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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腰痛是因外感、内伤或挫闪跌扑导致腰部气血运行不

畅，或失于濡养，引起腰部疼痛为主要症状的一种病症 [1]。又
称“腰脊痛”。西医视腰痛为一组临床多见的症状，病名可根
据不同的病因，病位，病性而立。如腰肌劳损，下腰痛，慢性
腰痛等。现今临床上治疗腰痛的方法已有许多，且疗效显著。
针灸疗法疗效独特，副作用小，且避免了药毒性，在临床上深
受腰痛患者欢迎 [2]。针灸的普遍运用，长期的实践使针灸方
法不断的拓展及创新，针灸方法种类越来越多，针灸的疗效
颇受重视。针灸的疗效受多方面的因素的影响，如针灸的方
式，针灸的时间，针灸的选穴等。现对针灸治疗腰痛的辨证
及选穴方法研究综述如下：

1   腰痛辨证方法
针灸治疗有其自身的诊治规律。除辨证论治外其还有辨

病论治和辨经论治 [3]。针灸治疗腰痛虽经临床不断实践治疗
方法有所拓展，但均遵循其规律。对腰痛进行辨证，辨病及
辨经，根据不同分型，进行分型论治 [4]。
1.1   病因辨证治疗 

搜集的文献中有 16 篇用到病因辨证论治。关于腰痛病
因古文献阐述颇多。元代朱震亨在《丹溪心法》中阐明湿热、
瘀血、跌扑、痰积、肾虚为致使腰痛的主要病因。现临床常根
据病因将腰痛分为风湿型、湿热型、淤血型、寒湿型、肾虚型
五型。同时临床上也常可见到以病因辨证法指导选穴的病
例。如杨辉 [5] 在针灸治疗腰痛时就根据病因辨证方法将腰
痛分型（风湿腰痛、肾虚腰痛、寒湿腰痛、湿热腰痛、瘀血腰
痛），并对各型提出相应的治则、治法、针灸选穴，并附着临床
验例证明疗效甚佳。廖庆华等 [6] 收治 56 例腰痛患者进行分
组对比治疗，发现在常规针灸治疗的基础上实施中医辨证针
灸治疗，临床疗效明显提高，疼痛程度显著改善。其中试验
组采用的即为病因辨证。
1.2   脏腑辨证治疗

搜集的文献中有 3 篇文献使用脏腑辨证治疗。早有古文
提到腰痛与脏腑的关系。《四圣心源》曰：“腰痛者，水寒而木
郁也。……寒不能生木，木陷于水，结塞盘郁，是以痛作。……
水结冰凘，根本失荣，生气抑遏，则病腰痛。”“腰者，水之所
在，腹者，土之所居。……癸水既寒，脾土必湿，湿旺木郁，肝
气必陷，陷而不已，坠于重渊，故腰痛作也。”腰痛发生与肾
肝脾联系密切。现今也有医者从脏腑辨证治疗腰痛。临床
上李贵先生以肝肾同治法 [7]，针刺百会、夹脊、命门、肾俞、肝
俞、上髎至下髎，委中治疗腰痛，疗效显著。李秀娟等 [8] 采用
腹针疗法在腹部取穴 ( 中脘穴，下脘穴，气海穴，水分穴，关元

穴，外陵穴，气穴，气旁穴 ) 针刺治疗肾虚型腰痛，临床疗效比
普通针刺（肾俞，大肠俞，委中）显著。
1.3   经络辨证治疗 

文献中有 14 篇运用辨经论治。经络在人体类贯穿上下，
沟通内外，能够运行气血、联系脏腑，调控整个人体功能。经
络辨证是临床上针灸疗法独具特色的诊治方法。
1.3.1   十二经脉

经络虽贯穿人体内外上下，相互联系，但不同经络为病，
引起的临床表现也会不同。《素问·刺腰痛》曰：“足太阳脉令
人腰痛，引项脊尻背如重状……少阳令人腰痛，如以针刺其
皮中，循循然不可以俯仰，不可以顾……。”此篇分别详细阐
述了足三阳经、足三阴经以及奇经八脉为病所致腰痛的相应
临床表现，以及选取相应的腧穴及治疗方法。《灵枢·本输》云：

“凡刺之道，必通十二经络之所终始。”十二经脉是经络系统
的主体。现临床上常见到用经络辨证法将腰痛分型，主要有
太阳腰痛，少阳腰痛，阳明腰痛，少阴腰痛，厥阴腰痛，太阴腰
痛六型 [9]。刘本云 [10] 用经络辨证治疗腰痛，临床结果表明采
用经络辨证并循经远部取穴治疗腰痛可明显提高临床疗效。
1.3.2   十二经筋   

关于十二经筋，《说文解字》云：“筋，肉之力也”，是可产
生力量的肌肉。《素问·痿论》云“宗筋主束骨而利机关也”。
针刺关节附近的肌肉、肌腱附着点，可松解筋膜、舒缓拘急。
傅文等 [11] 运用关刺法以经筋理论选取手三里、阿是穴治疗肘
腰痛，疗效满意。李军霞等 [12] 临床上以经筋理论为指导，采
用经筋手法结合经筋火针治疗腰痛，疗效显著。
1.4   其他

李千里 [13] 用醒脑开窍法选取水沟、尺泽、肾俞、次髎、委
中、太溪针刺治疗腰肌劳损型腰痛。所选的 30 例患者经针
刺治疗后，总有效率达 96.67％，疗效显著。说明“醒脑开窍”
针法同样适用于腰痛治疗。Phebe Dharmawirya[14] 利用原络
配穴法选取原穴太溪，络穴飞扬，及肾俞，大肠俞，次髎，秩
边，委中针刺治疗非特异性下腰痛，疗效较常规针刺组显著。

2   腰痛针灸治疗选穴
《针灸大成》曰：“故不得其要，虽取穴之多，亦无以济人。”

强调取穴须得要领，选穴需精当。临床上因医者个人医术水
平及临床经验不等，现针灸治疗腰痛没有固定的处方。周德
祥等 [15] 检索古文中关于针刺治疗腰痛相关文献，搜集从《黄
帝内经》到《医宗金鉴》共 32 册，整理总结出共用穴位 78 个，
其中被选用 8 次以上的穴位从高到低有委中穴（22 次）、肾俞
穴（21 次）、环跳穴（16 次）、昆仑穴（12 次）、足三里（10 次）、
阳陵泉（8 次）。本文筛选整理的 60 篇文献中，治疗腰痛所选
用的主穴中超过 10 次以上有：肾俞 40 次，委中 39 次，大肠
俞 37 次，夹脊穴 25 次，阿是穴 19 次，环跳穴 14 次，阳陵泉
12 次，关元穴 10 次。关于取穴方法有以下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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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根据经络取穴
也叫循经取穴。主要有两种，即体现“腧穴所在，主治所

在”规律的循经近部取穴法，和根据“经脉所过，主治所及”
规律所用的循经远部取穴法。
2.1.1   近部取穴

白世平 [16] 临床上针刺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时，在腰部局
部选取八髎穴针刺治疗，镇痛效果显著。孙远征等 [17] 选取腰
背部疼痛处的督脉穴和相应足太阳膀胱经第一侧线背俞穴，
采用沿皮循经透刺法从上而下针刺痛处，配合电针治疗慢性
腰肌劳损。结果有效率为 93.3％，显著缓解了腰痛。
2.1.2   远部取穴 

吴志勇 [18] 循经远部取穴针刺治疗腰痛，现针刺人中、后
溪、悬钟，同时嘱患者带针进行适当的腰部活动，如前屈、后
伸、下蹲、左右侧弯等，以带动腰部气血运行。1 天 1 次，10
天一疗程。治疗 1 个疗程后，临床疗效总优良率 80.33％。
罗万东等 [19] 远部选取双侧后溪及悬钟 , 针刺后平补平泻治
疗急性腰椎间盘突出症 , 总有效率为 90.2%。结果说明针刺
后溪及悬钟不仅对腰椎间盘突出症具有良好的镇痛效果 , 还
可改善患者的功能障碍。
2.1.3   远近部结合取穴

是临床常用选穴原则。郭永灿 [20] 在近部取穴（夹脊穴，
肾俞）同时选取远端委中、鱼际穴针刺治疗非特异性下腰痛，
疗效显著。郑爽等 [21] 认为情志不畅首先波及心，而后会使
脏腑气机紊乱，气血不和。心藏神，调神针调节情志，神安则
气血和，疼痛自消。以此选取远部神庭、本神、四神聪、百会、
神门，及近部腰夹脊、肾俞、大肠俞针刺治疗慢性非特异性腰
痛。结果临床疗效有效率为 87.7%，VAS 评分较治疗前明显
降低，疗效显著。杨志峰 [22] 治疗腰肌劳损型腰痛，先远部取
穴后溪穴，在针刺的同时，结合适当的腰部运动。运动 10 分
钟后取俯卧位，针刺近部穴位肾俞、膀胱俞、大肠俞，及远部
委中。临床疗效表示后溪运动针法在改善腰肌劳损患者的
腰部功能优于传统针法。
2.2   辨证取穴

周仲瑜等 [23] 认为肾虚脉络瘀阻是导致腰肌劳损的主要
病因病机之一。因此在临床治疗上着重采用补肾祛瘀法。
以此法选取膀胱经上肾俞、大肠俞、膈俞及委中穴，肾经上太
溪、阴谷，胆经上悬钟穴，脾经上血海，大肠经上合谷穴，针刺
治疗后与对照组（针刺肾俞、大肠俞、委中、腰阳关、阿是穴）
对比。结果治疗后两组治疗均有效，而补肾祛瘀法选穴针刺
治疗效果更显著 (P<0.01)。李祺巍 [24] 认为腰椎间盘突出的
根本原因在于肾气虚衰，治本则当补肾虚。因此自创补虚配
穴法，临床治疗中选取肾俞，大肠俞，命门，委中，膈俞，脾俞，
足三里，承山，三阴交针刺治疗，不仅能够补虚，亦能调节气
血运行。临床观察中治疗效果较对照组（针刺肾俞，大肠俞，
环跳穴，委中，承扶，风市，承山，昆仑，坐骨点）更显著。
2.3   根据疼痛位置取穴
2.3.1   压痛点

何茂松 [25] 采用齐、扬针刺法针刺腰臀部的压痛点治疗腰
臀部疼痛，较其他古法针灸疗好，总有效率 97%。杨元庆等 [26]

在采用传统针刺疗法基础上，加用电针阿是穴及其对应点治疗
下腰痛，与对照组采用传统针刺治疗下腰痛对比。结果表示电
针阿是穴组治疗效果及远期疗效均优于传统针刺治疗组。
2.3.2   病变腰椎节段

周国祥等 [27] 选取病变腰椎相应节段，针刺其椎旁神经
根 , 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效果与对照组常规针刺治疗对比。
结果表示针刺病变腰椎节段的神经根和常规针刺均能改善
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症状 , 但前者的疗效明显优于后者。
石琤 [28] 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选取 L4~L5 椎间隙患侧压痛
最为明显处进针，体表位于 L4~L5 椎间隙患侧旁开 1 寸处，

治疗后其活动痛、静息痛、腰酸膝软及活动受限四个指标方
面的疗效均优于中药组。黄建华 [29] 选取与病变腰椎相对应
的双侧夹脊穴温针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同时还选有肾俞

（双）、命门、腰阳关、环跳穴，再根据不同病变腰椎节段选取患
侧阳陵泉（病变 L4~L5 者），患侧委中（病变 L5~S1 者），来温
针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结果表示其治疗效果明显优于单
纯针刺组及口服腰痛宁药物组的疗效。
2.4   按时间选穴

不同时辰电针治疗腰腿痛患者，其镇痛效果可能有所不
同 [30]。邓特伟等 [31] 认为与肾虚腰痛最密切相关的在经络主
要为膀胱经、肾经，而这两条经络在十二地支中分别对应申
时、酉时。申在酉之前，根据“虚则补其母”理论，申对酉亦
有补生作用。因此其在临床上针刺治疗肾虚腰痛时，特别选
在膀胱经旺盛的申时 ( 下午 3~5 时 ) 进行针刺膀胱经上的肾
俞和委中，及肾经上的阴谷。而对照组选穴不变，但时间均
在申、酉时之外。结果表示试验组比对照组在改善患者肾虚
腰痛方面效果更佳，疗效更好。同时也证实申时循经取穴针
刺治疗肾虚腰痛确实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
2.5   创新取穴

张文龙 [32] 针刺治疗腰痛以周然宓教授所创的“龟刺”法
选穴。所谓“龟刺”选穴，即选取双侧肾俞、L3 夹脊穴、大肠
俞与十七椎，形似乌龟。应对了“四方神”中的北方之神“玄
武”，八卦为坎，五行主水，所以龟刺法可体现补肾之意。其
临床观察中用龟刺法选穴治疗腰痛疗效与对照组（阿是穴、
患侧大肠俞、患侧委中）针刺治疗腰痛对比后，结果说明“龟
刺”治疗慢性腰痛可有效改善慢性腰痛患者疼痛程度与日常
生活能力。李国学等 [33] 临床上根据太极法选穴针刺治疗腰
痛，选穴中其认为慢性腰痛好发于腰阳关附近，因该穴如同
督脉水湿上行的关卡一般，故将中位定于此。腰阳关为中位，
其四正位可选取大肠俞、命门、十七椎，其四隅取肾俞、关元
俞、委中和承山。结果表示太极法选穴针刺加推拿治疗腰痛
与单纯推拿治疗相比，临床疗效与远期疗效都要显著。孔亚
明 [34] 将腰痛穴定于额前，具体方法为在前额划一个“+”字，

“+”字中间即定位腰痛穴。采用两步到位手法或强化针感手
法，根据患者腰痛症状，右侧腰痛或下肢放射痛在腰痛穴上
向左平刺 1.5 寸，反之向右平刺 1.5 寸，双侧都有症状向下平
刺 1.5 寸，出现局限性和强化性针感后出针。治疗腰痛的临
床疗效比对照组针刺腰夹脊穴、阿是穴、秩边、环跳、大肠俞、
委中、阳陵泉疗效要好。

3   总结
现今，随着社会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及生活

习惯的改变，使腰痛的发生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35]。据统计，
约有 80％的成年人患过腰痛 [36,37]。腰痛好发年龄在 45~55
岁 [38]。针灸疗法有悠久的历史，临床上用来治疗腰痛疗效
明确。对于腰痛辨证治疗，临床上早有医者证明对腰痛进行
辨证分型治疗疗效较不辨证分型治疗效果要好 [39]。但现今
文献中对针刺治疗腰痛的辨证分型少有探讨，大多数文献着
重强调治疗方法，对疾病辨证方法及选穴方法未进行过多阐
述。临床上运用不同方法针刺治疗腰痛时，若能辨证分型治
疗，疗效将有效提高。对于腰痛针灸治疗的选穴方法，方式
种类早以不局限于课本所学。临床上已有医者根据古今理
论及多年丰富临床经验，探索出较有效的取穴方法及穴位，
如腰三针，腰十针，太极法，龟刺法等。现今选穴方式虽已有
拓展创新，但既能提高疗效又能大范围推广使用的选穴方式
仍值得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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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为热敏穴 [11]。研宄表明，在一般健康人群出现腧穴热敏化
的比例是 10%，在 20 种疾病中腧穴热敏化则可达 70% 左右，
而在热敏化腧穴上进行艾灸治疗则更容易激发热敏化现象，
出现循经感传的概率可高达 95%[12]。

现代医学常采用镇静催眠类药物治疗，然而此类药物存
在不良反应和副作用，长期服用易产生依赖性，而热敏灸治
疗失眠具有疗效好、疗效持续、副作用少的特点，值得进一步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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