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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穴性”是腧穴性质的简称，是指腧穴因其所在部位、经脉属性以及影响因素不同而显现的穴位之间的差异
，并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腧穴可在特定病证中，
因病证的性质、
性以及反映在治疗作用方面的特异性。腧穴具有“穴性”
针刺手法不同而表现出寒热虚实的不同性质；
调节和控制各种影响因素，对于正确处方选穴、
有效发挥腧穴治疗作用，
提高针灸临床疗效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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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针灸穴理论和临床实践中出现了
“穴
性”
一词，
由于“穴性”
与针灸临床辨证选穴具有密切
的关系，
因此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目前对“穴性”
问题的系统研究还较少见。为了阐明腧穴作用机制，
指导临床辨证用穴，笔者对古代医籍进行整理研究

释腧穴的作用机制。
2 穴性与药性的不同
目前关于穴性的描述方法，学者主张各有不同。
主要是针对穴性是否可以用描述中药功效的方法来
描述。有学者认为穴性是指腧穴主治病证的性能，

基础上，结合临床及现代研究对“穴性”问题进行
探讨。
1 穴性的含义
“穴性”是腧穴性质的简称，是指腧穴因其所在
部位、经脉属性不同而显现的穴位之间的差异性以

穴位性能如同药物性能，如麻黄有发汗解表、平喘利
水功效，大椎则有通阳解表、清肃肺热之功能 [1]。而
也有学者认为腧穴不像药物那样有其性味，穴性不
同于药性，腧穴穴性与中药药性的差别决定了针灸
与中药治病的原理迥异[2]。

及反映在治疗作用方面的特异性。
有关“穴性”的名称，笔者查阅了《内经》、
《难
经》、
《针灸甲乙经》、
《针灸大全》、
《针灸集成》、
《针灸
逢源》等 41 部古代针灸医学书籍，虽然没有发现
“穴

笔者认为腧穴穴性不能等同于药性。中药有四
气和五味、升降浮沉、归经、有毒无毒，这是中药本身
的特性所决定的，中药可以针对疾病的寒热虚实性
质处方用药，凡寒凉性质的病证，使用温热药物治

性”之词，但是在古代针灸医籍中，对于穴位的性质
已经有所论及，例如《素问》中对治水病 57 穴，治热
病 59 穴的论述，可以认为是对“穴性”问题的最早记
载。《灵枢·九针十二原》云：
“所出为井，所溜为荥，

疗；凡温热性质的病证，使用寒凉药物治疗；虚者用
补虚药，实者用泻实药。而腧穴不同于中药，腧穴的
性能是接受刺激，激发经络以运行气血，调节阴阳，
其性质与所处的经脉和部位以及施加在腧穴的各种

所注为输，所行为经，所入为合。”是对五输穴经气
流注特点的概括，
《难经·六十八难》 云：
“井主心下
满，荥主身热，俞主体重节痛，经主喘咳寒热，合主逆

影响因素有关。腧穴是在特定病证中，因病证的性
质、针刺手法等不同而表现出寒热虚实的不同性质，
并且其作用还具有双向性的特点。

气而泄。”是对五输穴主治特点的概括，说明特定穴
与穴性具有密切的关系。
目前一般认为，
“穴性”是指腧穴对人体某些脏
腑，经络病症，具有相应治疗作用的特性和功能，也
有人称其为穴位作用，功效、功能、功用、穴义等，但
至今未有统一的命名。一般认为，穴性问题主要研
究腧穴与机体的相互作用规律，是通过探讨腧穴的
特性、
功能，对疾病的疗效和对机体的内在影响来阐

3 影响穴性的主要因素
3．1 与所属经络有关 《素问·气府论》以“某某脉
气所发”讨论了手足三阳经及督、任、冲等经腧穴的
特性，表明腧穴穴性是与经脉相联系的。《素问·调
经论》云：
“夫十二经脉者，皆络三百六十五节。”
《素
问·痹论》云：
“五脏有俞，六府有合，循脉之分，各有
所发。”明确表明了腧穴的循经特性。一般腧穴均可
主治本经循行所过之处的疾病。如《针灸甲乙经》云：
“聋，耳中不通，合谷主之。”又云：
“齿龋痛，合谷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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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大肠经循行经过头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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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与所在位置有关 《素问·阴阳应象天论》：
“气
穴所发，各有处名。”表明在《内经》时代的腧穴(气

程度而言。一般属阳证新病属表者，宜浅刺，属阴证
久病里证者，宜刺深。《灵枢·终始》曰：
“久病者，邪
气入深，刺此病者，深内而久留之。”又曰：
“脉实者，

穴)概念中，有其位置，
《气府论》、
《骨空论》、
《水热穴
论》均详细描述了腧穴的具体位置，从而表明了腧穴

深刺之……脉虚者浅刺之。”因此，同一腧穴，针刺
深浅不同，功效亦可不同。如大椎穴浅刺或放血可

具有定位的特性。所以一般腧穴均可治疗其所在部
位的疾病。如手阳明大肠经手三里穴位于前臂背面
桡侧，
故可治手臂麻痛等病。
3．3 与所属脏腑有关 腧穴都有其所属经络。而经
络又与相关脏腑对应，所以穴性与其所属脏腑有关。

清热，深刺可定惊安神止痒。八 穴浅刺可治痔疮，
深刺可治下肢瘫痪、疼痛。
3．7 与机体功能状态有关 在不同的病理状态下，
针刺同一穴位可以产生不同的调整作用。当机体处
于疲惫状态而呈虚证时，针刺可以起到扶正补虚的

而“五脏有俞，六府有合”，说明腧穴还与所属脏腑相
表里的脏腑有关。如合谷属于大肠经，大肠经和肺
经相表里，
故其穴性与这两个脏腑有着密切关系。

作用，若机体处于虚脱状态时，针刺还可以起到回阳
固脱的作用；当机体处于邪盛状态而呈实热、邪闭的
实证时，针刺可以起到清热启闭、祛邪泻实的作用。

3．4

与所属特定穴有关

特定穴具有特殊性能和

3．8

与腧穴配伍有关

同一腧穴，可因配伍不同而

作用，因此影响着该穴的穴性。例如《灵枢·邪气藏
府病形》云：
“荥输治外经，合治内府。”说明荥穴和

发挥不同功用。腧穴都有其自身的主治功能，但是，
腧穴也和药物一样，在与其他腧穴配伍时可增强其

输穴多治疗经外的外周病症，而合穴则多治脏腑的
内在疾患。根据《灵枢·九针十二原》的记载，五脏有
疾时，
往往在相应的原穴部位会出现一定的反应；反

原有的功效，有时还可以表现出原本没有的功能作

之，如果原穴部位出现各种异常变化，也同样可以推
知五脏的盛衰情况。

如《备急千金要方校释》：
“合谷、五处，主风头热……
合谷、
水沟，主唇吻不收，喑不能言，口噤不开。”
《千

3．5 与针刺手法有关 同一腧穴，由于施治手法不
同，可以产生不同的治疗作用。腧穴的主治功能，不

“三间、合谷，主喜惊。”
《神应经》：
“脾寒：
金翼方》：
三间、
中渚、
液门、合谷、商丘、三阴交、中封、照海、陷

仅具有普遍性，而且具有相对特异性。不少腧穴鼓

谷、太溪、至阴、腰俞……红瘅：百会、曲池、合谷、三

舞人体正气，促使功能旺盛，具有强壮作用，适宜于
益损，
如关元、
气海等；还有很多腧穴疏泄病邪，抑制

里、委中……单蛾：少商、合谷、廉泉”。《针灸易学》：
“……脾病：气，合谷；血，阴交。”

人体功能亢进，具有祛邪作用，适宜于泻实，如人中、
委中、曲池等。在施行针刺手法时当根据这些腧穴
的特异性进行针刺，可以加强其作用，从而取得更好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穴性与多种因素有关，并
直接影响治疗效果，认真研究穴性及其各种影响因
素并对其进行调节和控制对于临床辨证处方、选择

的临床疗效。有时由于患者个体差异，针感不明显
的患者，
可以通过针刺手法的不同使其得气，从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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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 discussion on acupoint property
ZHOU Xing-ya, ZHOU Gui-tong, WANG Wei
(Tianjin University of TCM, Tianjin 300193, China)
Abstract: Acupoint property was the abbreviation of property of acupoint. It meant that there was a difference between each acupoint according to differences of their location, the attribute of the channel and the influence factors. The specificity was reflected in the therapeutic action. The acupoint property was effected by many ingredients; in a certain syndrome the acupoints could present different property of cold, heat, deficiency or excess according to the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needling method. To adjust and control these ingredients was important to choice acupoints exactly, expand the effect of acupoints and increas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of acupoint.
Key words: acupoint; acupoint property; influencing fact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