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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五脏是藏象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中医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通过对近年来关于中

医五脏方面的理论文献研究整理，综述中医五脏的理论现状。目前，学者们在五脏本身、五脏之间、脏腑之
间联系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有从整体角度的发生学、古今比较、源流演变及特定历史阶段的相关研
究，也有具体概念内涵的深入阐释，但学者们在中医五脏理论深层次的理性提炼与概括、内在固有规律总
结、最新的研究成果被纳入现行的中医理论体系框架方面存在不足，需要进一步加强中医五脏理论的框架
结构研究，在把握中医五脏理论历史演进过程的基础上探索总结内在规律，推进五脏理论内涵建设；需要进
一步围绕临床实践问题，加快开展源流梳理、理论内涵研究等，实现理论与临床互为支撑、协同互促，满足新
时期下中医理论体系的继承与创新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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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思想、自然科学

对于“肝”而言，王国英[1] 采用发生学方法探求了

知识、长期临床实践经验的结晶，是中华民族智慧的

《黄帝内经》
（以下简称《内经》）肝藏象理论发生发展

集中体现，历经千年而不衰，且仍服务于大众，这反映

过程，其认为古代解剖学、中国古代文字、阴阳五行、

出中医理论本身所蕴涵的科学性。藏象是中医学对

天文历法及其他古代哲学观念、文化背景的渗透、及

人体生命本质的认识，是中医病因、病机、诊法、治疗、

对生理病理现象的直接间接观察、医疗实践的反馈和

养生和预防等方面的核心理论，指导着临床医疗实

逻辑归纳等是其重要发生因素和构建方法，其整体上

践，是中医理论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五脏是藏象

经历了由实体概念向功能概念演化轨迹。于宁等[2-3]

理论的核心内容，开展五脏理论相关研究是中医理论

进一步针对肝藏象理论的古今变迁进行了深入分析，

体系研究的重中之重。清代医家唐宗海指出：
“ 业医

探索建立了古今对比研究模型，其认为概念在演进过

不知脏腑，则病原莫辨，用药无方。”强调了五脏在中

程中存在的基本形式有沿袭、分解、插入、消亡、演绎、

医学中的重要地位。目前，对于中医五脏理论学者从

断裂、缩减和融合，存在重叠、单项、相交、包含、被包

理论研究、临床研究、实验研究及多学科方向开展了

含五种关系，揭示肝藏象理论体系是稳定与变化的统

大量卓越成效的工作，整体呈现出多元化、跨学科的
特征，即有助于深化对于人体五脏的认识，丰富中医
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也体现出中医理论体系的开放
性和包容性的特点。理论研究是中医发展创新的基
础、源泉，本研究通过对近年来中医五脏方面的理论
文献研究整理，分析中医五脏理论研究现状，以期为
进一步开展更深层次中医五脏研究，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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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肝”理论文献研究现状

一；并指出“肝主疏泄”经过“土疏泄”
“ 肝司疏泄”
“肝
喜疏泄”等多次概念转换，最终形成即蕴含有对水谷、
生殖之精、水液及气机等物质的疏泄作用，又蕴含条
达之性的“肝主疏泄”理论内涵。而郭建忠[4] 认为，由
于黄老道家重“阴”，儒家重“阳”，随着中医哲学的转
变，立论角度的变化，肝的生理功能的阐释也随之改
变，由“道器”观下的藏血舍魂演变为“体用”论下的藏
血主疏泄。王维广等[5] 分别对宋以前、宋以后和现代
三个时期的肝阴肝阳概念进行了历史考察，其认为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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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时期主要指肝中的阴气和阳气，宋明时期主要用于

程进行了分析，认为古代解剖学明确了心藏象理论的

表达肝的体用关系，现代虽然中医基础理论确定了肝

始基——作为实体器官的心脏，初步形成心主血脉与

阴肝阳概念含义，但是由于忽视中国哲学变化，造成

主神明功能的形态学基础，文字发生学充实了其内

[6]

概念内涵存在争议。而钟燕春等 进一步通过从文献

涵，中国古代哲学、社会官职文化是其构建关键要素。

调研、理论探索还有临床实践方面证实，认为肝阳在

刘寨华等[16-18]进一步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心藏象理论展

生理与病理上都是客观存在的。司鹏飞等[7]重点对肝

开细节研究，并指出先秦、秦汉时期中医心藏象理论

体阴用阳展开研究，认为其是在脏腑辨证以及本草学

以基本形成，辨证论治的模式初步构建；晋隋唐时期，

发展的基础上，借助中国古典哲学体用范畴而对肝藏

医家对心病证的病因、病机认识已较系统，心藏象理

象理论进行的全新阐发，既包括肝的生理特点，也是

论体系已经初具规模；宋金元时期在心病的治疗、病

对肝病理特征的概括。李永乐等

[8-9]

应用知识考古学

因病机的认识和阐发较唐以前的医家有所提高；明清

方法着重考察了晋唐时期哲学框架下木和肝的对象

时期，心藏象理论日臻成熟，从病因及临床表现方面

及这两个概念间的关系，其认为晋唐时期肝属木理论

对惊悸、怔忡详细鉴别，更加准确、详尽的阐述了“心

是权威理论，虽出现范式危机，但是没有完成范式转

肾相关，水火既济”理论，脏腑辨证方法更加完善，并

换；并对《内经》中肝与情志怒、恐、忧、惊之间的关系

与其他辨证方法互参，弥补了前人的不足，使心藏象

加以分析，从脏腑生理功能、生理特性的角度阐述肝

理论认识更加完备。而谷建军[19] 认为，随着宋明理学

与多种情志形成的内在机制，指出肝与情志的一一对

的兴起，宋以后医学学理呈现了鲜明的哲学化取向，

应模式多反映人体的生理情况，一对多模式反映的是

人体脏腑逐渐脱离了实体的存在意义而概念化、形上

人体病理情况，阐述了二者之间的多重复杂关系。龙

化，其中“心”主要表现在心功能的形上化，以君火为

[10]

飞虎 专门针对宋以前的肝藏象理论展开研究，厘清

心之用；心范畴的扩展，君相合一；心君的本体化，心

了“肝藏血”理论的源流、发展变化，指出在战国-三国

为太极；心藏象的去实体化等，完成了从形上层面覆

时期“肝藏血”的主要功能是为“魂”提供物质基础，在

盖形下的藏象理论模式建构。而杜渐等[20] 专门对“心

两晋-五代时期“肝藏血”功能发展为是濡养肝之形体

主神明”内涵展开探析，由于“心神”是人的生命活动

[11]

官窍以及主持女子月事的物质基础。曹幽子 重点对

最高主宰，人类的精神活动根据五行可归纳为神、魂、

肝藏象证候作历史文献研究，认为肝藏象证候是肝脏

魄、意、志“五神”，是对人身之神活动不同层次、不同

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病理变化本质的反映，是肝

内涵和不同阶段的概括，认为其是中医学运用藏象学

藏象系统失调而形于外的表现，最大程度上反映了肝

说一元化地阐述人体复杂生命活动规律的假说。黄

藏象系统的状态，由病位、病性和临床症状组成。冯

攀攀等[21]进一步认为“心藏神”功能以“心主血脉”为物

文林等[12] 对“肝主筋”展开研究，认为肝有助于维持胃

质基础，贯穿于睡眠活动的各个环节并发挥重要调节

肠弹性以及脏腑间链接，功能失常可导致《素问·生气

作用，从而分析了《内经》中医睡眠理论。赵坤等[22] 则

通天论》所提到的“筋脉横解”出现以泄泻为主“肠澼”

基于《内经》形气观专门分析了心与血脉的关系，认为

[13]

之病。邓雅芳等 认为肝开窍于目，是基于肝-经络-

心与血脉皆为解剖所见的实体结构，是天地火气化

目系（眼睛及其附属器官）统一整体观形成，脏腑精气

生，由于心为库藏，储藏太阳、火气，心所储藏的太阳、

可通过肝经上达于目，目系细微变化可用来推测肝脏

火气对血脉具有化生与充养作用，即形与气的作用，

[14]

甚至五脏六腑气血变化。陈玉萍等 重点对“肝应春”

没有心脏推动血液在经脉内运行的涵义。林展弘[23]围

理论内涵进行研究，认为肝主疏泄功能增强并处于主

绕《内经》的心病范围及背后支撑理论展开研究，认为

导地位，是人体在春季应时而变起主要调节作用的内

《内经》中的心虽指解剖意义上的心，但心的生理功能

在机制。
2

是基于气论发展而来，其心病范围涉及心脏本身及胸

关于“心”的理论文献研究现状
[15]

对于“心”而言，张晨 通过应用发生学研究方法
对《内经》中心藏象理论体系发生因素、形成与发展过
2

腔部出现的相关症候、精神情志病症、心经、心包经所
包 含 的 病 症 、以 及 根 据 阴 阳 五 行 数 术 理 论 判 断 的
心病。
此外，张登本[24]对心之窍进行深入研究，认为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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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藏神，有“任物”
“ 处物”作用，在此思维背景下提出

循 行 口 唇 部 位 等 方 面 分 析 了“ 脾 开 窍 于 口 ，其 华 在

心之窍可为舌、为目、为耳。而李钰等 主要对《内经》

唇”。杨丽等[34] 系统地对脾主运化的源流与发展进行

中“舌为心之窍”理论进行分析，认为心开窍于舌是心

梳理，认为从《内经》时代开始，至清明时期结束，从最

主神明在舌上的表现，舌可反映心主血脉及心主神志

初在运化水谷的过程中脾胃同论，到之后将脾在运化

[25]

[26]

的功能状态。杨阳等 主要剖析了“心应夏”本质内

中的功能分离出来，并在理法方药上不断的完善，最

涵，认为心在夏季心主血脉功能增强、藏神功能相对

终形成了完整的脾主运化理论。翟双庆[35]则针对脾胃

较弱，从而发挥对自身心系统及其他四脏重要调控作

与神志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其在“脾藏营，营舍

用，实现机体应时而变。

意”以及中焦脾胃气机为五脏气机之枢纽相关理论基

3

关于“脾”的理论文献研究现状

础上指出，神志活动是人体整体生理活动基础上产生
的最为高级的机能，其以五脏之间整体协同作用为基

对于“脾”而言，王宏利[27]利用发生学研究方法，把

础，而中焦脾胃气机是五脏气机之枢纽，故可认为中

《内经》脾藏象理论关键性术语放置于古代具体历史

焦脾胃升降气机是主持人体神志活动的关键，强调了

环境、文化背景下进行综合、动态考察，认为其受到古

中焦脾胃对于人之神志活动的重要性，通过深入挖掘

代阴阳、五行、形神和天人文化影响而发生并形成相

脾藏象的理论内涵为临床精神疾病从脾胃论治奠定

关概念术语。其中，
“ 脾为阴中之至阴”与“足太阴”是

了基础。杨丽等[36]专门针对《内经》脾藏意主思进行研

古代阴阳文化在人体内脏阴阳属性上应用的产物；

究，认为脾藏意中的“意”有记忆、思维两方面的含义，

“脾属土”是《内经》将脾与方位“中央”进行关联，经过

而脾在志为思之“思”只是情感范畴的“思”，不应包括

取象配属而成，并类推出“脾不主时”与“脾主长夏之

认知上的“思”，并指出脾为谏议之官也是脾藏意主思

时”不同结论；
“ 脾主为胃行其津液”最终演变为后世
“脾主运化”
“脾藏营”演变为后世“脾统血”。冯亚慧[28]
重点对明代脾藏象学术发展特点进行总结，认为脾胃
基本属性以传承为主，脾藏象理论发展逐渐倾斜向于
临证应用，辨证方法的复杂化与新治则治法的提出，
为脾胃病的治疗提供了更多依据，其在藏象学术体系
中地位逐渐上升。高嘉骏等[29]立足《内经》，从“脾胃为
本”的释名、理论外延与内涵的界定着手，认为“脾胃
为本”理念是以中医学理论特点，研究脾胃在人体正
常生命活动、疾病的发生发展及摄生中作为“本”的核
心意义，有关脾胃知识、理论的认识形式和规律（认识
论）可归纳为脾胃文化理论体系，是其理论外延，深入
剖析了其理论内涵。而周作文等[30]认为脾的藏象理论
与气的功能特点相结合便是脾气，在脾的藏象理论中
起着核心作用。李涵等[31]从脾的解剖结构、生理功能、
论治特点等方面对脾“体阴而用阳”进行了详尽疏证，
并指出脾居中土藏营贮血，其体属阴，以气为发挥运
化、升清、护卫功能的物质基础，其用为阳的功能特
点。于漫等[32-33] 以年代为节点，系统梳理了脾阴学说
脉络，认为其导源于《内经》、张仲景开创“脾阴”之先
河、雏形衍于金元、补偏救弊于明清、求同存异于近
代；并从口的解剖形态、生理功能、脾开窍于口知五味
的生理病理、唇为脾之外候的生理和临床意义及脾经

的反映，其理论基础是脾藏意生血。而裴宇鹏等[37] 以
“脾主运化”基本生理功能为核心，以神、精微、气血、
肌肉和津液等脾所主功能为要素，从整体角度探索构
建脾藏象理论模型。唐元瑜等[38] 在中医整体观思维、
中心核心思想、调衡自和的中庸思想的影响下，依据
中医脾脏在形、神、时、病等生理、病理、疾病防治过程
中的核心地位及其气主升的生理特点，首次创新性地
提出中医“大脾胃”概念，认为其是一个涉及胰、脑等
人体组织器官，以消化功能为主，包含免疫、神经、内
分泌、血液等多系统、多功能的一个综合单位，其主要
特点是以脾为核心主导地位、以脾为枢的调衡机制。
魏贻光[39] 则重点分析了“脾主身之肌肉”内涵，从整体
观角度认为人外之头面四肢躯壳、内之五脏六腑以及
维系内外各组织、乃至保持各部分位置相对稳定的横
膈、网膜、系膜等所有肉质器官组织均属该范畴。王
家琪等[40] 对脾主时理论进行分析，认为“脾不主时”重
在强调脾旺于四时、长养人体各脏腑的后天之本的地
位，
“ 脾主长夏”重在强调脾与长夏之湿性相合的生
理、病理特性，两者在临床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而
覃骊兰等[41] 认为，脾胃纳运相成、升降相因、燥湿相济
协同，有助于维持机体“应长夏而变”的自稳调节稳
态，是“脾主长夏”的本质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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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肺”的理论文献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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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肺而言，王稷[42]将发生学研究方法引入，通过
归纳《内经》中肺藏象理论的相关内容，认为朴素直观
的古代解剖对人体的认识、汉字文化对相关内容的记

体适应秋季气候变化。
5

关于“肾”的理论文献研究现状

录保存、古代哲学的渗透、及医学实践的检验，使肺藏

对于“肾”而言，鞠诣然[52]应用发生学研究方法，认

象理论由实体向功能、由形向神实现转变，是影响《内

为简明朴素的古代解剖学知识、蕴意深刻的文字、阴

经》肺藏象理论发生与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而苏新

阳五行、易学术数、天文历法、社会官制、及诸子百家

[43]

民 针对肺藏象的相关术语展开了专项研究，利用《中

和其他古代哲学观念及文化背景渗透、对生理病理现

华医典》系统梳理相关条文中肺精、肺津、肺气、肺阴、

象的直接间接观察、医疗实践的反馈和逻辑归纳等，

肺阳、肺血等词涵义，理清各名词间逻辑层次关系，确

是《内经》肾藏象理论构建的重要影响因素与方法，从

定名词主体涵义，从而实现对肺精、肺气、肺阴、肺阳、

不同方面分析了《内经》肾藏象理论演进状况和轨迹。

肺血、肺津等名词重新定义，确定肺藏象各名词间的

李奕祺[53] 专门从精与水的关系角度分析了肾藏象，认

逻辑关系，丰富了术语规范的研究方法。常兴等[44] 从

为精水合一，精、水在生命起源方面得到统一，是肾藏

藏象学说和生理病理的角度对“肺阳”以及“肺阳虚”

象理论建构的哲学基础。杨雯等[54] 重点对《诸病源候

加以阐述，从理论和现代实验研究角度都进一步证实

论》有关肾理论进行探讨，认为《诸病源候论》对于肾

“肺阳”，为临床治疗肺系疾病提供了新思路和理论依

系统中的生理理论阐述《内经》更为精炼，对于病变证

[45]

据。徐勤磊等 根据《内经》所描述的“相傅”和“治节”

候及症状的认识较之更为详实，重点突出了肾生理功

先后逻辑关系分析了“治节”的含义，将肺主治节的过

能的实践意义。郑洪新[55]与师双斌[56]则对肾藏象理论

程概括为“天地阴阳升降-节气-出入-腠理与肺-肺-

中“肾藏精”相关内容展开研究，其通过收集整理四部

人体阴阳升降”，其中通过气的“出入”运动获得“气

关于中医药学名词术语标准化学术著作中“肾藏精”

立”所蕴含的阴阳升降信息，依据“气立”及时调整机

理论的相关概念（不包括相关中药、方剂），认为中医

体内部的阴阳升降，从而适应外环境的变化。吴筱枫

“肾藏精”可为“道”
“ 象”
“ 器”三个层次构。并进一步

[46]

等 系统地对肺藏象辨证论治理论源流进行梳理，认

阐述了“肾藏精”理论中的精、肾藏精、肾精、肾气、肾

为先秦至秦汉时期肺藏象理论及辨证论治模式初步

阴、肾阳、命门、天癸、先天之本九个核心概念的产生、

形成，魏晋隋唐时期丰富的临证实践发展了肺藏象辨

发展的阶段性特点，认为其多源自于先秦至两汉时

证论治体系，宋、金、元时期肺藏象辨证论治又呈多元

期，隋唐时期在解释与继承前代《黄帝内经》
《难经》等

发展之态，明清时期肺藏象辨证论治理论日臻成熟。

医学经典的基础上，又进一步确立肾阴、肾阳概念，拓

[47]

王稷等 重点对《内经》肺主皮毛理论进行研究，认为

展了“肾藏精”基础理论概念的内涵与分类，宋、金、元

是在一定解剖基础之上，将哲学的阴阳五行学说运用

时期则在继承前代思想的基础上，在肾之阴阳水火理

于医学之中，在整体观念的媒介与途径指导下，动态

论等方面有所创新，明清时期，建立命门学说，又使

[48]

观察人体生理病理而得出的结论。王凤仪 等进一步

“肾藏精”基础理论有了新的飞跃。陈慧娟等[57]系统地

认为，卫气、津液是肺主皮毛的媒介和途径，可协助肺

对藏象学说中“肾主纳气”理论的含义、原理进行剖

与皮毛共同完成呼吸运动、调节体液代谢、稳定体温、

析，认为肾主纳气理论来源于临床观察、治疗经验的

[49]

护卫抗邪等的多种功能活动。罗辉 专门对“鼻为肺

不断提炼和总结，并可能受到了古代导引术的启发而

之窍”进行研究，认为通过肺的“肃降”防御作用，构成

形成。王丽敏等[58]对“肾主骨”与“少阳主骨”二者关系

了人体第一道保护屏障，体现了肺主气卫外的作用。

进行分析，认为肾主骨，偏于骨之体，体现在生理方

[50]

王婕琼等 对肺主悲忧进行了探讨，认为精神、思虑等

面，
“ 少阳主骨”主骨之用，体现在机制方面，一阳一

活动以气为物质基础，肺气充足，气血充沛，精神活动

阴，一体一用，相辅相成。李如辉[59] 对“肾开窍于耳及

正常，反之机体不能耐受外界不良刺激出现一系列精

二阴”
“ 在液为唾”的发生进行专项研究，认为“肾开窍

[51]

神神经异常的症状。吴同玉等 则对肺应秋理论内涵

于耳”是由于五行学说的介入，
“ 肾开窍于前阴”是“肾

进行研究，认为秋季肺的肃降功能增强，发挥对其自

主水”
“ 肾藏精”理论的“衍生物”，应用类比是其可能

身系统及其他脏腑系统重要的调控作用，从而调控机

的发生学途径，
“ 肾在液为唾”这一理论宜修正为“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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唾同为口津，并主于脾肾”。而杜磊等[60]对肾与情志的

本”。王键等[69] 对“肺与大肠相表里”理论历史源流进

关系进行了剖析，认为“起亟”
“ 志”
“ 恐”均是肾藏精功

行梳理，认为秦汉时期初现雏形、隋唐时期理论渐进

能的体现，均依赖于肾藏精理论为基础，三者功能的

发展、宋金元时期理论趋于完善、直至明清时期理论

[61]

日臻成熟，在肺系疾病和肠系疾病等多病种中得以广

对“肾应冬”理论的本质内涵进行专项研究，认为冬季

泛应用。倪新强等[70] 从发生学角度剖析了“肺与大肠

肾封藏精气、主纳气功能加强，并处于支配地位，肾主

相表里”理论，认为解剖是其奠基与先导，阴阳五行学

气化水液功能减弱，对自身肾系统及其他四脏发挥调

说的影响和渗透，使肺与大肠从实体解剖名称向综合

控作用，从而使机体应时而变。

功能概念发生质的转变和飞跃，经络学说的形成、发

发挥需要肾所藏之精随具体条件而改变。覃骊兰等

6

脏腑关系的理论文献研究现状

展和完善使得较为完善的肺合大肠理论最终得以确
立,具有鲜明的古代文化特色。孟庆岩等[71] 通过计算

对脏腑之间关系，徐志伟等[62] 对国医大师邓铁涛

机技术对《中华医典》中肺与大肠表里关系文献进行

的五脏相关理论科学内涵进行整理研究，认为包括五

研究，认为经络络属关系是其形成依据，气机升降和

脏系统内部的关联（五脏的功能系统观）、系统之间的

津液相关功能是肺与大肠表里的功能基础，鼻和魄门

关联（五脏之间的联系观）、系统与外部环境的关联

是肺与大肠表里的解剖基础。郑晶等[72]进一步从气机

（天人合一的整体观）三个层次，五脏之间关系不是依

升降运动角度分析了肺合大肠，认为肺与大肠气机升

靠五行相生相克推理，而是长期临床实践之总结。李

降相因又是肺肠相合的内在机制。李如辉[73] 对“肾合

永乐等[63-64] 通过对《内经》中五脏理论原文进行整理，

膀胱”进行了发生学分析，认为解剖方法、司外揣内的

从五行调控、四时阴阳调控、气化调控、官能调控角度

观察方法、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及经络学说一个多因

分析中医五脏之间的调控关系，并进一步认为经络学

素、多方法参与了“肾合膀胱”理论的建构过程，其中

说、解剖基础，以及五脏所藏精微物质是五脏理论的

解剖方法占有主导地位。而刘鹏[74]对于肾与膀胱脏腑

“体”，五脏之生理功能、生理特性等具体知识内容即

表里关系进行分析，认为其确立的根本原因或者说决

五脏之“用”，是在阴阳、五行、精气理论指导下，借助

定性因素,并不在于肾与膀胱围绕尿液而发生的解剖

意象思维这一方法，在五脏之“体”基础上形成了各种

学上的关联，而是源于以津液为中转。

生理功能、五脏与形窍志液时的关系、脏腑之间关系
以及各种生命活动现象，形成了“体-象-用”五脏理论

7

结语

阶梯模式，从横向、纵向不同维度对中医五脏理论的

古人在医疗和社会实践活动中，在掌握五脏一定

框架结构进行深入剖析。脏与腑在生理上相互作用

解剖知识基础上，进一步借助古代精气、阴阳、五行理

是由各脏腑所属的经络相互联接、相互渗透所构成，

论指导，形成了关于心、肝、脾、肺、肾五脏之生理功

脏腑表里气化不通，津血循环不畅则成病理状态。其

能、生理特性，以及与人体内外关系的系统知识体系，

[65]

中，朱宗元 重点对“肝之余气溢入于胆、聚而成精”进

是关于心、肝、脾、肺、肾五脏的系统的理性知识体系。

行了文献研究，认为根据“五脏皆有出入，惟胆无出

近年来，学者们在中医五脏的理论文献研究方面开展

入”的解剖认识，应用气化理论来解释胆的精气来源。

大量工作，涉及五脏本身、五脏之间、脏腑之间相关理

[66]

郭宗耀等 对“心与小肠相表里”理论的源流进行梳

论的发生学、古今比较、源流演变、特定历史阶段相关

理，认为文字起源上看，肠在功能意义上与心相表里，

研究及具体概念内涵的深入阐释等，但是对于中医五

一为火脏，一为火腑，二者同是人体生命力之源。脾

脏理论深层次的理性提炼与概括、内在固有规律总结

与胃，解剖位置相近，生理功能相互影响，于东林等[67]

仍显不足，最新的研究成果被纳入现行的中医理论体

认为,胃的功能是将饮食水谷转化为水谷精微，实现

系框架内较为缺乏。

“化”，脾是将胃所吸收的水谷精微运输至全身各处，
实现“运”，二者在管理饮食物中角色明确。张先庚
[68]

因此，做好中医理论继承与创新，需要进一步加
强中医五脏理论的框架结构研究，在梳理相关概念、

等 进一步从生理功能方面强调了脾胃在人体生命活

范畴内涵本质基础上厘清各种概念、范畴之间的层次

动中的重要作用，指出“脾为先天之本，胃者五脏之

关系；需要进一步在把握中医五脏理论历史演进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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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探索总结内在规律，从而推进五脏理论内涵

等，实现理论与临床互为支撑、协同互促，满足新时期

建设；需要进一步围绕新时期遇到的临床实践问题，

下中医理论体系的继承与创新发展需求。

从中医五脏角度加快开展源流梳理、理论内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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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tus and Prospectof Five Viscera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oretical Literature Research
Li Yongle1 ，Zhai Shuangqing2＊＊

(1. TCM college, Inner Mongolia Medical University, Huhhot 010020, China；2.TCM college,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The five viscera are the core of the theory of Zang Xia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and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TCM. In this paper, the theoretical literature research on internal five viscera,
internal five viscera, and the internal viscera in recent years is sorted out and the research status is analyzed. Through

analyzing related literature, found that the scholars have conducted a lot of research work in the field of theory research,
bo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verall involves the theory of five viscera related genealogical, comparison of ancient and
modern, origin, evolu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istorical stages of research, and there were five viscera theor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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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rete conno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depth. But there are shortcomings in the deep rational extraction and

generalization of five viscera theory of TCM, the summary of the inherent laws, and the latest research results a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current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CM. We need to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on the frame structure of
the theory of five viscera, further explore and summarize the internal laws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theory

of five viscera, speed up the research of source and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theoretical connotations focusing on clinical

practice issues to support the theory and clinical support and promote each other. Finally, let us meet the needs of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Five viscer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oretical research,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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