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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頭痛學會的會員大家好:
CGRP (calcitonin gene related peptide) 是今年頭痛醫學的焦點話
題，之前光田醫院的楊鈞百主任有介紹過 CGRP 單株抗體(請參考 184 期電
子報)，以臨床應用為主。這次請高雄長庚的李蓉蓉醫師為我們介紹基本
結構及可能作用機制，相信可以讓我們對這些藥物有更深入了解。

電子報主編 亞東醫院 賴資賢

秘書處報告：
109 年 10 月 25 日(日)頭痛學會年度學術研討會暨第六屆第一次會員大
會。地點:台北六福萬怡酒店_9 樓海山林廳「南港捷運、高鐵、台鐵及
轉運站樓上」議程表如後列。
【提醒】:10/25 號中午 12:00-13:00 為會員大會暨理監事改選，請各
位會員踴躍報名參加，您的神聖一票是支持學會前進的動力，感謝大
家長期對頭痛學會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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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RP 與偏頭痛
高雄長庚醫院 神經內科 李蓉蓉醫師

CGRP (calcitonin gene related peptide)阻斷劑為近年來熱門的偏頭痛
治療藥物，無論是 gepants 或是 monoclonal antibody 類的藥物，都與以
往的偏頭痛用藥有很大的差異，這類治療為第一類針對偏頭痛而量身打造
的藥物，而不像以往借用乙型阻斷劑、抗癲癇藥或抗憂鬱藥物等等來治療
偏頭痛。而 CGRP 的發現過程及其作用機轉也可以讓我們更加了解這一類
藥物，及相關生理、藥理機制。
一、CGRP 的發現與基本結構
CGRP 最早是在 1982 年被發現的[1]。緊接著在 1985 年，研究顯示 CGRP
在偏頭痛中扮演一些角色 [2]。人體內的 CGRP 有兩種，分為 αCGRP 與
βCGRP，αCGRP 主要表現在感覺神經元中，βCGRP 則存在腸道神經系統
中。研究上討論的還是以 αCGRP 為主。αCGRP 為一 37 個胺基酸構成的
多胜肽，是由第 11 對染色體上的 calcitonin–CGRP gene (CALCA)轉錄
而來[3]。CGRP 的受體則是由兩個部分構成，一個部分是由 7 個穿過細胞
膜的 calcitonin receptor-like receptor (CLR)形成之多聚體，另一部
分則為一穿過細胞膜的單一蛋白質 receptor activity modifying
protein 1 (RAMP1)[4]。知道了基本的 CGRP 後，於是有一系列的臨床實
驗進行來證實偏頭痛與 CGRP 間的關係。在偏頭痛發作時，從病人的外頸
動脈抽血可以發現 CGRP 的濃度上升[5]。而且在給予 sumatriptan 藥物治
療後，偏頭痛的改善和血中 CGRP 的降低是同步地發生[6]。另外，在有偏
頭痛病史的人身上注射 CGRP，會引發類似偏頭痛的頭痛，且此疼痛侷限
在頭部，並不會引起身體他處的疼痛[7]。
二、CGRP 作用機轉--三叉神經血管反射(trigeminovascular reflex) 三
叉神經節(trigeminal ganglion)中約半數神經元，其神經末梢能釋放富
含 CGRP 的囊泡；釋放後的 CGRP 會結合到相鄰腦膜血管上的平滑肌細胞，
使其活化 protein kinase A，進而導致血管的舒張[8]。上述三叉神經節
中的
CGRP 神經元，多數都有 5-HT1D 或 5-HT1B 的受器(各佔 90%及 65%)，這也
是 triptan 類藥物作用的可能位置[9]。含有 CGRP 的神經元多為小至中半
徑的神經細胞，其神經末梢以細小的 C-fibers 為主；末梢為 Aδ-fi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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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較大神經元，以及衛星神經膠細胞(satellite glia cells)上，則是有
CGRP 的受器。因此，透過 CGRP 的釋放，也會讓 C-fibers 和 Aδ-fibers
產生連結。而 C-fibers 神經元中的 CGRP 釋放後，會結合在衛星神經膠細
胞的 CGRP 受器上，而其活化後會導致細胞激素(cytokines)和一氧化氮
(nitrous oxide, NO)釋放，進而刺激神經元分泌更多 CGRP。這種神經元
-膠細胞連結(neuron–glia communication)反覆地發生，形成一個正向
回饋，CGRP 訊號不斷被放大，偏頭痛情況變得更加嚴重 [10]。而 CGRP
和其受體也存在腦中一些不具血腦障壁(blood brain barrier, BBB)的位
置，像是 area postrema，而這些位置和偏頭痛中的噁心嘔吐等症狀息息
相關。另外三叉神經節也有一些血腦障壁外的投射，像是其與蝶顎神經節
(sphenopalatine ganglion)的連結，都可能在偏頭痛發作時讓感覺和副
交感神經系統(parasympathetic system)有一些交互作用。 CGRP 作用在
腦血管的平滑肌細胞上，使得細胞內的 cAMP 增加，降低細胞內 Ca2+濃
度，進而導致血管舒張[11]。像是在蜘蛛網膜下出血時，CGRP 的釋放會
平衡蜘蛛膜下腔出血引起的血管收縮，避免腦部因血管過度收縮而產生缺
氧性病變。在動物實驗上，可以看到若是三叉神經受到破壞，則該個體在
接受血管收縮藥劑後，會產生較長時間的血管收縮，無法迅速回復正常血
管管徑，即其調節功能受損。這個三叉神經血管反射(trigeminovascular
reflex)在偏頭痛的機制中，被認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當偏頭痛開始發
作後，三叉神經節受到活化，在其中 CGRP 的循環一再發生，三叉神經節
變成偏頭痛的放大器，此時若有 gepants 或是 CGRP monoclonal
antibody 的介入，可能可以將這樣的正回饋停下來，進而達到疼痛控制
的效果[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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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電子報以電子郵件方式寄發內容包括台灣頭痛學會的會員通知事項,及頭痛相關文章。本
園地公開，竭誠歡迎所有頭痛相關醫學著述、病例討論、文獻推介、研討會講座等投稿，
稿酬從優。敬請不吝指教, 感謝您的支持!
聯絡人: 秘書 李瑞琦 會址: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901號-全人醫療科辦公室
TEL：06-2812811轉 57421 FAX:06-2816161
E-mail：taiwan.head@msa.hinet.net
學會網頁：http://www.taiwanheadach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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