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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关于“穴性”的讨论不断深化,但看法不
一,也没有统一的认识,穴性与腧穴功能往往被混同看
待,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二者本质含义加以区分,以促进
针灸理论的完善与腧穴研究的深化。本文旨在结合当
代文献,挖掘穴性和腧穴功能本质,明确药穴功能差异,
并对影响腧穴功能与作用的因素进行探讨,以期对今
后腧穴功能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殊作用,以及特定穴的作用规律。王军等[6]采用与中药
类比的手段,认为穴性可表现为升降浮沉、寒热、针感、
经络归属、不良反应及功能等方面。周星娅等[7]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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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以
及反映在治疗作用方面的特异性。李仲平等[8]总结各
家论述,认为穴性的定义目前尚无统一标准,从描述上
来看,多用中药的功能描述,也就是某个穴位具有何种
功能。根据各家学者的描述,腧穴的穴性可表现为升降
浮沉、寒热、针感、经络归属、不良反应、功能、动
态性、疲劳性、良性双性调节性等方面。笔者认为将

1

穴性的含义
民国时期,李文宪在《针灸精粹》一书中首次提出

“穴性”[1]一词,并对穴性有较系统的阐述。李文宪在
第九章“穴性括要”中将常用腧穴的性能分类归纳成
气、血、虚、实、寒、热、风、温八大类门,同时根据
穴性进行配穴,在第十章“配穴精义”中:“配穴云者,
乃某穴之特性与某穴之特性,互相佐使,而成特效功
用。”李文宪的论述为“穴性”奠定了基础,给后人以
很大启发。80 年代,《针灸心悟》[2]:“穴性喻药性,
处方不识药性,何以调燮寒热虚实,针灸不明穴性,焉
起诸病之机”
。尔后针灸处方学的建立也是以穴性理论

“穴性”与“功能”划等号是有失严谨的,单从字面上
理解,《说文解字》中的“性”包括“心”(内在)和“生”
(表现),所以“穴性”应当是个宏观概念,包括内在的
“性”和表现的“能”,“腧穴功能”只是“穴性”的
有机组成部分,徐春申 [9] 亦指出腧穴的穴性不能用单
纯的药性作用表示,穴性应包括穴位作用、功效、功能、
功用、穴意等。因此,有必要对穴性给出一个标准化的
定义,笔者认为穴性是腧穴所具有的与诊断和治疗作
用有关的性能,包括定位、经络脏腑归属、特定穴属性
和功能等,穴性是临床诊治疾病时选取穴位应首先考
虑的因素。

为基础。李文宪提出“穴性”理论时,并未论及其理论
渊源,只是比附药性而提出“穴性”。通过该书具体内
容来看,其所言之“穴性”是单指穴位的功能。
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关于“穴性”的论述更加深
入,张慰民[3]认为穴性即腧穴的特异性,与药性同样重
要,包括共性、个性及双向性。张登部等[4]认为穴性是
指腧穴主治病症的性能,具体描述中则局限于腧穴的
功效和性能。吴其康[1]认为穴性是指腧穴对人体某些
脏腑、经络等病症具有相应治疗作用的特性和功能,
故也有叫穴位作用、功效、功能、功用、穴义等。凌
宗元[5]则认为腧穴的穴性即近治作用、远治作用和特

2

腧穴功能不同于药物功能
中药的药性包括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归经、毒

性等内容[10]。中药治病是以药物的特性来纠正疾病的
阴阳偏盛,其功能是由本身性质决定的,实际上每种药
物的具体功能描述也是多种药性要素的作用综合[11]。
如解表分辛凉解表、辛温解表,解表药除了包含“浮”
的特性外,还包含着辛凉、辛温等药性;理气药有理中
气以健脾、疏肝气以解郁及理肺气以宽胸之别,除疏理
气机包含的“升、降”特性之外,尚有脾、肺、肝等归
经内容。药物功能是贯穿药性和临床应用的中心环节,
使理、法、方、药成为有机统一体的枢纽。可见,药物

基金项目:国家基础研究发展计划(2014CB543201)

作为机体外源性的物质,其药性可能会受到诸如存放

作者简介:王振国(1989 - ),男,2012 级硕士生

时间、炮制、煎煮法等少数外界因素的影响,但功能却

通信作者:陈泽林(1966 - ),男,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针

由药性决定,不随外界条件而有所改变。

灸标准化及刺络与拔罐研究,Email:chenzelin328@163.com

上海针灸杂志 2014 年 8 月第 33 卷第 8 期

·773·

中药内治在我国中医界占主导地位,中药的功效

压触知,压时经常有酸、痛、麻、木、舒适的反应。郭

也比较成熟,因此人们习惯用中药的研究模式来探讨

太品等[18]认为同一个腧穴在人患病与健康状态下是有

、
《甲乙经》、
《千
腧穴功能[12]。然而追溯历史,《内经》

差异的,在疾病的不同时期或者不同证候时也有差异。

金方》、《针灸大成》等文献对穴位都不使用中药功效

因此穴位作为经络之气的反应点,也是诊断疾病的反

[13]

描述法。李世珍

指出腧穴功能的研究不能机械套用

应点,比如穴位所处部位的皮疹、颜色、压痛、温度、

古人的经验,必须以脏腑经络学说为理论基础,以腧穴

皮下结节或条索状阳性反应物等,这些都与气血运行

部位和特定穴为依据,以针刺补泻、艾条、放血等方法

有关,是气血运行规律失常的具体表现,通过针灸等治

为条件,通过辨证施治,究其临床效果以验证腧穴功能

疗可以迅速减轻局部不适。可见,腧穴位置对于辅助诊

[14]

的正确性。李志道等 总结 60 年代以来国内学者所提

断和调节气血运行以祛邪通络都有重要意义。

出的“穴性”概念,认为实际上就是指腧穴的功能,并

3.3 穴位的特定穴属性

提出腧穴功能包括双向调节和单向调节,对腧穴功能

特定穴是具有特殊治疗作用和特定称号的经穴,

的阐述应建立在今后实验的基础上。在具体表述中,

体现着腧穴的特殊性质和功能,包括五腧穴、原穴、络

现代的针灸学教科书也没有使用中药功效描述法,其

穴、背俞穴、募穴、八脉交会穴、八会穴、郄穴、下

最主要的一点原因就是中药的作用一般是单向的,而

合穴等,共计 130 个。《素问》中“热俞、水俞、寒热

腧穴的作用却是双向的。例如石膏只能清热,不能温阳;

俞”等概念表明当时已认识到一些腧穴是与特定性质

干姜只能温阳,不能清热。而同一穴位用烧山火手法或

疾病有关,针对不同病理属性腧穴可发挥去热,逐水,

灸法就可温阳,用透天凉手法或刺血法就可清热。王富

调寒热的功能。《灵枢·邪气藏府病形》:“荥输治外

[15]

认为中药治疗疾病是通过寒热的药性来发挥作

经,合治内府。
”说明荥穴和输穴多治疗经外的外周病

用,药物的功能是单向的,而腧穴治病是通过接受针刺

症,而合穴则多治脏腑的内在疾患。现代研究也发现特

或艾灸等刺激,激发经络来达到运行气血、调节阴阳、

定穴与非特定穴在发光强度、效应强度[19]方面都有着

扶正祛邪的作用,腧穴具有双向性的特点。因此,腧穴

差异,前者明显高于后者,特定穴是精气汇集更集中的

的功能受到诸多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的双重影响。

地方,其疗效也应该优于非特定穴。特定穴是我们熟知

春等

的关于腧穴的理论,其内容就是关于经气、脏腑之气等
3

与腧穴的关系,与其功能密切相关。

决定腧穴功能的内在因素

3.1 穴位所属经络脏腑
针灸施治选穴最根本的原则是循经取穴,而对腧
穴功能的描述也通常言其可治该经及相系的脏腑、肢
[16]

《素问·调经论》:
体官窍病变及其相关脏腑的病变 。

4

影响腧穴功能的外在因素

4.1 施术方法的选取
选用不同的刺灸方法可以更好地发挥腧穴的功能,

“夫十二经脉者,皆络三百六十五节。
”
《素问·痹论》:

《内经》治寒痹内热时“刺布衣者,以火焠之;刺大人

“五脏有俞,六府有合,循脉之分,各有所发。”这明确

者,以药熨之。
”临证中根据病因病机选用艾灸、刺血、

表明了腧穴的循经特性。在《内经》时代,人们重视腧

火罐、推拿等不同的方法,可以更大地激活腧穴的功

穴的“腧”的特性,即输布、疏通,对腧穴的定位也主

能。如治疗疟疾,《素问·疟论》:“诸疟而脉不见……

要强调其经络归属特性,“经脉所过,主治所及”的原

刺十指间出血。”这是针对热邪伏内不得发散的疟疾危

则一直作为临床医家的指导,这表明腧穴可以调节本

症,而首选的治疗方法,即刺十宣穴以宣泻郁热、启闭

经经气的运行。“五脏有俞,六府有合”表明一些腧穴

开窍,现代将十宣放血作为急救方法,就是基于其启闭

与一定脏腑相关联,《素问·气穴论》:“脏俞五十穴,

开窍的功能。同理三棱针点刺大椎穴放血可以更好地

府俞七十二穴。”表明腧穴可以调整相应脏腑的功能状

发挥其泻热功能,腰部背俞穴施用火针可以更好发挥

态以防治疾病,目前通过电刺激、荧光标记等手段,对

其通络散结、培补命门的功能。

经穴-脏腑的形态学研究已很成熟,从细胞水平阐释了

4.2 机体的功能状态

[17]

经穴与脏腑的特异性联系 。
3.2 穴位所在部位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气穴所发,各有处名。”

《灵枢》:“刺之要,气至而有效。”“重阳之人,
其神易动,其气易行。”腧穴功能发挥的前提是气至,
李静等[20]认为不同体质的人,气血阴阳盛衰不同,得气

表明在《内经》时代的腧穴概念中,有其位置,《气府

的快慢会有所不同,并且指出阳盛体质的人得气较快,

论》、《骨空论》、《水热穴论》均详细描述了腧穴的具

阴阳和调的人得气快慢适中,而阴盛体质的人得气较

体位置。腧穴的体表部位有其特征,或肉眼可见,或按

慢。很多腧穴的功能与机体的功能状态有关,针刺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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腧穴,对实证可起到泻的作用,对虚证可起到补的作用,
[21]

化。目前,在影响腧穴功能的因素中,诸如经穴-脏腑相

在关于“如何

关、定位、特定穴、针刺手法等方面的研究已很广泛,

认识腧穴功能”的问题上也指出,穴位受刺灸后在人体

成绩可喜。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对腧穴认识的进一步提

产生效应的方向和程度均受被刺灸当时功能状态的制

高,只有采取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和研究方法去发现

约而呈明显差别,刺灸穴位与中药内服在体内诱发效

更多腧穴的潜在特异性,利用实验方法探索原本尚未

应的作用途径、原理或机制是显著有别的。

掌握的腧穴功能并验之临床加以应用,才能使腧穴的

4.3 针刺手法的差异

研究进一步深入和完善。腧穴功能的确立,对于扩大腧

这就是腧穴的双向调节作用。陈汉平

针刺手法与针刺效果密切相关,《灵枢·九针十二
原》:“虚则实之,满则泄之,宛陈则除之,邪盛则虚之。
”

穴主治范围、加深对腧穴特性的认识,以及科研新课题
的提出都有着重大意义。

针对寒热虚实采用不同的补泻手法,可以使腧穴功能
更好地发挥,如补百会、关元、气海,可以激发人体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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