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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筋膜链理论在疼痛诊疗中的应用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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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肌筋膜链是在西方解剖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个现代医学概念。它强调人体是以骨骼为支架，
由肌筋膜、
韧带等
紧密连接构成的一个张拉整体结构，
各部分通过链条式网络相互影响，
共同维持机体结构与功能的稳定。疼痛作为人体的第
五大生命体征，
其重要性不置可否。目前仍然有很高比例的慢性、顽固性疼痛患者无法真正彻底的摆脱束缚。文章通过对肌
筋膜链理论的探讨，
以期为相关疼痛疾病的诊疗提供新的思路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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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Myofascial Chain Theory in Pai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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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yofascial chain is a modern medical concept developed on the basis of western anatomy.It emphasizes that the human body is a tensegri‐
ty structure with skeleton as the scaffold and closely connected by muscle fascia and ligaments. Each part influences each other through the chain net‐
work to 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the body structure and function together.As the fifth vital sign of the human body, pain is of unequivocal importance.
There are still a high proportion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intractable pain who cannot really get rid of the bondage completely.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heory of myofascial chain to provide a new idea for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related pain diseases.
Keywords myofascial chain；overall concept；pain；tendons；application analysis

所谓“肌筋膜链（myofascial meridian）”，是指肌

nys 首次提出了整体肌肉链的模式[5] ，Thomas Myers

肉、韧带及其相关软组织按照特定的层次和方向 ，

的《解剖列车》从解剖学的角度上首次证实了肌肉

以筋膜直接相连，
或以力学形式间接相连所形成的

链的存在。他提出了人体结构中最常见的 12 条肌

链条式整体结构，
对维持身体姿态和产生运动起着

筋膜经线 ，分别为后表线、前表线、体侧线（两条）、

重要作用

[1-2]

。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筋膜是不间断

螺旋线（两条）、
手臂线（四条）、
功能线及前深线[6]。

的结缔组织 ，有其特有的连续性、整体性以及传导

1.2 肌筋膜链的功能特点 根据肌筋膜经线理论，
人

力的功能，
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点。肌筋膜链

体 12 条肌筋膜经线，
把人体骨骼、肌肉、神经、血管、

理论强调了人体肌肉、骨骼及结缔组织的完整性 ，

淋巴连为整体 ，形成一个张力均衡的网状结构 ，维

跳出传统医学意义上的“肌肉孤立论”，
目前在运动

持着人体整体系统功能协调运行[7]。在肌筋膜链理

损伤以及康复领域已得到广泛应用。

论中 ，肌筋膜便是全身性张力的传导与支持系统 ，

疼痛作为一种最常见的临床症状，
严重干扰着

筋膜张力传递的机制和存在途径已经被证实[8] ，
力

全世界 1/3 以上人口的生活水平 ，
据权威统计数据

量沿着张力线被分散到整个结构中，
局部肌筋膜的

显示，
在我国有 1 亿以上的慢性疼痛患者，
并且人数

功能状况直接决定了肌筋膜链整体的功能状况。

[3]

在不断增加 。目前疼痛科的诊疗手段包括局部注

人体一旦出现局部功能的异常，
都会沿着应力传导

射 、射频热凝 、脉冲射频 、神经阻滞等各种特色疗

的方向影响远端相应部位的功能，
而机体为了维持

法 ，但这些疗法仍未臻完善 ，新的理论及治疗手段

这种整体的平衡，
便会有其他组织进行代偿以弥补

的发现和应用对相关疼痛的诊疗至关重要。因此

受损组织张力或拉力的缺损，
即所谓的“补偿调节”

笔者认为很有必要通过梳理，
对肌筋膜链理论作一

[9]

探讨，
以期为疼痛疾病的诊疗开辟新的道路。

最终都因过度代偿产生各种病理反应。因此临床

1

诊疗中 ，仅针对局部受损部分的治疗是远远不够

肌筋膜链理论的内涵

。尽管未受损部分具有一定的代偿能力 ，但往往

1.1 肌筋膜链的循行路线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肌

的，
要在整个肌筋膜链的模式上全面、整体地考虑、

肉更有可能协同作用，
像更大的相互连接的解剖链

分析导致病损的根本原因，
避免“头痛医头”的简单

一样工作[4]。 比利时整骨医师 Godalieve Struyff-De‐

策略和片面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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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肌筋膜链的治疗原则 肌筋膜链的治疗原则强

伸[18]。例如西方医学的干针疗法[19] ，它与中医经筋

调从整体恢复肌肉、筋膜等组织的张力或拉力 ，调

系统中的针刺经筋点疗法 ，以及治疗经筋病变的

整力线的改变，
达到机体原有的平衡。当出现局部

“以痛为腧”疗法实际上如出一辙[20]。

部位的疼痛时 ，不要仅仅局限于局部疼痛的处理 ，

2.3 临床应用相通 经筋学说已广泛用于颈椎病、肩

而要寻找与疼痛部位相关联的筋膜组织、肌肉及韧

周炎、膝骨关节炎、筋膜炎以及跟痛症等各种运动

带等部分进行干预 ，即“循经远治”，通过对远端相

系统及疼痛病症的诊疗[21]。张彧婧[22]通过实验发现

关的组织及薄弱点进行干预，
恢复机体原有的力学

在经筋理论指导下 ，体外冲击波、针刀能有效改善

平衡 ，从而改善疼痛等症状。肌筋膜疼痛触发点

椎动脉型颈椎病患者的疼痛等症状以及椎动脉相

（myofascila trigger points, MTrPs）最早由美国临床教

关血流动力学指标等 ，且体外冲击波、针刀远期疗

授 Janet Travell 在 1942 年提出，
是骨骼肌或肌筋膜高

效好。经筋除了治疗其循行所经过关节及肌肉组

张力束内最易受激惹的区域 ，该区域有压痛反应 ，

织的疼痛外 ，还可以治疗与之相对应的脏腑性疾

[5]

可引起特异点的牵扯痛，
以及引起植物神经反应 。

病，
而肌筋膜链主要是治疗肌肉组织疼痛和关节活

目前国际公认的激痛点的治则是遵循去粘连（或者

动受限[23]。经筋学说在疼痛科中的应用其实是一种

称为纤维化的松解）和去活化机制[10]。通过刺激或

现代延伸用法 ，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肌筋膜链

破坏激痛点 ，使受累肌肉牵张 ，减少或解除挛缩肌

理论对疼痛相关疾病的指导意义也并非空穴来风。

和其筋膜，
从而恢复机体或各关节的生物力学平衡

3 从肌筋膜链理论论治疼痛诊疗手段

[11]

状态来缓解疼痛 。常用的治疗手段包括体外冲击
[12]

针对肌筋膜链理论的应用 ，诸多学者在颈、腰

波、
激光、
针刺、
艾灸以及推拿等 ，
临床上针对骨关

椎间盘突出为主引起的椎源性疼痛以及各种骨关

节、软组织损伤疼痛以激痛点作为靶点进行干预 ，

节疼痛性疾病中已有初步的理论探析。张岩[24]提出

临床疗效往往立竿见影[13]。

在肌筋膜链理论的指导下 ，
从整体出发运用 ESWT

2

治疗足底筋膜炎与手术治疗相比具有无创性，
与传

从中医经筋学说看肌筋膜链
十二经筋是附属于手足三阳三阴十二经脉的

统的药物治疗、康复疗法相比具有高效性 ，与其他

筋肉系统，
是祖国医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许多学

中药熏蒸、足浴疗法相比具有耗时短、方法简便等

者依据中医经典理论对经络的描述，
发现经络与筋

优势。王芳玉[25] 以膝骨关节炎患者为载体 ，
将肌筋

膜在形态和功能上几乎完全相似，
从胚胎起源的角

膜链理论与中医基础理论、经筋和经脉进行比较分

[10]

度看经筋与肌筋膜线也存在高度的一致性 。

析，
初步阐述了肌筋膜链理论与中医的整体观念以

2.1 循行分布相似 目前，
已有相关研究发现，
有8条

及经络系统的共通之处，
为肌筋膜链理论在膝骨关

肌筋膜经线在循行路线上与十二经脉中的 9 条经脉

节炎上的应用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同时也为临

[14]

[15]

吻合 。何兴亮 通过对比肌筋膜手臂线循行轨与

床上其他疾病的应用做好了铺垫。

手部经筋腧穴分布后发现手太阴经脉中 11 个腧穴

3.1 体外冲击波疗法 冲击波疗法作为治疗骨骼肌

有 10 个（90.9%）、手太阳经脉 19 个腧穴中有 14 个

肉系统疾病的一种新兴手段，
在临床上已经得到广

（73.7%）均位于其骨-肌结合点和走行轨道之中 ，
二

泛认可 ，近些年来 ，被广泛用于缓解疼痛以及诸如

者在循行、
位置以及功能方面均有密切的联系。

肱骨内外上髁炎、跖筋膜炎、钙化性肌腱炎等骨肌

2.2 诊治思维相符 在对疾病的认识上，
经筋学说强

系统的疾病[26]。高文静等[27]人发现以肌筋膜经线理

调“筋骨平衡”，认为生理上筋与骨相互依存 ，保持

论为依据，
沿臂表浅线进行冲击波治疗的效果要优

[16]

动态平衡，
病理上筋与骨互相影响 。
“筋”与“骨”作

于单纯肱骨外上髁局部治疗，
但该研究没有完成更

为一个整体，
一旦任何一方受到刺激失去原有的力

长时间的随访。张万标等[28] 人将 100 例跟痛症患者

学平衡 ，都会引发整体结构的内外应力分布不均 ，

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观察组在肌筋膜链理论

最终引起病变[17] ，这与肌筋膜链理论的观点一致。

指导下行足跟部体外冲击波治疗，
结果证实肌筋膜

在疾病的治疗上，
《灵枢-经筋》云：
“治在燔针劫刺，

链理论指导下对足跟部疼痛的治疗效果相较于单

以知为数，
以痛为腧”。
“以痛为腧”作为中医经络取

纯治疗来说疗效更加突出。因此临床上以肌筋膜

穴的大原则，
在经筋疾病的治疗史上占据非常重要

链理论为载体，
以冲击波为治疗手段的诊疗模式值

的地位，
而肌筋膜链理论灭活肌筋膜触发点实际上

得进一步推广。

是从不同角度对痛点的诠释 ，是“以痛为腧”的延

3.2 中医外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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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针法 针刺是缓解疼痛的有效手段之一 ，
其机

成部分，
具有安全有效、简便易行的优点，
已被推荐

制涉及传导通路、神经递质、免疫学炎症因子等多

为 KOA 保守治疗的疗法之一[39]。其作用机制主要

方面[29] ，
主要通过促进内源性阿片肽释放及上调炎

是通过加强肌肉组织的肌力训练来增加关节周围

症反应中的局部内啡肽和周围阿片受体，
同时抑制

的肌肉力量 ，缓解周围组织结构张拉力的紧张 ，从

[30]

内源性致痛物质的产生 ，
进而达到镇痛效果 。常

而减轻关节负荷，
缓解疼痛症状。苑同乐[40] 通过分

用的针刺手法包括毫针刺、火针、皮肤针、银质针、

析 20 例髌骨劳损患者各自膝关节运动模式，
在相应

电针及小针刀等。传统中医理论中，
针灸治疗疼痛

肌筋膜链上查找病因 ，对髋、踝运动代偿关节和相

常以经络循行为依据 ，即“经脉所过 ，主治所及”的

关肌肉群进行了模块化设计，
使患者的症状得到了

[31]

循经取穴原则 ，
但对阿是穴的选择多具有盲目性，

显著改善。但运动疗法有其一定的局限性，
多受运

肌筋膜链理论则为疼痛阳性反应点的选择提供了

动的种类、频率、强度以及患者体质差异等因素的

一定的依据。金鹏 选取了 70 例受试者观察比较

影响，
因此需要考虑到个体化原则以期提高患者依

肌筋膜链和扳机点理论指导下针刀松解神经根型

从性以达到最大疗效。

颈椎病与常规针刺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临床疗

4

[32]

效，
结果证实肌筋膜链和扳机点理论指导下的针刀
治疗优于常规针刺治疗，
为神经根型颈椎病的临床
[33]

结论与展望
疼痛的诊疗一直是医学上的一大难题，
由于其

疼痛原因及机制的复杂 ，临床上的治疗较为局限 ，

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高秀花等 人在“解剖列车”

往往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疼痛。肌筋膜链理论诞生

理论指导下，
采用浮针再灌注疗法配合关节松动术

于现代解剖学基础之上，
借助肌筋膜组织将人体构

对肩袖损伤术后进行康复治疗效果显著，
优于单纯

成了一个完整的张拉整体结构。在这个结构中，
迫

的关节松动术 ，而且近期及远期疗效均可观 ，安全

使人们走出传统局限性的诊疗思维 ，以更客观、全

快捷，
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面的角度去认识疾病，
同时也可以和中医经筋学说

3.2.2 推拿 推拿的作用机制在于恢复机体结构平

有机结合起来以更深入认识疼痛疾病，
丰富临床治

衡 ，一方面松解软组织 ，让肌群之间平衡 ，让韧带、

疗手段。因此肌筋膜链理论的出现及应用对疼痛

肌腱等归位 ；另一方面复位骨关节 ，恢复正常的力

等相关疾病的诊疗无疑是一道新的曙光。但肌筋

[34]

线，
解除关节卡压 ，
因此广泛应用于骨关节损伤、
[35]

膜经线目前仅有初步的解剖证据，
仍需要客观的事

退变等疾病的治疗。肖清明等 人通过探讨肌筋膜

实进一步证实，
相关的应用及指导也尚未有统一的

链理论指导下推拿手法对退变性腰椎失稳的临床

标准，
有待进一步探索。

疗效，
结果发现基于肌筋膜链理论组的推拿手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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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会在中医学理论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可能，
宋·陈无择《三因司天方》被历代大家重视，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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