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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吴中朝教授辨治痹证学术思想进行梳理，以期为现代中医痹证诊治提供借鉴。
关键词：名医经验；吴中朝；痹证；学术思想
中图分类号：R249.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04(2021)10-0142-03

DOI：10.19879/j.cnki.1005-5304.202009129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Discussion on Wu Zhongchao’s Academic Thoughts on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of Bi Syndrome
TIAN Shaolei1, HUANG Yan1, LI Jinghua1, ZHU Ling1, LIU Xinyuan1,
WANG Yinghui1, Instructor: WU Zhongchao2
1. Information Institut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China; 2. Hospital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Institute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sorted out the national TCM master Professor Wu Zhongchao’s academic thoughts on the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of Bi syndrome from five aspects of cavity orifice theory, function belt theory,
thought of protecting yang and dispelling pathogen, thought of deifying depression, thought of keeping the spirit and
alleviating regulating tendons and relieving stasi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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痹证主要是指风、寒、湿等外邪侵袭，致经脉闭

阻、气血不畅的一类病证，临床以皮肉、筋骨、关节
酸痛、麻木、重着等为主要表现[1]，具有较高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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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是第五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

精神较差，疲乏肢冷，遂予大剂气血双补之品；而出

及虚、瘀等多方面关系。杨教授根据病情缓急及出血

血时间较长，当以止血为主，故所用多为止血之品。

时间长短，本着“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原则，

三诊时患者出血明显好转，遂守方去部分止血药，巩

在体会“塞流、澄源、复旧”等治血古法基础上，结

固疗效。总之，本案乃平补脾肾，脾肾之气充足方能

合多年临床经验，巧用止血或调补药对，临床疗效明

有“脾主统血、肾主闭藏”之力，祛瘀止血，调经固

显，其中精义奥妙，值得学习。

冲，调补兼施，标本兼顾，气血调和而经水自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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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适应较复杂的疾病。妇科血证（虚证类）病机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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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临证须结合病机特点，顾及脾、肝、肾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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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老师，数十年来一直从事中医临床工作，疗效显

曲泽、少海、小海等刺向肘关节腔，深度为 0.5～1.5

著。兹对吴教授辨治痹证学术思想进行系统整理，希

寸；踝部可从照海、商丘、解溪、申脉等刺向踝关节

冀为现代中医痹证诊治提供借鉴。

腔，深度为 0.5～1.2 寸；腕部则从阳溪、养老、神门

1

等刺向腕关节腔内部，深度为 0.5～1 寸。③以腔窍辨

1.1

辨治思想
腔窍理论

证结果定针具、刺法、刺激量。根据扪、按、探、动

在《说文解字》中，
“腔”释为“内空也，从肉从

等手法在腔窍处采集的信息，结合舌脉等进行辨证。

空，空亦聲”，“窍”释为“空也，从穴敫聲”。《黄帝

对病势急、病程短、病位浅者，多用毫针在腔窍处行

内经》中“窍”多代指五官等七窍，有时也指空窍、

扬刺、分刺，配合针刀对经脉阻滞、经筋结滞处行合

脑窍等。可见，窍乃人体沟通内外之门户，如眼、耳、

谷刺、恢刺，刺激量宜大；病势缓、病程长、病位深

口、鼻、脊椎神经孔等。腔是人体内形态立体、由骨骼

者，可用长针沿腔窍进入腔体内行短刺、齐刺、输刺，

及软组织包绕的相对密闭组织结构，如关节腔、胸腔、

刺激量稍小；迁延不愈、虚寒甚者，多采用火针焠刺。

脊髓腔、腹腔等，而腔亦有窍，腔窍为腔体与外界交感

值得注意的是，对糖尿病、精神病、凝血障碍等

的通道。吴教授认为，人身之腔体呈现经筋结聚、经脉

患者，应慎用腔窍理论指导针刺治疗。

环周、经气充盛、血管丰富、神经纵横、组织丰富、结

1.2

功能带理论

构复杂特点，外邪侵袭、经脉不畅、经筋挛纵、神经卡

脊柱与督脉循行路线相合，两侧有足太阳膀胱经

压、血管阻滞等皆可引发痹证，临床可根据功能特点，

分布。五脏六腑之气根据自身位置高低输布于脊柱外

在腔窍部位采用扪、按、探、动等方法，对痹证病位、

侧的背俞穴，故脊柱及其两侧区域被历代医家所重

病机、病势等精准判定。所谓“扪”
，是将手掌扪到所

视。吴教授认为，脊柱及其两侧筋肉、神经等组织构

患腔体腔窍处，以感知温度、柔韧度、润滑度，以及是

成的带状分布区域有重要功能，并据此结合多年临床

否有肌肉萎缩、僵硬、骨质增生变形等；
“按”
，即将手

实践提出功能带理论。

指并拢按压腔窍，以感知腔体是否有组织液、肿大及骨

在痹证诊断方面，审视脊柱曲度、影像学检查以

擦音；
“探”
，是用毫针循窍进入腔体，观察患者进针反

确定病变部位，通过观察、按压足太阳经背俞穴以探

应、进针难易度、得气强弱；
“动”，即适度转动患处

知病患脏腑情况，可在该区域刺络放血、拔罐走罐、

肢体关节，观察患者关节活动度、是否有疼痛、酸楚

刮痧后观察血液质地、皮肤颜色、出痧多少以探明病

加重或减轻，以及关节转动方向对疼痛、酸楚的影响。

邪性质及深浅。功能带理论指导下的针刺治疗涉及多

另外，亦可采用针刀、长针、火针等针具循窍入

种针具、刺法、布穴与行针方式。针具方面，可视病

腔施加干预，补虚泻实。①根据患病部位腔窍分布定

邪性质与深浅选择长针、芒针、三棱针、火针、普通

头尾。不同患病部位，针刺穴位排布方式不同。如脊

毫针；刺法有盘法、短刺法、扬刺法、合谷刺法、

椎腔多以患病椎体上一椎体对应夹脊穴、背俞穴作为

恢刺法等；布穴可根据脏腑辨证选择背俞穴、根据

头穴，下一椎体对应夹脊穴、背俞穴作为尾穴，对头、

患病部位选择夹脊穴、根据督脉通利状况选择头尾

尾穴，以及头尾穴之间的夹脊穴、背俞穴施治；膝、

穴；行针有平刺、透刺、直刺、斜刺、向脊神经前

肘、踝、腕等关节腔多以关节上下三寸作头尾，在该

角刺、闪刺等，针刺深度 0.8～3 寸。针刺时需注意

范围内根据经筋、经脉分布而排布穴位；肩、髋以阿

的事项：①胸椎两侧针刺直刺深度不宜过深、刺激

是穴为圆心，四寸为半径，在该圆形范围内酌情排布

量不宜过大，以防发生气胸；②功能带刺络放血时可

穴位。②根据针刺部位腔窍结构确定针刺方向及深度。

配合拔罐以促进排血，但需注意消毒；③针刺八髎时

各腔体体积、运动功能、病变状态不同，腔窍的宽窄、

需精准定位，慎重进针，以防刺伤骶骨；④因脊柱内

大小、厚薄亦有别，针刺方向、深度需有所区分。如

有脊髓，周围神经、血管丰富，医者行针时需密切关

腰背、颈项部背俞穴及夹脊穴可朝脊神经前角方向刺，

注患者神情变化，以防不测。

深度为 1～3 寸；膝部可沿内外犊鼻及内外犊鼻中线略

1.3

护阳散邪

下髌韧带处向关节腔内针刺，深度为 0.8～2 寸；肩关

《素问•生气通天论篇》云：
“苍天之气，清净则

节可从肩前进针向肩贞透刺，亦可反之。标实为主多

志意治，顺之则阳气固，虽有贼邪，弗能害也……阳

从阳经刺向阴经，本虚为主多从阴经刺向阳经，深度

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

为 1～2 寸。髋部可从居髎、髀关、环跳、承扶、秩边

光明……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
”天运得阳则

刺向髋关节腔，深度为 2～3 寸；肘部可从曲池、尺泽、

明，经筋得阳则柔，病邪得阳则散。人体若失阳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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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养则枯竭，经筋若失阳气则失用。阳气充沛，则肢

量临床实践与科研探索，针对痹证提出了调筋解结理

强体壮，病邪不干。痹证患者若阳气来复，则湿、瘀、

论。该理论主要针对患部经筋而设，具有速效、易行、

痰、风等病邪可散。
《素问•逆调论篇》言：
“帝曰：人

可控等特点。其运用方法主要有：①根据所患经筋分

身非衣寒也，中非有寒气也，寒从中生者何？岐伯曰：

布及不适特点选用针具。若所患经筋范围较小，点状

是人多痹气也，阳气少，阴气多，故身寒如从水中出。
”

分布，可触及“筋结点”，则选用针刀针对该点行三

吴教授根据多年临床观察，认为痹证患者多数为

维合谷刺；若所患经筋涉及范围较大，呈条、束状分

阳气素虚体质，若护阳不慎，稍加寒湿邪气侵袭则可

布，可选用长针行透刺法；若关节变形，局部触之寒

致痹，故治疗需时时固护阳气，以祛散寒、湿、瘀、

凉，阳气亏虚而无力祛邪外出者，可选用火针行短刺、

痰等邪气。取穴多选足太阳、足阳明、足少阳、手阳

焠刺、远道刺，以毫针行温经刺；若见血脉瘀滞或怒

明等阳经，以及任督二脉之气海、百会、大椎等温阳，

张，则可用三棱针行刺络放血法。②根据经筋循行排

用药常选用炙黄芪、威灵仙、炒白术等性温之品。同

布针刺穴位和方向。十二经筋各有定位，可循经筋之

时嘱患者素日应当多行艾灸及保暖以固护阳气。

走行，远道针刺与患病部位关联经筋上的穴位；针刺

1.4

本神化郁

方向也可根据病情虚实选择顺筋刺或逆筋刺；患病部

《灵枢•本神》有“凡刺之法，先必本于神”
，此

位常有多条经筋循行，需根据经筋在体表分布情况，

“神”既可指患者整体神机，又可指情志状态及脏腑
[2]

[3]

功能。痹证内合五脏六腑 ，病因可为情志所伤 ，
[4]

详细辨明患病部位涉及经筋，精准布穴。③针药结合。
吴教授针刺治疗痹证时，常配鸡血藤、络石藤等藤类

病症可候整体神机 ，故痹证与神有紧密联系。郁是

药以舒筋活络，配全蝎、蜈蚣等虫类药以通络散结，

一种常见病理状态。神与郁密不可分，神机失用、神

酌以桃红四物汤、血府逐瘀汤、半夏白术天麻汤等活

志失常、脏腑功能失调皆可致郁。基于此，吴教授针

血化瘀、燥湿化痰。需要注意的是，糖尿病、精神病、

对痹证提出本神化郁理论，以患者全身神机、情志状

凝血障碍、合并严重并发症者，解结法宜慎用。

态、脏腑功能为着眼点，以复神、解郁为目的，采用

2

针药结合方法治疗痹证。

小结
吴教授长期从事痹证的理论文献研究和临床实

吴教授十分注重对患者神机、情志与脏腑功能的

践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学术经验，形成了独特的理论

考察。从患者进入诊室时，即可对其言谈举止、神情

体系。其腔窍理论和功能带理论是根据痹证发病特

语调进行观察以测其整体神机，问诊时可通过患者平

点、人体结构状态、经络分布特征和针灸功能特色创

素脾气秉性、情绪表达以了解其情志状态，通过摸脉

立的两大理论，内容具体、操作简便、效用神验，具

象、观舌苔、探腔窍、查经络、辨五体、循按背俞穴

有较高的针灸临床实用价值。护阳散邪、本神化郁和

以观测其脏腑功能。治疗上，吴教授以加味逍遥丸为

调筋解结思想蕴含着吴教授对痹证病因病机的基本

主方，配远志、龙骨、牡蛎、丹参等以增强安神定志

认识和临床诊疗的治则治法，体现了吴教授对中医经

之功，木香、陈皮、炒枳壳以增强行气化郁之效；针

典尤其《黄帝内经》的深刻理解和灵活应用。

灸方面，太冲、期门、神门、印堂、百会等是吴教授

上述对吴教授诊疗痹证的学术思想做了系统整

安神定志、行气化郁的常用穴位。另外，吴教授常通

理，冀有助于对名老中医辨治痹证经验的继承发扬，

过选取五脏六腑对应背俞穴及相应经脉上的穴位以

也为临床相关治疗提供借鉴。

复五脏六腑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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