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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静磁场(SMF)保健品和磁疗产品受到国内外市场的广泛欢迎。然而，静磁场对动物和人体到底有 

何影响，是人们十分关注的问题。本文从细胞、动物实验和人体试验三个层面介绍国内外至今开展的研究工作。这 

些研究结果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因此静磁场保健和磁疗产品研发应从剂量学优化、可信安慰对照设立和双盲措 

施等三方面深入研究，以此获得最优磁场强度和最佳治疗效应。加强静磁场生物医学效应的基础及临床应用研究， 

为今后的科学应用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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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owadays，health care products based on static magnetic fields(SMF)and merchandise of magnetic thera— 

PY are popular around the world．But the biomedical effects of SMF tO animals or human beings remain a widely con— 

cerned controversy．In this paper，the recent researches in China and abroad about the biomedical effects of SMF 

were reviewed in three 1evels：the cellular，animal and human levels．Nevertheless，these data were not consistent 

with each other and even some contradicts others’researches．So，it is necessary tO do more and further studies on 

SMF dosing regiman，sham control magnetic device and blinding procedures to obtain the optimal magnetic intensity， 

the desired therapeutic effects in practical cases and prepare for applying the SMF in biomedical fields more effectively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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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千百万年以来，凡是生存在地球上的生物，包括 

人类，总是受到地磁场的影响，地磁场有南极和北 

极，此南北极与地球地理位置的南北极十分靠近。 

地磁场磁力线是从地球南极出发指向北极，地磁场 

属于静磁场(或恒磁场)。地球表面的磁场强度在一 

般情况下从 0．03 mT(赤道水平方向)到 0．05 mT， 

据有关报道，世界范围内五个长寿村的地球磁场为 

0．O6～0．07 mT，是一般地区的两倍 ，较强的地磁场 

是促使当地居民健康长寿的原因之一[1]，因此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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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即想到利用静磁场作为保健品来促进人体健康。 

事实上2 000多年以前中华民族的祖先已在 口 

服磁石等矿石药物来治疗疾病。古希腊也有利用磁 

铁治疗疾病的历史。但人类真正利用科学方法来研 

究磁物理学并将其作为保健和治疗手段是 20世纪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二战后俄罗斯、日本、中 

国、欧美国家先后进行了大量研究[2]，笔者将近年来 

收集到的国内外有关静磁场的生物医学效应方面的 

文献作一综述，试图较全面介绍该领域已取得的成 

绩，指出存在的问题，展望今后的研究方向。 

首先介绍国际上现采用的六大类电磁场治疗形 

式： 

I．静 (恒)磁场 (static／permanent magnetic 

fields，SMF)：由各种恒磁铁提供，或直流电通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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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圈，在线圈中形成恒磁场。 

Ⅱ．低 频 正 弦 波 电 磁 场 (1ow frequency sine 

wave electromagnetic fields)：频率 为 60 Hz(美 国、 

加拿大)和 50Hz(欧洲、亚洲)，在广泛使用。 

Ⅲ．脉冲电磁场(pulsed electromagnetic fields， 

PEMF)：波形各异、振幅不同的低频磁场，因商业需 

要大量的 PEMF的设计各不相同，要比较他们的物 

理特性和工程参数是很困难的，要分析这些设备使 

用后所得的生物学和临床效果更加困难。 

Ⅳ．脉 冲射 频场 (pulsed radiofrequency field， 

PRF)：在射 频范 围 内利 用选择 性频 率：13．56、 

27．12、40．68 M Hz。 

V．经颅磁刺激(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 

tion)：是一种用时间短而强的磁脉冲治疗脑部某一 

区域疾病的治疗方式。 

Ⅵ．毫米波 (millimeter waves)：高频 3O～100 

GHz，最近 1O年这种方法用来治疗不少疾病，尤其 

是在前苏联国家内。 

国际上这六种方法均在广泛使用，每年发表几 

千篇文章，花样繁多，结果各异，不能进行比较和总 

结，关键是基础性工作不扎实[3]。这六种方法中最 

基本的方法是静(恒)磁场。至今对静磁场的研究还 

十分肤浅，我们应该抓住静磁场作为切人点，探讨静 

磁场的物理特性，优化静磁场的设计，深入研究静磁 

场的生物医学效应及其机制，一方面为生产出质量 

优秀的各类保健品提供理论依据，另一方面也为采 

用电磁场作为治疗手段奠定基础。 

为方便起见，本文将从生命科学不同层面上介 

绍国内外有关静磁场的研究进展。 

1 细胞层面的工作 

1．1 肿瘤细胞 

美国Michigan大学医学中心 Raylman等[4 报 

道强磁场 7T暴露 64 h，体外培养的三种人体肿瘤 

细 胞 (黑 色 素 瘤 细 胞 系 HTB63、卵 巢 癌 细 胞 系 

HTB77IP3和淋巴瘤 Raji细胞 CCL86)生长被抑 

制，而多周期流式细胞术发现大部分细胞周期未变， 

脉冲场电泳分析发现因暴露于磁场而引起的 DNA 

破裂未增加，所以三种肿瘤细胞生长抑制的机制尚 

需进一步研究。 

曹建平等Is]研究了 0．2～0．4 T中强磁场对三 

种肿瘤细胞(肝癌细胞SMMC-7721和 HepG2、乳腺 

癌细胞株 MCF一7)生长和黏附的影响，结果显示中 

强磁场对不同肿瘤细胞有不同效应，对 SMMC-7721 

细胞生长没有明显影响，但会降低其黏附能力；对 

MCF-7细胞中强磁场促进细胞增殖，增强细胞对纤 

维黏连蛋白(FN)的黏附能力。HepG2细胞在中强 

磁场中细胞增殖被抑制，但对纤维粘连蛋白黏附能 

力没有明显变化。提示中强静磁场对肿瘤细胞的增 

殖和黏附能力的影响是不同的，在应用磁场治疗肿 

瘤时要考虑到肿瘤的种类和特征。胡丽芳等[6]报道 

中强度静磁场(0．2-0．4 T)影响了人自血病细胞 E6— 

1和小 鼠白血病细胞 L1210的增殖及 细胞 周期 ，磁 

场对细胞增殖 的抑制作用与细胞密度、曝磁 时间有 

关。宋国丽等[7]发现静磁场(O．25、0．3 T)能抑制人 

白血病细胞株 K562的细胞增殖，诱导 K562细胞分 

化，抑制癌基因表达，破坏 K562细胞膜结构。王光 

源等Is]报 道在弱 恒磁场 (0．2～ 1．0 mT)作用 下 5 

min，人早幼粒白血病细胞系 HL一60细胞内钙离子 

浓度升高 2倍。韩泽民等[9 报道恒磁场(O．35 T)暴 

露 5 d，可抑制人舌癌细胞系 Tea8113细胞增殖，在 

此恒磁场诱导下与平阳霉素联合应用，二者表现为 

协同作用。陶凯雄等[1。]发现恒定磁场(60 mT)联合 

阿霉素磁性蛋 白微球能显著地抑制癌肉瘤细胞株 

Walker256的 增 殖 。程 新 宝 等Cn]用 磁 性 微 粒 

(Fe。0 )协 同外置磁场可显示对人肝癌 细胞 株 

(HLCL)的抑制作用，临床可将此磁性微粒作为优 

良的介入栓塞材料加以开发研究。国外近年来的研 

究显示，静磁场是通过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 

cies，ROS)或 活 性 氮 (reactive nitrogen species， 

RNS)等 自由基在循环 系统中起到抗肿瘤 的作 

用 。 

1．2 血管内皮细胞和平滑肌细胞 

张征等[1 3]发现弱恒磁场(O．1、0．5、1、2 mT)暴 

露 24 h，可以抑制人脐静脉内皮细胞(HUVECs)的 

细胞间黏附分子一1(ICAM一1)和血管细胞黏 附分子一 

1(VCAM-1)的分泌和表达，抑制 HUVECs与单核 

细胞的黏附率。李飞等[1 ]发现 HUVECs暴露静磁 

场(0．05、0．1、1 mT)24 h，可以抑制脂多糖(LPS)刺 

激下 HUVECs与中性粒细胞 的黏 附，并 可抑制 

HUVECs表面 ICAM一1的表达。笔者实验室[1 将 

HUVECs分别暴露于 5、2O、8O、135 mT的静磁场 

中，细胞离磁铁表面 1．5 mm，作用时间分别为 8、 

12、24 h。发现强度 5 mT、短时间(8 h)作用于 HU— 

VECs可促使 HUVECs增殖，促使其舒血管物质 

NO、6一酮一前列环素(6-keto—PGF2)合成和分泌，而 

135 mT磁场强度或 5 mT作用 16或 24 h则抑制 

HUVECs增殖，抑制 NO、6-keto—PGF2合成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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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增加缩血管物质 ET一1的分泌。张荣庆等[16]报 

道兔主动脉内皮细胞分别暴露于不同强度的磁场 

(0．05、0．1、1、10、3O、6O和 100 roT)48 h，发现与对 

照组相比，0．05 mT组细胞增殖显著多于对照组， 

0．1 mT组细胞增殖与对照组相比，无明显差异，其 

余剂量组细胞增殖显著低于对照组。程何祥等[1 ] 

用体外培养的人脐动脉平滑肌细胞在血管紧张素Ⅱ 

刺激下分别暴露于 0．1、0．5、1．0、5 mT恒磁场，发现 

在 0．5、1．0、5．0 mT恒磁场组 VCAM-1分泌量显著 

低于血管紧张素组。 

1．3 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 

仇丽鸿等[1胡报道静磁场(42、62、83、108 roT)作 

用大 鼠成骨细胞 24、48、72 h，发现随着细胞培养时 

间增长 ，各组细胞出现不 同强度增殖和碱性磷酸酶 

(ALP)活性增高，以 4O、67．mT组成骨细胞的增殖 

更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62 mT静磁场可诱导大 

鼠成骨细胞骨形 态发生蛋 白(BMP一2)的表达 ，促进 

成骨细胞分泌 I型胶原 ]。朱琳琳等[。。 报道磁场 

强度 44 mT暴露 48 h，大鼠成骨细胞明显增殖，作 

用 72 h，44 mT组和 90 mT组的增殖率比对照组明 

显增高，成骨细胞在 44 mT作用 15 min时，胞内钙 

离子浓度与对照组相比有显著差异。他们认为静磁 

场能促进成骨细胞增殖 ，并可能存在一定强度和时 

间依赖性；一定强度磁场能促进成骨细胞内钙离子 

浓度升高．具有一定时间依赖性。笔者实验室[2妇体 

外培养的大鼠成骨细胞在 5、20、8O、135 mT四组磁 

场中，细胞与磁铁表面距离为 1．5 mm，分别作用 8、 

12、24 h。结果发现 20 mT作用 8～24 h，成骨细胞 

增殖未见明显抑制，而其他三组作用 12"--24 h，成骨 

细胞增殖明显抑制；凋亡百分数在不同强度组不同 

时间点组未见明显变化 ；20 mT组作用 8 h，成骨细 

胞分泌骨钙素(BGP)明显高于对照组，作用 24 h、 

135 mT组成骨细胞 BGP分泌量明显低于对照组； 

20 mT组分别在暴露 8、24 h和80 mT组暴露 12 h 

后成骨细胞 I型前胶原 C端前肽(PICP)表达量明 

显高于对照组，提示磁场强度为 20、8O mT能刺激 

成骨细胞代谢功能活性，更多地合成分泌骨的有机 

基质。王胜国等[2。 将第三代大鼠成骨细胞在静磁 

场 8、5O和 160 mT强度作用下24、48、72 h后，可以 

促进成骨细胞 ALP活性表达。并且，成骨细胞钙离 

子浓度降低，推测静磁场可能通过细胞膜上钙离子 

通道来调节成骨细胞的代谢活动。张小云等[23]报 

道恒磁场0．48 T作用 48 h可促进小鼠骨髓基质细 

胞向成骨细胞分化，磁场强度 0．38 T和 0．48 T作 

用 48 h，促进成骨细胞增殖 ，激活 ALP活性 ，增加矿 

化结节 ；两种磁场作用兔破骨细胞 2～3 d，能抑制破 

骨细胞功能，加速其凋亡。 

1．4 骨骼肌细胞 

陈永安等[2 报道 180、270 mT磁场强度对骨骼 

肌细胞有明显促增殖作用，360 mT磁场在 36 h内 

对细胞增殖作用较明显，但至 60 h，部分肌细胞坏 

死，认为在临床治疗中应选择适当的磁场强度(小于 

270 roT)。 

1．5 骨髓细胞核精母细胞 

端礼荣等[25]研究发现稳恒磁场强度为 40～60 

mT作用 30 d时，对小鼠初级精母细胞染色体畸变 

的发生无明显影响；磁场强度为 100 mT作用 30 d 

时，可致小鼠初级精母细胞染色体畸变，小鼠骨髓嗜 

多染红细胞微粒率显著增高，说明高强度磁场对体 

细胞和生殖细胞有致突变作用。 

1．6 对其他细胞的影响 

李刚等[2 ]用 3、30、100 mT的恒定磁场作用于 

急性分离的小 鼠额叶皮层锥体神经元，用全细胞 膜 

片钳技术，发现上述强度恒定磁场使神经细胞延迟 

整流钾通道电流峰值减小，可显著改变激活过程，使 

激活曲线的半数激活电压和斜率因子发生改变，从 

而影响神经元的生理功能。秦科等[2 ]报道静磁场 

(O．12 T)可促进牙周膜细胞分泌 BMP-2，推测静磁 

场对牙槽骨的生长具有一定修复作用。进一步研究 

在静磁场(O．12 T)作用下大鼠牙周膜中P物质呈现 

时间性变化，作用 2 h后 P物质纤维密度达峰值，而 

磁场作用 6 h后 P物质阳性纤维密度则小于对照 

组，提示磁场通过 P物质参与调节正畸牙移动过程 

中多种组织的功能(感觉神经重建、血管内皮细胞增 

生、免疫调节等)[28]。杨凌等 报道磁场强度为 

250 mT的磁性附着可促进人牙周膜成纤维细胞 

ALP活性 ，而对 SOD活性 以及细胞周期 分布无明 

显影响。 

1．7 对常见细菌的影响 

代群威等[3。]报道静磁场(40、120 roT)作用不同 

时间(从 2、4、6⋯2O、24、28、44h)对大肠杆菌生长有 

明显促进作用，菌落技术结果表明磁场越强，作用效 

果越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静磁场(40、120 roT)加 

速了表皮葡萄球菌在对数生长期的生长效率，而进 

入稳定生长期后，其生长速率反而低于对照组，就整 

个生长周期而言，静磁场作用下表皮葡萄球菌总量 

大于对照组，表明上述强度磁场对该菌生长有一定 

促进作用 ]。尹焕才等 。 报道静磁场(O．2 T)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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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芽胞杆菌的世代周期，降低菌体死亡率，对细菌 

酶活性的影响因酶的种类不同而异，如磁处理组碱 

性蛋白酶的酶活力明显高于对照组，而中性蛋白酶 

酶活力则低于对照组。许喜林等[33]报道用强静磁 

场(O．2～1．2 T)处理枯草芽胞杆菌，对其存活率，存 

在一个最适磁场强度为 0．6 T；用 1．2 T磁场处理 

枯草芽胞杆菌，随着作用时间延长存活率明显下降， 

作用至 36 h，其存活率几乎为 0；用 1．8 T强磁场作 

用较短时间，枯草芽胞杆 菌比大肠杆菌受 到的影响 

大；磁场处理前后的细菌 DNA图谱分析结果证明 

磁场对细菌作用导致枯草芽胞杆菌内部 DNA发生 

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阐明了磁场的细菌作用机制。 

农光鲜等[3 报道磁场强度为 0．15 T，作用 24 h，白 

色念珠菌的生长及其个体问的生长竞争受到明显抑 

制。 

1．8 相关的分子机制 

静磁场产生细胞生物学效应的分子机制[3 ，主 

要有：①遗传物质磁取向效应[3 ，DNA或者 RNA 

等生物大分子是抗磁各向异性(diamagnetic aniso- 

tropic properties)的，在强磁场中会产生磁取向效 

应。但是对于一些生物大分子的集合体，在中等强 

度或更小的磁场作用下就能产生机体的取向作用。 

在磁场作用下，DNA或者 RNA结构稳定性、构象 

发生改变，新序列产生，导致染色体畸变、增加、合成 

改变，染色质构象改变等等，从而造成遗传特性改 

变。②细胞膜的磷脂双分子层也具有抗磁各向异 

性，磷脂双分子在磁场中发生旋转，按磁场方向重新 

取向排列，使细胞膜发生变形，导致细胞膜上的钙、 

钠、钾、氯离子通道或离子泵等的结构或功能发生改 

变，或者引起细胞膜镶嵌蛋白构象发生扭曲变形，通 

道开放或关闭，产生细胞内外离子浓度发生改变，最 

终引起细胞生物学效应。③信号传递[3 ，研究者认 

为磁场通过膜结合的受体与其周围环境进行信号交 

换，每种受体在一个细胞膜上的数量可达 500～ 

100 000个。但细胞如何将感知的磁场信号传递下 

去，同时做出何种响应，这个问题极其复杂。因为 

在信号传递过程中，不是涉及单一信号，而是一连 

串的信号，而且这些信号通过多种方式，如细胞膜 

至细胞核或其他信号通路与周围环境进行交换。目 

前，在确定细胞感知磁场信号的关键因素、细胞转 

导通路以及信号响应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尚未得 

到阐明。研究者认为磁场可引起细胞骨架结构、细 

胞问连接状态的改变，细胞通过对磁场信号敏感的 

离子通道的激活，细胞内环腺昔酸(cAMP)系统，整 

合素受体(integrin receptors)，丝分裂原活化蛋白激 

酶(MAPK)信号转导途径，受体酪氨酸蛋白激酶的 

级联反应，第二信使负责的细胞内通讯功能，等等， 

最终实现磁场信号由胞外向胞内的转导，然后由各 

种酶激活细胞产生特殊生物学反应，如分泌生长因 

子、活性蛋白等等，从而实现细胞增殖、分化、凋亡等 

生物学效应。 

上述研究证明，静磁场对各种细胞作用效应因 

细胞的不同而千差万别，并且 表现出对所暴 露的静 

磁场强度和暴露时间的依赖性[3引。我们的任务要 

优化静磁场刺激条件，找出何种静磁场条件促使某 

种细胞出现正面效应，避免负面效应的出现，为动物 

实验和人体试验提供基础的实验依据。 

2 动物实验层面的工作 

2．1 动物体 内肿瘤 

丁翠兰等[3妇报道 80 mT的恒磁场能提高荷瘤 

小鼠的免疫功能，对肿瘤组织的供血情况有明显抑 

制效果，而且磁场使肿瘤组织内形成较丰富的间质 

纤维，使肿瘤细胞坏死明显增多。刘华等 0]用磁场 

(0．15、0。35、0．5、1。5 T)作 用 于 乳 腺 癌 细 胞 系 

Walker-256种植瘤 SD大 鼠，暴 露时 间为 1、2、3、 

4 h，连续处理 14 d后发现 ，磁场处理组 P53基 因转 

录比对照组明显增强；免疫组化显示磁场处理组比 

对照组 p53表达增强。提示恒强磁场引起荷瘤大 鼠 

细胞凋亡同 p53基因转录和表达增强有关，表现出 

p53依赖性凋亡的特点 。 

美国Arkansas州毒理病理学会 Gray等[4妇用 

哺乳类腺癌移植一周的 5周龄雌性 B6C3F1小鼠， 

注射阿霉素 10 mg／kg后接触静磁场(4 h／d，磁场强 

度为 110 mT)，连续观察 13 d，4次测定各组小鼠的 

肿瘤衰退情况。发现：接触静磁场组比单用阿霉素 

组肿瘤衰退更明显；同时他们也指出了可能的危险： 

静磁场会增强体内服用药物或环境化学物质的效 

应。 

德国慕尼黑大学 Strieth等[4。 利用活体荧光显 

微镜观察静磁场对荷瘤叙利亚金仓鼠肿瘤微循环的 

影响。发现静磁场强度约为 150 mT时，红细胞流 

速(V Bc)和肿瘤微血管部分血流明显减少。在最 

大强度为 587 mT时，RBC流速(～4O )和功能血 

管密度(～15％)呈可逆性地降低。微血管直径和白 

细胞一内皮细胞相互作用未受磁场影响。但是与无 

肿瘤的横纹肌对照相比，最大的磁场强度暴露可引 

起血小板一内皮细胞黏附明显增加，具有时间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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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在磁场强度降低时这种增加是可逆性的。这种 

可逆性变化效应提示，可用 MRI对肿瘤微循环进行 

功能性测定，而强静磁场可作为一种抑制肿瘤血管 

的新治疗方法。同一个大学的 Strelczyk等 胡采用 

同样方法和模 型观察动 物固定暴露 于静磁场 586 

mT，每次3 h，并利用活体荧光显微镜持续 7 d观察 

肿瘤血管形成和微循环 的磁场效应 。结果 ，静磁场 

暴露使肿瘤生长明显延迟(～3O )，肿瘤周围和肿 

瘤内部水肿增多；微循环参数分析显示肿瘤功能血 

管密度、血管直径、红细胞流速在暴露静磁场的肿瘤 

中比对照组明显减少；提示静磁场抗血管生成而使 

肿瘤血管成熟延迟，肿瘤微血管漏增多而使水肿增 

加，同时抗癌药物摄取增加。因此，静磁场治疗可成 

为有前途的抗癌新技术 。 

2．2 对神经 系统的作用 

黄晶波等[4 先将昆明小鼠分别在不均匀磁场 

中饲养 3 d，不均匀磁场分 2组：N极组不同部位强 

度为 30．0、3．0、3．1、1．4 mT，S极组为 46．0、3．9、 

4．0、1．4 mT，然后将小 鼠置于低压氧舱内，8 km高 

度，30 min。取大脑皮质神经元作超微结构检查结 

果发现，非均匀恒磁场对急性低压缺氧导致的大脑 

皮质神经元损伤具有一定预防作用，其中磁场 N极 

组预防作用更为明显。 

美国 Vanderbih大学医学中心 McLean等n 

制备了2个种系的 DBA／2小鼠听源性刺激癫痫发 

作模型，分别用静磁场(强度为 0．26～10．5 mT)、苯 

妥英(PHT)或二者共用处理癫痫发作动物模型组。 

结果发现，与假磁场暴露组相比较，脑部使用静磁场 

能明显降低小鼠癫痫发作的严重程度，并依赖于磁 

场强度(5．27 mT和 10．5 mT才有效)和接触磁场 

时间(暴露 30 min最好)；但 2个种系的动物中效果 

不完全一致 ，在 DBA／2C种系 ，5种症状 (wild run— 

ning、翻正反应丧失、痉挛、后肢强直性伸展和死亡) 

的发作率明显降低，约有 50 的小鼠未见发作，而 

在另一种 DBA／2J，两种最严重症状(后肢强直性伸 

展和死亡)的发作明显减少。磁场预处理增强 了 

PHT的作用。PHT或静磁场预处理都不能阻止 

DBA／2J小鼠阵挛性发作，但 PHT和磁场共同预处 

理有效果。提示，静磁场单独使用有一定的抗痉挛 

效应，如与 PHT联合使用则抗痉挛效果更明显，并 

且磁场抗痉挛性发作效果还 与动物种 系有关。 

McLean等c4。 进一步将大范围梯度变化的静磁场 

(100---220 mT，15～40 mT／m，暴露 1 h)作用于黑 

Swiss小鼠，发现静磁场对听觉脑干反应发现阈值 

(threshold for detecting auditory brain stem re— 

sponses)没有影响，尽管多次发作提高了某些频率 

的听阈，但静磁场暴露组和非暴露对照组小 鼠之间 

无差异。听源性癫痫发作时，脑电图 EEG会发生改 

变 ，静磁场预处理能使 白噪音 (white noise)刺激(强 

度从 74 dB增高到 102 dB)引起癫痫发作的潜伏期 

延长，但对发作程度没有影响 ，且与性别无关 。在静 

磁场暴露组，10 min音响阶梯刺激引起癫痫发作的 

潜伏期延长，并且发作程度减轻，而在对照组未见此 

情况发生。用 PHT(5 mg／kg)和静磁场联合治疗比 

两者单独使用时对发作潜伏期和严重程度的影响更 

明显。提示在不同条件下静磁场能提高癫痫发作阈 

值，且对黑Swiss小鼠具有抗发作的特性，能增高常 

用抗癫痫药物的效应。 

匈牙利科学院 Laszlo等[4 将雄性 CFLP小 鼠 

整个身体暴露于静磁场 (钕铁硼柱形磁铁，等级 

N35，半径=5 mm，长度=10 mm或 20 mm；极性交 

替布置，平均峰一峰值为 389 mT，平均表面粗糙度 39 

T／m)，腹腔内注射致痛剂(O．6 9／6乙酸，0．2 ml／只)， 

采用小鼠翻滚试验(writhing test)观察注射后 0～5 

rain、5～20 rain、20~30 min时的翻滚次数。离单个 

磁铁轴线表面 3 mm处评估止痛效果发现，静磁场 

具有明显止痛作用，止痛效果超过 54 。止痛效果 

取决于磁场分布，即单个恒磁铁的特点及其排布。 

作者认为最佳的磁铁布置方案可使止痛效果超过 

8O ，即在动物笼子上下安装两块磁铁垫毯，两块垫 

毯之问距离尽可能缩小，上面垫毯 的下极 与下面垫 

毯的上极为磁学耦合，单个磁铁挨个排列，或者两者 

之间距离为两倍直径，两极交替布置，这种最佳磁铁 

布置方案可用于静磁场效用及其机制研究，也适用 

于人体研究。 

Antal等[4。]报道小鼠部分结扎坐骨神经所引起 

神经痛的不同阶段，分析非均匀(inhomogeneous)静 

磁场(iSMF)对小鼠后爪机械性痛觉缩爪阈值(me— 

chanical withdrawal threshold，MWT)的 影 响， 

iSMF参数为：沿磁轴峰一峰磁通量密度在离磁铁表 

面距离 3、15和 25 mm时分别为(476．7士0．1)、 

(12．0-+0．1)、(2．8士0．1)mT。结果发现 iSMF暴 

露30 min／d，在术后第一个星期不能阻止 MWT降 

低；而在神经结扎后立即开始的 iSMF暴露 2周组 

MWT能提高到较好程度；术后 15～28 d的 iSMF 

暴露组(30 min／d)效果更加显著，此组首次治疗后， 

MWT已经明显升高，在连续暴露 2周的后期实际 

上就已达到了正常对照水平。这些结果说明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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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MF暴露不能阻止机械性触诱发痛(mechanical 

allodynia)的发展 ，但能抑制机械刺激敏感性增高的 

进程。 

Laszlo等[4叼评价了 iSMF的长时程镇痛 (anal— 

gesic effect)效果 。所用磁场刺激系统的峰一峰磁通 

量密度为 2～754 mT，雄性 CFLP小鼠腹腔内注射 

0．2 ml 0．6 o,4乙酸引起内脏痛，采用扭体法评估镇 

痛效果，高架迷宫和通道系统分别用以研究小鼠的 

焦虑或抗焦虑(anxyolitic)效应以及活动性。小鼠 

扭体试验结果发现 iSMF刺激 1O～30 rain后镇痛 

作用是肯定的；iSMF不能影响皮下注射吗啡(0．5 

mg／kg)引起的止痛作用，不能影响二类试验的行为 

模式 (behavioral pattern)，也不 能影 响吗啡引起的 

兴奋性运动。认 为：①在实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iSMF长时镇痛效应(antinociceptive effect)是可行 

的，但采用原位静磁场发生装置会干扰实验，所以在 

技术上是困难的，亦或是不可能实现的；②在 iSMF 

或磁场附近，小鼠自由活动行为不受 iSMF磁通量 

密度的影响；③吗啡与 iSMF之间无相互作用。 

Lasalo等[50]进一步采用同样的方法评估了3T 

强磁场核磁共振静磁场的镇痛效果，发现在 3O min 

观察期抗痛效力(antinociceptive activity)为 68 ± 

2 ，提示核磁共振静磁场可作为一种有潜力的镇痛 

治疗工具。皮下注射纳洛酮 (naloxone)(0．2 nag／ 

kg)预处理可逆转磁场引起的疼痛抑制效应 ，提示鸦 

片受体(opioid recepter)可能参与了此过程，噪声、 

振动、光刺激和运动引起的效应在该实验中可忽略 

不计 。 

2．3 对心血管系统的作用 

13本国立卫生研究院 Okano等[51]采用静磁场 

刺激自发性高血压大鼠左侧颈动脉窦压力感受区， 

磁铁为盘状植人物(直径 4．4 mm，厚 2．2 mm)，最 

大磁通量密度为 180 mT，最大磁场梯度为133 mT／ 

mm，作用 6周。尼卡地平(一种 L一型电压门控钙离 

子通道阻滞剂)，2 mg／kg腹腔内注射，一周 3次，共 

6周 ，每 次 注射 15 min以后 ，监测 平 均 动脉 血压 

(MAP)、心率 (HR)、皮肤 血流量(SDF)、皮肤血 流 

速度(SBV)和血浆 NO代谢物(NOx)。结果：与对 

照组相比，尼卡地平处理组 MAP明显降低，而 HR、 

SBF和 SBV明显升高，但血浆 NOx未见改变；与对 

照组相比，单用静磁场暴露就能明显地抑制或延缓 

高血压的发生，静磁场能明显地促进尼卡地平所引 

起的 MAP降低反应，且静磁场暴露+尼卡地平处 

理组大鼠的血浆 NOx明显高于未暴露静磁场+尼 

卡地平处理组。静磁场在尼卡地平处理组或未处理 

组均不能明显引起 SBF和 SBV的任何变化。提示 ， 

与单用尼卡地平处理组相比，静磁场能有效抑制钙 

离子通道依赖性 Ca抖内流，以增强尼卡地平降血压 

效果，这由于静磁场引起诱导性 NO合成酶上调，增 

加 NOx所致 。 

日本国立卫生研究院 Gmitrovc 比较了静磁场 

和异搏定(一种强有力的血管钙通道阻滞剂)对血压 

突然升高的调节作用以及对相关动脉压力反射敏感 

性(arterial baroreflex sensitivity，BRS)和微循环 的 

影响。在兔子左侧颈总动脉窦放 N极，在右侧颈总 

动脉窦放 S极，两 磁铁 之间成 110。角，强 度为 

350 mT，BRS由静脉推注硝普钠和苯肾上腺素所引 

起的心率和 MAP改变来评估。结果：异搏定注人 

后 由苯肾上腺素引起 的 MAP突然升高 (△MAPAE) 

后降低(decrease in phenylephrine—induced abrupt 

elevation in MAP)比静磁场刺激后降低更 明显。 

△MAP 与由异搏定引起的耳垂皮肤微循环血流 

(AMPPG)明显增加呈反变关系，与静磁场引起的 

ABRS明显增加亦呈反变关系 ，但异 搏定 潜在 的血 

压调节能力比静磁场通过压力反射参与的血压调节 

能力更有效。认 为在血压突然升高时，两种途径均 

有潜在的降压作用。我们可推测在血压突然升高的 

情况下 ，颈总动脉窦压力感受 区施加静磁场可能是 

一 种有效的急救手段 ，同时也说明静磁场对心血管 

系统具有保护作用。 

中国西北工业大学 Wang等 分别采用 MTT 

法测定体外实验中HUVECs增殖能力；采用鸡绒毛 

膜尿囊膜(chick chorioallantoic membrane，CAM) 

和 Matrigel plug两种小鼠体内血管形成实验，评价 

中等强度的空问梯度静磁场(GSMF，0．2～0．4 T， 

梯度为 2．09 T／m，1～l1 d)对血管形成的影响。结 

果显示，磁暴露 24 h明显抑制了 HUVECs增殖能 

力；GSMF连续暴露的 CAM 血管数量比正常状态 

时明显减少，与总体外貌相一致，在 GSMF暴露 7～ 

9 d的模型中血红蛋白含量也减少。与 CAM 模型 

相似，观察 Matrigel plug模型的血管密度和血红蛋 

白含量，证 实 GSMF暴露 6或 11 d能 抑制 血管 化 

(vascularization)。提示，GSMF能抑制或阻止新血 

管形成 ，有助于病理性血管形成相关疾病的治疗。 

美国弗杰尼亚大学健康科学中心 Morris等[5 ] 

在雄性 C57B1／6小鼠背部安装 7 mm×7 mm皮肤 

褶框架，以观察持久静磁场(chronics static magnet— 

ic field)对皮肤微循环血管的影响。手术当天将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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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 磁 铁 (neodymium static magnets)(1．39± 

0．01)g或重量相等的铜假体(1．44士0．01)g直接 

安装在皮肤褶框架上，磁铁表面与微循环血管之间 

距离为 3 mm，组织暴露的磁场梯度为 2O～60 mT／ 

0．7 am或 25～80 mT／cm，连续作用 7 d。微动脉和 

微静脉直径分析结果显示，持久静磁场明显地消除 

了血管腔径的扩张，而在假手术组见到这种扩张。 

第 4 d和第 7 d磁处理组微静脉直径比假手术组的 

明显减小(分别为 34．3 和 54．4 )，第 4 d磁处理 

组微动脉直径尽管缩小不明显(31．6％)，但有缩小 

的趋势，至第 7 d则明显减小(50 )；持久静磁场也 

可使微静脉功能性长度密度(functional length den- 

sity)明显减少(60 9／5)。这些结果说明，持久静磁场 

暴露能改变机械损伤时微血管的适应性重塑反应， 

因而有必要对持久静磁场治疗微血管结构失调节的 

血管疾病进行深入研究 。 

赵锐等[55]将表面强度 90 mT的磁片埋于实验 

性急性心肌梗死(AMI)Wister大鼠心前区皮下，第 

6 d后发现静磁场能降低 AMI大鼠血浆 cAMP、 

cGMP的含量，增加心肌 ATP含量，表明静磁场对 

心肌具有保护作用，这也为磁场用于 AMI的治疗提 

供了实验依据。 

2．4 对骨骼肌 肉系统的作用 

阎启 昌等[5。]将钐钴制成的圆锥形磁铁(表面磁 

感应强度为 0．18 T)与非磁化金属材料植人雄性 

Wister大鼠股骨中部内，并设未手术的正常对照组。 

观察 12周后，利用双能 X线骨密度仪(DEXA)测 

定骨密度，OCPC法测定骨钙含量。结果植入磁化 

金属大鼠的股骨密度与骨钙含量均高于对应部位植 

入非磁化金属的大鼠，前者的数值基本与未手术组 

相等。而三组问体重、血清 Ca、血清 ALP、末梢血各 

种细胞成分及肱骨、胫骨骨密度等差异未见统计学 

意义。认为长期局部静磁场刺激骨组织，可以预防 

骨密度下降。 

余海洪等[5 ]建立左后肢膝骨关节炎(OA)雄性 

大鼠模型，随机分为对照组、OA模型组、静磁场疗 

法组、游泳运动疗法组与综合治疗组。静磁场处理 

方法为：表面磁感应强度为 105 mT的磁铁置于鼠 

饲养笼底部，每天暴露 20 h。大鼠建模后休息 3 d， 

接着进行各组适应性治疗 1周，其后开始正式治疗， 

6天／周，连续 4周，取股骨内侧髁软骨与软骨下骨 

作标本。结果发现各组问软骨组织阿尔新蓝着色程 

度、均匀性及软骨大体评分秩值、Mankin评分值、软 

骨IL一1G、磷酸化p38MAPK IOD值均存在着明显差 

别(P<O．05)，认为静磁场疗法、游泳运动疗法及综 

合治疗可不同程度减轻和(或)延缓骨关节软骨的损 

害。 

日本京都大学 Xu等[5。]选用 10周龄雄性 Wis— 

ter大鼠，结扎双侧股动脉建立缺血骨模型，随后将 

磁化 的钐 钴合 金金 属 棒 (磁通 量密 度 最 高为 

180roT)植入股骨中段，在植入以后 1周和 3周后测 

定股骨骨密度和股骨重量。发现在植入 3周后缺血 

骨模型的骨密度和重量比未手术股骨明显减少，磁 

化组比非磁化组 的骨含量 明显增加 ，磁化组 的股骨 

骨密度与非手术组相似(P>0．05)。提示静磁场使 

缺血鼠模型股骨骨形成增加，这与磁场改善股骨的 

血液循环有关。 

伊朗Urmia大学 Saifzadeh等[59]研究磁毯对不 

稳定骨截断术模型(unstable osteotomy gap mode1) 

犬骨愈合的影响。桡骨中段截骨后连续 8周，观察 

静磁场接触组(100 roT)( =5)和对照组( 一5)的 

骨愈合情况，每2周用系列 X线片在质和量方面评 

估骨愈合，在整个实验完成时进行组织病理学检测。 

X线片结果显示静磁场暴露组截断部位愈合良好， 

细胞形态学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说明静磁场能促 

进骨截断模型骨愈合，有益于骨折延迟愈合的治疗。 

巴西 UFRGS牙学院Puricelli[6。]等研发了一种 

磁化的不锈钢装置，由2块不锈钢垫圈组成，用钛螺 

丝固定到雄性 Wister大鼠左侧股骨，垫圈之间骨洞 

上下 1．3 mm处充磁后产生吸引力，磁场强度为 

4．1 mT。未充磁的垫圈作为对照组。术后 15、45 d 

实验组比对照组骨愈合更佳，术后 60 d，实验组有明 

显的新骨形成。说明在实验时连续的磁刺激确实存 

在，认为埋进体内骨中的磁化不锈钢装置加速了实 

验骨愈合进程。 

罗二平等[6妇用钕铁硼稀土材料作 为磁片 ，中心 

磁场强度为 200 mT。建立新西兰大白兔背部实验 

性创伤模型(30只)，用带有磁片的绷带包扎，术后 7 

d后拆线，10 d后检测伤 口愈合粘连情况 ，发现磁场 

能提高兔创伤愈合的速度和质量，并对瘢痕粘 连有 

明显抑制作用。 

美国弗杰尼亚大学 Morris等[6。]单独或联合应 

用炎症药物 一角叉菜胶(入一carrageenan，CA)或组织 

胺注入雄性 SD大鼠左后爪造成局部炎症，在组织 

胺引起的水肿后立即暴露于磁通量密度范围在 7．5 

～ 4O0 mT的静磁场。结果发现：仅仅 10或70 mT 

的磁场暴露 15 rain或 30 rain可使水肿明显减退 

20 ～5O ，而 400 mT的强磁场暴露相同时问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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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作用。70 mT磁场暴露 2 h也能明显减少 CA引 

起的水肿(33 9／6～37 9，6)。在注射前采用或在水肿最 

厉害时再采用磁场都不能影响水肿的形成和预后。 

说明静磁场治疗存在强度阈值(低于 400 mT)和治 

疗效果的时间依赖性。采用特异性 NO信号的药物 

L一精氨酸 (L—Arginine)和 L一型 Ca 通道阻滞 剂 

BAY K8644分别与静磁场联合应用治疗组织胺引 

起的水肿，发现静磁场作用的潜在机制可能是通过 

血管平滑肌细胞 L-型 Ca。 通道来调节血管张力而 

实现的。 

2．5 对内分泌免疫系统的作用 

匈牙利科学院 Laszlo等[6。]腹腔内注射三种不 

同剂量(100、150和 200 mg／kg)的链脲霉素(strep— 

tozotocin，STZ)建立小鼠糖尿病模型，在 12周内测 

量小鼠体重、血糖水平和痛觉温度阈值(nociceptive 

temperature threshold)。腹腔注射 200 mg／kg STZ 

处理组出现了典型的糖尿病神经损伤，将此组动物 

暴露于 iSMF(峰一峰磁通量密度为 2． 8~476．7 mT， 

30 min／d)。结果显示 iSMF对体重和痛觉温度阈 

值并无影响，但却明显降低 200 mg／kg STZ组的血 

葡萄糖水平。认为磁场暴露 6周，能预防糖尿病小 

鼠高血糖水平的发展。 

第四军医大学Jin等[6 系统评价了 180 mT中 

等强度梯度静磁场对 STZ所致大鼠糖尿病伤口(di— 

abetic wound，DW)愈合的影响，48只雄性 3月龄 

SD大鼠(32只糖尿病 鼠和 16只无糖尿病鼠)分成 

三组：正常鼠伤口组、DW组和DW+SMF组。建模 

时在大鼠背部造成一个直径为 1．5 cm 的开放圆形 

伤口，伤口用敷料覆盖，钕铁硼磁铁(180 mT)固定 

在敷料上层。在第 5、12和 19 d评价各组伤 口面 

积、组织学和抗张强度(tensile strength)。伤 口面 

积测定结果显示，静磁场能明显增加伤口愈合速率， 

缩短愈合时问，这些结果进一步被组织学观察所证 

实。12 d和 19 d Dw+静磁场组伤口抗张强度高于 

DW 组，伤口抗张强度反映胶原沉积的数量和质量， 

提示 180 mT对 DW愈合有良好作用。可见静磁场 

治疗的潜在临床意义在于它可加速 DW 修复和减轻 

糖尿病患者的心理和生理烦扰的痛苦。 

张春伟等[65]在家兔腹背部贴磁片，每一块磁片 

磁感应强度为 200mT，实验组每天进行一次磁暴 

露，每次 30 rain，6周后证实：磁场能增强兔血清谷 

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和血液过氧化氢酶的 

活性，提高机体处理氧自由基能力，增强机体抗氧化 

损伤能力，具有一定的抗衰老功能。张璐等[6 ]采用 

磁感应强度为 12 T的超强静磁场分别照射一周龄 

小鼠8、12、16 h，照射结束后 6、12、24 h结果表明： 

超强静 磁 场 可 以显著 提 高小 鼠肝 脏 过 氧 化氢 酶 

(CAT)、GSH—Px的活力，降低丙二醛(MDA)含量， 

提高机体处理自由基能力，减少脂质过氧化物产物 

的生成；同时磁场亦显著提高小鼠的脾淋巴细胞增 

殖率，脾脏和胸腺指数也有所升高。认为超强静磁 

场可以提高机体的抗氧化能力和免疫功能，从而增 

强机体抗病能力 ，对延缓衰老有积极作用 。 

大量的动物实验研究证明，静磁场对动物各大 

系统生理生化均有正面作用，对多种实验性疾病动 

物模型均有或多或少的治疗作用。值得高度注意的 

是，磁场形式、磁场强度(磁通量密度)、磁场暴露的 

时间长短不同，效果也不同，有很多值得研究的细 

节。动物实验的结果可以为人体试验提供有价值的 

借鉴。 

3 人体整体层面的工作 

上述国内外细胞层面和动物实验层面的工作均 

已证明静磁场对正常动物机体有保护作用，对于患 

病的机体有治疗作用。这就促使人们迫切希望将静 

磁场用于人体，为人类的保健和临床治疗服务。在 

国外形成了一种称为静磁场治疗(static magnetic 

therapy)的方法，是电磁场治疗方法中的一种，但有 

其特别的优势，首先静磁场对人体十分安全，无药物 

进入体内，不需要电极，非侵入性的，无感染之可能； 

同时，它不需要电源，对环境无污染，符合国家可持 

续发展的需要。在国外，尤其在美国，把这类治疗归 

属于替 代 医 学 (alterative medicine)和 补 充 医 学 

(complementary medicine)的范畴。并专 门有该学 

科的杂志，称为《替代医学和补充医学杂志》(((Jour- 

nal of Alternative and Complementary Medicine)))。 

最近国际上出版了一本书名为《东欧的磁疗：3O 

年研究的评估 》(《Magnetic therapy in Eastern Eu～ 

rope：A Review of 30 years of Research》)，介绍 了 

磁疗在东欧各国发展的情况，应该说磁疗在东欧国 

家发展得比较好。综合国外情况，磁疗研究工作涉 

及领域甚广，包括磁场治疗动脉粥样硬化、缺血性心 

脏病、脑神经分泌、多发性神经炎、肝脏功能、烧伤、 

腕管综合征、腰背腹部疼痛、慢性支气管炎、子宫颈 

炎、子宫内膜炎、子宫内膜异位、水肿、角膜损伤、骨 

折、骨关节炎、外科手术后治疗、肢体移植、产后护理 

等等。国内周万松教授在《磁与磁疗》中作了有关方 

面的详细介绍，这里不再赘述。下面介绍几例英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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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国家人体试验的报告。 

3．1 体 内肿瘤 

美国 Arizona州 Cal T．Hayden VA 医学中心 

的Salvatore等[6 进行了静磁场联合抗癌化疗治疗 

人体恶性肿瘤的 工期临床研究，以观察静磁场是否 

改变化疗的代谢和毒性。该研究纳入标准为：活组 

织检查证实为肿瘤患者，接受标准的抗癌化疗 ，年龄 

大于 18周岁，6个月以上的预期寿命，功能状态良 

好，签署了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功能状态不佳， 

一 周 内用过磁疗 ，曾职业性地接触过磁设备 ，在 6个 

星期内接受过放疗和化疗者 ，在 1个星期 内进行过 

MRI检查，体 内有起搏器或金属类物质而未接受 

MRI检查者，参加其他项 目的研究者。工期临床试 

验不限制纳入哪种类型的肿瘤。所有参加该项目者 

均为男性，对照组和磁场组各有 12名被试者，对照 

组平均年龄为 65岁(46～77岁)，实验组平均年龄 

71．3岁(6O～85岁)。患者的肿瘤主要是肺癌、淋巴 

肉瘤、结肠／直肠肿瘤。采用的静磁场是从市场购买 

的高级陶瓷矩形磁铁(10×15 cm。，厚 1．2 cm)，用 

Fw Bell 5080高斯计对每块磁铁进行磁场强度测 

定。在离磁源 1、2、3、6、10、12和 18 cm处 ，测得的 

磁场强度分别为 28、18、14、9、6、5和 3 mT。为每个 

参加者设计特殊的磁体，放在肝外同样体表位置。 

磁铁的长轴平行于肝长轴，磁体的北极面对患者，这 

是因为肝脏是化疗的新陈代谢场所，推测磁场对化 

疗药物新陈代谢有影响。水平 1的研究采用静磁场 

在化疗药物注入前和注人时连续暴露 15 min，在化 

疗药物注入完成时撤去磁场。结果：在治疗计划标 

定的时间点血液白细胞和血小板计数在静磁场暴露 

组和对照组比较无明显差异，证明化疗毒性并未增 

高，这些资料证明可以允许下一组参加者进行水平 

2的治疗。治疗水平之间的差别在于化疗完成以后 

继续维持的时间长短，水平 1为 0 rain，水平 2是 15 

min，水平 3是30 min。基于本次实验不可能确定静 

磁场是否能影响抗肿瘤化疗的有效性，评估治疗的 

有效性也不是 I期研究的目的，作者认为 工期研究 

完成后会确定静磁场联合抗肿瘤化疗的安全性，将 

为 Ⅱ期、Ⅲ期研究提供基础，以确定静磁场的效果， 

预计静磁场将作为抗肿瘤的单独手段或与化疗相结 

合的治疗手段。 

3．2 止痛 

美 国 Tennessee大学健 康科学 中心 Brown 

等[6胡观察了静磁场治疗妇女慢性骨盆痛(chromic 

pelvic pain，CPP)的效果。选取临床妇科患者，共 

有32例 CPP患者完成了2周、19例 CPP患者完成 

了4周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治疗，有效的 (50 

roT)或安慰(假)的磁铁置于腹部激痛点(trigger 

point)上，24 h／d。根据 McGill痛觉调查表、痛残指 

数(pain disability index)和临床全面印象分数(clin— 

ical global impressions scale)来判定效果。结果发 

现，与安慰对照组比较，接受有效磁场治疗 4周的患 

者完成双盲医治后，痛残指数明显降低(P<0．05)， 

临床全面印象一严重性(P<0．05)和临床全面印 

象一改善(P<O．01)亦有差异。认为当CPP患者穿 

戴上有效磁铁 4周后 ，静磁场能明显地改善残疾和 

降低疼痛，但该工作所采集的样本量太少，双盲法的 

有效性有待商榷。 

英国伦敦 Chiron诊所 Eccles[6 为了评估静磁 

场到底有无止痛作用，检索了 1966年～2004年 11 

月的 38年中 5种数据库收录的文章，同时还在 

Google上以同样的关键词搜索了支持和反对的文 

献依据，一共收集到有关文章 170篇。通过严格评 

分，摒弃了双盲措施不严格，随机不适当，未描写排 

除、中途撤离情况，安慰剂对照不严等因素，余下 28 

篇文章。又因对照随机不充分、单盲、无统计学处理 

和个案报告等因素，剔除 7篇文章。在剩下的21个 

研究报道中，有 13篇报道了静磁场有明显的止痛作 

用；18篇质量较好的研究具有 3分以上的质量评 

分，其中 11篇为正结果，6篇为负结果，另 1篇文章 

没有明显倾向于正面止痛效果。在 2篇负面效果文 

章中，一篇是担忧磁铁能量太足，另一篇担心暴露磁 

场时间太长，如果这两篇不适当处理的文章被排除， 

那么 15篇质量较好 的研究 中，有 11个研究 (占 

73．3 )能证明静磁场对不同类型的痛(包括神经 

性 、感染性 、肌肉骨骼性 、纤维肌痛 、风湿性、外科手 

术后疼痛等)确有止痛作用。在这里介绍一下该文 

所引用的美国弗吉尼亚大学 Alfano等[7∞的工作。 

将 119例符合 1990年美国风湿病学院制定的纤维 

肌痛(fibromyalgia)诊断标准的患者随机分成 4组： 

功能 A组，用 395 mT的床垫(磁铁放床垫的底层)， 

磁体安排为单极和统一形式，南极(负极)面对身体， 

在床垫表面身体受到的磁场强度约为 0．6～ 0．3 

mT；功能 B组，用 75 mT床垫(磁铁放在床垫的上 

层)，磁体布置在空间和极性参数方面均有变化，到 

身体的磁场强度随离磁铁以上的距离而改变，在高 

于磁铁 7．6 em以上磁场强度趋于一致；2个安慰剂 

组，用的床垫在外形和结构上与 A、B组完全一样， 

只是此床垫磁铁未充磁。只有一位医生对痛觉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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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所有参与治疗人员均用盲法。结果，A组患者在 

采用磁床垫 6个月后痛强度等级显著降低(P= 

0．03)，所有4个组的压痛点(tender point)数量都降 

低，但在组问无明显差异(P一0．72)；2个功能床垫 

组患者压痛点痛强度都下降，但无明显差异(P一 

0．25)；功能床垫组患者机能状态都有改善，但组间 

差异不明显(P一0．23)。 

英 国 Exester and Plymouth大学 Peninsula医 

学院Pittler等[7妇对静磁场治疗疼痛的随机试验临 

床证据进行系统评估和 Meta分析。在 7个数据库 

追溯从 1994到 2007年 3月期间的文献资料，筛选 

到 29篇相关文章，其中又因只是摘要无全文(3篇) 

或静磁场强度太强(1篇)而被排除 4篇文章。9篇 

文章缺乏足够的资料，只有 16个静磁场使痛减轻的 

随机对照试验被纳人系统评估中。其中 9个用视觉 

模拟量表评估痛觉的随机安慰剂对照试验被纳入主 

要的 meta分析中。这些试验的 meta分析结果显 

示，静磁场没有明显减轻疼痛，该结果与敏感性分析 

结果一致。用不同量表评估痛觉的试验分析显示， 

这些试验中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多元性)，将这些资 

料归合在一起是不可靠的。该证据不支持用静磁场 

来减轻疼痛，因而磁铁不能被当作是有效的治疗工 

具。但是这并不排除静磁场对于骨关节炎的治疗效 

果 ，这又提供 了进一步研究机会。 

中国台湾成功大学医学院Chen等[7。]测定了磁 

性护膝(magnetic knee wrap，MKW)对轻一中等度膝 

骨关节 炎个 体 的关节 位 置感 觉 (joint position 

sense，JPS)的影响，采用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 

验，50例患有轻到中等度的膝骨关节炎志愿者参加 

试验，33例(66 )完成试验，仅有 1例(2 )由于相 

关的不良反应而被排除。用带有静磁场(35 mT)的 

护膝与对照组护膝比较，应用 12周。在第 1、4和 12 

周用 Biodex System3等速 肌力 测试 仪 (isokinetic 

dynamometer)来测定JPS；第二个指标是随访 12周 

后进行综合骨关节炎试验(COAT)总分测定 。意向 

性(intention-to—treat)分析法结果显示：磁护膝使用 

12周不能明显降低 JPS的平均绝对误差(mean ab— 

solute error，MAE)，而穿戴假磁护膝的对照组却能 

明显降低 MAE。COAT总分在两组中均有所改 

善。比较两组之问每次随访的MAE和COAT总分 

的改善，未发现明显差别。若用 per—protoco1分析 

法，实验组在 l2周 C0AT总分有更好地改善。作 

者认为 35 mT MKWs不能明显影响轻至中等度膝 

骨关节炎患者的Jps。笔者认为该文所用磁场强度 

太弱，文中报道护膝表面磁场强度为 35 mT，在离此 

表面垂直距离 l7 mm处磁场强度仅 比地球磁场 

0．05 mT高一些。此种磁场无深度穿透力，对骨关 

节炎无效是可想而知的事。 

匈牙利 Pecs大学 Kovacs—Balint等[7钉观察了 

15名年轻志愿者单次暴露不均匀静磁场 30 min后 

其温度痛阈(TPT)的改变。静磁场最大峰一峰值为 

330 mT，最大梯度 13．2 T／m。4组 12个 TPT试验 

中用静磁场或假磁场刺激优势手的 4个指尖(大拇 

指除外)，暴露磁场 0、15、30 min，分别记录 TPT和 

视觉模拟评分表(visual analog rating scale，VAS)。 

结果在整个静磁场暴露期间TPT明显升高，在一组 

实验内温度习惯化减小，提示静磁场调整痛纤维适 

应能力到更高水平，引起的外周神经或循环机制可 

能参与了TPT升高的过程。 

静磁场到底能不能促使人体痛觉减轻，世界范 

围内科学研究结果不完全一致 ，甚至相互矛盾。这 

种现象出现并不令人惊奇。我们客观理性地分析 ， 

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 ，痛觉本身就十分复杂，体内 

多种病理障碍均可引起痛觉，有人称为痛觉是多元 

性的。体表皮肤受到损伤或病理变化可以引起疼 

痛 ，外周神经发炎、骨骼肌 肉病变均可引起 疼痛 ，这 

种疼痛是外周性的；还有中枢性疼痛，如中枢神经部 

位大脑、脑干、脊髓发生病变，也能引起疼痛。内脏 

发生病理改变还可以引起 内脏痛。疼痛的原因各式 

各样 第二，疼痛是一种人体的主观感觉，这种感觉 

的强烈程度又因人而异，有人痛阈比较低，对痛觉敏 

感，有人痛阈比较高，对痛觉不太敏感。在研究中， 

要用客观指标来定量描述主观痛觉，在方法学上十 

分困难，现在有很多痛阈测定法、各种量表，均有其 

局限性。第三，在实验室采用静磁场的方法不 同，磁 

场强度不一样，作用方式、作用时间也不一样。因此 

各研究报告的结果并不一致是肯定的了。 

3．3 对循环系统的影响 

笔者实验 室[7 ]让健 康年 轻 (年龄 2O～3O岁) 

男、女学生各 30名试睡康佰磁疗床垫(表面磁场强 

度 135 mT)、被子和枕头 1～2 h。统计结果可知，在 

使用磁性远红外寝具后 1、2 h所测人颈内动脉血流 

速度平均值和峰值与使用寝具前对照之问的比较差 

异显著(P<0．01)，其中平均值在 】h比对照增加 

5．63 (P<0．01)、2 h比对照增加 9．73 9／6(P< 

o．01)。而使用普通被褥时 1、2 h的平均值均比对 

照明显降低(分别降低2．8O 和 3．64％，P<O．O1)。 

说明使用磁性远红外寝具可明显增加颈内动脉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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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 度 。 

加拿大 Lawson健康研究院 McKay等[75]对上 

世纪 70年代 ～2006年 5月期 间，2个重要数据库 

Pubmed和 ISI Web of Knowledge搜索到的有关磁 

场对微循环血流和血管影响的 74篇文章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其中静磁场对清醒人体微循环影响的文章 

只有 3篇。Markov等口 ]让清醒状态 的受试对象的 

局部手指暴露于 100 mT磁场36 rain，激光 Doppler 

血流量仪测定食指皮肤组织血流量未发现明显变 

化；用85 mT磁场作用20 min后人中指皮肤组织微 

循环也未见明显变化；400 mT分 3次作用于手部， 

每次 15 min，3次刺激后皮肤血流量明显降低。笔 

者认为该项研究选用的是静磁场对身体局部作用， 

而且磁场强度是否合适、作用的时间是否足以引起 

改变，都值得推敲，但可以预见的是静磁场对改善局 

部微循环是有一定作用的。 

3．4 治疗骨折 

意大利 Parma大学医院 Costantino等[7 ]选用 

年龄 20～86岁的手腕部骨折的患者 40名(37名男 

性 ，3名女性)进行治疗 ，将 由 4块钕一铁一硼构成的一 

个磁铁(直径 2 cm，高 0．5 cm)置人石膏绷带中，4 

块钕铁硼形成 4个磁极(2正，2负)，对角线交替布 

置，形成对称的 4倍强的静磁场，磁场呈波浪形，集 

中在一个方向，产生的磁场强度达1 250 mT。磁铁 

石膏绷带应用在手和腕关节骨折治疗中，骨痂形成 

时问比标准时间少 35 。可见，临床上若使用适合 

的静磁场可加速骨折愈合，因为减少了相关关节固 

定时问，可避免其后的衰弱和僵硬，让患者更早地开 

始康复性生理治疗，加快功能恢复。 

3．5 腕管综合征 

美国纽约医学院 Weintraub等[78]在 2004年 7 

月～2005年 6月收集了 36例难治的腕管综合征 

(carpal tunnel syndrome，CTS)病例，进行随机双 

盲、安慰对照试验，采用静磁场(5 roT)和随时间变 

化的动态磁场刺激，4 h／d，持续 2个月。最基本的 

观察指标包括视觉模拟量表(VAS)、神经痛量表 

(NPS)评分(作为基线和 2个月末测定)，在 2个月 

末要填写患者变化的全面印象(PGIC)问卷。次级 

指标包括神经检查、正中神经远端潜伏期[复合肌肉 

动作电位(CMAP)／感觉神经动作电位(SNAP)]、肌 

力测定法、夹痛计量读数、电流感觉阈值(CPT)评分 

等等。15位受试者 自愿继续维持治疗 2～1O个月。 

31只手中，25只(13只磁刺激，12只假磁对照组)有 

中等到严重度疼痛(VAS>4)。治疗后，VAS和 

PGIC未发现明显的疼痛减轻。NPS分析 (ANO— 

VA)显示深部痛明显减轻，NPS总的合成、NPS总 

的描述分数和 NPS4明显降低。运动强度、CMAP／ 

SNAP和 CPT评分没有明显改变 。接受 积极 的脉 

冲电磁场(PEMF)暴露 ，15只手神经传导有客观改 

变，在神经检查、痛评分和 PGIC有主观的改变，运 

动强度和CPT未见变化。认为 PEMF治疗难治的 

CTS，可短期和长期有效地减轻疼痛，客观神经功能 

得到中等度改善。PEMF神经调节影响了痛觉 C 

纤维和粗的 A纤维功能，可能是通过离子／配体结 

合来实现的。 

美国Oregon国立自然医学院 Colbert等[793选 

取 60例年龄在 21～65岁、经电生理证实 CTS患 

者，嘱患者晚上在腕管部位戴上钕磁铁(强度分别为 

15或 45 roT)，对照组不充磁，根据随机、双盲、安慰 

对照试验原则，干预 6周 ，随访 12周 。主要测定指 

标包括：波士顿腕管问卷(BCTQ)，症状严重量表 

(SSS)和功能严重量表(FSS)；4个正中神经参数： 

感觉远端潜伏期，感觉神经动作电位幅度，运动远端 

潜伏期和复合运动动作电位幅度。结果：6O个随机 

参加者中58名患者完成了此研究，基本指标 SSS、 

FSS、正中神经传导参数两组问无明显差别，每个组 

的 SSS和 FSS在 6周后有所降低，说明症状有改 

善。该研究显示用静磁场治疗 CTS是可行而安全 

的。进一步研究需要优化静磁场的剂量，解决静磁 

场试验中假磁对照组利用的有关问题。 

最近在临床上广泛应用的 MRI技术，其产生的 

静磁场高达 0．15"--3 T(临床诊断)和 3～10 T(实验 

室 MRI检测)。国际非电离辐射保护委员会(IC— 

NIRP)2009年编写的指南确定，短期暴露是安全 

的 ，静磁场暴露一般公众限制为 400 mT，而不是 以 

前提出的40 mT，最大的职业暴露限制对于头部、躯 

干部为 2 T，对于四肢为 8 T。 

4 静磁场治疗的关键——方法学上的挑战 

从上述细胞、动物实验和人体三个不同层面的 

研究工作中，可以看到各家报道的结果很不一致，甚 

至相互矛盾，这些结果很难相互比较，也很难在其他 

实验室重复。尤其是人体实验，情况就更加复杂。 

人们的愿望和心理暗示都会影响实验结果。 

美国 Oregon国家 自然医学院 Colbert等[8o-82] 

积累了多年从事静磁场治疗的经验，呼吁学术界要 

勇敢正确面对目前的三方面的挑战：①对静磁场的 

剂量学优化；②可信的安慰对照组的设立；③在无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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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情况下，试验参与者、执行者严守双盲原则。这三 

方面挑战，实际上也是我们科学研究静磁场保健品 

所面临的问题。他们提出的策略对我们来说有很好 

的参考价值。 

4．1 静磁场剂量学优化 

静磁场剂量在静磁场治疗中起着核心作用，在 

探讨静磁场剂量优化时应对磁铁和靶组织的物理特 

性和生物物理特性作详尽的描述。他们提出了 10 

个最基本的静磁场参数(essential SMF parameters) 

靶组织 (target)： 

I．靶 组织：静磁 场治疗靶 器官组织，如关 

节[83-85]、疼痛部位C86-91]、骨折部位C92-94 等。 

Ⅱ．磁铁采用的部位：全身，身体局部。 

Ⅲ．靶组织与磁铁表面之问的距离：与电场不一 

样，磁场能相等地穿透人体所有器官组织，身体某部 

位所受到的磁场强度随着与磁铁表面距离的增加而 

呈指数下降。在人体研究中，靶组织深于皮肤表面， 

如肝脏部位[9引，不能直接测量该部位的磁场强度， 

但是根据磁铁表面与靶组织之间距离的测定就可推 

测此处磁场强度值。 

磁铁特征(magnet characteristics)[96_ ： 

Ⅳ．磁场强度，尤其是磁铁表面的磁场强度。 

V．磁铁的物质组成：①塑化可曲磁铁；②陶瓷 

磁铁；③钕铁硼，或是钐、钴、钕及其他稀土元素组成。 

Ⅵ．磁铁尺度：大小，形状，重量，体积等。 

Ⅶ．磁极结构：南北极安排，单极、双极、多极，还 

是 4个交替磁极设计(quadrapolar)。 

磁铁的支撑装置(magnet support device)，将磁 

铁固定在某种织物或某种装置上，此支撑装置以两 

种方式影响静磁场的剂量：如何使磁铁贴粘到身体 

皮肤上?因支撑装置使得磁铁表面到靶组织之问的 

距离增加到何种程度? 

剂量参数(dosing regime) 

Ⅷ．磁铁应用的时 间安排(timing)：连续 的还是 

断续的。 

Ⅸ．磁铁应用的频率：每天几次，每星期几次。 

X．磁铁应用的持续时间：几分钟，几小时，几周。 

在论文报道中均要对上述 10个参数进行详尽 

的描述。这样可以使读者有客观标准，便于比较，便 

于重复实验。 

4．2 可信安慰对照组的设立 

对照组要使用假的对照磁装置(sham control 

magnetic device)，这种假磁装置在外观、体积、重 

量、质地、触感方面均要与真磁装置一样，只是未充 

磁。使受试者和实验操作人员分辨不出哪是真磁， 

哪是假磁，但是细心的参与者用回形针就可试出是 

否是真磁体，低强度磁场足以吸附回形针，就可作为 

假性对照。利用这种装置作为对照也有问题，因为 

我们还不知道能引起生理效应的最小静磁场强度是 

多少[】∞]。最近 ，学者 比较 200 mT、7．5 mT和未充 

磁的金属片治疗膝关节病 的效果 ，如果 7．5 mT磁 

铁的有效性与未充磁的比较，其差异不超过 15％， 

就可将 7．5 mT磁铁作为对照磁装置。 

4．3 双盲措施(blinding procedures) 

静磁场研究团队必须严格执行双盲规则，包括 

主研人员、调试和制作磁铁者、收集资料者和分析结 

果者[1 ]。首先，要使参加者不知道我们研究的假 

设。第二，对于参加者，研究人员不给他们处理铁磁 

的机会。在静磁场治疗某些疾病研究中，双盲是否 

成功应该要参加人员和研究人员治疗后填写问卷来 

评估。 

Colbert等的呼吁得到很多这方面专家的积极 

响应，其他作者在后来发表的报告中详尽介绍在其研 

究中静磁场 l0个参数的情况，如匈牙利的 Kovacs- 

Balint等在 2011年论文中就开始采用此规定[7 。 

5 我们的机遇 

纵观全世界有关静磁场不同层面的研究工作， 

虽然从二次大战至今已有七十年左右的历史，但就 

研究的深入程度而言，只能认为关于静磁场的研究 

仍然处于初创阶段。我们有机会有能力进入该领域 

并 占领此领域的顶峰 。关键的问题是要进行静磁场 

保健品(或磁疗产品)制作规范的制定，以及静磁场 

定量化剂量控制。这需要我国有关部门组织一批磁 

物理学家、磁学工程师、医生和生物学家联合攻关， 

研制开发出一批质量可靠的产品，生物医学专家应 

提出这些静磁场保健品对细胞、实验动物(包括疾病 

的模型动物)、人体保健和治疗某些疾病的令人信服 

的正面结果。这需要详尽地探索最优磁场强度、最 

佳治疗时间安排等等的细节。我们应有信心研发出 

世界最好的静磁场保健产品(或磁疗产品)，为中国 

和世界人民的保健事业做出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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