满足于运用传统针灸学理论对相关问

题的揭示，开始按照他们研究问题的方式进行探索。现在国内

针炙界同仁普遍担心怕针灸的大旗旁落到别人的手里，到那时

中国仅仅是针灸的故乡。石学敏院士的观点着重于临床角度，

强调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研究针灸，把传统的针灸学经典作为

最高典范有害于针灸医学的发展，在临床研究上,要与国际接轨，

他反对片面强调“中医纯化”的做法，我们非常认同这样的观

点。当前中国虽然保持了在针灸学研究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

但已经面临严重挑战，为了在挑战中确保优势地位，我们必须

要立足于针炙学的发展与创新。任何认识都是时代的产物，任

何人都无法超越时代所能提供的环境、条件、手段、方法而进

行超越时代的探索，也就无法总结出超越时代的认识，所以任

何认识都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而时代的进步促使认识的深化

也就成为了历史的必然。因此，背离时代进步而固步自封必然

导致学术停止不前，唯有创新才能保障针灸学不断获得营养、

发展壮大。传统针灸学体系在既有模式内的完美，并不能取代

时代的更高要求，不能掩盖针灸学领域从理论到临床许多问题

与时代科学技术背景的不适应。诸如穴位的本质是什么？针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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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的产生与传导机制是什么？针灸治病的机理是什么？穴位

的配伍规律是什么？取用单穴为好？还是取用多穴为好？取用

多穴有无数量的最佳要求？采用浅刺为好？还是采用深刺为好？

每次留针多长时间为最佳？每天针刺一次或两次为好？还是数

天针刺一次为好等等？可以说上述所有的理论问题、临床问题

在传统针灸学内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而现代针刺效应学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对相关问题的

研究和临床实践所获取的现代科学意义上的规律作为指导理论，

机理的阐明完全立足于现代科学意义的相关知识体系，比较系

统地、科学地回答了传统针炙学上述存在的理论问题和临床问

题。从严格意义上讲，现代针刺效应学在国内外针炙发展史上

开创了现代针炙学的先河，并带上传统针炙的“精、气、神”

一道跨进了现代生命科学的殿堂。当然，今后的路更远，会面

临许多的挑战，需要我们不断探索、不断积累、不断完善自已、

不断发展自已，才能更好地与现代医学一道为人类健康事业服

务。 

四、现代针刺效应技术在临床上的优势     

1、针刺效应技术治疗疾病范围大幅度拓展 

运用穴段效应特异性和优效性的针刺效应技术，其临床方

面极大地拓展了针刺治疗疾病的范围。即针刺治病范围：除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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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各类痛症之外，对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循环系统、神经系

统、内分泌系统、泌尿系统、免疫系统、皮肤系统、生殖系统、

肿瘤类疾病等 10 大系统 400 多种疾病，在无须服药（或针刺治

疗介入的初始阶段服药，后期不服药）、无须借助任何辅助性(电

针、炙、按摩、小针刀等) 治疗，均能取得治愈疾病的效果。 

2、针刺效应技术临床疗效神奇 

针刺效应技术治疗大病、疑难病、久治不愈的疾病，大医

院治不了的各类疾病，如：头胀头昏、偏头痛、头风痛、耳鸣

耳聋、面瘫、胃下垂、子宫下垂、小肠疝气、呑咽肌无力、重

症肌无力、哮喘、呼吸自闭症、抑郁症、更年期综合症、红斑

疮、牛皮癣、鼻敏感、颈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脑冠状动脉粥样

硬化、帕金森症、肝硬化肝腹水（等候换肝）、心力衰竭、心房

颤、冠心病、肾衰竭（换肾）、肺心病、肺纤维化等疾病的治愈

率均在 92%以上，同时还能治愈诸如:无创伤性各类膝关节疾病

（无须换膝关节）、面部粉瘤、脱肛、内外痔疮、乳腺增生、乳

腺肿块、乳腺纤维瘤、子宫肌瘤、子宫异位、卵巢囊肿、前列

腺增生、前列腺炎、甲状腺肥大、淋巴管瘤、各类肿瘤、眼底

动脉瘤、脑动脉瘤、肝动脉瘤等等。 

3、针刺效应技术治疗疾病见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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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刺效应技术治疗病程较短的各类疾病，一般在短暂的时

间内即可达到满意效果。很多疾病往往 1-2 次针刺即获治愈疗

效，如：咽痛、鼻塞 、头痛头昏等，或急性软组织扭伤即腰扭

伤、急性坐骨神经痛等，在三分钟之内就能减轻甚至消失，许

多器质性疾病通常 1-2 个疗程治愈，被广大患者誉为“神针”。 

4、针刺效应技术有独特调治结合，健康美容的功能 

大量临床证明，凡经过针刺效应技术治疗 1-2 个疗程的患者，

精、气、神俱佳，脸色透出红晕，特别是女性患者，脸上皱纹

减少，暗斑淡淡而去，白里透红的脸庞一扫昔日晦暗的面色。

用她们的话讲：“以前不敢照镜子，老公也不愿多看一眼，而现

在天天恨不得要照几次镜子，从老公久久停留在脸上的眼神，

又找回昔日的自信。”  

这些年来，我们研究中心临床基地（原加拿大同济中医馆）

现在发展成为加拿大同济社区中医院（北美唯一的中西结合针

刺治疗医院）。医院下设 ：心脑血管疾病、肝病、肺病、肾病、

皮肤病、神经病、妇科病、男性病、肿瘤性、消化系统、内分

泌系统、免疫系统、运动系统（各类痛症）等各类专科，具备

了一个全内科中医院的一般功能。一根银针，撑起一座医院，

专治各大医院治不好的疾病，已成为我院的临床特色。我们的

诊疗理念是“给我一份信任，还你一个健康”。这是现代针刺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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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学给传统针炙学装上腾飞的翘膀，展现了现代针刺效应学的

魅力与辉煌。今天，我们可以自豪地讲：现代针刺效应学已成

长为一门独立于主流医学体系之外，与主流医学平行发展的医

疗保健体系。 

五、鸣谢 

《现代针刺效应学》这本书能问世，首先特别要感谢哈佛

大学医学院 Jafferson Liu 教授，他既是我的恩师也是我的患者。

事情从头说起，那是 2013 年夏天，一位 70 多岁的老人来到诊

所，他说是一位朋友介绍来的，自述年前检查确诊他患了重症，

己进入了晚期。之前一直在哈佛大学医学院治疗，但一直未见

好转，近来精神很差，没有食欲，睡眠很不好，特别是每天晚

上痛症难熬，吃了止痛药也不顶用，希望你能帮到我。当时我

说，应该能够帮到你。这位患者症状: 疲倦、乏力、食欲减退、

恶心呕吐、消瘦、四肢水肿。经脉诊，心律紊乱、心肾衰弱。

接下来开始给这老人施针治疗，30 分钟的治疗结束后，这位老

人脸上露出微笑，满意地对我说：现在我全身感觉轻松了许多，

看今天晚上怎样？第二天，这位老人一早就来了，比我还先到

诊所。他告诉我昨晚睡了一个好觉，好久沒有这种感觉了，当

时非常激动。就这样他每天坚持治疗，经过三个月的治疗，其

疲倦、乏力、食欲减退、恶心呕吐、消瘦、四肢水肿、疼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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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得到很好的改善，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好多了，气色也很好，

他自己也自信了许多，因此，使他增加了莫大的信心和期待。 

有一天这位老人请我吃晩饭，当时我欣然地答应了。在吃

饭时他告诉我，在治疗的这段时间，他每个礼拜都采血化验，

把他的化验结果和血液分析的情况比较全面地跟我讲了讲，同

时还讲了一些有关细胞增加了多少？细胞因子、蛋白质、白介

素类等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等等。还把他自己的经历和家庭及

子女情况一一作了介绍。我才知道他是马来华人，他的英语名

字 Jafferson Liu ，23 岁就读美国哈佛大学生物医学专业， 32 岁

获得哈佛大学生物医学博士。一直长期在哈大医学院任教并长

期从事血液实验研究工作，由于身体的原因，他已退休了。刘

老他在加拿大也有房子，他一共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其中，

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在美国大学教书，另两个儿子在加拿大从

事医学研究工作。坐在我身边一起吃饭的这个儿子是剑桥大学

研究分子生物学的博士，现在是加拿大一家生物医学研究所高

级研究员。饭桌上我们聊得十分投缘，他反复地说，“针炙太神

奇，它能救人的命”！ 他老对针灸的效应产生浓厚的兴趣。同

时，我也对生物技术特别神经生物技术在针灸技术中结合运用，

也産了强烈的兴趣。就这样两颗好奇的心撞到了一起，当下我

趁热打铁，我立马向刘教授提出请求，希望收我为徒。刘老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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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满口答应好，好，好！刘老非常谦虚地说，我们一起互相学

习，共同研究，不断提高针炙疗效，为更多人的健康服好务。

在刘老的主持下成立一个针刺临床研究所，他提议由刘教授本

人、Felix Liu 博土、Clinton Zhao 教授和我等组成。并亲自制拟

定研究中心主要研究方向，并把“针刺效应与细胞形态的研究”

作为重点研究课题。其目的: 探讨针刺刺激对成纤维细胞的信

号生物转化作用,为穴段“接受刺激,防治疾病”的现代医学生物

学机制提供理论与实验依据。方法: 对体外培养的成纤维细胞

实施刺激后 ,观察细胞形态学变化 ,检测细胞胞外前列腺素

E2(PGE2),一氧化氮(NO),白细胞介素-6(IL-6)释放量的变化,胞

内 IL-6 表达和蛋白合成的变化,并通过流式细胞仪所测细胞

DNA 含量,计算细胞增殖指数(PI)的变化,分析胞内蛋白含量与

细胞 PI 的相关关系。结果: ①实验中所采取的针刺刺激强度未

对成纤维细胞的细胞形态产生明显影响; ②针刺刺激促进了成

纤维细胞 PGE2 和 NO 释放的显著性增加; ③针刺刺激促进了

成纤维细胞胞内蛋白合成的显著性增加，而对细胞 PI 的变化无

显著性影响，且两者无显著性相关关系; ④针刺刺激既促进了

IL-6 胞内合成表达的上调,又促进了 IL-6 胞外释放的显著性增

加。 

6 年多来刘教授对现代针刺效应技术的研究投入极大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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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毫无保留地贡献出自已宝贵的资源，带领我们做了大量的

实验和临床研究，使我们获得大量的、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为

针刺效应技术的临床研究提供了科学的、可靠的技术数据和参

数。从而，实现了针刺效应从生物学理论研究上升到针刺效应

生物技术广泛的临床运用的飞跃，使现代针刺效应技术在治疗

疾病效果方面取得了颠覆性的突破。另外，感谢 Felix Liu 博土

和 Clinton Zhao 教授参予本书基本框架的讨论并提出了具有建

设性的意见，同时对书中引用的实验和临床数据进行严格把关。 

最后，由于时间仓促，书中许多新观点、新概念的提法有

待商榷，以及书中会存在一些缺点、错误，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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