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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综述“肺与大肠相表里”的研究进展，为今后有关该理论的研究提供参考。通过对“肺与大肠相

表里”理论研究、临床研究及实验研究的文献进行整理分析，认为理论研究方面主要涉及经脉络属、阴阳学
说及藏象理论；临床研究方面，该理论主要用于指导药物治疗，包括肺病治肠及肠病治肺，针灸治疗应用较
少；实验研究，主要从实体结构、粘膜免疫、肠道菌群等方面探讨，近年来有“肠-肺轴”的提法，研究方法及角
度更多样。明确这些理论研究，将对“肺与大肠相表里”进一步、深层次的研究提供参考及方向。本文建议
对“肺与大肠相表里”的研究要采用多种方法、融合多个领域，尤其是多种组学和系统生物学方法的应用，
肺、大肠微生物研究与免疫学研究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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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肺与大肠相表里”源于《灵枢》
“肺合大

方》中 ，第 一 次 明 确 提 出 了“ 肺 与 大 肠 相 表 里 ”的 说

肠”的说法，至唐由孙思邈所明确提出，经后世医家不

法[2]，此为后世很多医家所采纳并应用于临床。从理

断发展，其指导着中医临床实践，被当今中医界及其

论构建[6-7]和古代数据库挖掘[8]角度分析发现，
“ 肺与大

他领域学者所重视，并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工作。通过

肠相表里”涉及的核心理论主要有经脉络属、藏象理

综述目前对“肺与大肠相表里”的理论研究、临床研究

论、阴阳学说、气机升降以及津液代谢，故相关学者的

及实验研究进展，以期对今后有关该理论的研究提供

研究主题多从这几方面进行理论探讨。

参考及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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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经脉、脏腑表里相关的建立-经脉络属、藏象理论

与阴阳学说

理论研究

阴阳理论的影响下，脏腑的三阴三阳属性得以确
[9]

当今人们多将“肺与大肠相表里”理论追溯至《黄

立 ，则肺属太阴，大肠属阳明。而阴经与阳经的表里

帝内经》
（以下简称《内经》
），认为《灵枢》所提出“肺合

关系在此之前已经存在，如《灵枢·九针论》曰：
“ 手阳

大肠”是关于“肺与大肠相表里”最早的描述

[1-3]

。有学

者认为二者并不能完全等同，
“ 肺合大肠”应为其前身
[4-5]

明太阴为表里”，借由这一中介，建立起五脏与六腑的
相合关系，肺与大肠的相合关系形成，如《灵枢·本输》

。至隋朝，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所言“肺

曰：
“ 肺合大肠，大肠者，传道之腑。”继而“根据脏腑的

与大肠为表里，而肺主气，其候身之皮毛”已与“肺与

‘相合’关系确定十二经脉与脏腑之间在经脉联系上

大肠相表里”十分接近。唐代孙思邈在评注《华佗神

的‘属络’关系”[10]，肺与大肠的“属络”建立，如《灵枢·

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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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脉》曰：
“ 手太阴之脉，起于中焦，下络大肠”。自此
经脉、脏腑的表里相关关系确立，如《素问·调经论》

2.1

2.1.1

曰：
“ 五脏者，故得六腑与为表里……”，但“肺与大肠

药物治疗
肺病治肠-肺病及肠和给邪出路
肺病可及肠，如《素问·咳论》曰：
“ 肺咳不已，则大

相表里”未被明确提出。而正由于经脉与脏腑相连，

肠受之”。肠病之后，传导失司，影响肺之宣肃，会进

经脉为人体气血运行的通道，这就促进了肺与大肠在

一步加重肺病，故治肠有助于肺病的缓解。临床多见

气血津液等生命物质中的关联。[11]

此肠病表现为便秘，即便干或排便困难。有研究表

1.2

气机升降

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急性发作期，患者有

“气机的升降出入是人体气化功能的基本形式，

脏腑的气化运动，就是升和降的矛盾统一，即所谓气
[12]

机升降。” 而肺肠通过经脉相互络属，故林炜烁等

[13]

认为肺肠气机升降是肺肠产生气化功能的机制。肺
主一身之气的生成和运行，如《素问·六节藏象论》曰：
“肺者，气之本。”
《素问·五脏生成》曰：
“ 诸气皆属于

68.70% 伴便秘症状，通腑利肠在缓解便秘的同时也改
善了肺部症状。[17]疾病迁延不愈，转为稳定期，肠道受

累不减，有学者根据“肺与大肠相表里”理论，采用其
自拟补肺通腑汤治疗 COPD 稳定期患者 32 例，取得较
好疗效。 [18]而对咳嗽，江志超[19]认为在治肺的同时，加
用润肠通便的药物，其治疗时间会明显缩短。

肺。”肠传导功能的维持有赖于肺气的肃降，如《医精

肺病未及肠，即只见肺病而未见便秘或泄泻等肠

经义》曰：
“ 大肠所以能传导者，以其为肺之腑。肺气

病，此时治肠（主要为通腑）则是给邪出路。中医儿科

下达，故能传导。”肺气甚或一身之气的升降协调也要

名家汪受传[20] 遵“逐邪不拘结粪”说，在小儿感冒的治

依赖大肠的传导功能，如《类经》曰:“大肠与肺为表里，

疗中加入通腑之品，使邪热从大肠而出，取得较好疗

肺藏魄而主气，肛门失守则气陷而神去，故曰魄门。

效。张英谦等[21]在重症肺炎患儿的治疗中联合清热化

不 独 是 也 ，诸 府 糟 粕 故 由 其 泄 ，而 脏 气 升 降 依 赖

瘀散（方中含生大黄、枳实、厚朴），降低了患儿胃肠功

以调。”

能障碍发生率，提高了临床疗效。这种处理方法在成

1.3

人急性肺炎的治疗过程中也得到印证，罗永宽[22] 将住

津液代谢
肺主通调水道，大肠主津，二者在津液代谢方面
[14]

相辅相成。 肺与大肠通过经脉相连，可作为津液运
行的通道。肺主行水，可将水液输送到大肠，使大肠
无津枯液竭之害，保持正常传导功能，如《素灵微蕴》

院治疗的 136 例急性肺炎患者随机分为清肺化瘀泻肠
汤组（方中含生大黄，用量以缓泻糊状大便 2-3 次/d 为

准）和青霉素组，各 68 例，结果清肺化瘀泻肠汤组痊愈
率（82.4%）远高于青霉素组痊愈率（47.1%）。肺癌的

曰：
“ 肺与大肠表里同气，肺气化津，滋灌大肠，则肠滑

治疗亦可从通腑入手，杨佩颖等[23] 认为贾英杰教授采

而便易。”同时，肺通调水道功能正常，不会使过多水

用通利大肠的方法，可使壅阻于肺部的痰痕等病理产

分从大肠排出，保证了大肠燥化功能的正常发挥。

[15]

大肠重吸收由小肠下移的饮食残渣和剩余水分中的
部分水液，转输到肺中，进而布散到全身。
2

物从下而去，从而有利于疾病的恢复。
2.1.2

肠病治肺-肠病及肺和间接治疗
肠病可及肺，肺病会加重肠病，治肺有助于肠病

的缓解。肠病可波及到肺，古人已有认识，如《黄帝内

临床研究

经太素·卷三》记载：
“ 邪客大肠及手阳明脉，大肠中

在汉代之前，表-里诊治体系多应用于针灸治疗，
[16]

热，大便难，肺气喘争，时有飨泄也”。现代医家在大

用于指导药物治疗并不多见。 同样地，
“肺与大肠相

肠癌的临床研究过程中，也发现其发生肺部转移的风

表里”构建之初亦是用于指导针灸治疗，
“ 肺合大肠”

险较高，进一步印证了肠病可及肺这一临床现象[24-25]。

凡两见于《灵枢》便是例证。继《伤寒杂病论》，药物治

统计分析，属于大肠癌中医药临床研究或临床疗效观

疗学兴起，
“ 肺与大肠相表里”逐步被用来指导药物治

察类文献中的用药情况，发现入肺经的药物占比较

疗。迨至宋金元，药物归经理论形成，药物治疗更占
主流。在中国知网中以“肺与大肠相表里”为主题词
检 索 文 献 ，也 发 现 这 一 理 论 见 于 药 物 治 疗 的 报 道
更多。
2

高，达 33.5%[26]。许多医家在治疗大肠癌和溃疡性结
肠炎等肠病的同时多兼宣肃肺气及补益气津，临床取
得较好效果[27-30]。
肠病未及肺，即只见肠病而未见咳嗽、气喘等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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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治肺则为间接治疗。
“ 肺主要通过对气机和津液的
调节两个环节影响着大便，由肺病所致的大便异常，
无论便秘或泄泻，均可从肺论治，此法称为‘肠病治

肠，通过对 50 例肺炎患者的尸检研究表明，在肺部病

理改变的同时，多兼有肠道充血水肿、大肠腺杯状细
胞减少、糖蛋白和黏蛋白含量降低等病理改变[39]。

肺’。”[31]对于便秘的治疗，在局部治疗的基础上多重视
调理肺部气机和补益气阴

[32-33]

相似的，结扎大鼠肠系膜淋巴管，结果对失血-脂

。而对泄泻的治疗，古

多糖(LPS)所致急性肺损伤(ALI)表现出拮抗作用，表明

已有喻嘉言立“逆流挽舟”法，虽为肺感外邪致泄所

肠系膜淋巴液在大鼠急性肺损伤中发挥重要作用，提

设，现已扩展不拘外感
2.2

[34-35]

,可作为间接治疗法。

示淋巴管可能是肺与肠道相互关联的一条途径[40]。
另有学者[41-42] 在研究经络的实质过程中，提出经

针灸治疗——被忽视的针刺理论

据黄龙祥[6]763 先生的考证，针刺之难在于手法，
《内

络的解剖学基础是人体筋膜支架，构建了一个新的

经》中虽有关于补泻手法的明文规定，但时人已有异

“自体监控系统”。肺与大肠亦是通过经络相连，此项

解，后人更多分歧，所以针术难传，这是针法难行的第
一个原因；古代针师多秘其术而不轻易示人，所以古
针方鲜有注明针法者，偶有出注者，也多语焉不详，这

研究从另一个角度为肺、肠连接找到了实体结构。
3.2

粘膜免疫
“粘膜免疫系统由呼吸道、胃肠道、泌尿生殖道及

是针法难行的第二个原因。而随着药物治疗学的兴

某些外分泌腺(如泪腺、唾液腺和乳腺等)粘膜相关的

起，
“ 肺与大肠相表里”逐渐被改造为药物治疗理论，

淋巴组织共同构成的相对独立的体系，由于其所处的

故而如今见诸针灸治疗的报道要少。而在已有的临

解剖位置和分布部位的特殊性粘膜免疫系统既是机

床报道中，有人通过梳理相关临床资料认为针灸临床

体系统免疫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具有其相对独立

实践中肺、大肠经穴治疗脏腑表里相关疾病，主要表

性。”[43] 其中呼吸道和胃肠道具有典型的粘膜结构(主

现为肺经穴位治疗大肠疾病，大肠经穴位治疗肺系疾

要有上皮、固有层构成)，都是人体与外界接触并完成

[36]

病 。另有人把“肺与大肠相表里”放在经、穴互通的
视角下研究，指导针灸治疗主要体现在“表里同治”和
[37]

应的主要场所，并通过“归巢”及共同免疫系统相联
系，成为二者相关性的重要基础[44]。探讨哮喘发病过

“表里互治”两个方面 。
3

物质交换的部位；都能分泌大量 sIgA，是 sIgA 免疫反

程中粘膜免疫和“肺与大肠相表里”的关系，发现大鼠

实验研究
古人眼中肺与大肠借由经络直接相连，通过气血

津液相互影响。另外，在“经络实质”研究的大背景
下，初期阶段许多学者致力于研究发现肺肠相连的实
体结构，但经多年探索并未得到学界公认的此种实体
结构。此后开始转变思路，认为肺肠相关可能并不是

的肺、大肠中 CD4+ 、CD8+ 的表达明显增高，认为 CD4+ 、
CD8+T 淋巴细胞在一个侧面为“肺与大肠相表里”提供

了物质联系[45]；而 eotaxin、mRNA 及 SIgA 等介质在肺和

肠道中的同时表达，也表明其与这一理论密切相关[46]。
3.3

肠道菌群
迄今为止，胃肠道仍然是研究得最好的与宿主相

借由某种实体结构直接产生，而可能是一个涉及多因

关的微生态系统，一方面因为其丰富的微生物种类，

素的动态过程，故从早期胚胎、信号通路、粘膜免疫多

另一方面因为微生物群可以通过粪便剖析[47]。近年

个方面进行研究，近年来更是开拓了微生物菌群的新

来，亦有人从肠道菌群的角度验证“肺与大肠相表里”

领域，提出了“肠-肺轴”的概念。

的合理性，为这一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慢性

3.1

实体结构

肺系疾病会导致肠道微生态失衡及菌群移位，而大黄

对肺肠之间实体结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血管、

能够抑制肠道细菌及防止菌群移位，达到治疗肺病的

淋巴管和筋膜支架方面。大肠损伤可通过血液循环

目的，故本研究认为纠正并保持肠道微生态的平衡可

影响到肺，如采用体外直肠不全结扎法造模，发现模

能是“肺与大肠相表里”的机制之一[48]。张良登等[49]将

型组大鼠肺部充血水肿严重，血浆内皮素（ET）水平、
血清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含量和 TNF-αmRNA 表
达明显升高，而给大承气汤后肺部充血水肿减轻，三
[37]

者水平降低 。肺部炎症亦可通过血液循环影响大

112 例患者分为肺病组和非肺病组，分析其便球杆菌
群特点，结果肺病患者存在明显肠道菌群失调。同

样，急性肺系疾病如病毒性肺部感染也可以引起肠道
微生物区系和肠道环境的改变[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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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肠-肺轴”的提出

科学命题，以赋予中医理论科学内涵。对于“肺与大

随着微生物群研究的不断深入，目前研究人员正

肠相表里”，可提出的一个重要科学命题是：肺与大肠

在研究微生物群如何影响远端部位的免疫，特别是肠

之间存在特定的联系，研究重点为揭示肺、肠相关的

道微生物群如何影响其他器官，
“ 肠-肺轴”术语便是

科学机制，而不是验证经脉循行或阴阳学说。

[47]

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下诞生的 。可见，
“肠-肺轴”是融

“肺与大肠相表里”构建之初是用于指导针灸治

合了肠道菌群和免疫学两方面的研究。已有证据逐

疗，随着药物治疗学的兴起，逐渐应用于药物治疗领

渐表明微生物可以在不同位点间直接传递，如微生物

域，而今更多用于指导药物治疗，在针灸治疗上的指

[49]

从肠道向肝的转移 ，在败血症和急性呼吸窘迫综合
[51]

导作用被忽视，针灸工作者需要进一步探索其在针灸

征中，也可观察到细菌从胃肠道向肺的传递 。现在

临床上的应用价值。药物治疗方面，肺病治肠并不都

的研究多关注各种肠道微生物的代谢物，这些代谢物

是受“肺与大肠相表里”的指导，亦受“给邪出路”或温

能够通过直接或间接机制与宿主相互作用，从而影响

病学“下不厌迟”治疗思想的指导，临床上要进一步探

[52]

[47]

宿主代谢 ，但这些代谢物对肺部的影响并不清楚 。
4

索“肺与大肠相表里”的适用情况。
实验研究方面，初始从肺、大肠之间的实体结构

展望

入手，经多年研究这种特殊结构也并未得到学界公

古人发现了肺与大肠之间的特定联系，并通过经

认。而后从粘膜免疫、肠道菌群等方面探索，多是单

脉络属、阴阳学说及藏象理论构建了“肺与大肠相表

一方法的相关性探索。随着系统生物学的兴起，多种

里”，气血津液可以通过经脉在肺、大肠之间运行，作

组学方法的应用，将微生物研究和免疫研究等可结合

为二者相互影响的媒介，亦为临床应用提供指导。然

在一起，提出了“肠-肺轴”的概念，将“肺与大肠相表

而，当今时代中医理论研究仅厘清理论的构建机制和

里”的机制研究过渡到新的阶段。

背景并不够，还应为科研工作者指出研究方向、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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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f "Superficies-Interior Relationship between Lung and Large Intestine"*
Wang Xianzheng1,2 ，Zhao Xia1,2 ，Di Liuqing2,3 ，Wang Shouchuan1,2 ，Shan Jinjun1,2

(1.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anjing 210023, China；2. Jiangsu Key
Laboratory of Pediatric Respiratory Disease, Institute of Pediatrics,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anjing 210023, China；3.College of Pharmacy,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Superficies-Interior Relationship between Lung and Large

Intestine" and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future research on this theory. Through collating and analyzing the literature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clinical research and experimental research on "Superficies-Interior Relationship between Lung

and Large Intestine" theory,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oretical research mainly involves meridians and collaterals, yin-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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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and viscera theory. In clinical research, this theory is mainly used to guide drug treatment, including lung disease
treatment of intestinal and intestinal diseases, and acupuncture treatment is less used; The experimental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the physical structure, mucosal immunity, intestinal flora and so on. Recently, there is a reference to the " the
gut-lung axis ", and the research methods and angles are more diverse. To clarify these will provide reference and

direction for further and deeper research on "Superficies-Interior Relationship between Lung and Large Intestine".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study of lung and large intestine should adopt various methods, integrate multiple fields, especially the
application of omics and system biology methods, and combine the study of lung and large intestine microorganisms with
the study of immunology.

Keywords: Superficies-Interior Relationship between Lung and Large Intestine, lung, large intestine, the gut-lung axis,
gut microbio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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