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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Hand Acupoints Selection Princ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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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and acupoints are all at the end of the human hand; the application of hand acupoints is very characteristic.
In a small palm, there are many hand acupoints; positioning of different kinds of hand acupoints has its unique theoretics, so we can’t choose acupoints only by the effectiveness in the clinical. I will classify hand acupoints based on
different selection principle and analyse the principle of hand acupoints selection in this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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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手为人体四末，手部穴位的应用非常有特点。手掌虽小，手穴却非常繁多，不同种类穴位的产生有其

独特的理论，因此在临床的选用上不能仅凭穴位功效简单选择。本文初步将手穴按照取穴原理归类，将各种手
穴的取穴原理做简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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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疗效果。
《素问·气府论篇》描述穴位是“脉气所发”，

手有四末之称，是人体气血输注交汇之处。手穴，

《千金翼方》中说“凡孔穴者，是经络所行往来处”
，

指位于手部的穴位。手穴在医疗保健中可采用按摩、

每个穴位部位的选取都有其特殊的依据，手穴的定位

毫针、刺血、艾灸、注射等方法来治疗疾病，操作简

也是如此。穴位所在的部位，大多数并非偶然发现，

便，应用广泛。如果将所有有记载的手穴全部罗列出

而是有其深层的理论。

来，数目在百种以上，分类不一。用药有方，用针亦

中医经典《金匮要略》中的针方，有用荥穴和募

有方。针灸治疗的临床取穴，需要辩证施治，仅仅依

穴搭配，穴少方精。这是在熟悉五输穴取穴原理的基

靠穴位的定位和主治来选穴，还不足以发挥最佳的治

础上而设立。比如：手部的劳宫穴五行属火，主身热，

*

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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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匮要略·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中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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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针刺心包经荥穴劳宫，有清心泻火之功，能

2.3. 取穴原理分析

泄心之实，刺小肠募穴关元导心火下行”。现代的手
部全息穴疗法，有利用第二掌骨节肢下腹部穴治疗肛
肠病术后疼痛的报道[1]。下腹部穴的部位和疗效则是
全息理论而发现。在上述两例中，就凸显出取穴原理
在临床针灸运用上的重要性。
手部的穴位，中医的经典著作中记载有十四经穴、
经外奇穴、阿是穴。手部的经穴主要是五输穴中的井
穴和荥穴八十年代山东大学张颖清教授提出了生物
全息论，进而引起了手部全息穴的研究，其中第二掌
骨穴位群的疗效已有不少临床报道。本文写作的目的，

根据统计结果，手部经穴绝大多数属于井穴、荥
穴、输穴和原穴，没有合穴。这和手处于人体末端的
位置有关。
《灵枢·逆顺肥瘦》记载：
“手之三阴，从
藏走手；手之三阳，从手走头”。商阳、少泽、关冲，
这三个井穴，是手三阳经的起点。少商、少冲、中冲，
这三个井穴，则是手三阴经的终点。手部的六个井穴，
是阴阳交接之处，也是经脉终始之处。《灵枢·九针
十二原篇》云：
“所出为井”，指井穴好比水流开始的
源头。阴经井穴五行属木，阳经井穴五行属金。
手部的六个荥穴，鱼际、少府、劳宫，属手三阴

就是根据手部穴位的不同类型，探讨各种手穴的取穴
原理，希望对临床的组方选穴选有一定参考作用。

经，位于手掌面；二间、前谷、液门，属手三阳经，
位于手背面。手阳经荥穴均位于掌指关节之前(远心

2. 手部经穴的取穴原理

端)，手三阴经荥穴位于掌指关节之后(近心端)。《灵

一般将归属于十四经系统的腧穴称“经穴”[2]。

枢》云：“所溜为荥”，指经气在荥穴处如水流尚微，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12346-2006《腧穴

未成大流。阴经荥穴五行属火，阳经荥穴五行属水。
手部的六个输穴，太渊、神门、大陵，属手三阴

名称与定位》，全身十四经穴有 362 个，经外奇穴 46
个。本人参考《杨甲三针灸取穴图解》计数，左右手

经，位于手掌面，且均位于腕横纹上；三间、后溪、

腕横纹以下各有经穴 22 个，经外奇穴 18 个。

中渚，属手三阳经，位于手背面，且均位于掌指关节
之后(近心端)。
《灵枢》云：
“所注为输”，喻经气在输

2.1. 单手手部经穴统计(20 个)
手太阴肺经穴：少商(肺经井穴)、鱼际(肺经荥穴)、

穴处如水流变大，是经气渐盛，由浅入深的部位[1]。
阴经输穴五行属土，阳经输穴五行属木。
手部唯一的“经穴”是大肠经的阳溪穴。阳溪穴

太渊(肺经输穴、原穴)。
手阳明大肠经穴：商阳(大肠经井穴)、二间(大肠
经荥穴)、三间(大肠经输穴)、合谷(大肠经原穴)、阳

位于一个凹陷的位置，是因经气行至凹陷中得名。内
经云：“肉之小会为溪”。
手部的六个原穴，太渊、神门、大陵，属手三阴

溪(大肠经经穴)。
手少阴心经穴：少冲(心经井穴)、少府(心经荥穴)、
神门(心经输穴、原穴)。
手太阳小肠经穴：少泽(小肠经井穴)、前谷(小肠
经荥穴)、后溪(小肠经输穴、八脉交会穴、通督脉)、
腕骨(小肠经原穴)。
手厥阴心包经经穴：中冲(心包经井穴)，劳宫(心
包经荥穴)，大陵(心包经输穴、原穴)。
手少阳三焦经穴：关冲(三焦经井穴)，液门(三焦
经荥穴)，中渚(三焦经输穴)，阳池(三焦经原穴)。

2.2. 单手经穴分类统计
井穴 6 个，荥穴 6 个，输穴 6 个，经穴 1 个，原
穴 6 个，八脉交汇穴 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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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同时也是输穴；合谷、腕骨、阳池，属手三阴经，
三穴都不属五输穴。原穴是五脏真元之气所留止的部
位。
手部唯一的八脉交会穴是后溪穴，后溪穴从手太
阳小肠经交肩会于大椎，与督脉相通。后溪较前谷高
起，有小肉之会，因名后溪[3]。

3. 手部经外奇穴的取穴原理
凡未归入十四经穴范围，而有具体的位置和名称
的经验效穴，统称“经外奇穴”，简称“奇穴”[2]。历
代文献对奇穴均有记载，而且数量并不统一，GB/
T12346-2006《腧穴名称与定位》所列出的单手经外
奇穴有 18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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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单手经外奇穴统计
十宣(5 个穴位)，四缝(4 个穴位)，
八邪(4 个穴位)，
大骨空，中魁，小骨空，外劳宫，腰痛点。

3.2. 取穴原理分析
十宣：十是基数词，宣有宣泄之意。十宣在手十
指的末端，有宣泄邪气引起的高热疼痛咽喉肿痛等病
症的作用[4]。十宣应当是由于其宣泄邪气的作用而取
穴于此。
四缝穴：位于第二至第五指掌侧，近端指关节的
中央[2]。常用针刺治疗与小儿消化有关的疾病。也是
由特殊功能而取穴。
手部经外奇穴多是根据其特殊的治疗作用而取
穴。

的生物学特性与生物整体相似[6]。全息穴系统包括手
穴系统、耳穴系统、头穴系统、足穴系统、眼穴系统、
鼻穴系统等[7]。大量的实验证明全息论这种局部与整
体的联系确实存在，有其关于第二掌骨侧针刺对全身
的调节已经得到众多的验证。1957 年德国的诺吉儿经
过六年的系统研究在《德国针术杂志》发表了形如倒
置胚胎的耳穴针灸图谱[8]。虽然全息穴是作为一个新
概念提出，但事实上在我国早已使用全息穴类似的理
论在进行针灸治疗，比如眼针，耳针，手诊，足疗等。
全息穴的原理，最关键之处就是全息穴如何同其
所对应的组织器官实现信息传递。目前的研究证明全
息穴部位的化学组成上与对应器官并没有特殊的关
系。其主要机制是全息穴在神经中枢上的投射与穴位
对应的组织器官在神经中枢上的投射存在双向的特
异性联系[8]。

4. 手部阿是穴
阿是穴理论的产生源于《内经》的“以痛为腧”。
阿是穴是在疾病状态下出现的或“按之快然”或“按
之则痛”的机体反应点。由于阿是穴没有固定位置，
没有具体名称，因此手部的阿是穴应该在疾病时选取。
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灸例》中“以肌肉文理，
节解缝会宛陷下之中，及以手按之，病者快然”，
“不
问孔穴，即得便快或痛处”是阿是穴取穴原理的最好
诠释。
现代的研究表明，阿是穴是内脏疾病在体表的特
异反应点，可归属于现代医学的牵涉痛、牵涉性痛觉
异常、痛觉过敏等。内脏疾病可导致体表相应部位的
痛觉过敏和肌肉痉挛。如阑尾炎是的上腹部或其周痛
以及肾绞痛在腹股沟部位出现疼痛等[5]。关于这种牵
涉痛最普遍的认识是：体表产生牵涉痛的部位与病变
的内脏的传入神经纤维同源于相同或相近的脊神经
节段。
阿是穴的理论实际是取穴之法。所谓的阿是穴其
所在部位并不排斥经穴、奇穴、以及全息穴。因此在

全息穴的研究仍然处于起始阶段，相对研究充分
的是耳穴的划分。手部全息穴的研究尚不充分，但是
手部第二掌骨侧全息穴位群的疗效，目前已经得到很
多临床的验证。另外方云鹏教授将人体的缩影投射于
手上，根据脏器对应于手上的位置，提出了手象针疗
法，这实际也是结合全息理论的运用。
手部的经穴，经外奇穴在我国的流传和应用最为
丰富。手部穴位的发现和应用是中医学中的偶然也是
必然，如果脱离了经络学的理论指导，仅仅靠经验来
选用穴位，效果必然是不够理想的。虽然经穴学的文
献浩如烟海，但关于取穴的原理至今仍然是个值得探
讨的问题。本人认为穴位作为体表的部位，根据其取
穴原理的研究会发现，某些穴位很可能存在身兼数职
的性质，但是在不同的类别中，其发挥的作用就不同，
这也是针方深奥的原因之一。如今现代医学的崛起也
为我们解决这一谜题带来了新的视角。取穴的原理无
论是用传统经络理论来阐释，还是用现代的生理学来
解释，都是为了更合理的利用穴位、提高疗效，都是
对经络学的丰富和发展，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临床的组穴上应当加以注意。

5. 手部全息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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