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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穴位按压技巧辅助诊治的概况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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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从穴位的定义、理论、穴位诊断法、中西医诊断的差异性及穴位辅助诊断的可行性几个方面
对中医穴位按压技巧辅助诊治的概况和进展展开综述，指出在院前急救、基层医院、卫生所等缺乏完善医疗设
施的环境中，以及在急诊室有限时间内，如何将穴位诊断用于辅助诊治能够较快作出初步诊断或缩小疾病诊断
范围，从而减少医疗费用，提高患者就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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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general  situation  and  progress  of  acupoint  pressing  techniqu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or  the assistant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from  the definition,  theory, diagnosis method of 
acupoint, difference between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diagnosis and feasibility of acupoint   assistant 
diagnosis. It points out that in the environment of lacking perfect medical facilities such as pre hospital first aid, basic 
hospital,  health  center,  etc.  and  in  the  limited  time  of  emergency  room,  how  to  use  acupoint  diagnosis  for  assistant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can make  initial  diagnosis  quickly  or  narrow  the  scope  of  disease  diagnosis,  so  as  to  reduce 
medical costs and improve patients' medical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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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以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对分子学、基因组学研究

的不断深入，以及大量先进医疗设备的投入，西医学取得了

高速发展并被广泛认可。西医学从解剖学、病理生理学、分

子生物学、基因等层面对疾病进行了科学论述，直至目前大

数据、循证医学、互联网 +、精准医疗体系的建立，可以说客

观科学性造就了现代西医学的繁荣。而以整体观念、辨证论

治为特点的中医学虽然千百年的循证医学以不可辩驳的临

床事实验证了其疗效的确切性，但因缺乏客观、科学、详实

的基础理论研究支撑，且存在一定程度的诊治内涵抽象性、

诊治过程主观性、疗效评定不统一性，使得中医学的推广和

发展受到严重限制，中医学的重要构成——穴位诊治同样受

制于此。即便如此，广大医学工作者对中医学的研究并未止

步，近年来中医基础研究借助西医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找到了

诸如穴位的解剖学、生理学等方面的科学依据，极大促进了

中医学的发展［1-2］，使得一些停滞多年的中医诊治技巧在西

医为主的现实医疗环境中进一步得到医务人员及患者的接

受与认可。现就基于中西医结合、穴位理论基础和穴位按

压技巧的辅助临床诊治概况及展望综述如下。

1 穴位理论 

1.1  传统的穴位理论： 穴位是人体脏腑经络之气输注并散

发于体表的部位，是与脏腑经络之气相通并随之活动、变化

的感受点、反映点和治疗点，具有感受刺激与反映病症两

大功能，与经络学说一起构成了中医学的核心。《灵枢·九

针十二原》记载：“五藏五腧，五五二十五腧，六腑六腧，

六六三十六腧……”十二经脉记述的每一段皆为“以痛为

腧”的重复，描述有压痛性的腧穴即穴位。对于穴位的确定，

《灵枢·背腧》曰：“欲得而验之， 按其处，应在痛中而痛解，

乃其腧也”，《灵枢·刺节真邪》云：“凡用针者，必先察其经

络之实虚，切而弹之，视其应动者，乃后取而下之”，这其中都

是通过诊察腧穴来确定穴位的具体位置，即揣穴。而《千金

要方·灸例》有“其言一夫者，以四指为一夫，又以肌肉纹理

节解缝会宛陷之中，及以手按之，病者快然、如此仔细安详

用心者，乃能得之耳”则讲述了选穴的手法。之后阿是穴、

奇穴等概念的提出进一步拓展了穴位的范围。针灸学则认

为穴位既是疾病的反映点，又是疾病的治疗点。

1.2  现代穴位理论：传统的穴位理论因为缺乏客观的科学

证据而难以在学术舞台上被同行认可，导致中医穴位理论

发展缓慢，但国内外学者并未停止探索的步伐，随着科技的

发展，从 20 纪 50 年代开始，国内学者借助现代化西医技术

和设备在穴位组织结构和疾病状态下病理生理改变等方面

取得一定成果，形成了穴位与神经组织相联系、穴位感受器

理论、穴位与肌梭分布有关等假说，丰富了现代穴位理论依 

据［3］。经过近 40 年的探索，20 纪 90 年代，余安胜等［4］、徐

象党等［5］提出了穴位敏化假说，极大丰富了穴位理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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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穴位理论的探索陷入停滞，直至 21 世纪初，程斌等［6］、陈

日新等［7］通过动物实验从细胞学层面的变化找到了穴位

存在的证据，验证了穴位在病理状态下会激活并具备功能 

（即敏化），且能通过现代科学仪器记录，从而奠定了穴位诊

治疾病的科学基础。穴位敏化是现代穴位理论的巨大研究

成果，阐述了病理状态下穴位在细胞、组织层面具有与生理

状态完全不同的特征，是穴位反映疾病的具体体现，伴随着

疾病的产生而出现，并随病理消失而重归静息态，敏化态消

失［8］，科学地诠释了穴位 - 内脏 - 疾病之间的诊治关系。

2 穴位诊断法 

  据古书记载，病理状态下穴位（腧穴）的特性决定了其

在疾病诊断中的地位。《灵枢·本脏篇》曰：“视其外应，以

知其内脏，则知病矣”； 《黄帝内经·太素》记载：“地者，行

于补泻病之处者也。以手扪、循，其地热者，所病即实，可行

泻也；其地冷者，所病即虚，宜行补也”；这些都是古人将穴

位诊断用于疾病诊治的实例，其有效性已被历史验证，符合

现代循证医学的要求。到近代，将穴位诊断应用于疾病诊治

的记载可溯源到毛品恕［9］和朱豫人［10］的研究。盖国才［11］

则首次对腧穴与疾病的关系进行了系统总结并出版《穴位

压痛辨病诊断法》一书，此后大量学者在糖尿病、妊娠、胆道

疾病、胰腺炎、高血压、冠心病等领域对穴位相关诊治进行

了大量研究和经验总结［12-14］，极大丰富了穴位诊断法。虽

然这些研究多为循证结论，确切的生理机制并不清楚，但在

循证医学上足以提示：穴位与疾病存在关联，穴位与神经、

肌肉、血管、淋巴可能存在某种相关性。在穴位诊断的生理

基础方面，现代穴位研究表明，穴位处神经支配和相关器官

的神经分布属于相同脊髓节段，或在该器官所属神经节段范

围内［15］；所以疾病可通过这些通道在体表特定部位（穴位）

体现。与之相对应的西医经典理论则认为：内脏病变引起

大量炎症介质的释放，刺激相应器官神经，通过反射弧投射

到体表产生疼痛、压痛、反射痛及牵涉痛。显然二者在疾病

诊治的生理基础方面有共性认识，使得在以西医为主流的医

疗环境下，将穴位诊断应用于辅助诊治的中西医结合模式成

为可能。

3 中西医诊断的差异 

  中医和西医诊断虽然都是对疾病识别的过程，但二者的

理论基础不同决定了诊断思维的差异。

3.1  中医诊断：中医学是以阴阳、五行、脏腑、经络学说为

理论基础和要素，以人体五脏、六腑、经络等为研究内容，以

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用朴素的唯物论和辨证法的哲学概念

和范畴去阐明医学中的一系列问题。在思维方式上，以形象

思维等为主（采取取类比象等思维方法）；在研究方法上，以

观察法为主；在医学模式上，以朴素的生物—心理—社会医

学模式为主；在诊断方面以望、闻、问、切——人的主观体

验为主，利用医生的感官来收集患者信息进行活体考察、动

态分析、辨证思维。

3.2  西医诊断：西医学则是以解剖学和生理病理学为基础，

将人体分解成各个不同的系统，从系统、器官、组织、分子以

及基因等不同层面进行研究，以机械理论及数学逻辑作为指

导思想，形成病因诊断、病理解剖诊断、病理生理诊断等诊

断体系，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有病因诊断、病理解剖诊断、

病理生理诊断等，并注意几个方面结合从而作出完整诊断；

思维特征上注重逻辑性和客观性；研究方法上注重实验手

段；在医学模式上以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为主；在诊

断上通过人体器官的感受，借助 X 线、超声、生化仪等物理

学、化学、生物学手段，对人体感官加以延伸，将人体分解成

各个不同系统，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通过望、触、扣、听，借

助先进的医疗仪器客观和直观地进行疾病诊断与病因分析。

3.3  中西医诊断：中医和西医都是研究疾病的发生发展、

诊断、治疗、预后与转归的科学。虽然西医对疾病的诊断主

要是依据理化检查，诊断的定义有专指性（如急性上呼吸道

感染）；而中医重整体性，病名覆盖面广，专指性不强（如中

医诊断心悸，可见于西医的冠心病、心肌炎等［16］）；但从以

上诊断模式仍可发现共同或交集点。随着生命科学、分子

生物学及其他新兴学科的不断兴起，循证医学的发展，西医

学已在逐步注重整体观念，中医学也借助西医技术在基础研

究上获取客观诊治依据，促进了中医的推广，二者互为补充

出现了中西医结合。国内外大量中为西用或西为中用的临

床研究以循证医学模式体现出了中西医取长补短的优势，大

幅提高了诊治效率与疗效。

4 穴位按压辅助诊治的思考与展望 

  穴位诊断法历经 20 世纪 70 年代盖国才［11］、21 世纪贲

卉等［17］中医、中西医结合领域专家的不断探索与总结，以及

临床推广，取得一定成果。但穴位诊断缺乏量化依据的客观

缺陷，使判别标准有些模糊，加上中医学的传承模式及秉承

“天人、阴阳、平衡”等内证概念导致其参合有医者的经验、

感觉等主观因素［18］，使其发展受到严重限制，也阻碍了临床

的运用。搜索近 20 年文献发现，以穴位按压技巧为介质的

运用基本集中在疾病的中医治疗上，鲜有对疾病诊断方面的

报道，这进一步限制了穴位诊断的发展。而现代西医诊疗技

术借助网络、大数据、医疗设备等手段，相对中医更为客观、

直接与精准。科学、客观的临床评价是任何一门医学学科

发展的基础［19］，这令穴位诊断处于一个较为尴尬的地位。

  循证医学和中西医结合模式的兴起迎来了穴位诊断方

法的春天，杨广印等［20］的研究证实，穴位辅助诊断是有效

的，且具有方便易行、无创伤、费用低的特点；Kim 等［21］的

研究证实了穴位刺激对帕金森病的疗效。这些研究成果既

肯定了穴位诊治的作用，又丰富了中西医结合模式诊治疾病

的循证医学基础，进一步推动了中西医结合模式的临床探

索。将中医的穴位诊断技术结合于西医诊治体系中，尤其是

在院前急救、基层医院、卫生所等缺乏完善医疗设施的环境

中和急诊室有限的时间内。利用穴位诊断对医疗设备的依

赖性低、简单易行、费用低等特点用于辅助诊治疾病，将较

快得出初步诊断或缩小疾病诊断范围，有利于准确判断疾

病，中断疾病环，减少医疗费用，提高患者就医体验。类似的

中西医结合研究还在进行中，相信在以循证医学为主流的今

天，中西医结合模式将得到长足的发展。

利益冲突  作者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4



·  512  · 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  2020 年 8 月第 27 卷第 4 期  Chin J TCM WM Crit Care，August   2020，Vol.27，No.4 

4

参考文献

  ［1］  蓝大田 .经络多元诊疗仪及其应用 [J].中国针灸 , 1989, 9 (6): 35-38. 
DOI: 10.13703/j.0255-2930.1989.06.027.
Lan DT. Meridian multipl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instrument and 
its application [J]. Chin Acupunct  Moxibustion, 1989, 9 (6): 35-38.
DOI: 10.13703/j.0255-2930.1989.06.027.

  ［2］  李豫 , 苏藩 , 马力 . 中医经络诊断仪和治疗仪诊治色觉障碍
的初步研究 [J]. 云南中医中药杂志 ,  1991,  12  (1):  37-38.  DOI: 
10.16254/j.cnki.53-1120/r.1991.01.017.
Li  Y,  Su  F,  Ma  L.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color disorders with meridian diagnostic and therapeutic 
instrument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 Yunnan  J    Tradit  
Chin Med Mater Med, 1991, 12  (1): 37-38. DOI: 10.16254/j.cnki. 
53-1120/r.1991.01.017.

  ［3］  丁宁,姜婧,王巧侠,等. 腧穴敏化的生物物理特性研究进展[J].
针灸临床杂志 ,  2017,  33  (2):  69-72.  DOI:  10.3969/j.issn.1005-
0779.2017.02.020. 
Din N, Jiang J, Wang QX, et al. Research advances in biophysical 
properties  of  acupoint  sensitization  [J].  J  Clin  Acupunct  
Moxibustion, 2017, 33 (2): 69-72. DOI: 10.3969/j.issn.1005-0779. 
2017.02.020.

  ［4］  余安胜 , 严振国 , 张建华 . 足三里穴巨微结构形态观察 [J]. 
针刺研究 , 1998, 23(1): 76-79. DOI:10.13702/j.1000-0607.1998. 
01.025.
Yu AS, Yan ZG, Zhang JH, et al. Observation on the macrostructure 
of Zusanli point  [J]. Acupunct Res, 1998, 23  (1): 76-78. DOI: 10. 
13702/j.1000-0607.1998.01.025.

  ［5］  徐象党,金联洲,楼新法,等.睛明穴的解剖学研究[J].中国针灸, 
2006, 26 (6): 415-416. DOI: 10.13703/j.0255-2930.2006.06.013.
Xu  XD,  Jin  LZ,  Lou  XF,  et  al.  Anatomical  study  on  Jingming  
(BL1) [J]. Chin Acupunct Moxibustion, 2006, 26 (6): 415-416. DOI: 
10.13703/j.0255-2930.2006.06.013.

  ［6］  程斌 , 石宏 , 吉长福 , 等 . 与急性胃黏膜损伤相关体表敏化穴
位的动态分布观察 [J]. 针刺研究 ,  2010,  35  (3):  193-197.  DOI: 
10.13702/j.1000-0607.2010.03.006.
Cheng B, Shi H, Ji CF, et al. Distribution of the activated acupoints 
after  acute  gastric  mucosal  injury  in  the  rat  [J].  Acupunct  Res, 
2010, 35 (3): 193-197.  DOI: 10.13702/j.1000-0607.2010.03.006.

  ［7］  陈日新 , 康明非 , 陈明人 .《内经》腧穴概念在热敏灸中的重
要指导作用 [J]. 江西中医学院学报 ,  2010,  22  (3):  36-38.  DOI: 
10.3969/j.issn.1005-9431.2010.03.012. 
Chen  RX,  Kang MF,  Chen MR.  The  important  steering  effetcs  of 
acupoints concept in Neijing  in the heat-sensitive moxibustion [J].  
J Jiangxi Univ Tradit Chin Med, 2010, 22 (3): 36-38. DOI: 10.3969/ 
j.issn.1005-9431.2010.03.012.  

  ［8］  姜劲峰 , 余芝 , 徐斌 , 等 . 腧穴敏化内涵探析 [J]. 中医杂志 , 
2012, 53 (20): 1714-1716. DOI: 10.13288/j.11-2166/r.2012.20.003.
Jiang  JF,  Yu  Z,  Xu  B,  et  al.  On  the  connotation  of  acupoint 
sensitization  [J].  J  Tradit    Chin   Med,  2012,  53  (20):  1714-1716.
DOI: 10.13288/j.11-2166/r.2012.20.003.

  ［9］  毛品恕.经穴压痛法诊断急性上颌窦炎[J].山东医刊, 1958, (8): 
27, 31.
Mao  PS.  Diagnosis  of  acute  maxillary  sinusitis  by  acupoint 
tenderness [J]. Shandong Med J, 1958, (8): 27, 31.

［10］  朱豫人. 经穴压痛点对神经衰弱的诊断与治疗[J].黑龙江医刊, 
1959, (7): 59-62.
Zhu  YR.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neurasthenia  by  acupoint 
tenderness [J]. Heilongjiang Med J, 1959, (7): 59-62.

［11］  盖国才 . 穴位压痛辨病诊断法 [M]. 北京 : 科技文献出版社 , 
1978: 13-30.
Gai GC.Diagnosis of acupoint tenderness [M]. Beij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terature Press, 1978: 13-30.

［12］  侯雪飞 , 马维骐 , 李自力 , 等 . 原发性高血压证型诊断与穴位
按压相关性的临床观察 [J]. 光明中医 ,  2011,  26  (5):  981-982. 

DOI: 10.3969/j.issn.1003-8914.2011.05.072. 
Hou XF, Ma WQ, Li ZL, et al.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diagnosis  of  essential  hypertension  and  acupoint 
pressing  [J].  Guangming  J  Chin  Med,  2011,  26  (5):  981-982. 
 DOI: 10.3969/j.issn.1003-8914.2011.05.072.

［13］  薛有平 , 姜礼 , 黄腾辉 , 等 . 胰腺穴对急性胰腺炎的诊断与
治疗之临床研究 [J]. 中国针灸 ,  2002,  22  (12):  815-817.  DOI: 
10.13703/j.0255-2930.2002.12.014.
Xue YP, Jiang L, Huang TH, et al. Clinical study o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acute  pancreatitis  by means  of  point  yixian  [J].  Chin 
Acupunct  Moxibustion,  2002,  22  (12):  815-817.  DOI:  10.13703/
j.0255-2930.2002.12.014.

［14］  黄正新 , 王召亿 , 李鑫辉 . 冠心病的中西医诊断思维差异认
识的比较分析 [J]. 陕西中医 ,  2017,  38  (10):  1374-1375.  DOI: 
10.3969/j.issn.1000-7369.2017.10.027.
Huang  ZX,  Wang  ZY,  Li  XH.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t  cognition  of  the  diagnosis  thinking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J]. Shaanxi J Tradit 
Chin Med,  2017,  38  (10):  1374-1375. DOI:  10.3969/j.issn.1000-
7369.2017.10.027.

［15］  刘海蓉 , 张建斌 , 郝晓慧 . 腧穴诊察法的临床运用 [J]. 吉林
中医药 , 2014, 34  (4): 342-346. DOI: 10.13463/j.cnki.jlzyy.2014. 
04.007.
Liu  HR,  Zhang  JB,  Hao  XH.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acupoints 
diagnostic method [J]. Jilin J Tradit Chin Med, 2014, 34 (4): 342-
346. DOI: 10.13463/j.cnki.jlzyy.2014.04.007.

［16］  崔志杰 . 内科病中西医结合诊断治疗的现状和展望 [J]. 临床
医学研究与实践 ,  2017,  2  (10):  193-194.  DOI:  10.19347/j.cnki. 
2096-1413.201710098.
Cui  ZJ.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spect  of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internal diseases [J]. Clinical Sci Res Pract, 2017, 2 (10): 193-194. 
DOI: 10.19347/j.cnki.2096-1413.201710098.

［17］  贲卉 , 荣培晶 , 李亮 , 等 . 胃溃疡和胃炎患者皮肤压痛阈及
体表自感点的观察 [J]. 上海针灸杂志 ,  2012,  31  (2):  128-130. 
DOI: CNKI:SUN:SHZJ.0.2012-02-032.
Ben  H,  Rong  PJ,  Li  L,  et  al.  Observation  on  pressure-pain 
threshold  and  superficial  sensitiv  point  body  surface  self  sensing 
points  in  patients  with  gastric  ulcer  and  gastritis  [J].  Shanghai 
J  Acu-Mox,  2012,  31  (2):  128-130.  DOI:  CNKI:SUN:SHZJ.0. 
2012-02-032.

［18］  王诗惠 ,龙杞 ,刘清国 .穴位诊断法的研究概况与展望 [J]. 上海 
针灸杂志 , 2014, 33 (1): 91-93. DOI: 10.13460/j.issn.1005-0957. 
2014.01.0091. 
Wang  SH,  Long  Q,  Liu  QG.  Research  survey  and  prospect  of 
acupoint diagnostics [J]. Shanghai J Acu-Mox, 2014, 33 (1):91-93. 
DOI: 10.13460/j.issn.1005-0957.2014.01.0091.

［19］  张维 . 略谈针灸学在循证医学时代的发展问题 [J]. 针灸临床杂
志 , 2016, 32 (1): 82-84. 
Zhang W. On the development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in the 
era of evidence-based medicine [J]. J Clin Acupunct Moxibustion,  
2016, 32 (1): 82-84.

［20］  杨广印 , 许金森 , 吴祖星 . 消化系统疾病患者在督脉背段的压
痛反应规律[J].中国针灸, 2012, 32 (2): 135-137. DOI: 10.13703/ 
j.0255-2930.2012.02.018.
Yang  GY,  Xu  JS,  Wu  ZX.  Regular  pattern  of  pain  reaction  by 
pressing  along  the  Governor  Vessel  on  the  back  in  patients 
with  digestive  system  disease  [J].  Chin  Acupunct  Moxibustion, 
2012,  32  (2):  135-137.  DOI:  10.13703/j.0255-2930.2012. 
02.018.

［21］  Kim SN, Doo AR, Park JY, et al.Acupuncture enhances the synaptic 
dopamine availability  to  improve motor  function  in a mouse model 
of  parkinson's  disease  [J].  PLoS One,  2011,  6  (11):  e27566. DOI: 
10.13771/journal.pone.0027566.

（收稿日期：2020-02-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