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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liform fire needle therapy has the advantages of both filiform needle and fire needle treatment,
which improves the operational efficiency and reduces the operational risk.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basic research of filiform fire needle therapy are increasing day by day. The author summarized the progress in the experimental research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filiform fire needle
in recent years to lay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foundations for the promotion of filiform fire
needle.

Keywords
Filiform Fire Needle, Progress

毫火针的研究进展
袁春艳
重庆市垫江县人民医院针灸科，重庆

收稿日期：2018年2月21日；录用日期：2018年3月5日；发布日期：2018年3月12日

摘

要

毫火针疗法兼有毫针和火针治疗的优势，提高了操作效率，降低了操作风险，临床应用及基础研究日益
增多。笔者总结了近年毫火针的实验研究进展和临床应用进展，为毫火针的推广奠定理论和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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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刘恩明教授是毫火针针法的创始人，属中医微创治疗手段。毫火针是在火针的基础上创新的疗法，
是火针功能和用法的延伸与发展，具有毫针及火针的双重作用。毫火针较火针具有针体细、痛苦小、易
于操作、不易交叉感染等优点，更易被患者所接受[1] [2]。因其镇痛效果显著，目前已被广泛应用于各类
疼痛类疾病的治疗。《素问·调经论》：“血气者，喜温而恶寒。”毫火针可借火力，无邪则温补，有
邪则祛寒，寒病得火而散，犹如烈日消冰，有寒随温解之意。用毫火针对相应穴位进行刺激，将火的高
热能量直接送入穴内，激发人体阳气，活血化瘀，温通经络，散寒止痛，扶正祛邪[3]。毫火针疗法兼有
毫针及火针治疗的优势，其高功效，操作简捷的特点，在临床应用上甚广。近年随着对毫火针疗法研究
的深入，认为其操作简便，疗效突出，为治疗多种疾病的较好疗法，现对其理论及应用方面的发展作一
综述，更新人们对豪火针的传统观念和认识。

2. 毫火针的应用历史
毫火针在传统火针引申而来，具备了火针与毫针的相关特性。而火针疗法是一种古老的针刺治疗方
法，早在《黄帝内经》中已有记载，古代又称其为“燔针”、“白针”等，是将烧热后的特制针具刺入
穴位，将热力直接透过表皮导入腧穴、经脉，从而激发经气，温助阳气、鼓舞经脉气血运行。此外，《针
灸聚英》中指出：火针的作用机制为“盖火针大开其孔，不塞其门，风邪从此而出”，火针刺入皮肤，
形成较毫针大的针孔，且不会很快闭合，通过经络通联腠理，开启经络外门，供邪而出。认为火针疗法
具有借助火力，因势利导，以热导热，兼具引气和发散之功，引动壅结的火热毒邪经由外门直接排出，
达到清热解毒止痛之效，同时借火助阳，行气和血，疏通经络，则火毒消散，腠理宣通，病可愈矣。

3. 毫火针的应用进展
毫火针兼具毫针与火针的优势是由其理论基础决定的，创新了传统中医学的针刺疗法，具有“一针
三通”的作用，即“温通”、“微通”、“强通”的作用。毫火针与火针疗法相比较，其具有对皮肤损
伤小、烧针时间短、进针可深可浅、选穴可多可少、避免重复使用的优点。传统火针直径偏粗[4] [5]，虽
直径 0.5 mm 的细火针，在治疗面部疾病时仍可造成局部的瘢痕。《针灸大成》就此表述为“人身诸处，
皆可行火针，惟面上忌之”，加之针粗痛感强烈，局部损失大，限制了火针的应用。毫火针使用普通毫
针[6]，直径为 0.2~0.3 mm 之间，针具的改良弥补了传统火针的不足。同时研究证实，毫火针的烧针时间
明显短于常规火针[7]。毫火针针具为优质不锈钢材质，将不锈钢毫针的针体烧红需要 1~2 s 时间，而常
规火针为钨锰合金，耐高温，烧针时间长，且不锈钢在金属中是导热系数最低的物质，是热的不良导体，
不会出现一端加热另一端烫手的情形,其操作安全、缩短就诊时间的特点，更适宜于临床；毫火针针具为
普通毫针，针具选择与针刺毫针相同，针刺深度相当，而火针针具较粗，入穴不可太深，深则伤及筋肉。
毫火针提高了操作效率，降低了操作风险。毫火针选穴与火针选穴均以“以痛为腧”的局部选穴法为主，
毫火针点刺可稀可疏，其病变范围大，选穴多，而常规火针疼痛感强，选穴一般宜少；普通毫针多为一
次性使用，其针尖锋利，易于进针。而火针多人重复使用，患者不易接受，且重复燃烧点刺后，针尖圆
钝，进针速度变慢，疼痛感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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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火针的兼并优势也体现在对穴位刺激后的三效合一，机械刺激、热刺激和局部可控性灼伤[8]，从
而针小但穴位效应强：借“火”之力，温阳驱湿散寒；因效应强而入针即得气，“气至病所”则事半功
倍。毫火针兼具补泻作用，不必计较补泻之别，刺激程度大[9]而不必区分“候气”及“催气”，不必忌
惮针粗痛烈且“以痛为腧”可全身取穴，因而定了其简便易行的特色。《针灸大成》：刺针“切忌太深，
恐伤经络，太浅不能去病，惟消息取中耳”，毫火针穴位刺激效能的提高使其可进针较浅，提高了临床
安全性。
毫火针的操作：使用普通不锈钢毫针，局部皮肤 75%酒精棉球常规消毒。右手拇指、示指、中指持
针，左手持点燃的酒精灯，将毫火针针体置于火焰中心部，先加热针体，再加热针尖，把针烧至通红发
白，运用腕力迅速垂直刺入选定的穴位，然后迅速出针。操作过程务必做到“红、准、快、浅”。针刺
完成后用干灭菌棉球按压针孔，嘱患者保持治疗区针孔干燥、3 天内不沾水。每 2 周治疗 1 次。另外，
治疗过程中注意保证酒精灯的平稳，内装 1/3 酒精即可;靠近头发、眉毛、胡须、阴毛等部位皮损务必保
持安全距离。

4. 毫火针的应用现状
4.1. 急性踝关节扭伤的应用与作用机制
急性踝关节扭伤为踝关节韧带损伤，多因所受拉应力过大所致。过大的拉应力可以造成韧带纤维撕
裂、部分断裂甚至完全断裂，在损伤过程中，可出现毛细血管或小血管的断裂，造成组织间出血；同时，
由于神经反射的作用，局部的血管通透性增加，造成大量组织液反应性渗出。针对以上病理特点，采取
适当措施使组织间积存的出血和渗出液迅速排出，即采取外科的“引流”机理，迅速减轻组织间的张力，
是治疗本病的重要原则。
现用毫火针加以刺络拔罐治疗急性踝关节扭伤的作用机理主要为以下 3 点：①、利用火针治疗后形
成的开放窦道引流，拔罐制造的负压使损伤局部淤积的瘀血及渗出液有效排出，从而迅速降低损伤局部
软组织间的张力。②、瘀血及渗出液排出、软组织间的张力降低之后，神经末梢受到的刺激迅速减轻，
所以局部疼痛症状马上改善。③、瘀血及渗出液排出，软组织间的张力降低之后还使局部的毛细血管和
毛细淋巴管所受到的压迫得以解除，加上拔罐的物理刺激使得组织液经淋巴管向静脉的回流得以恢复，
促进损伤的修复和肿胀的消退[10] [11]。上述过程形成良性循环，损伤即可得到迅速修复。而刺络拔罐于
《灵枢·九针十二原》 [12]中提出“宛陈则除之”，因此刺血祛瘀以生血的观点古已有之。现用毫火针
加刺络拔罐治疗急性踝关节扭伤取材方便，易于操作，不易交叉感染，疗程短，疗效确切，收效迅速，
可最大可能恢复踝关节运动功能，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4.2. 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应用与作用机制
属中医“痹证”范畴，是临床常见的退行性关节软骨病，多发于中老年人，以关节疼痛、活动受限
及功能障碍为主要临床表现。病位在膝，与肝、肾关系密切。《张氏医通》记载“膝者筋之府……膝痛
无有不因肝肾虚者，虚则风寒湿气袭之。”故本病多以肝肾亏虚为本，加之风寒湿诸邪乘虚而入，以致
气血凝滞，经脉痹阻，不通而致痛。而火针疗法，古称燔针、焠针、烧针，是将特制针具用火烧红后迅
速刺入人体腧穴或患处以治疗疾病的一种方法，始见于《内经》。《灵枢·官针》记载：“凡刺有九……，
九曰焠刺，焠刺者，刺燔针则取痹也。”由此可知痹证自古以来就是火针疗法的主要适应症。火针具有
刺法和热疗的双重作用，是传统针刺的基础上，将火之热力通过针体传到关节及周边穴位，有散寒祛湿、
行气活血、通络止痛之功效，达到通则不痛的目的，正可谓应针之效、借火之力，使针刺与烧灼同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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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作用，对痹症尤为适用。本病常用的学位：梁丘、足三里、内外膝眼、阳陵泉、血海、鹤顶、阿是穴。
毫火针点刺深度 3~7 mm，留针 1 min，1 次/d，连续 2 周。诸穴合用，加之毫针携带火力透达筋骨、温通
经脉，使气血充盈、筋骨得荣，共奏散寒化湿、温经通络、行血化瘀之功效，佐以辨证取穴内调脏腑、
培本固元，标本兼治。

4.3. 周围性面瘫之乳突部疼痛的应用与作用机制
周围性面瘫伴乳突后疼痛的治疗以及预防和控制后遗神经痛方面则是整个医学界面临的难题之一。
现应用毫火针点刺乳突部配合耳后静脉放血疗法可以很好地改善面瘫症状，早期应用本疗法对于缓解乳
突部疼痛有较满意的疗效，可有效地预防后遗神经痛的发生。乳突部毫火针点刺：针刺治疗前，用 75%
酒精棉球常规消毒乳突部，用 0.30 mm × 40.00 mm 针灸针在酒精棉球上烧红针尖 3~5 mm，后迅速点刺
患侧乳突部疼痛区，5~6 次为宜。5 d 为 1 个疗程，隔日 1 次。
早在《内经》中已提到火针可用于治疗寒证，如《灵枢·经筋》云“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
为本病的治疗提供了理论依据。本研究将毫针针体烧红后施术，能够将火热的能量由腧穴直接导入体内，
鼓舞阳气，从而达到温通经络、调理气血的作用。现代有关临床研究报道指出，以火针迅速点刺患处，
能加快局部血液循环，改善组织缺血、水肿等，使受损组织和神经重新修复[13]，因此毫火针结合了针刺
和艾灸的作用，能够快速疏通凝滞的气血、经络，缓解乳突部疼痛，从而达到“通则不痛”的治疗目的。

4.4. 第三腰椎横突综合征的应用与作用机制
其病为从事体力劳动的青壮年，有突然弯腰扭伤、腹部长期慢性劳顿或受凉史。症状表现为单侧和
双侧腰部疼痛，无法久坐；体征表现为单侧或双侧腰 3 横突顶端有固定压痛，并可能触及到活动结节及
条索状物，或有肌纤钙化后的剥离感。其临床表现和发病机理属中医学“腰痛”或“腰腿痛”范畴[14]。
目前临床中的治疗主要包括小针刀、局部激素封闭、针灸、物理治疗、推拿等，其中小针刀的应用较多
[15]。有研究[16]认为小针刀治疗过程中的危险因素包括晕针、手术部位感染、术后疼痛、麻药中毒、神
经损伤等。毫火针是针灸的特殊技术，较传统的火针细，对患者的皮肤损伤较小，能够明显缓解患者的
疼痛感。毫火针的热量较高，能有效解除筋膜粘连挛缩，消除渗出水肿，同时也具有毫针的穴位效果，
能达到祛散风寒湿邪、补壮肾火、疏通经络的目的，具有创伤小、安全性高、复发率低的优势。

4.5. 足底筋膜炎的应用与作用机制
又称足跟痛综合征，多为足底筋膜跟骨止点的反复微损伤及退变而导致的无菌性炎症，主要表现为
晨起下床足部触地后或休息一段时间后步行时出现足跟疼痛，活动后缓解，久行或剧烈活动后疼痛加重，
甚至有针刺样痛感向足前部放散。
《医宗金鉴》记载本病“生于足跟，顽硬疼痛不能步履，始着地更甚，由脚跟着冷或遇风侵袭于血
脉，气血瘀滞而生成”。本病多为风寒湿邪或久行久立致局部经脉痹阻、气血瘀滞，不通则痛，治疗当
温经通脉、化瘀散结为主。毫火针疗法兼有毫针与火针的双重功效，同时具备毫针针细痛微和火针挟火
气盛的特点，因“气得热而散，血得热而行”，所以毫火针具有良好的温经散寒、祛瘀散结的作用[17] [18]。
《灵枢·经筋》：“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腧。”毫火针针刺过程的筋结点选择即为“以痛
为腧”的体现，针体携高温直达病所，使针体周围微小范围内病变瘢痕组织被灼至炭化，这种良性灼伤
既可以松解局部粘连肌肉张力，放松局部痉挛组织，同时又可以激活自身免疫系统，刺激吞噬细胞聚集，
提高机体自我修复能力，加速新陈代谢，减轻炎症水肿，促进渗出吸收，温热之力又可改善局部血液循
环，使局部筋结之点逐渐消散[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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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展望与总结
毫火针近年来发展迅速，其临床应用广泛。其继承了火针的诸多优点，弥补了常规火针的缺陷，继
承而不逆古，促进了火针的发展。独特的可操作性强、安全性高的优势也使其易于为临床接受。毫火针
具有针和灸的双重作用，集毫针激发经气，艾灸温阳散寒的功效于一身，毫火针即是将“灸火”的效应
带入了体内，因此毫针所治疾病，毫火针均能治疗，且毫火针借火之力，临床常有事半功倍之效，对于
急性病能起到立竿见影的功效，疑难病症也可获得显著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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