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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内经》情志理论及其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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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情志理论是中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内经》从生理、病理、治疗、养生等方面系统阐述了情志
理论及其临床应用，构建了中医学相对完善的情志理论体系，是后世情志理论发展的基石。深入探讨《内经》
中的情志理论及其调理方法，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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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Emotion Theory in Huangdi Neijing and Its Clinical Application
LI Cui-juan1, GONG Zhen-dong1, LU Ying2
1. Shaanx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Xianyang 712046, China;
2.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Emotion theor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CM theory. Huangdi Neijing systematically explains emotion
theory and its clinical applic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physiology, pathology, treatment, and health preserving, and
constructs relatively complete emotion theory system of TCM, which becomes the foundation of development of
emotion theory for later generations. Deep discussion on emotion theory and adjusting methods in Huangdi Neijing is
not only with importan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but also with high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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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志理论是中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内经》

于人体后，精气在体内各脏腑的分布状态是不同的，

对有关情志产生的机理、情志与脏腑的关系、情志致

由此而产生相应的不同情感活动。若五脏精气充盛，

病的规律、调理情志的方法及情志调节在养生中的重

功能协调，则精神充沛，思维快捷，反应灵敏，言语

要作用等有较系统阐述，构建了中医学独特的相对完

流利，情志活动处于正常范围，既无亢奋，也无抑郁；

善的情志理论体系，为后世情志理论的发展和临床应

反之，正常的心理变化和精神情志活动也有利于营卫

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兹对《内经》情志理论及其应

通利，脏腑功能协调，对人体防御外邪、保持健康大

用做一简要梳理。

有益处，故《灵枢•本脏》云：
“志意者，所以御精神，

1

收魂魄，适寒温，和喜怒者也……志意和则精神专直，

情志生理观
情志是心理活动的表现形式，属人类正常情感活

动。《内经》认为，情志活动的产生与五脏精气有密

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脏不受邪矣。”
2

情志病理观

切的关系。《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云：“人有五脏

《内经》认为，情志既是人类正常的情感活动，

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指出五脏精气是情志活

也是五脏功能失常而发生病理性变化时的表现，还是

动的物质基础，即情志是五脏生理功能的表达方式之

导致疾病发生的重要病因。一方面，人体由于脏腑的

一，产生于五脏的气化过程中。关于其具体机理，
《素

精气阴阳失常可引起情感异常的病理性表现。如《灵

问•宣明五气篇》云：
“精气并于心则喜，并于肺则悲，

枢•本神》“肝气虚则恐，实则怒……心气虚则悲，实

并于肝则忧，并于脾则畏，并于肾则恐。”认为人体

则笑不休”
，这常是临床实践中根据患者所表现的情感

受到外界事物刺激后，在心神主宰和支配下，内脏的

异常症状进行脏腑定位诊断的依据。另一方面，情志

精气进行重新调整和分配。不同性质的外界刺激作用

过极又是影响气血运行，破坏人体健康，导致内脏发
病的主要原因。其致病规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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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直接伤及内脏
《灵枢•百病始生》云：
“喜怒不节则伤脏，脏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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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病起于阴也。”认为情志是人体对内外环境变化所

“狂始发，少卧不饥，自高贤也，自辩智也，自尊贵

产生的复杂心理反应，是以各脏腑的气血阴阳为物质

也，善骂詈，日夜不休”
“狂言、惊、善笑、好歌乐、

基础产生的相应机能活动，因此，情志过极就会直接

妄行不休者，得之大恐”“狂者多食，善见鬼神，善

损伤内脏。即“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

笑而不发于外者，得之有所大喜”等（
《灵枢•癫狂》
）。

肺”
“恐伤肾”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
）。同时，
《内

3

经》认为“所以任物者谓之心”，七情从心而发，正

3.1

情志治疗观
情志相胜法

常情况下外界刺激作用于人体，由心作出反应而后表

情志相胜法是根据情志活动分属五脏，归属五

现为情志之怒、喜、思、悲、恐。因而七情内伤致病

行，利用情志活动的五行相克关系，人为诱导出其“所

常先影响心，然后损及相应脏腑，
《灵枢•口问》所谓

不胜”的情志变化，从而纠正过激情志变化引发的脏

“心者，五脏六腑之主也……故悲哀愁忧则心动，心

腑气血紊乱，使病向愈的治疗手段。如《素问•阴阳

动则五脏六腑皆摇”。

应象大论篇》“怒伤肝，悲胜怒”“喜伤心，恐胜喜”

2.2

影响脏腑气机

“思伤脾，怒胜思”
“忧伤肺，喜胜忧”
“恐伤肾，思

气机是指人体脏腑之气升降出入的运动状态。受

胜恐”，即是情志相胜疗法的理论基础，指出了运用

心神调控的脏腑之气是情志活动的物质基础，因此，

不同情志刺激主动调控七情的原则和方法，为后世以

情志过极，伤及心神，必然影响受其调控的脏腑气机，

情胜情治疗方法的临床应用奠定基础。如《儒门事亲》

引起气机升降运动失常而产生相应的病症。如《灵枢•

即指出：“悲可以制怒，以怆恻苦楚之言感之；喜可

寿夭刚柔》
“忧恐忿怒伤气，气伤脏，乃病脏”，认为

以治悲，以谑浪亵狎之言娱之；恐可以治喜，以恐惧

气机紊乱是情志致病的关键病机。而且，《内经》还

死亡之言怖之；怒可以治思，以污辱欺罔之言触之；

认为，不同的情志变化对气机活动的影响效果不同，

思可以治恐，以虑彼志此之言夺之。”将《内经》以

即“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

情胜情的方法论述得淋漓尽致。

则气乱，思则气结”（《素问•举痛论篇》），系统总结

3.2

移精变气法

了情志过极导致脏腑气机失常的致病规律，并以临床

移精变气，即转移精神，调整气机，是通过语言

案例论证阐释，如《素问•生气通天论篇》论述的薄厥

行为等转移患者对疾病的注意力，解除或减缓患者的

病，“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
，其具

心理压力，借以调整气机，使病转愈的治疗方法[1]。

体病机即是大怒致肝气上逆的同时，使血随气逆于上。

这种通过移易人的精神情志状态以改变气的运行，从

对此，《素问•调经论篇》进一步阐述并指出其预后，

而增强机体的抗病能力治愈疾病的治疗方法，在《内

“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厥则暴死，气复

经》也多处运用。如《素问•移精变气论篇》曰：
“余

反则生，不反则死”。可见，
《内经》对情志过极引起

闻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祝由，

脏腑气机失常致病特点的认识是有临床实践基础的。

即祝说病由。
《灵枢•贼风》也有“先巫者，因知百病

2.3

伴有情志症状

之胜，先知其病之所从生者，可祝而已也”，即掌握

情志过极易导致气机逆乱，气血失常，脏腑功能

疾病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及临床表现，事先了解患病

失调，从而引起各种病证。《内经》指出，七情内伤

的缘由，利用祝说病由的方式，调畅精神、安定情绪，

引发的疾病仍多发为情志病，或表现为躯体与神志失

转移分散患者的注意力，进而改变气血失调的状态，

常的症状共见。如《灵枢•本神》云：
“心怵惕思虑则

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伤神，神伤则恐惧自失，破䐃脱肉……脾愁忧而不解

3.3

则伤意，意伤则悗乱，四肢不举……肝悲哀动中则伤

语言劝慰法
运用语言对患者进行劝说开导，也是《内经》调

魂，魂伤则狂忘不精，不精则不正，当人阴缩而挛筋，

理情志治疗疾病的基本方法。《灵枢•师传》云：“人

两胁骨不举……肺喜乐无极则伤魄，魄伤则狂，狂者

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

意不存人，皮革焦……肾盛怒而不止则伤志，志伤则

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

喜忘其前言，腰脊不可以俯仰屈伸。”究其原因，主

不听者乎。”要求医生通过语言开导或劝解，消除患

要是情志刺激首先影响心神功能，并累及相关脏腑而

者的思想顾虑，使之保持良好心态，正确对待疾病，

产生疾病，故情志过极而发生的郁证、癫病、狂病等

积极配合治疗，促使疾病向愈。因此，运用语言疏导

都有情志异常的临床症状。如“癫疾始生，先不乐，

不良情绪是《内经》治疗疾病的重要方法之一，该法

头重痛”
“狂始生，先自悲也，喜忘，苦怒，善恐者”

既可用于精神疾患，也可用于某些躯体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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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示疗法

腑气血功能的正常发挥，促进形体和心理的健康。

暗示疗法是指在无对抗态度条件下，采用语言、

4.3

表情、手势或其他暗示，含蓄、间接对患者心理和行
[2]

顺势调情
《内经》认为，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的差异是导

为产生影响的一类心理治疗方法 。
《内经》最早运用

致人们心理失衡，进而影响健康的重要诱因。剧烈、

该疗法，《素问•调经论篇》云：“按摩勿释，出针视

骤然变化的社会环境，对人体脏腑经络的生理机能有

之，曰我将深之，适人必革，精气自伏，邪气散乱，

较大的影响，从而损害人的身心健康。如《素问•疏

无所休息，气泄腠理，真气乃相得。”即在针刺时，

五过论篇》指出“尝贵后贱”可致“脱营”病，“尝

先按摩针刺部位，然后拿出针给患者看，并佯说要深

富后贫”可致“失精”病，并解释说：“故贵脱势，

刺，待患者精神状态发生改变，意志内守时才入针浅

虽不中邪，精神内伤，身必败亡；始富后贫，虽不伤

刺。通过暗示方法，使患者精气深伏体内，邪气散乱

邪，皮焦筋屈，痿躄为挛。”说明社会地位及经济状

于外，从腠理外泄，从而使真气通达，邪气外散，达

况的剧烈变化，常可导致人的精神情志的不稳定，从

到治疗疾病的目的。因此，暗示疗法可改变精神情绪，

而影响人体脏腑精气的机能而致某些身心疾病的发

激发其自身调控能力，扶正祛邪，从而促使疾病向愈。

生。现代研究发现，不利的社会环境，如家庭纠纷、

4

情志养生观

邻里不和、亲人亡故，以及同事之间或上下级之间关

顺时调情

系紧张等，可破坏人体原有的生理和心理的协调与稳

即顺应四时阴阳变化来调养精神情志。
《素问•四

定，不仅易引发某些身心疾病，且常使某些原发疾病

4.1

气调神大论篇》明确指出顺应四时调养精神的方法，

如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肿瘤的病情加重或恶化，

认为春三月应“以使志生，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

《内经》非常重视社会因素对人的
甚至死亡[3]。因此，

而勿罚”，夏三月应“使志无怒，使华英成秀，使气

影响，强调应顺应社会形势，通过调理精神情志和心

得泄，若所爱在外”，秋三月应“使志安宁，以缓秋

理活动养生。如《素问•上古天真论篇》明确提出：
“美

刑，收敛神气，使秋气平，无外其志”
，冬三月应“使

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核心思想

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
。即春季阳气生发，

就是要求人们适应社会环境，构建良好的人际关系，

人要顺应阳气之势，保持心胸开阔，乐观愉快，舒畅

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获得有力的社会支持，尽量避

条达；夏季草长莺飞，万物茂盛，情志应忌发怒，以

免不利的社会因素对精神的刺激，保持心情愉悦，精

兴奋、饱满、舒畅外向为原则；秋季天高气爽，秋风

神振奋，使气血通利，脏腑和调，以维持身心健康，

劲急，草枯叶落，花木凋零，容易产生凄凉情绪，此

预防疾病的发生，并促进疾病向好的方面转化。

时应收敛神气，安定精神；冬季阳气收敛，水冰地坼，

5

万物蛰伏，应减少干扰，使精神内守伏藏而不外露。
4.2

结语
《内经》运用精气-阴阳-五行哲学思想及相关的

顺心调情

思维方法，对情志的内涵、发生机理、致病规律、调

《内经》提出心为君主之官，五脏六腑之大主，

理方法等都有深刻认识，为情志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只有“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主不明则十二

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是现代中医心理学的理论源头。

官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

在情志因素影响健康日益凸显的今天，深入探讨《内

（《素问•灵兰秘典论篇》
），因此强调调神的首务是养

经》情志理论及其调理方法，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

心。如何顺心调情，
《素问•上古天真论篇》提出了具

义，而且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体要求，强调在外应做到“是以嗜欲不能劳其目，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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