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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药性而隐瞒疼痛。因此, 今后应通过多中心随机对
照试验, 进一步系统地研究浮针的具体临床疗效和作
用机理, 为本疗法的国际化推广奠定良好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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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腧穴穴性及临床意义
程光宇
(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40)
摘

要: 指出穴性与所处的经脉和部位以及施加在腧穴的各种影响因素有关, 腧穴具有双向调节的特

点, 因机体状态或针刺手法、
气血流注、
针刺深浅、
针尖方向、
患者体质、艾灸、
刺血等不同, 表现出寒热虚
实等不同性质。掌握腧穴穴性, 能因证立法, 据法取穴, 以方统穴, 精简腧穴处方, 易于施术, 达到针灸治
病时的理、
法、
方、
穴、术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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腧穴是人体脏腑经络气血输注于躯体外部的特殊
部位, 也是疾病的反应点和针灸 等治法的刺激点

[ 1]

。

临症选择腧穴是针灸处方的前提。腧通输, 有转输、
输
注的含义, 穴是孔隙的意思, 腧穴又称穴位。
1 腧穴的穴性含义

疗; 补虚药扶正, 泻实药祛邪。腧穴自身没有寒热虚实
的属性, 针灸治疗疾病的原则在 5灵枢 # 经脉 6中记
载: / 盛则泻之, 虚则补之, 热则疾之, 寒则留之, 陷
下则灸之, 不盛不虚, 以经取之 0。临床使用针刺、指
压、
艾灸等方法刺激腧穴, 激发经脉, 行气活血, 调节阴

腧穴的穴性是指腧穴的性质 (以下简称穴性 ), 广

阳, 补虚泻实, 扶正纠偏, 治疗疾病。穴性与所处的经

义的穴性是指腧穴的近治作用、
远治作用、
特殊治疗作

脉和部位以及施加在腧穴的各种影响因素有关, 腧穴

用, 或某些腧穴本身所具备的特殊治疗作用, 如至阴穴

具有双向调节的特点, 因机体状态或针刺手法、
针刺方

可以纠正胎位不正、
角孙穴刺血可祛痛止痒、
少泽穴可
通经下乳等。狭义的穴性是 指腧穴在治疗疾 病过程

向、
气血流注、
患者体质等不同, 表现出寒热虚实等不

中, 不同的穴位在不同方法的刺激下表现出的功能的

2 历代医家对穴性的认识
在 5内经 6、5难经 6、5针灸甲乙经 6、5针灸大成 6、

特异性。

同性质。

腧穴穴性不能等同于药性。中药本身的固有特性

5针灸逢源 6等古代医学书籍 中, 没有记 述 / 穴性 0一

决定了中药有四气五味、
升降浮沉、
归经、有毒无毒等,
中药可以针对疾病的寒热虚实等不同症候, 选择对应

词, 但已 对腧 穴的 性质 有所认 识。 5内 经 6载 穴 160

药性的药物用药, 但凡寒凉性质的病证, 可以使用温热

穴的基本特征、
配伍和应用。 5内经 6中根据病因病机

药物治疗; 温热性质的病证, 可以使用寒凉药物进行治

理论将穴性分为 / 热俞 0、/ 水俞 0两类, 如 5素问 # 气穴

个, 明确记载了背俞穴、募穴、
原穴、
络穴、
五腧穴等腧

论 6载: / 热俞五十九穴 0。随所分布部位不同, 相应地
作者简介: 程光宇 ( 1987- ) , 男, 2006级中医临床 专业学生, 现就读 于英国
南岸大学中医孔子学院。

可泻不同之热, 即 5素问 # 水热穴论 6所言: / 头上五
行行五者, 以越诸阳之热逆 也 0。热俞分布在 精气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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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之处, 故 / 热俞在气血 0。水俞是指可以治疗水病的

者所以决死生、
处百病、
调虚实, 不可不知 0。 5素问 #

57 个腧穴, 首见与 5素问 # 气穴论 6中。肾俞、脊中、
悬

调经论 6云: / 夫十二经脉者, 皆络三百六十五节。0腧

枢、
命门、
腰俞皆为水俞之穴, 可治水病。 5素问 # 水
热穴论 6记载: / 肾俞五十七穴, 积阴之所聚也, 水所

穴通过经络和脏腑相通, 反映脏腑的生理和病理变化,
针灸腧穴, 精气直达脏腑, 起到相应的调节作用。 5难

从出入也。尻上五行行五者, 此肾俞 0, / 凡五十七穴

经 # 六十七难 6指出: / 阴病行阳, 阳病行阴, 故令募在

者, 皆脏之阴络, 水之所客也 0, 水俞分布在督脉、膀
胱经、肾经、胃经、
肝经与阴跷脉上的分肉之间, 有如

阴, 俞在阳。0取阳分腧穴可以调整经气引邪外出, 刺
激腧穴或募穴可以治疗五脏六腑疾病。 / 腧穴是人体

5素问 # 气穴论 6所云: / 水俞在诸分 0。

脏腑经络气血输注于躯体外部的特殊部位, 也是疾病

我国最早的一部针灸专著, 晋代 皇甫谧著 5针灸

的反应点 和针灸 等治法的 刺激点。0例如 百会, 属督

甲乙经 6厘定了 349 个腧穴, 而且详细记载了每一穴
定名与定位、针刺深浅与主治等方面。如 5针灸甲乙

脉, 督脉为 / 阳脉之海 0, 该穴位于巅顶, 为诸阳 之会。
针刺该穴能升阳 举陷、益气 固脱。 5铜人腧穴 针灸图

经 6云: / 聋, 耳中不通, 合谷主之 0, 又云: / 齿龋痛, 合

经 6曰: / 百会, 治小儿脱肛久不差。0临床中选用百会

谷主之 0。合谷是手 阳明大肠经的 原穴, 经脉 上行头

治疗中气下陷所致的脱肛、
肾下垂、
胃下垂、
子宫下垂、

面, 属于大肠, 联络肺脏, 主治多种疾病。 5备 急千金
要方校释 6: / 合谷、
五处, 主风头热 ,,合谷、水沟, 主

眩晕等证疗效较好。脑为髓海, 元神之府, 主人体生命
的运动、
感觉、
思维等, 选用百会穴治疗由元神不足、
髓

唇吻不收, 喑不能言, 口噤不开。05千金翼方 6: / 三间、

海空虚引起的病症如癫证、
健忘、
半身不遂、
头空痛、
小

合谷, 主喜惊。05神应经 6: / 脾寒: 三间、中渚、
液门、合
谷、
商丘、三阴交、中封、照海、陷谷、太溪、至阴、腰俞

儿脑瘫、
五迟、
五软等疗效较好。后溪穴出于 5灵枢 #
本输 6, 为手太阳小肠经腧穴, 八脉交会穴之一, 通于

, ,红瘅: 百会、曲池、合谷、三里、委中 , ,单蛾: 少

督脉。腧穴可以治疗经脉循行所及部位的组织器官四

商、
合谷、
廉泉。0明 # 张介宾 5类经图翼 6: / 风门, 此

肢百骸的疾病。后溪的 穴性能舒经活 络, 祛瘀止 痛。

穴能泻一身之热。0人体的火热之邪上逆入脑, 直犯巅
顶, 出现眩晕、
恶心、
巅顶头痛、中风以及神智昏迷等症

针刺后溪可以治疗督脉及太阳经脉循行部位的疼痛病
症, 如枕 部 头痛、落 枕、太 阳经 腰 痛或 腰 脊中 痛 等。

状, 取穴百会用泻可以达到平肝潜 阳、镇肝熄 风的功

5针灸大成 # 脏腑井荥俞经合主治 6载: / 体重节痛刺

效。 5玉龙歌 6云: / 中 风不语最 难医, 发际顶门 穴要
知, 更向百会明补泻, 即使苏醒免灾危。0

后溪 ( 俞 ) 0, 5通 玄指要 赋 6: / 头 项痛, 拟 后溪以 安

/ 穴性 0一词在上世纪 30 年代李文宪 在 5针灸精

然 0。腧穴皆可治疗腧穴所在位置或周边组织器官的
疾病, 如眼区穴位睛明、
承泣、
四白、
阳白、丝竹空、
鱼腰

萃 6一书中首次被提出, 并系统的阐述穴性的意义。他

等穴性皆有明目的特性。针 刺这些穴位可以 治疗目

根据腧穴的特性功能将穴性分为八类, 即气、
血、
虚、
实、
寒、
热、
风、
温, 八大类门。同时根据穴性进行配穴, 在

痛、
目干、
目赤、
目痛、迎风流泪等眼疾。
3. 2 气血流注的时间动态影响穴性

/ 配穴精义 0中: /配穴云者, 乃某穴之特性与某穴之特

气血运行于经脉之中, 与时间变换和季节变迁有

性, 互相佐使, 而成特效功用, 犹之用药, 某药为君,

着密切的关系。卫气出于下焦, 营气出于中焦, 营行脉

某药为臣, 相得益彰也 0。李氏的论述为 / 穴性 0奠定了
基础, 开了先河, 给后人以很大启发。承淡安等在中国

中, 卫行脉外, 昼行于阳二十五度, 夜行于阴二十五度。
营卫之气一昼夜行五十度而为大会。古代医家根据一

针灸研究社讲习所的 5腧穴学讲义 6、5针灸治疗学讲

日十二时辰不同, 观察到当值之经不相同, 该经腧穴的

义 6等开始有作用、
治理、
穴义等载述。孙震寰的 5针灸
心悟 6写到: / 穴性喻药性, 处方不识药性, 何以调燮寒

开合时间亦不同。总结出了子午流注、
灵龟八法、
飞腾
八法等时间针法。腧穴和卫气的循行关系正如 5素问

热虚实, 针灸不明穴性, 焉起诸病之机。0

# 八正神明论 6云: / 月始生, 则血气始精, 卫气始行;

穴性理论的形成是以针刺、艾灸、
刺血等方法为条

月郭满, 则血气实, 肌肉坚; 月郭空, 则肌肉减, 经络虚,

件, 通过古今长期临床经验的总结, 以阴阳、
五行、脏腑、
经络等学说为基础, 依据腧穴的归经属性和特性以及主

卫气去, 形独居。0腧穴与阳气一日四时的关系, 如 5素
问 # 生气通天论 6记载: / 阳气者, 一日而主外, 平旦

治作用归纳起来的。

人气生, 日中而 阳气隆, 日西而 阳气已 虚, 气门 乃

3 影响穴性的若干因素
311 经络脏腑与腧穴所在位置与穴性相关

闭 0。气血流注的时间特性, 现代医家研究较多, 如电
针正常青年人不同时辰的五腧穴与内关穴可以使免疫

经络内联脏腑、
外络枝节、四肢百骸、组织器官、
纵

功能出现与时间相关的 变化

[ 2]

。 5灵枢 # 九 针十二

横上下, 将机体内外联络贯通, 形成一个有机的生命整

原 6云: / 所出为井 0 , 井穴位于指趾尖 端是十二经脉

体。正如古人云: / 外络于肢 节, 内属于脏腑 0, / 经脉

之气发源之处, 阴阳经脉气血交接之所, 内连五脏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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腑, 五腧穴的穴性与季节变迁相关, 所以 5灵枢 # 顺气

经的曲泉穴, 针尖朝上, 使精气上行, 气达病所, 发挥该

一日分为四时 6指出: / 病在冬者取之井 0, / 冬刺井荥,

穴养肝明目的作 用; 5标幽 赋 6对气至 作了形象 的描

必深以留之 0, / 藏主冬, 冬刺井, 色主春, 春刺荥 0。此
谓冬属水, 井穴属木, 季节与穴位的五行属性是母子关

写: / 气之至也, 如鱼吞钩饵之浮沉, 气未至也, 如闲处

系, 五腧穴精气流注规律所决定, 冬病取井穴治疗, 是

行, 针尖向下, 则精气下行

实则泄其子的具体时间。
3. 3 针刺手法与施术方法影响穴性

气所发, 气血归聚之海, 主治男女血证; 该穴又合太阴

针刺手法是针灸治病时是否取得疗效的主要因素。

幽堂之深邃 0。在得 气的基础上, 针尖向上则 精气上
[ 3]

。如血海穴为足 太阴脉

之上, 湿气主之, 故治湿痒疮毒诸症。针尖朝上时该穴
能够补血, 治疗崩漏、血虚型便秘、
产后缺乳等症; 针尖

疾病的产生有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不同。采用不同的

朝下可祛湿止痒、
化瘀止痛, 治疗皮肤瘙痒、
坐骨神经

手法, 如补百会、
关元、
气海, 可以激发人体正气, 强壮机
体, 补益气血; 利用泻法刺激腧穴可以祛邪泻实, 如泻人

痛、
膝关节痛等。
4 穴性的指导意义

中可醒脑开窍, 泻曲池可祛风止痒。 5难经 # 七十九难 6

针灸治病要求理、
法、方、
穴、
术的完整性。因证立

说: / 补手心井, 是谓随而济之者也 0, 5针灸大成 # 卷

法, 据法取穴, 以方统穴, 灵活施术, 体现出中医的同病

六 6云: /少冲, 心虚补之, 针一分, 灸三壮 0。烧山火作用
于相应腧穴能够温补周身阳气, 治疗寒证; 透天凉手法

异治和异病同治的特点。
4. 1 指导单穴应用, 彰显疗效

刺激腧穴可以清泻热邪, 治疗热证。

腧穴有经穴、奇穴、阿是穴之分。穴性可有一穴一

临症之时根据病因病机选用艾灸、刺血、火罐、推
拿等不同方法, 激活穴性治疗疾病。如治疗疟疾 5素

性、
一穴双性、
一穴多性的区别。从众多主治作用, 归纳
分类、
概括而成的穴性, 可以指导临床选穴, 执简驭繁,

问 # 疟论 6: / 诸疟而脉不见 , ,刺十指间出血。0 这

达到少而精、
效专力宏的目的, 如大椎穴刺血拔罐, 可疏

是针对热邪伏内不得发散的疟疾危症, 而首选的治疗

风散热, 治疗风热外感; 毫针深刺大椎穴可补髓壮骨, 治

方法, 即刺十宣穴以宣泻郁热、启闭开窍。久病之人阳
气不足, 畏寒肢冷, 倦怠乏力, 腹泻肠鸣, 阳痿早泄, 可

疗痿证、
痹证。印堂能醒脑开窍治疗头晕头痛、癫狂痫

艾灸气海穴, 培补元气, 温肾壮阳。进针之前或寻穴之

在 5针灸大成 6中指出取穴 / 不得其要, 虽取穴之多, 亦

时, 行针之 中, 可 用按摩手 法助其经 气流通。如 5内
经 6所言: / 必先扪而寻之, 切而散之, 推而按之, 弹而
弩之, 介而下之, 通而取之。0

证, 能凝神镇静治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正如杨继洲
无以济人; 苟得其要, 则虽会通之简, 亦是以成功 0。
4. 2 精简腧穴处方, 易于施术

3. 4 针刺深浅与针尖方向与穴性相关

腧穴处方根据穴性的不同, 在辨证施治的基础上
组合而成。腧穴处方可有单穴处方, 对穴处方, 多穴处

腧穴位于经脉之上, 经络有经皮、经筋、经脉的区
别, 腧穴有天人地三部之分。治疗时应根据疾病位于

方。通过选择穴性相近的腧穴进行配伍, 可达到选穴

皮、
肉、
筋、骨、脉的不同, 而使用不同的针刺方法, 如

疗效, 如照海和水泉皆属足少阴肾经, 照海为阴经之阳

5素问 # 刺要论 6云: / 是故刺毫毛腠理无伤皮, ,,刺
皮无伤肉, , ,刺肉无伤脉, ,,刺脉无伤筋, , ,刺
筋无伤骨, , ,刺骨无伤髓 0。病邪有表里内 外之不
同, 针刺有深浅之区别, 若违背之, 有时会出现针刺差
错, 甚至事故。 5灵枢 # 官针 6篇: / 疾浅针深, 内伤良
肉, 皮肤为痈; 病深针浅, 病气不泻, 支为大脓 。05灵枢
# 官针 6篇中依据腧穴的解剖结构, 气血输注的深浅,
五体的发病 特点, 论 述了腧 穴的 五种刺 法: / 一 曰半
刺, ,,以取 皮气; 二曰 豹文刺, ,,针之中脉 为故
,; 三曰关刺, , ,尽筋上 ,,; 四曰合谷刺, ,,针
于分肉之间 ,,, 五曰输刺, , ,深内之至骨 0。
针刺治疗时得气与腧穴的穴性和疗效密切相关。
5灵枢 # 九针十 二原 6: / 刺之 要, 气至而 有效 0; 5灵

精确, 用穴恰当, 起到穴性相加、
相须的作用, 加强针刺
穴, 如肾中之阳鼓动, 而普达周身; 水泉为阴精之阴穴,
像肾中之阴精流动, 滋润孔窍。照海能补益肾气、
培补
肾精; 水泉能补益肾精, 兼补肾气。肾主生殖为先天之
本, 故二穴常配伍应用, 主治生殖系统疾病。 5备急千
金要方 6云: / 水泉、
照海主不孕, 阴暴出, 淋漏, 脉不来
而多闷心下痛。0
综上所述, 古人言穴, 极少言穴性, 但已体现在主
治作用之中。今人勤求古训, 博采各家穴性之说, 结合
自身的临床经验, 逐渐完善归纳总结形成了穴性学说,
但仍不完善, 需不断的探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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