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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我国便对于经络实质展开了系统的有计划地研究，迄今为止，对经

络实质的研究及假说不计其数，但学术界尚未达成统一的认识。本研究参考了国内近五十年经络实质的研
究成果，主要从古代文献研究、现代医学研究以及其他假说的角度，对经络实质的假说进行了总结，并对经
络实质至今未有突破性见解这一现象分析了原因，且提出了建议。本研究认为，经络实质应为多系统与多
功能相整合的立体结构，不仅是一种切实存在的物质结构，更是一种功能结构，并且经络实质与人体生理病
理状态也密切相关。本研究旨在为当前经络实质的研究提供资料参考与方法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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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 络”二字同时出现，首见于《说苑》：
“ 炊灼九
[1]

文献标识码: A

出经脉是运行气血的通路，并且具有濡养、通利关节

窍而定经络”。经络 ，为经脉和络脉的总称，是人体

的作用。经络有经脉与络脉之分，经脉纵行于人体深

运行气血、联络脏腑、沟通内外、贯穿上下的通路。基

部；络脉横行于经脉之间，较经脉表浅，加强两经之间

于“经脉所过，主治所及”，导师多年致力于督脉灸疗

的联系。内部的脏腑与外部的四肢关节及腠理在经

法（督灸）临床应用及防治疾病的机制研究，并取得多

络的作用下相互联系起来。
《灵枢·动输》认为，经脉之

项研究成果。经络维系着人的生命健康，揭示经络的

间存在动静之分，十二条经脉中，唯独手太阴，足少

实质对防病治病和中医学理论创新具有里程碑意义。

阴、阳明属动。
《灵枢·逆顺肥瘦》中，根据手、足、阴、阳

1

分别明确描述了经脉的循行方向。
《灵枢·经脉》曰：

经络实质的文献梳理

1.1 《足臂十一脉灸经》与《阴阳十一脉灸经》对经络
的认识

据考证，
《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
成书于春秋至秦汉时期,是目前我国现存最早记载经
[2]

“经脉者，所以能决生死。”可见，经脉可以维系人的生
命健康，且对人的生死其起决定作用。
1.3 《难经》对经络的认识

作为四大经典之一，
《难经》中多篇内容描述经

络，指出经脉具有运行气血，通达阴阳，濡养全身的作

脉的古籍资料 。两部书中,仅列出了十一条经脉，并

用。
《难经》亦认为，经络有经脉与络脉之分，络脉是经

没有记录腧穴。经脉的循行在《足臂十一脉灸经》中

脉别出的分支，联络、沟通经脉，以保证经络的循行如

全是向心性，于《阴阳十一脉灸经》中才出现远心循

环无端，气血的得以正常转输。对于经脉分动静这一

行，为现在的经脉（如环无端的循行）奠定了基础，但

观点，该著作与《内经》中见解不同，
《难经》认为十二

两部书中对经脉描述较为简单，并不像《黄帝内经》与

经脉皆有动脉。同时，也体现了经脉与五脏六腑相

[3]

《难经》中记载的那样完善 。在《足臂十一脉灸经》和

连，且只通过寸口脉的变化便可以知晓脏腑的生理病

《阴阳十一脉灸经》的基础上，
《黄帝内经》与《难经》丰

理状态。
《难经·二十三难》记载：
“ 手三阳之脉，从手至

富完善并发展了经络的内容。

1.2 《黄帝内经》对经络的认识

《黄帝内经》是我国最早的医学典籍，
《灵枢》中指

头，长五尺……”对经脉循行的描述与《黄帝内经》中
相一致，同时，还详细记载了经脉的长短，做出了突破
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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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针灸甲乙经》对经络的认识

脊神经前、后支末端交界处分别与任脉、督脉循行部

《针灸甲乙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针灸学专

位吻合。且任督二脉上的各穴位间距离均等，与神经

著，针灸理论更加系统、更加丰富完善。该著作于卷

的前皮支排列均等也完全一致。经过经络系统的学

二中详细阐述了具体的经络理论，例如，十二经脉的

习，可得知胃经在胸腹部的循行并非一条直线，经脉

循行与长度，以及经气变动（或盛或虚）引发疾病的临

循行于腹部段比胸部段离正中线近，解剖得知，腹部

床表现；络脉、经别与奇经八脉的理论与循行；标本、

皮神经前皮支的外侧支较胸部的短。由此可见，人们

根结以及经筋的起止、循行等。由此可见，
《针灸甲乙

一度认为经络就是神经。

经》对于经络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是一次质的飞跃，并
[4]

为后世研究此学说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
综上所述，通过对古籍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古

针刺麻醉被应用于外科手术，达到同样的麻醉效

果若配合针刺可以减少麻醉药用量的 15%～25%。针
刺需在有神经存在的前提下才能发挥镇痛作用，针刺

人探测的经络是一种特殊的结构，不仅为实实在在的

达到镇痛作用按照解剖学理论解释，应该是针刺在同

结构，更是一种功能结构。虽然各古籍对于经络循

一个脊髓节段发挥的镇痛作用，但临床上发现针刺合

行、动静以及长度的认识有同有异，但对于经络是运

谷穴或足三里穴引起全身性镇痛，若单纯用神经系统

行气血的通路这一说法普遍认可，并认为经络具有调

理论很难解释这一现象。而韩济生则提出针刺镇痛

节阴阳、沟通内外的功能。经络理论经过发现、发展

作用的有效范围比较广泛[8]。

和完善，并且运用于疾病的治疗。目前认为的经络分

虽然神经系统可以解释诸多经络现象，这为人们

为经脉和络脉，经脉纵行于人体深层，每条经脉的循

认为“经络就是神经”提供了充分的依据，但是尚存在

行有固定的起止部位，经脉之间相互连接，顺序流注，

许多神经不能解释的现象。因此，经络与神经密切相

如环无端。经络有别，络脉是经脉的分支，部位较经

关，但不完全一样。

脉表浅，横向循行，沟通两条相表里的经脉。经络似
一张大网，遍布人体各处，将内部脏腑与外部肢体关

2.2

经络与血管系统
祖国医学认为,经络纵横交错，遍布全身，是运行

节以及腠理紧密连接，为实现知外揣内的诊病原理提

气血的通路，具有濡养周身的功能。现代医学认为,血

供了理论基础。令人震惊的是古籍中详细记载了每

管是运行血液的通路，血液内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通

条经脉的长度，足以见得，古人不仅认为经络确确实

过血管运送到全身各处，从而濡养全身的组织器官。

实的存在，而且“可见”。

血管就像一张大网，相互贯通，布满全身，血液通过体

2
2.1

经络实质的现代医学研究

循环与肺循环在血管内周而复始的运行。经络内属
于脏腑，外络于肢节，血管也与其保持一致，从大血管

经络与神经系统

到小血管再到毛细血管将全身内外联系在一起。范

神经系统在经络实质中占主导地位，这来源于循

郁山等[9] 根据《黄帝内经》对经络形态的描述认为，经

经感传。循经感传[5] 是一种经络现象，指从受刺激的
穴位开始，酸、麻、胀等“得气”感，大体沿着古籍描述
的经脉循行路线进行传导，临床上最常见的是在局部

络就是血管。通过古人对经脉的描述应有以下特点：
①行气血；②互相贯通，周而复始；③内属于脏腑；④
外络于肢节。血管恰好符合这四个特点。
《灵枢·经

酸、麻、胀的基础上会有沿经脉循行过电样的感觉，这

脉》曰：
“ 诸脉之浮常见者，皆络脉也。”肉眼所能看到

也是受刺激后神经的主要表现。且有人发现，已截肢

的浮在体表的脉为络脉，故深而不易见的是经脉。临

的患者会出现幻肢痛以及循经感传，说明循经感传与

床上，在一些体质敏感的人身上可见循经红线，熟不

中枢神经系统关系密切。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学者
们进行了深一步的研究，经穴位注射乙酰胆碱后产生

了循经红线，而穴位内 α 受体的兴奋和抑制与循经感

传强弱成正比关系，如此看来，神经递质参与了经络
[6]

系统的运行过程 。
[7]

有学者 认为，穴位分布趋向于神经末梢，如两侧
2

知，这竟是由于血管的扩张所致，秦松林等[6] 发现，Fe
会随着经穴的刺激而增高，Fe 的增高侧面烘托出红细
胞的增多，进而说明血供增加。

但是循经感传现象使这一观点受到质疑，经络实
质就是血管这一假说由于血管无法形成循经备受质
疑[10]。周磊等[11]指出，经络与血管不同，从现有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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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对经络循行的形态描述认为在《黄帝内经》成书

于针刺麻醉，免疫细胞产生的内啡肽是主要的抗痛介

的年代，人们已能分清经络与血管，并对经络循行描

质，此外，前列腺素也是一种疼痛介质，而其主要产生

述如此清晰显然不是基于对血管系统的解剖所得。

来源是中性粒细胞，依次来看，针刺止痛的机制与免

2.3

经络与微循环系统

疫系统联系密切。

微循环系统包括微血管和毛细淋巴管。王海泉

[12]

认为，经络为微循环系统。微循环系统结构为全身网

2.6

经络与结缔组织结构
结缔组织内连脏腑，外连皮肤，沟通内外，与经络

状管腔,这些管腔结构相互连接、相互交错,遍布全身,

相似。因此，有学者认为经络就是疏松结缔组织间

与经络形态相吻合；在功能上直接参与组织、细胞物

隙。谢浩然[22-23] 就是这一观点的支持者，其根据不同

质的交换,为属内的五脏六腑、属外的四肢百骸提供营

器官、组织、细胞之间间隙的粗细区分经脉、络脉以及

养物质,这与经络行气血、营阴阳、濡筋骨、利关节的功

孙脉，认为器官间隙为粗大的经络，又根据间隙的方

[13]

能一致。穆祥等 指出，体表的经络实质是皮内呈有
[14]

向分经、络，其中纵向的是十四经脉、横向的是十五络

序态的微血管网络。郑利岩等 运用低频声循经传导

脉；其次，组织间隙是细小络脉；而细胞间隙是微细孙

试验证实，经脉线的皮肤微循环血流量较非经脉皮肤

脉，谢浩然表示经络即间隙液气的通道。王军[24] 依据

微循环血流量变化明显。诸多理论与实验研究都表

生物进化和发育生物学提出“人体内存在第十个功能

明经络与微循环系统在结构、功能上有密切的联系。

系统新学说”，认为经络实质可能是分布于全身的筋

2.4

经络与淋巴系统

膜结缔组织，
《灵枢·水涨篇》记载：
“ 鼓涨何如……腹

[15]

曾荣华等 从经络、穴位与淋巴管系走向和结构

筋起，此其侯也。”赵丽云[25]认为，这里的“筋”是指腹壁

的关系，以及针刺后的反应进行研究总结，认为淋巴

静脉，即血脉，由此看来，脉与筋存在混用情况，所以

[16]

管系是构筑经络实质不可或缺的部分。龚启华等 研

“筋膜”在古代常被认为是可独立于经络之外的机体

究发现，上肢阳经和下肢阴经等经脉走行与分布在该

“构成成分”，而其功能却往往被糅合于“经络”的描述

区域的深浅淋巴管系分布走行有一致的可能性。除

中。这为后来人们研究经络实质与筋膜学说相关打

[17]

此之外，余安胜等 采用组织染色、淋巴灌注等方法研
究三阴交穴穴区经过的淋巴管数量发现，其数量与非
穴位区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随后，其对足三里的
显微结构进行研究发现，足三里穴处淋巴管袢数量与
[18]

[19]

非穴位处有明显差异 。胡雯雯等 对大鼠双侧足三
里穴进行针刺、温针刺 30 分钟后发现，胸导管内淋巴
[20]

液量明显增加。周东浩等 根据经脉循行起止与淋巴

下了坚实的基础。
2.7

经络与细胞生物效应
孙兆贵[26] 提出联胞通讯经络实质假说，许多相邻

细胞间借缝隙连接（GJ）形成细胞团即联胞，联胞内小
分子物质扩散通道的线性集中便形成了经脉和络脉，
经络存在循经感传，而通过测定发现小分子物质在 GJ
中传导的速度和与循经感传的速度相似，此外，经络

循环中枢所在的位置相近，也认为经络的实质与淋巴

具有低电阻性，而缝隙连接的低电阻与经络线低电阻

系统相关。

相差无几[27]。Ca2+作为缝隙连接通道中可传递的物质，

由此看来，经络与淋巴系统有一定的联系和相关
性，但部分研究成果亦存在与之相出入的地方，并不
具有完全相似性。
2.5

经络与免疫系统
黄坤厚等[21] 研究发现，电针刺激后正常人外周血

中 T 淋巴细胞明显增加，且 T 细胞内酯酶活性加强。
[20]

在细胞通讯过程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郭义等[28]发现
针刺穴位时，在经穴处有 Ca2+富集现象。Ca2+的震荡波

沿着经络线的大体方向进行传播，Ca2+ 震荡波衰减快
慢与缝隙连接丰富与否成反比，因此，郭义认为 Ca2+与
经脉活动密切相关[6]。

细胞是生命活动最基本的单位，细胞的大部分功

周东浩等 同意经络实质是通路的观点，其认为这个

能是由细胞膜完成的，而细胞膜镶嵌着多种蛋白质，

通路是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且淋

蛋白质是生命活动的重要物质基础。周立华等[29] 认

巴细胞、中性粒细胞、单核吞噬细胞等多种免疫活性

为，经络实质为经络蛋白分子的耦联带，不同经络的

细胞所具有趋病性的特点与循经感传的趋病性特点

蛋白分子结构不同，但在一定条件下经络蛋白可相互

相一致。针刺止痛是目前较推崇的一种方式，曾被用

耦联。这足以解释经络具有内属于脏腑，外络于肢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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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点，同一经络的蛋白分子结构相同可以说明每条
经络具有独自的循行线，而经络蛋白又相互耦联则说
明经络之间相互联系。
3
3.1

其他假说

①研究经络实质的人员构成不合理；②研究经络实质

的方法不恰当；③经络实质的研究多固定于某一个系

统、领域或学科。本研究认为，对于经络实质的研究
应朔本求源，故做以下三点建议：①研究经络实质的
人员构成应以中医学者为核心，现代医学研究者为辅

经络与磁场
经络磁疗法经临床表明对某些疾病有治疗作用，

其镇痛作用尤为突出。磁场对某些酶活性有强烈的
选择性影响，而对于磁疗镇痛认为磁场可能有助于提
高致痛物质分解酶的催化活性，以加快致痛物质的分

助；②研究经络实质的方法应以中医思维为主导，遵

循中医整体观念的思维方式，以现代医学的高科技为
基础，真正实现中西医相结合下的经络实质的研究；
③经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研究其实质时应多系统、
多领域、多学科交叉进行。

解[30]。多年以来，为了弄清经络的实质，经过大量的解

本研究认为，腧穴是经络上的治疗点与反应点，

剖，尚未见到像九大系统一样的具有形态结构的组

因此，想探究经络的实质，亦可从腧穴的实质入手。

织，因此，有人认为，经络是人体接收这种电磁驻波所

《灵枢·九针十二原》曰：
“ 所言节者，神气之所游行出

形成的人体微波系统，大脑作为这种微波的集中发射

入也，非皮肉筋骨也。”虽然当时解剖和科学技术不发

和接收部位[31]。彭桂艳[32]认为，经络只是良导的通道，

达,古人一语中的，告知后人腧穴的实质便是“非皮肉

而沿经络传播的电磁波起到传导感应、传递信息的作

筋骨”，同理，经络的实质也应为此，认为经络实质便

用。针灸作用机理也是改善电磁波的流量以恢复经

是除了皮肉筋骨之外的多系统、多功能的复杂结构。

络系统正常的生理活动机能。

以足三里穴为例，在失神经肌萎缩大鼠的足三里穴进

3.2

经络与超解剖
祝世讷[33]认为，经络结构不是解剖结构，而是一种

“超解剖”的功能性结构。蔡诗川[34] 也支持这一观点，
更倾向于功能性的结构，其提出经络反映的是生理功

活肌细胞内的 IGF-1/PI3K/AKT 信号通路[35]；为功能性
消化不良大鼠针刺足三里穴可以恢复血浆 Ghrelin 水

平的作用，促进消化[36]；在正常大鼠的足三里穴处发现
淋巴管袢数量多于非穴位处，在大鼠足三里穴针刺后

能与病理现象。
支持超解剖观点的学者认为，经络实质的研究不
应只立足于解剖学，经络的实质已经超越了解剖下的
组织结构，应本着中医思维，着重研究经络的象。
4

行电针刺激，可以提高失神经肌肉 p-AKT 的水平，激

胸导管中淋巴液明显增多[19]；对围术期大鼠进行电针
刺激可有效保护 T 细胞免疫功能[37]。由此可见，在相

同的穴位给予刺激，对多个系统均有调节作用，对于
患有不同疾病的大鼠可以均起到相应的治疗作用，而

展望

穴位是经络上的治疗点。由此可知，经络发挥作用时

经络是古人在实践中发现、总结并运用于指导治

并非某一系统单独起作用，而是多系统、多功能相结

疗疾病，经络学说是针灸治疗疾病的理论基础。虽然

合，所以，研究经络实质时将其看做一个整体，应多系

已经有近半世纪的有系统计划的研究，但对于经络的

统、多学科和多领域相交叉展开研究。故本研究认为

实质至今没有定论，通过资料的搜集发现对于经络实

经络实质为多系统与多功能相整合的立体结构，不仅

质的研究者大多为从事现代医学的工作者，现代医学

是一种切实存在的物质结构，还是一种功能结构，并

研究通过解剖学、生理学、生物学和物理学的角度出

且经络实质与人体生理病理状态也密切相关。

发，从而验证了经络的存在，也臆测了与相关已知的

本研究相信，在中医整体观念思维的指导下，以

解剖结构密切相关，但仍没有完全解释经络的全部内

中医学者为核心的精英团队合作下，运用现代高科技

容，有待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的技术跨越多系统、多学科和多领域，具有突破性地

当前，经络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绩，但尚有

研究出经络的实质指日可待。

突破性的见解，出现这种结果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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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f Meridian Essence Hypothesis in China
Xue xiqing1 ，Ma xin1 ，Li xuhao1 ，Yang jiguo2＊＊

(1. College of Acupuncture and Massage,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inan, 250355,
China；2.Shando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inan, 250355,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970s, China has carried out a systematic and planned study on the essence of meridians and

collaterals. So far, there are countless studies and hypotheses on the essence of meridians, but the academic circles have
〔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Materia Materia-Worl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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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yet reached a unified understanding. With reference to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meridian essence in China in the past

50 years, the author summarizes the hypothesis of meridian essenc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ancient literature research,
modern medical research and other hypotheses. It also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the phenomenon that there is no

breakthrough opinion on the essence of meridians and collaterals so far,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essence of meridians and collaterals should be a three-dimensional structure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multi-systems and multi-functions, which is not only a real material structure, but also a functional structure, and the
essence of meridians is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hysiological and pathological state of the human bod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provide information reference and method enlightenment for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the essence of
meridians and collaterals.

Keywords: Meridian, essence, hypothesis, research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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