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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介绍冯军教授创立的枢机针法的基本理论内容、临床应用法则及技术操作规范，探讨天人相应视角下躯体“三阴三阳”横向分域与针灸效

应的关联性规律。 [方法]从《伤寒论》的六经针灸学思想入手，以阴阳脉之海——
—任督二脉为中心，基于《素问·阴阳离合论》中的六气太极时相图模型，
并根据《黄帝内经》
“
气位相关”理论，立足于临床实践，对躯体进行
“
三阴三阳”横向的空间区域划分，并列举验案一则加以佐证。 [结果]人体太极图模型
构建了人体前后方向气机运行与六部气化相对应的关系，枢机针法是针刺颈项区域少阳枢机和腰臀区域少阴枢机的穴结，以斡旋人体阴阳之气化的
新针刺疗法，其临床运用法则主要包括通痹开结，调和枢机，燮理阴阳；审守颈项少阳之枢，主风，知调四海和脏腑精气；温扶腰臀少阴之枢，主寒，尽消
阴翳。其技术操作特点是运用系统化的针刺手法体系——
—通痹开结调气针法和开结烧山火热补手法，辨结开结，以调枢机。所举验案属素体阳虚、复感
寒邪，邪犯少阴、少阳所致，故用枢机针法温扶少阴、通达少阳，以复阴阳之气化，遂三刺而愈。 [结论]人体六气（六经）太极运行模型图作为探索躯体
“
三
阴三阳”横向分域的研究先导，为针灸理论与六经辨证的有机结合奠定了基础，据此提出的枢机针法不仅突破了经络理论作为针灸主体理论的局限
性，而且弥补了全息、解剖、体表投影等针法治疗和调节之力偏弱的问题，使人体六气的运行和气化恢复正常。
：枢机针法；三阴三阳开阖枢理论；六经；太极图；伤寒论；针刺疗法；通痹开结调气针法；名医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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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Application of FENG Jun蒺s Shuji Acupuncture HUANG Jianhao ， XIE Yufeng ， YANG Jinlan ， et al Shenzhen Hospital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 Guangdong ， Shenzhen （518000 ），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troduce the basic theoretical content， principles of clinical applications and technical operation specifications of Shuji
acupuncture created by Professor FENG Jun and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
three Yin and three Yang” of human body horizontal division and
acupuncture effe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rrespondence between heaven and human. [Methods]Based on the thoughts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in “
Treatise on Febrile Diseases”， the sea of Yin and Yang meridian—Ren channel and Governor vessel were set as center， based on the six Qi Taiji
phase model diagram of “Suwen·Separation and Reunion Theory of Yin and Yang”， and the theory of “
Correlated Qi acupoint” in “The Yellow
Emperor蒺s Inner Classic”“three Yin and three Yang” horizontal spatial regions of the bodies were divided by clinical practice， and one case was attached
to verify. [Results]A model of the human body Taiji diagram was constructed corresponding to in and out movement of Qi in the front and rear directions
and the six parts with Qi transformation. The sick acupoints of the Shaoyang Shuji shall be pricked in the neck area and Shaoyin Shuji in the waist and
hip area by the Shuji acupuncture method， which mediated the new acupuncture therapy of Qi transformation in the Yin and Yang of human body， its
clinical application principles mainly include treating arthralgia syndrome and dispersing stagnancy， reconciling the key acupoints， regulating and
managing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Yin and Yang; carefully obeying the center of Shaoyang in neck， knowing and regulating the Sihai acupoints and
viscera essence; warming up Shaoyin acupoints of waist buttocks， to eliminate weakness， dispel wind and cold. The technical operation features are using
systematic acupuncture manipulation system including the acupuncture manipulation of burning fire to heat -reinforcing and dredging arthralgia and
dispersing stagnancy to regulate Qi， to distinguish and disperse stagnancy to adjust key acupoints. The verified case was caused by deficiency of Yang in
the body， suffering from cold evil， and evil invading Shaoyin and Shaoyang. Shuji acupuncture method was adopted to warm up Shaoyin acupoints and
expedite Shaoyang acupoints， so as to recover the gasification function of Yin and Yang， so that the patient could be healed by three treatments.
[Conclusion] The six Qi(six channels) Taiji of human body operating model diagram， as a research pilot to explore the horizontal division of “
three Yin
and three Yang” in the body， it can lay the foundation for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acupuncture theory and six meridians. The proposed Shuji

论

acupuncture method not only breaks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the meridian theory as the main theory of acupuncture， but also can make up for the
weakening and regulating power of acupuncture methods， such as holography， anatomy， and body surface projection， make the ope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six Qi of human body return to normal.
Key words: Shuji acupuncture; The theory of opening and closing pivot of three Yin and three Yang; six channels; Taichi diagram; Treatise on Febrile
Diseases; acupuncture therapy; the acupuncture manipulation of dredging arthralgia and dispersing stagnancy to regulate Qi; famous doctor蒺s experience

针灸理论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自身的特点，同时 或缺的特殊价值，但在现代针灸理论体系的构建中并
也显现出一些不足，如六经（三阴三阳）的概念，其为 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有学者也曾对六经视角下的针
中医理论和针灸理论所共有，在针灸理论中有着不可 灸辨证模式进行了尝试性的探索，比较有代表性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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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此时邪气已渐入少阳，变为少阳中风证，初服桂枝
·金
汤药证不符， 未愈在情理之中。 《素问
匮真言论》
云“东风生于春，病在肝，俞在颈项”，表明颈项是少阳
肝气化系统在人体外候的分支，针刺之可以发挥少阳
的气化功能，从而通调少阳之气，又兼祛少阳之风邪，
起到类似“小柴胡汤”的作用，使少阳中风向太阳中风
枢转。 前期研究证实，风池、风府是将颈项部治疗效
应落实于临床的重要腧穴，此中枢转之后再服桂枝
汤，药证相符，自然效如桴鼓。
这种重视六经分部区域内特定穴运用的例子在
寒论》其他篇章中也能见到，如第292条“少阴病，
《伤
吐、利，手足不逆冷，反发热者，不死；脉不至者，灸少
阴七壮”， 第343 条“ 伤寒六七日， 脉微， 手足厥冷， 烦
躁，灸厥阴”，张仲景提出“灸少阴”“灸厥阴”，但具体
所灸之处并未言明。 假设描述的是经脉，如第
“太
8条
阳病…… 若欲作再经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
其表述方式会突出“足某某经”，据此可推断此“少阴”
阴”非指代经脉。 顾植山教授也指出，许多早期
“厥
文献都不讲具体穴位，只讲“治阳明”“刺太阳”等。 究
其原因，这是汉代及以前针灸文献的显著特点，即经
脉、手足腕踝部脉口、十二“经脉穴”有完全相同的名
称，即以三阳三阴命名， 故此“ 少阴” 用少阴穴区来
·通
评虚实论》云：“少阴俞去脊
解释更为合理。 《素问
椎三寸，傍五。 ”王冰注：“少阴俞谓第十四椎下两傍
·
肾之俞也。 ”表明肾俞是治疗少阴病的要穴。 《素问
金匮真言论》：“北风生于冬，病在肾，俞在腰股。”腰臀
股区域（股，主要指上股段，属于臀部，故简称腰臀）是
少阴肾气化系统在人体外候的分支，而肾俞穴恰位于
腰臀区域内， 灸之便可以通达少阴之气以逐阴回阳，
起到类似“四逆汤”的作用。
综上所述，六经（三阳三阴）表述的是阴阳离合的
六种状态，不是经络而又不离经络，临证之时倘若以
经络系统为载体论治六经病，不免显得固步自封。 笔
者在充分挖掘《伤寒论》的针灸学思想后认为，经络理
论作为针灸的主体理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不“依
经”亦可取得较好的治疗效果，因此探寻经络系统以
外、与三阴三阳相合的人体结构区域是针灸治疗六经
病的重要思路，正如朱兵教授所说：“穴位所在躯体
部位远比穴位精准定位重要。 ”这也为六经辨证与针
灸理论的交融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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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利枢机针刺法、调枢启神理论等，但基本局限于
针刺手足少阳经穴以调畅少阳枢机的认识范畴。 对
·方
有执明确提出：“ 六经之经与经络之经不
此， 明
同，若以六经之经断然直作经络之经看，则不尽道，惑
误不可胜言。 ” 清
志聪亦云：“此皆论六气之化本
·张
于司天在泉五运六气之旨，未尝论及手足之经脉。 ”
顾植山教授也主张：“六经不是经络而又不离经络。 ”
由于混淆了六经和经络的概念，加之对针灸辨证理论
的整体把握不足，导致在针灸学领域尚未形成成体系
的六经辨证和针灸理论相契合的范式。
冯军主任中医师、教授，系广州中医药大学硕士
研究生导师、深圳市名中医、深圳市第四批中医药专
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冯师行医三十余载，
学验俱丰，强调针灸诊治疾病应以“开穴结、调枢机”
为手段，以“通六气、复气化”为根本，在临床实践中创
立的枢机针法，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清晰的发展脉
络及明确的操作手法，极大地增强了针灸的治疗作用
和临床疗效，现将冯师枢机针法的主要学术思想总结
如下，以飨同道。
经辨证与针灸理论体系的交融
1 六
《伤
寒论》 是中医临床辨证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
程碑，其散在的针灸条文涵盖了辨证、治疗、预防、救
逆等多个方面，是六经辨证与针灸理论相交融的光辉
典范，借鉴其中的思想对于“六经针灸辨证体系”的构
建具有指导性的意义。 从文献角度综合考证得知，
寒论》的针灸学思想并非完全立足于循经取穴，更
《伤
多的是以整体观念为逻辑起点，重视六经分部区域内
特定穴的运用。 如第
阳病，初服桂枝汤，反烦
“太
24条
不解者，先刺风池、风府，却与桂枝汤则愈”，若按照循
经取穴的指导原则，太阳病取与风府、风池相邻的天
柱穴（足太阳膀胱经）岂不更合乎逻辑？ 再从腧穴的
近治作用分析，三穴同在颈项部，其近治作用似乎难
分伯仲；如果是为泄风邪，天柱亦主头风，亦稍显牵强
附会，所以笔者认为仲景取风池、风府旨在从颈项部
区域通调少阳枢机。 《伤寒来苏集》 注曰：“前条治中
风之始，此条治中风之变也。 ” 说明此条文论述的是
病重药轻之时的针药并用之法，即少阳之证治以太阳
之方。 《伤寒指掌》云：“独烦不躁者，属热。 ” “烦”可
作为少阳中风的重要辨证依据，如第96 条“伤寒五六
日， 中风， 往来寒热…… 心烦喜呕…… 小柴胡汤主
之”，第264条“少阳中风…… 胸中满而烦者”，故可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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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任督二脉为中心的人体六气（六经）运行模型
图”的提出
《易
·系
传
辞上》云：“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
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 太极是宇宙最原始的状
态，也是形成万物的本源。 太极图是理解中医阴阳学
说的基本图式， 冯师高度重视太极图的研究和运用，
认为太极图是奠定中医理论的科学模型图。 《黄帝内
经》中就有百余处经文本于“阴阳互根”的太极之理，
如《素问
阳离合论》表述六气时空方位时指出：“圣
·阴
人南面而立，前曰广明，后曰太冲，太冲之地，名曰少
阴，少阴之上，名曰太阳…… 中身而上，名曰广明，广
明之下， 名曰太阴， 太阴之前， 名曰阳明…… 厥阴之
表，名曰少阳。”这便是《黄帝内经》里记载的六气太极
图模型的一种，其排列顺序为：厥阴生少阳，少阳生太
阴，太阴生阳明，阳明生少阴，少阴生太阳，太阳复生
·阴
阳离合
厥阴。 顾植山教授正本清源，首开从《素问
论》三阴三阳开阖枢之六气解释《伤寒论》“六经”之先
河， 认为三阴三阳开阖枢的六气就是《 伤寒论》 的六
经， 并绘成了三阴三阳太极时相图， 作出了历史性
的贡献。 见图
师认为，此处所载“三阴三阳开阖
1。 冯
枢”和《伤寒论》之六气的排列时位顺序与五运六气中
六气的主气、客气存在明显差异，其内涵并不相符，如
彼之少阳相火、少阴君火，非此之少阳、少阴等，但有
些医家错误地从五运六气之六气的角度来诠释《伤寒
论》的六气（六经），造成了对六气（六经）概念的混淆
和迷惑。 更何况五运六气是以地球公转的“岁”为周
期， 意在说明外在天的六气气候变化对人体的影响，
《伤
寒论》则是以地球自转的“日”为周期，突出的是人
体的六气（六经）抵御寒邪时的变化状态，二者的时间
线索和相位内容截然不同。 自宋以后更是全方位地
援太极之理入医， 极大地促进了中医学术的发展，引
·阴
发了中医理论的嬗变。 笔者以《素问
阳离合论》六
气太极时相图模型为依据，以阴阳脉之海—任督二脉
为中心，并根据《黄帝内经》“ 气位相关” 理论， 对躯
体进行了“三阴三阳”横向的空间区域划分，具体为：
背部属太阳，颈项部属少阳，又属厥阴，二者相重叠，
厥阴居内，少阳居表；前胸部属太阴，腹部属阳明，腰
臀部属少阴。 见图
此就构建了前后气机运行方
2。 由
向与六部气化相对应的人体太极模型图，可较为客观
地反映出天地阴阳运动的本质属性对人体三阴三阳
结构的影响，其理论依据不是全息论，也不是人体解

2

“

[13]

剖体表投影，而是天地人架构下天人相应的中医气化
核心理论。 针刺其中的颈项少阳枢机和腰臀少阴枢
机是治疗一切阴阳开阖失常的核心所在，正如卢之颐
谓之：“开之能开，阖之能阖，枢转之也。 ”
[15]

图1 六气（六经）太极模型图
Fig.1

Six Qi(six channels) Taiji phase model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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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人体六气（六经）太极运行模型图
Fig.2

Six Qi （six channels ） Taiji of human body operating
model diagram

枢机针法的临床运用法则
枢机针法（又称六气枢机针法、六经枢机针法）指
通过针刺颈项区域少阳枢机和腰臀区域少阴枢机的
穴结，以斡旋人体阴阳之气化的新针刺疗法，包括少
阳枢机针法（颅项针） 和少阴枢机针法（腰臀针）。 少
阳枢机针法以风府穴为主穴， 配合颈项区域的哑门、
风池、天柱、完骨、翳风、天牖等经穴，以及翳明、安眠、
颈段夹脊等奇穴和局部阿是穴。 少阴枢机针法以肾
俞穴为主穴，配合腰臀区域的志室、气海俞、大肠俞、
关元俞、 小肠俞、 膀胱俞、 中膂俞、 白环俞、 环跳等经
穴，以及腰夹脊、腰眼等奇穴和坐骨结节等局部阿是

3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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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属少阳，于时应春，主风，位于东方，乃调节之本，为
人身阳气出入之枢、精气出入之枢、气机升降之枢、阴
·
阳出入之枢，是调节六气开阖气化的总开关。 《素问
金匮真言论》曰：“东风生于春，病在肝，俞在颈项……
故春气者，病在头。 ”风为百病之长，风邪每每易于从
颈项部上犯，致使颈项少阳之俞瘀阻，开阖不利，枢机
反折，从而阻碍少阳之气运行。 四海是指人体分别集
合气、 血、 水谷、 髓四类物质与功能的身体组织或区
域，其加强了经脉之间的横向联系及气血、津液、脑髓
的汇通，奠定了按部取穴的理论基础，与颈项少阳枢
机联系密切。 因此，通调颈项少阳枢机是治疗疾病的
一大法门，少阳枢机针法有如此众多的治疗作用（在
此重点论述调节四海）， 正是发挥了颈项部属少阳枢
机的生理特点。
阳枢机针法调节髓海《灵枢
脉》曰：“人
·经
3郾2郾1 少
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 ”髓海位居人体至高至
阳之处，由胸腹腔处脏腑之精源源不断地上归于颅腔
蜕变汇聚而成，是人体一切生命活动与信息调控的主
·大
宰。《灵枢
惑论》大致还原了这个过程，曰：“五脏六
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 上属于脑，后出
于项中。 ”人与天地相参，人的生命必然受到天地自
然界的影响，所以整个精生髓的过程可参照“三阴三
阳开阖枢理论”进行三三类比、一一对应。
问
阳离合论》：“太阳为开，阳明为阖，少阳
《素
·阴
为枢……”自然界冬至阴极而一阳生，此时乃阳气渐
开之时，万物复苏，生意盎然，人体五脏六腑之精气随
即开始升动；夏至太阳回归之时，阴阳转枢于此，万物
由蘩秀转为肃杀， 是介于“ 长” 和“ 收” 之间“ 化” 的状
态，故精气于颈项部亦可出可入。 夏至以后，阳气渐
收，藏合于阴，万物逐渐蛰伏封藏，精气亦运行至颅腔
渐趋静谧，后汇入髓海以充养元神，中医学理论体系
的构建正是有赖于这种“天人合一，取象比类”思维的
指导。 藉此笔者得出结论： 五脏六腑作为一个整体，
可类比于太阳开机，髓海类比于阳明阖机，颈项部类
·海
比于少阳枢机。 《灵枢
论》 也说到：“脑为髓之海，
其输上在于其盖，下在风府。 ”据刘立安等考探，上
述髓海所输之两处并非髓海理论的应用性腧穴，而是
髓海之输的范围面。 从人体结构上看，这个范围面与
颈项部高度吻合， 亦有力佐证了此结论。 由此可见，
在精生髓的机制中，颈项可调控五脏六腑和髓海。 若
颈项少阳枢机运转正常，则开阖有度，五脏六腑之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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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 两者既可合用，也可次第使用。
痹开结，调和枢机，燮理阴阳阴阳是中国古
3郾1 通
代哲学思想的范畴，其变化规律来自于古代天文学圭
表实测的太极图，以一年之中阴阳之气的盛衰变化为
·阴
划分依据，则可分为三阴三阳，正如《素问
阳离合
论》所云：“太阳为开，阳明为阖，少阳为枢，太阴为开，
厥阴为阖，少阴为枢。 ”枢机在太极图上位于阴阳之
气运行的转弯处，是开阖转折处，是拐点，故气机运行
至此处易受阻而郁结，易形成穴结。 枢机又是维持气
机升降出入的关键，是枢纽，是调节阀，开则出，阖则
入， 而气机的升降出入正是人体生命活动的首要功
·六
微旨大论》所云：“出入废则神机化
能，正如《素问
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 故非出入，无以生长壮老已；
非升降，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
少阳、少阴为枢，故可出入内外，燮理阴阳开阖变化之
机。 小柴胡汤是《伤寒论》治疗少阳枢机不利的主方，
方中“ 柴胡得天地春升之性， 入少阳以生气血， 故主
推陈致新也” ， 故主开； “ 黄芩气平， 禀天秋凉
之金气……气味俱降” ，故主阖，开则舒展，阖则收
敛，两药相合以调枢机开阖、开郁结、和气化、治少阳。
枢
针十二原》言：“夫善用针者…… 犹解结也。”
《灵
·九
提示针刺治疗效应的特点在于开结， 相较于中药而
言，针刺开结的力量更强，能更有针对性地开结以调
枢机，正所谓“药所不为，针之所宜”，少阳枢机针法以
通痹开结调气针法开颈项部穴结， 从而通达少阳之
气，调节少阳的开阖气化以治疗少阳病。
四逆汤是《伤寒论》治疗少阴枢机不利的主方，方
中附子温肾回阳、破阴逐寒为君；干姜温阳守中为臣；
炙甘草益气补中，使全方温补结合，扶阳抑阴，以调节
少阴阴气的开阖，阳盛则阴阖，阳衰则阴开。 以通痹
开结调气针法和开结烧山火热补手法为主要手法的
少阴枢机针法同样通过针开腰臀部穴结，温肾散寒、
扶阳抑阴，从而通达少阴之气，调节少阴之开阖气化
以治疗少阴病。 《素问
真要大论》云“谨察阴阳所
·至
在而调之， 以平为期”， 颈项区域为“ 少阳枢机” 之所
在，腰臀区域为“少阴枢机”之所在，临床上少阳枢机
针法和少阴枢机针法合用旨在恢复阴阳二枢机之开
阖气化，从而使机体达到三阴三阳之气运行和气化既
不太过、也无不及、协调有序、开阖有度的状态，如此
则诸病皆愈，正所谓“阴阳自和者，必自愈”。
守颈项少阳之枢，主风，知调四海颈项部区
3郾2 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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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生发之纪，颅腔之精守封蛰之律，精的运行有序，则
髓海有余，人体自然“轻劲多力、自过其度”；若少阳枢
折，便无开阖，五脏六腑之精生发之纪失守，颅腔之精
封蛰之律尽失，精的运行失常，则髓海不足，继而“脑
转耳鸣、胫酸眩冒、目无所见、懈怠安卧”。
阳枢机针法调节气海 《灵枢
论》 云：
·海
3郾2郾2 少
“膻
中者，为气之海，其输上在于柱骨之上下，前在于
人迎。 ”《康熙字典》对此输字本义的训释为“尽” ，上
下偏向于对高低范围的估量描述，故“柱骨之上下”形
容的是风府穴至大椎穴之间的范围。 人迎与喉结相
平，在胸锁乳突肌前缘，所以从整体观角度考量，此气
海之波所尽处大致是位于颈项部的范围。 气海即人
身之气汇聚之处，肾为生气之根，脾为生气之源，肺主
气司呼吸，肝调畅气机，均与气海的功能密不可分，正
生类》所云：“人之有生，全赖此气。 ” 石
如《类经
·摄
学敏院士从气海理论出发创立的，以颈前人迎穴为主
穴的“司气海，调血压”针刺技术在临床应用中已取得
了良好效果。 而少阳枢机针法同样以气海理论为依
托，通过针刺颅项部气海所输之处以调枢机、理气海，
进而调控肺脾肝肾诸脏及一身之气机。
阳枢机针法调节血海及水谷之海“审守其
3郾2郾3 少
·海
输”是《灵枢
论》对于四海病候的治则，上文也提到
四海之输并非所输处腧穴的简要罗列，而是指代一个
范围。 由于经文中水谷之海和血海所输处的空间跨
度较大， 尚不能将其限定统一至人体的任一解剖范
围，故临床实用性较差。 不过本课题组基于长期临床
实践发现， 颈项部亦有调节血海及水谷之海的功能，
分析后认为其原因可能与以下两个方面有关， 一方
·海
论》所云“夫十二经脉者……乃合之于四
面，《灵枢
海乎”，可见四海发源于十二经脉之营卫血气，故四海
之间互根互用，皆可渗灌濡养，调其虚实之际不能不
整体考虑四者之间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关系，故颈
项在调控髓海和气海的同时，亦对血海和水谷之海产
生一定的影响。 另一方面，《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
云：“肝藏血，心行之，人动则血运于诸经，人静则血归
于肝藏，何也？ 肝主血海故也。 ” 冲脉者为血海。 《灵
·海
论》曰：“胃者为水谷之海。”《金匮要略》云：“见肝
枢
·宝
知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 ”《素问
命全形论》载：
得木而达。 ”皆点明冲脉血海和脾胃水谷之海皆由
“土
肝所主，而肝之气化集中输注于颈项，故少阳枢机针
法能够通过调节少阳枢机，而调节血海和水谷之海。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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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扶腰臀少阴之枢，主寒，尽消阴翳腰臀部区
域属少阴，于时应冬，主寒，位于北方，是调节三阴开
阖气化的主开关。 寒为阴邪，最易伤人阳气，乃百病
之源，风、暑、湿、燥、火皆可由寒气所生，故外感内伤，
·至
寒邪为多。 《素问
真要大论》曰：“寒者热之。 ”综观
寒杂病论》之论“伤寒为病者，以其最盛杀厉之气
《伤
也”，其伤寒部分实则乃论伤寒和伤阳为病， 始终贯
穿着扶阳除寒的思想。 后世医家郑钦安受张仲景的
影响，善用附子及四逆辈化裁而治疗百余种疾病，郑
氏认为：“桂附干姜，纯是一团烈火，火旺则阴自消，
如日烈而片云无。 ”冯师临证也极力推崇《黄帝内经》
“阳
气者，若天与日”的思想，重视肾阳的温煦作用，倡
导针刺腰臀区域以温扶少阴之真元，从而治疗各种阴
匮真言论》：“北风
寒性疾病，其理论来源于《素问
·金
生于冬，病在肾，俞在腰股……故冬气者病在四肢。 ”
马莳《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注曰：“《阴阳应象大
论》谓在天为寒，在脏为肾，故人之受病当在于肾。 凡
外而腰股之所，乃肾之分布也，则俞穴之在腰股者，其
·脉
并从之而外应矣。”《素问
要精微论》中也记载：“腰
者，肾之府，转摇不能，肾将惫矣。 ”冯师多年来发现，
以开结、烧山火为核心手法的少阴枢机针法，其温通
少阴、 温阳除寒的力量有时甚至超过“ 姜附桂” 等中
药，并且温通作用迅速，温热作用持久，热至病所，阴
翳之证常常能应手而消，充分体现了少阴枢机针法的
温通之力、温补之力、温热之力、除寒之力。 少阴枢机
针法通过调肾气、通肾气、温肾气、补肾气、祛寒邪以
调少阴枢机开阖，从而恢复少阴之气的运行和气化作
用，实现调畅少阴及三阴气机、气化的目的。
机针法的技术操作规范
4 枢
《灵
·根
枢
结》：“太阳为开，阳明为阖，少阳为枢，
太阴为开，厥阴为阖，少阴为枢…… 枢折则脉有所结
而不通，视有余不足，有结者皆取之。 ”此经文再度提
到了三阳三阴的气化作用，叙述似乎相对繁复，但实
则重点突出了后半句—“枢机不利”的针刺治则。 “枢
折”即指少阳、少阴为枢的功能失常，其病理表现为脉
有所结而不通，紧接着便确立了“视有余不足，有结者
皆取之”的基本治则。 承淡安先生对此也认识到：
“第
仲景复以病态及病灶之领域所在， 结合寒、 热、
虚、实、表、里，而分立六经辨证。 ”受此启发，枢机针
法的操作特点是以“神客共会”的动态腧穴观— 穴结
为线索， 运用系统化的针刺手法体系— 通痹开结调
3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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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结，发挥探结寻结的诊断过程；臣法即捣法和恢刺
法，为核心的开结针法；再根据穴结的不同灵活配伍
枢
针》的五刺、九刺和十二刺，为佐法；使法为
《灵
·官
赤凤迎源，以激发经气、留滞经气并调和诸法。 常规
情况下，针开颈项区域少阳枢机和腰臀区域少阴枢机
的穴结，即可通调六气的运行和气化，但如果其余四
部区域（太阳、阳明、太阴、厥阴）出现顽固性的病结，
则仍需针至病所以精准解结。
阳枢机针法的操作细则风府穴是少阳枢机
4郾3 少
针法中的主穴，其针刺方法不同于现有的操作：患者
取俯卧位， 医者先用押手切诊后正中线上的枕骨下
缘， 向上5mm 做定位标识点， 选取0郾4mm×25mm 的无
菌针灸针， 从定位标识点向上方呈45～50°刺入毫针，
缓慢试探进针，至针尖触及枕骨面，方可行通痹开结
调气针法：反复向左、右两侧从天部针至地部，细心感
受指下针感以探寻病结，探至病结后，以病结为中心
不断提捣，有如鸡雀之啄食，可以配合数次向左、右方
向的摇摆、撬拨，使手下的紧疾感、坚硬感、砂样感或
针尖被禁锢感消失， 直至出现徐和感。 最后刺手拇、
食两指捏持针柄呈交互状，细细捻搓数次，然后张开
两指，一搓一放，状如飞鸟展翅，搓摩约呈720°，使针
感向四周及深部放射， 刺激量以患者能耐受为度，留
作时必须严格掌握针刺的角度和深度，切
针
30min。 操
忌使用长于25mm的针灸针， 以防刺入枕骨大孔伤及
延髓。 其余配穴常规进针后也应按通痹开结调气针
法的步骤操作。
风府穴区位于寰枢关节处，此关节是颅项交界区
活动的枢纽， 是脊柱诸关节中活动度最大的关节，易
出现位移、紊乱，故而是颈项部最易形成穴结的部位。
椎动脉在寰枢关节部有4个接近90°的弯曲，寰枢关节
一旦出现紊乱，不仅会压迫椎动脉和高位颈髓，引起
椎-基底动脉缺血，还可诱发交感神经症状。 少阳枢
机针法通过针刺寰枢关节部风府穴区的穴结，能够使
椎动脉血液运行得到明显改善，同时降低颈交感神经
的兴奋性，使椎动脉交感神经丛得到良性调整，从而
改善脑干中网状结构、 前庭神经核区和内耳的血供；
另一方面针刺至枕下肌群， 此处有丰富的本体感受
器，可以传递本体感觉，对硬脑膜进行有效的张力监
测。 少阳枢机针法通过多向透刺整个颈项部区域的
穴结，对颈丛、臂丛和颈交感神经节均能起到调节作
用，也能够直接或间接地调节颅神经和脑功能；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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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针法，辨结开结，以调枢机。
客共会，从结立论结，原指用绳、线、皮条等
4郾1 神
绾成的疙瘩， 在中医学中有凝结、 不畅之义， 并以脉
象、病名、证型等形式记载于文献，在经络系统中多以
·
结节、斑疹、条索等病症反应点的形式出现。 《灵枢
九针十二原》对此专门进行了论述，曰：“神乎，神客在
·小
门。”《灵枢
针解》注“神客者，正邪共会也，在门者，
邪循正气之所出入也”，表明腧穴乃神客相争、相互博
弈之要地，若正虚无力祛邪外出，则神气和客气易共
会于腧穴内。 《伤寒贯珠集》有云：“盖邪气入里，必挟
身中所有以为依附之地。 ” 腧穴虽非皮脉肉筋骨，但
必有有形之物可供邪气依附、客居，从而形成有形之
穴结。 若穴结处于颈项区域和腰臀区域，就会继发
枢机不利，导致六气运行和气化障碍而发病，故而针
刺调枢机当从结立论。 笔者临证发现人身之穴结也
大多位于颈项区域和腰臀区域， 而且以经穴成结为
主，其次是阿是穴结及奇穴结。 运用通痹开结调气针
法开结调气，结开则经络之气通，充分体现了针灸疏
通经络的作用， 从而能够恢复经络正常的生理功能。
正如《灵枢
节真邪》 所云：“一经上实下虚而不通
·刺
者，此必有横络盛加于大经，令之不通，视而泻之，此
所谓解结也。 ”结开则枢机之气行，结消方能彻底通
调少阳和少阴之开阖气化，从而恢复人体六气的正常
运行和阴阳气化协调平和的状态，正如《灵枢
始》
·终
所述：“凡刺之道，气调而止。 ”
有余不足， 有结者皆取之 《 素问
真要大
·至
4郾2 视
论》言：“结者散之。 ”穴结是邪气积于穴内，其本质上
病始生》：
·百
与积证形成的机制相同，即瘀结。 《灵枢
“积
之始生，得寒乃生。”故可将此客气主要归结于寒。
结乃寒生， 寒则气收， 寒凝则血瘀， 二者往往相互影
响，均会导致经脉的血气瘀滞不通。 由于《黄帝内经》
理论的逻辑起点是“血气”， 而非“ 气血” ， 所以解结
的过程要遵循从血到气、从形到神的治疗顺序，而非
由气到血— 疏通气血的治疗思路。 《类经图翼
卷
·四
·
针灸诸则》 云：“ 凡诸病之作， 皆由血气壅滞， 不得宣
通，针以开导之，灸以温暖之。 ” 冯师在针灸时常说：
“治
病先解结，结开病自解。 ”通痹开结调气针法先开
结，再调气，重视针刺手法间“君、臣、佐、使”的配伍关
系，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针刺的疏通作用，可以对目
标区域进行地毯式的解结，符合“有结者皆取之”的治
疗要求，是系统化的针刺手法体系。 其中君法为苍龟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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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上神经节在高血压的形成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所以
少阳枢机针法除可司气海、 主髓海， 还能够调血压。
此外，颈上神经节还通过神经纤维及神经活性物质与
内分泌、免疫系统广泛联系，参与神经-内分泌-免疫
调控， 所以少阳枢机针法在重症肌无力、 颈源性
头痛等疾病的治疗中也有着优异的表现。 由此可
见，来源众多的神经、血管分布和广泛的交通是少阳
枢机针法治疗枢机不利和四海病的解剖基础。
阴枢机针法的操作细则肾俞是少阴枢机针
4郾4 少
法的主穴，其位于第二腰椎棘突下，后正中线旁开1郾5
寸处，与肋弓下缘齐平，相当于第三腰椎横突的位置。
针刺方法也不同于现有的操作，是在通痹开结调气针
法（同前文所述）的基础上，向内斜刺至第三腰椎横突
上，重点配伍针刺补法，特别是烧山火手法，遵循《难
十八难》“得气，因推而内之是谓补” 的原则进
经
·七
行操作。 烧山火来源于《黄帝内经》，属于复式针刺手
法中的补法，具有温阳除寒的功效，擅长治疗各种寒
湿顽痹。 《素问
解》曰：“刺虚则实之者，针下热也，
·针
气实乃热也。 ”其中“针下热”和“虚实”已涉及烧山火
热补法的核心概念，只是尚未提出具体操作步骤和名
·窦
·标
称。 元
汉卿《针经指南
幽赋》中载有寒热补泻
法：“动退空歇，迎夺右而泻凉；推内进搓，随济左而补
·金
针赋》中也明确提及烧山火
暖。 ” 其后《针灸大全
的操作手法和针感要求，谓：“烧山火，治顽麻冷痹，先
浅后深，用九阳而三进三退，慢提紧按，热至，紧闭插
针，除寒之有准。 ” 冯师对烧山火进行了由博返约的
归纳、提炼，认为烧山火手法之精髓在于针刺时向里
用力，结开气至气聚是取效的基础，临床上取热迅速，
方便快捷。 具体操作步骤包含速刺进针、 分层操作、
行针探结、重在开结、结开则气至、气至后行重插轻提
的补法以及搓针取热， 以充分激发气的温煦作用，具
有易学、易用和实用的特点。 因通痹开结调气针法中
苍龟探结、 捣法等核心开结手法也主要是向里用力，
所以在本质上亦属于烧山火的初步应用，故二者合用
可起到类似中药“相须”的增效作用，可称作“开结烧
山火热补手法”。 患者随着针开结开，气至气聚，往往
立即出现腰部的热感，扪之可感灼手；若再进一步在
其他腰臀腧穴施此手法， 甚至可出现全身的热感，并
且温热作用持久，热至病所。 需注意的是针刺方向应
为向内30～45°，深度必须达到腰椎横突，切忌针过横
突，以防止伤及肾脏、血管等重要解剖结构。 其余配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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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常规进针后也应按通痹开结调气针法和“开结烧山
火热补手法”的步骤操作。
肾俞穴区位于腰三横突处，下方皮肤较厚，皮下
组织致密，深处有胸腰筋膜、竖脊肌、腰方肌、肾脏等，
更有腰大肌在内，受到第1～3腰神经节段支配。 以少
阴枢机针法在肾俞穴区多向透刺穴结，可以刺激髂腹
下神经、髂腹股沟神经、生殖股神经、股外侧皮神经、
股神经、闭孔神经、臀上皮神经等众多来自腰丛和腰
外侧束的神经分支；在整个腰臀区域透刺穴
1～ 腰
3后
结，可涉及腰丛、骶丛和腹腔丛、腹下丛，这些神经支
配了从下腹部到下肢的区域。 其次，肾阳虚证的物质
基础在于下丘脑-垂体-靶腺轴的功能低下， 有研究
表明“肾俞”穴区和肾上腺在感觉和交感神经支配方
面存在节段性联系，刺激肾俞穴能够通过垂体
上
-肾
腺轴降低血清促甲状腺激素（thyroid stimulating hor鄄
水平， 可对肾阳虚证起到治疗作用，
mone，TSH） 的
故而少阴枢机针法可治疗各种阴寒性疾病。 总之，腰
臀区域的肾俞穴堪称人体能量最大的腧穴之一，是强
壮延年、未病先防的保健要穴，也是腰部活动的枢纽
和受力最大、最易损伤、最易形成穴结的腧穴部位。
阳枢机针法和少阴枢机针法的次第使用少
4郾5 少
阳枢机和少阴枢机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二者
在生理病理上均可相互影响。 从藏象角度而论，《医
宗金鉴》有云：“盖肾为坚藏，多虚少实，因肝本为子，
偏喜疏泄母气。 ” 从髓海角度来看，肾主精生髓、益
髓海， 少阳枢机可调节髓海。 从血气运行角度出发，
·卫
《黄
帝内经灵枢集注
气》曰：“脉内之血气，从气街
而出于脉外。 脉外之气血，从井荥而溜于脉中，出于
气街。 ” 通过气街和井荥输经合的中转，少阳三焦和
少阴血脉之间形成了一个相互连通的经气运转环路，
从而沟通了少阳枢机和少阴枢机。 《素问
论》 云：
·厥
“少
阳厥逆，机关不利，机关不利者，腰不可以行，项不
可以顾。 ”正是少阳枢机不利影响到少阴枢机的典型
例证。少阳为春在东属风，少阴为冬在北属寒，《素问
·
骨空论》曰，“风者，百病之始也”，寒为百病之源，并且
在所有的六种气象因素中，《黄帝内经》 认为致病最
多、最广的是寒邪，笔者临床常常将少阳枢机针法和
少阴枢机针法合并使用，一体一用，一阴一阳，一上一
下，一标一本，一虚一实，一表一里，一风一寒，从枢机
之穴结入手， 开穴结、 消病结、 通经络、 调枢机、 和开
阖、畅气机、除风寒、祛六淫、理四海、调精气、温阳气、
[38]

[39]

[40]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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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阴翳、行六气、复气化，使气机升降出入协调有序， 对病情取其所宜，正如《素问
部九候论》所云“无问
·三
·生
六气的运行和气化得到恢复，阴阳之气化随着天地太 其病， 以平为期”， 以及《 素问
气通天论》“ 因而和
极图的运行变化而变化，既不太过，也无不及，最终达 之，是谓圣度”。 见图
3～5。
到气化相宜、开阖有度、阴阳自和的“圣度”状态，并针
冯师临证运用枢机针法除少阳病（寒热、郁证、中

图3 少阳枢机针法
Fig.3 Shaoyang Shuji Acupuncture

图4 少阴枢机针法
Fig.4

Shaoyin Shuji Acupun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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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5

Shuji Acupuncture Full Picture

肢麻痛，头晕头痛，腰痛不可俯仰，纳寐可，小便清长，
大便稀薄，舌质紫，苔白，脉沉细。 查体：右膝微肿，浮
髌试验阳性， 过伸、 过屈试验阳性。 中医诊断： 痹证
（少
阴病、少阳病）；辨证：阳虚寒凝、阳气不升、枢机不
利。 西医诊断：1.膝骨性关节炎（双侧）；2.混合型颈椎
病；3.L4～5腰椎间盘突出症。 治法：通痹开结、调和枢
机、温扶少阴、通达少阳。 针刺方法：枢机针法，拟五
次为一个疗程。 在行烧山火时患者便感双足冒凉风，
随即出现腰部发热，热感沿着臀部和双下肢传导到双
膝，之后达双足，最后逐渐出现上肢及全身的热感。
二诊。 患者步伐好转， 已不用拄
2020年
6月
20日
拐，诉冷痛已消大半，可脱去一层棉裤，且头晕头痛、
双臂麻痛等明显减轻，继续用枢机针法治疗。
三诊。见其穿牛仔裤前来，喜形于
2020年
6月
24日
色，诉诸症皆已明显缓解，后又继续枢机针法治疗，至
中旬去山西旅游月余而无恙。
8月
按语：本案患者年逾五旬，病源于素体阳虚，复感
寒邪，寒邪侵犯少阴、少阳。 阳虚寒凝，阳气不升，水
气不化，滥溢肢体，则下肢沉重冷痛，屈伸不利，甚则
冷入骨髓， 如浸水中； 寒邪深入其里， 则表现为舌质
紫、脉沉细。冯师认为枢机针法作为一种非药物疗法，
其疏解少阳、温通少阴的力量可与小柴胡汤和四逆汤
相媲美，并且具有见效迅速、操作简便安全、无毒副作
用等优势，故以针代药。 初诊时便已见效，三诊后诸
症皆明显缓解，枢机针法之疗效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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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等），少阴病（腰痛、尿失禁、癃闭等），髓海病（耳鸣、
眩晕、头痛等），气海病（高血压、咳喘、鼾症等），冲脉
血海病（月经不调、痛经、绝经前后诸症等）及水谷之
海病（ 胃痛、 呃逆、 呕吐等） 等外， 用于运动系统疾病
（颈
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膝关节炎等），神经系统疾
病（帕金森病、三叉神经痛、重症肌无力等），免疫系统
疾病（ 强直性脊柱炎、 类风湿性关节炎、 干燥综合征
等），皮肤类疾病（荨麻疹、带状疱疹、湿疹等），心神系
疾病和五官类疾病等诸多系统科别疾病的治疗，也取
得满意的疗效。
案举隅
5 验
患者梅某，女，55岁，2020年
初诊。患者自
6月
17日
诉反复双下肢冷痛8年，冷入骨髓，如浸冷水，尤以膝
关节为甚， 三伏天仍需穿两层厚棉裤并带护膝御寒，
受凉、劳累后加重，得温则缓，屈伸不利，步履艰难，曾
去多处就诊，口服多种中西药，行针刺、艾灸、理疗等
多种疗法，缓解均不明显，近半年来上述症状加重，遂
至我科就诊。 辅助检查：双膝关节磁共振成像（mag鄄
： 右
膝关节少量积
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 示
液，右膝半月板后角Ⅱ度损伤，左膝前缘及两侧缘软
组织挫伤。 腰椎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r to鄄
：L4～5 椎
间盘向后突出。 颈椎五位片
mography，CT）示
口位+正侧位+双斜位）示：生理曲度反弓，寰枢关
（张
节左侧间隙变窄。 刻诊：其人拄双拐前来，面色白，
双下肢冷痛，无关节变形，无晨僵，伴颈项僵直，双上

图5 枢机针法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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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枢机针法乃冯军教授继承《黄帝内经》和《伤寒杂
病论》的六气气化理论总结出的新针法，其中首次提
出了诸多创新性认识：通过重新解读《伤寒论》中的针
灸学思想，提出完整的六经枢机开阖针法；太极图是
奠定中医理论的科学模型图，基于太极时相图中天人
相应的中医气化核心理论，绘制出人体六气（六经）太
极运行模型图；厘清《伤寒论》之六气和五运六气之六
气的内涵差异；提出枢机部位横向取穴法，并确立颈
项少阳枢机和腰臀少阴枢机的穴结为治疗靶点；阐述
少阳枢机针法治疗四海病的理论依据；提出治病先治
结的穴结理论、通痹开结调气针刺手法和“取热迅速、
方便快捷”的开结烧山火热补手法，并揭示风府和肾
俞等腧穴全新的定位、针刺方法、重要作用和起效机
制，使针灸的治疗目的从通经络转化成通六气、复气
化、和阴阳；最后进一步明确天人相应观，随天时、气
化复、 阴阳和， 即人体阴阳之气化随着天地太极图
的阴阳气化变化而变化， 以达到气化相宜、 开阖有
度、 阴阳自和的动态平衡的“ 圣度” 状态。 枢机针法
这一新针刺疗法的提出，必将对针灸学的发展产生积
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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