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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枢》针灸脉诊之管窥
习振文，李 娟，郭应强
甘肃省人民医院康复理疗科，
甘肃 兰州 730000
摘 要 《灵枢》的许多针灸篇章中都蕴藏着一个诊脉原则。通过正确察脉，可以准确判断经络脏腑之气的虚与
实，从而指导临床针灸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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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枢》亦称针经［１ ］，是针灸医师必读的经典著作，其

查证必须诊脉，凡脉与症相逆者，应倍加注意，不宜贸然用

中阐述的针灸治疗原则，
在今天仍有临床意义和实用价值，
尤其是脉诊，其指导意义日益明显，笔者在导师指导下重

针。另外《灵枢·逆顺》篇中描述到“无刺之热，无刺浑浑之
脉，无刺病与脉相逆者”，也是告诫医者临床中查证必须诊

读《灵枢》，获益匪浅，
现简述如下：

脉，
脉症不符应慎用针，以免导致失治、
误治。

1 用针必先诊脉
《灵枢·九针十二原》篇曰：
“凡用针者，必先诊脉，视气

2 人迎、
寸口对比诊法及平人不病
《灵枢·九针十二原》篇曰：
“谨奉天道，请言终始，终始

之剧易，乃可以治。”医者在针灸临床中，必须通过诊脉来

者，经脉为纪，持其脉口人迎，以知阴阳有余不足，平与不

了解疾病的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气血的盛衰，以及所涉
及的脏腑、经络、病位、邪正力量消长，为治疗指引方向，并

平，天道毕也。所谓平人者不病，不病者，脉口人迎应四时
也，上下相应而俱往来也，六经之脉不结动也，本末之寒温

据此确定针刺治疗穴位、选择针具、针刺的深浅、留针与否
及时间的长短，而后才施用相应的针灸补泻手法等。至于
具体的补泻原则，则依据虚实所涉及的内容不同而有不

之相守司也，形肉血气必相称也，是谓平人。少气者，脉口
人迎俱少而不应尺寸也。如是者，
则阴阳俱不足，
补阳则阴
竭，
泻阴则阳脱。如是者，
可将以甘药，
不可饮以至剂。”

同，如《灵枢·终始》篇曰：
“正脉动而实且疾者疾泻之，虚而
徐者则补之”
，此即脉学总纲。用手指切按动脉，如果脉象
跳动有力且快者，一般多为实证，用泻法，使脉象平和；如

脉口即是“寸口”
，医家又称之为“气口”
。气口→属手
太阴肺经→候阴经之气，人迎→属足阳明胃经→候阳经之
气，如《灵枢·禁服》篇云：
“寸口主中，人迎主外”
；
《灵枢·四

果脉象虚衰无力且慢者，一般多为虚证，用补法，使脉象充
实。如《灵枢·终始》篇中：
“ 人迎一盛，泻足少阳而补足厥

时气》篇云：
“气口候阴，人迎候阳。”
脉以胃气为本，
肺为百
脉之宗，所以切人迎、寸口脉，衡量二脉脉象协调与否，可

阴”是据阴阳的盛虚而定的补泻原则。医者若能精通脉理，
熟识脉象，就可以圆机活法，洞悉病机，把握疾病的动向。
《灵枢·经脉》篇中的：
“ 经脉者，所以能决死生，处百病，调

以测定人体阴与阳，脏与腑，表与里，相对而又统一的动态
变化情况来诊断疾病，测病之轻重，预后吉凶，通过诊其寸
口、人迎脉，对比二者从而知道阴阳脉气的盛与衰，这是最

虚实”及《素问·三部九候论篇》记载的脉诊法，都把它提到
很高的地位并指出：
“人有三部，部有三候，以决死生，以处
百病。”
《灵枢·刺节真邪》篇曰：
“凡用针者，必先察其经络
之实虚，切而循之，按而弹之，视其应动者，乃后取之而下
之。”
《灵枢·经水》篇亦曰：
“审切循扪按，视其寒温盛衰而
调之。”
《难经·六十一难》说：
“切脉而知之者，
诊其寸口，视
其虚实，以知其病在何脏腑也”
。后世《景岳全书》曰：
“脉者

根本的道理，因此阴阳之气平和，没有盛衰的人，是没有病
的，
这就是人迎、
气口脉的临床价值。故《灵枢·禁服》篇说：
“寸口主中，人迎主外，两者相应，俱往俱来，若引绳大小齐
等，春夏人迎微大，秋冬寸口微大，如是者名曰平人。”如
《素问·六节藏象论篇》曰：
“ 人迎一盛病在少阳，二盛病在
太阳，三盛病在阳明，四盛已上为格阳。寸口一盛，病在厥
阴，二盛病在少阴，三盛病在太阴，四盛已上为关阴。人迎

血气之神，邪正之鉴也，
有诸中必形诸外。故血气盛者脉必
盛，血气衰者脉必衰，无病者脉正，有病者脉必乖”亦是强
调脉诊的重要性。同时针灸的治疗原则在《灵枢·禁服》篇
有以下论述：
“盛则徒泻之，虚则徒补之，紧则灸刺且饮药，

与寸口俱盛四倍已上为关格，关格之脉羸，不能极于天地
之精气，
则死矣。”
类似的论述，
在《黄帝内经》中并不少见。
通过比较寸口、人迎二处的脉动程度，可判断阴阳盛衰及
病变的经脉，进而决定补泻方法。《灵枢·终始》篇对此做出

陷下则徒灸之，不盛不虚，
以经取之”
。从以上不难看出，针
灸治疗大法的提出是在脉诊的基础上确定的。《灵枢·热
病》篇也提到“身热甚，阴阳皆静者，勿刺也。”告诫临床上

具体阐述：
“ 人迎脉气盛于寸口，则阳气过盛而阴气不足，
人迎脉盛一倍于寸口，则病在少阳，二倍则病在太阳，三倍
则病在阳明，针刺应泻阳经补阴经；寸口脉盛于人迎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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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气过盛而阳气不足，寸口脉盛一倍于人迎，则病在厥阴，

许多近世医者，
只是在针刺前诊脉，
未能在针刺结束时做脉

二倍则病在少阴，三倍则病在阳明，针刺应泻阴经补阳经。”
其所施补泻之阴经、
阳经均指表里经，若寸口与人迎二脉相
比较未及该经脉的盛衰标准，
说明病变、阴阳经气虚实不明

象上的前后对比，
未及时了解病人脉象的变化，
仅从就诊病

显，宜在相应的表里经采用平补平泻之法。人迎寸口合诊法
对疾病所发部位、疾病的进退、性质及预后均有较详细描

刺处方的穴位加减，针具的选择，针刺的深浅，留针与否及

人口中得知疗效，
其往往出于某种原因被夸大或缩小，未能
及时、
真实、
全面地反应针刺疗效，
难以指导下次治疗，如针

述。如《灵枢·五色》篇云：
“切其脉口滑小紧以沉者，
病益甚，
在中；人迎气大紧以浮者，
其病益甚，
在外。其脉口浮滑者，

时间的长短；如调整相应的针灸补泻手法，从而缩短疗程，
提高疗效。
4 补泻有先后

病日进；人迎沉而滑者，
病日损。其脉口滑以沉着，
病日进，
在内；其人迎脉滑盛以浮者，
其病日进，
在外。脉之浮沉及人

《灵枢·九针十二原》篇曰：
“阴盛而阳虚，先补其阳，后
泻其阴而和之。阴虚而阳盛，
先补其阴，
后泻其阳而和之。”

迎与寸口气小大等者，病难已。病之在藏，沉而大者，易已，
小为逆；病在府，浮而大者，
其病易已。人迎盛坚者，
伤于寒；

若机体出现寸口脉大于人迎脉时，即为阴经邪盛而阳经正
虚时，应先补其相关的阳经正气，而后泻阴经邪气，从而调

从其主病内容描述之全面，
论述篇章
气口盛坚者，伤于食。”

整阴有余而阳不足的状态，
使阴阳之气平和；
若出现人迎脉

之多，可以推断人迎寸口对比诊法是《黄帝内经》时期常用
的重要脉诊法之一，与三部九候诊法相比较，更加简便易
行，加之两处动脉搏动清晰、固定，大大提高了诊病的准确

大于寸口脉，即为阴经正虚而阳经邪盛时，
应先补其相关的
阴经正气，
后泻其阳经邪气，
从而调整阳有余而阴不足的状
后泻实为辅，
体现针刺治
态，
使阴阳之气平和。先补虚为主，

率。
《灵枢·经脉》篇曰：
“盛则泻之，
虚则补之……不盛不虚，
以经取之”是针灸治疗的总原则，
该治则所说的盛虚乃是以
人迎寸口的大小为标准。人迎、寸口对比诊法近世多废而不

疗补泻有先后，
扶正在先，
驱邪在后的观点。
5 典型病例
王某，
男，７０ 岁，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就诊。耳鸣、
耳聋 １

用，然而在急症及危重病症的情况下，诊取人迎脉，不但可
以提高疑难疾病的鉴别诊断，
而且可以提供治疗方向，如脑
病与心脏疾患，临床如心之阳气虚弱或水气凌心，
均可以出

年余，
加重 １ 月，自述近日来耳鸣如蝉，
时时发作，
两耳听力
明显下降，
眩晕，失眠多梦，
腰膝酸软，
神疲乏力，
烦躁易怒，
舌红，
苔薄黄，
脉弦、
细、
数，
寸口脉明显小于人迎脉；
曾在某

现人迎脉动甚。据统计《灵枢》中记载人迎、寸口脉法的篇章
有 １６ 篇，超过记载脉法的篇章总数的一半，其中以《灵枢·
经脉第十》
《灵枢·终始第九》和《灵枢·禁服第四十八》为

医院就诊，
查双耳鼓膜完整，
脑干诱发电位加 Ｐ３００ 示：双侧
听觉传导通路轻度受损，
经颅多普勒检查示：
椎 － 基底动脉
血流减慢。西医诊断为耳鸣、
耳聋 － 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

主［２ ］。
3 气至而有效
《灵枢·九针十二原》篇曰：
“所谓气至而有效者，
泻则益
虚，虚者脉大如其故而不坚也；坚如其故者，
适虽言故，病未

中医诊断为眩晕（耳鸣），
肝肾阴虚、虚火上炎。治疗先予补
法针刺太溪、
复溜、太冲、
足三里、
关元，
再予泻法针刺耳门、
听宫、听会、翳风、风池、外关，采用曲池、合谷平补平泻，留
针 ３０ 分钟，取针后诊脉较针前缓和，患者虽述较前无明显

去也。补则益实，实者脉大如其故而益坚也；夫如其故而不
坚者，适虽言快，病未去也，
故补则实，泻则虚，
痛虽不随针，
病必衰去。”
即所谓有针感。实证用泻法，
症候由实转虚，
使

变化，
但告其明日将有变化，
第 ２ 日患者电话告知耳鸣较前
明显缓解，
经治 １０ 次，
耳鸣消失，
两耳听力基本恢复正常。
以上为笔者重读《黄帝内经·灵枢》的相关针灸理论，并

弦实有力的脉象逐渐和缓下来，和缓下来的脉象虽同针刺
前一样大，但不坚实挺手，若同针刺前一样坚实挺手者，病

运用于临床之体会，
不足之处，
望同道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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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The principle of pulse diagnose was in many acupuncture chapters in LingShu.Examineing the pulse
correctly can diagnosis deficiency and excess of meridian and organs then to guide clinical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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