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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痛为腧”法治疗软组织损伤的国内外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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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 201203
摘要：软组织损伤造成的疼痛是临床常见的疾病之一，随着该病发生率的升高，国内外都在寻求更
好的保守治疗此类疾病的办法。“以痛为腧”是我国非常古老的一种治疗经筋病的取穴方法，而近年
来，国外也出现类似含义的“肌筋膜激痛点”治疗肌筋膜疾病的方法，两种治疗方法在治疗软组织损伤
性疼痛方面有重合之处。本文就国内“以痛为腧”和国外“激痛点”的治疗方法，查阅国内外相关文
献，作一简要综述，以期更好地服务于临床诊治。
关键词：以痛为腧；激痛点；软组织损伤性疼痛；肌筋膜
DOI: 10.3969/j.issn.2095-5707.2018.01.017
中图分类号：R24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07(2018)01-0065-04

Research Progress in Soft Tissue Injury Treatment with “Ashi Point” in China and Overseas
LU Bing, LI Zheng-yu*, XIAO Bi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201203, China)
Abstract: Pain caused by soft tissue injury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clinical diseases. As the incidence
of the disease rises, conservative treatment departments in China and overseas are looking for better ways to
treat such diseases. “Ashi point” is a very ancient method of selecting acupoints for the treatment of soft issue
injury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myofascial trigger point” similar to the method of “ashi point” in the treatment
of myofascial diseases overseas has appeared. The two treatments overlap in the treatment of pain of soft tissue
injury. This article reviewed “ashi point” in China and “trigger point” overseas by checking the literature in
China and abroad to better serve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Key words: ashi point; trigger point; pain of soft tissue injury; myofascial
软组织损伤是指各种原因造成人体的皮肤、皮

文伤带来的疼痛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增长。经久不

下浅深筋膜、肌肉、肌腱、韧带、关节囊、滑膜

愈、反复发作的慢性疼痛不仅带来身体上的折磨，

囊、周围神经血管等组织的病理损害。临床表现为

也会在精神和情绪上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压力，国内

局部疼痛、肿胀、畸形、功能障碍等，是临床的常

外都在积极地寻找更加有效的治疗方法。

见病症，更是针灸推拿科的常见病与多发病。软组

基于穴位的外治方法，如针灸、推拿等很早就

织损伤分急性损伤与慢性劳损两种情况，随着现代

被应用于临床治疗慢性软组织损伤性疾病，在穴位

明的发展，生活方式的极大改变，慢性软组织损

选择上，包括局部取穴、远道取穴、循经取穴等，
而“以痛为腧”的取穴方法，在漫长的中医历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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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进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1 “以痛为腧”的历史源流
“以痛为腧”首见于《灵枢•经筋》篇：“治在
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腧。”隋唐医家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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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上，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但以筋之所痛之处，即为孔穴”。药王孙思邈在

刘农虞等 [5] 按照“以痛为腧”的取穴原则，对

《备急千金要方》中记载，“人有病痛，即令捏其

140 例软组织损伤患者、14 个损伤部位采用筋针治

上，若里当其处，不问孔穴，即得便快或痛，即云

疗，均具有很好的镇痛效果。傅俊钦 [6] 观察“以痛

阿是，灸刺皆验”。阿是穴是对“以痛为腧”的重

为腧”治疗肌筋膜疼痛综合征的临床疗效，结论是

大继承和发展。宋代王执中《针灸资生经》多处列

“以痛为腧”针刺疗法疗效显著。张峻峰等 [7] 也使

举以痛为腧的具体运用。元代王国瑞《扁鹊神应针

用“以痛为腧”法治疗肌筋膜疼痛综合征，并与药

灸玉龙经》记载，“浑身疼痛疾非常，不定穴中细

物按摩治疗比较，结果前者的治疗效果优于后者。

审详，有筋有骨须浅刺，灼艾临时要度量”。明代

赵紫昊 [8] 使用“以痛为腧”法治疗颈型颈椎病，取

杨继洲的《针灸大成》、吴昆《针方六集》和张介

风池穴至肩井穴连线及哑门至大椎穴之间的压痛点

宾《类经》又将“以痛为腧”的取穴方法称为不定

为腧穴行针刺治疗，使用“以痛为腧”恢刺法，疗

穴。清代张志聪《黄帝内经灵枢集注》注“以痛为

效优于常规针刺法。张海廷等 [9] 采用“以痛为腧”

腧者，随其痛处而即为所取之腧穴也”，清代黄元

法治疗非特异性腰痛，临床效果显著，非特异性腰

御《灵枢悬解》注“以痛为腧，痛者，是其腧穴

痛量表积分降低，日本骨科协会评估治疗（JOA）分

也”。尽管名称不同，但内涵上都是从不同角度对

数增加，健康相关生活质量评分增加。刘飞飞等[10]

痛点的诠释，都是“以痛为腧”的延伸。“以痛为

采用“以痛为腧”法治疗急性踝关节扭伤，临床疗

腧”作为一种取穴方法，在经筋疾病的治疗史上占

效显著。佃仁森 [11] 针灸治疗肩关节周围软组织损

据非常重要的地位。

伤，以“以痛为腧”选穴方法为原则，能够提高肌

2 “以痛为腧”的海外发展

肉组织兴奋，促进局部炎症水肿消退，并且加强局

1940 年，Stein-dler 医生曾报告注射盐酸普鲁卡
因在腰部和臀部的肌肉触痛点治疗坐骨神经痛，他

部血液循环，起到止痛消炎的效果，取得更为显著
快捷的疗效。

是 第 一 个 称 呼 这 些 穴 位 为 “ 激 痛 点 （ Trigger

José L. Arias-Buría 等[12]评价加入了“激痛点”

points）”的人，也是国外医学应用“以痛为腧”法

针刺疗法的多模态物理疗法对肩关节术后疼痛和功

[1]

的开端 。所以当针灸开始被西方医生使用之后，

能上的治疗效果，对 20 例肩关节术后疼痛及功能受

他们并不采用中医传统的经络穴位理论，而是寻找

限的患者进行治疗，结果表明，加入了“激痛点”

人体“激痛点”治疗与之相关的内脏疼痛、神经根

针刺疗法的物理治疗效果优于单纯物理治疗的效

[1]

疼痛或单纯肌筋膜疼痛类疾病 。20 世纪 50 年代

果。Kazunori Itoh 等[13]观察“激痛点”针刺与“激

初，Janet Travell 医生将激痛点治疗广泛用于临床，

痛点”假针刺对慢性肩关节疼痛患者的疗效比较，

并于 1983 年出版了第一部权威性教科书《肌筋膜疼

结果显示，接受“激痛点”针刺的治疗组在疼痛强

[2]

痛与机能障碍：激痛点手册》 。2008 年，美国学

度，肩关节功能上的效果都显著优于假针刺组。

者 Stephen Birch 指出激痛点针灸的建立是针灸领域

Ziaeifar Maryam 等[14]研究“激痛点”针刺对上

的一部分，只有阿是穴才可以与激痛点相比较，阿

斜方肌疼痛程度和压力痛阈的影响，治疗后 2 d，

是穴治疗以肌肉疼痛、痉挛和关节疼痛为主症的经

“激痛点”针刺法对上斜方肌的疼痛强度和压力痛

[3]

筋系统的疾病，经筋系统是激痛点的首要系统 。

阈皆有改善，在随后的研究中，他们继续观察“激痛

“激痛点”的即时临床疗效优于传统治疗慢性疼

点”针刺疗法与传统物理治疗法对比，结果显示，

[4]

痛，而且应用方便 。目前，“激痛点”疗法在国

两者在改善疼痛、提高压力痛阈及减少残疾风险上

外被广泛用于疼痛综合征的治疗，应用的医生主要

都有显著效果，而“激痛点”疗法在改善疼痛上更

包括针灸师、麻醉师、物理治疗师。由此可见，近

优于传统物理疗法[15]。Michelle Louise Hall 等[16]对

代西方医学对于“激痛点”的研究，在应用方法上

“激痛点”针刺法治疗上肢疼痛和功能障碍做了系

与《内经》中“以痛为腧”的方法不谋而合。

统性回顾和 meta 分析，对涉及 496 名患者的 11 项

3 “以痛为腧”的国内外临床应用

随机试验进行评价，结论显示，“激痛点”针刺法

不管是国内的“以痛为腧”法，还是国外的

在短期内减轻肩部区域疼痛和改善功能方面的效果

“激痛点”疗法，在临床治疗软组织损伤造成的疼

证据不足；但有证据表明，在刚刚治疗完毕及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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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后，针刺“激痛点”和“潜在激痛点”的效果

肌电图改变主要表现为腓总神经、胫神经的运动传

比单独针刺“激痛点”在缓解疼痛方面效果更好。

导速度减慢，远端潜伏期延长。

Saipriya Tewari 等

[17]

给患有严重背 痛的患者在 其

5 讨论

“激痛点”位置注射麻醉剂，治疗 1 周后疼痛缓解

“以痛为腧”法在《内经》的记载中用于治疗

率 60%～80%。

经筋疾病，由于我国传统医学所具有的特点，尚不

4 “以痛为腧”治疗机制

能完全确定古人所说的经筋疾病包含现代的哪些病

4.1 “痛点”的产生

种，但目前可以明确的是，软组织疼痛性疾病属于

近代病理解剖学证实，受压神经的脱髓鞘区是

古人经筋病的范畴。痛点是临床许多软组织即经筋

引起自发性疼痛的信息源，无感觉神经纤维的存在

疾病诊断及治疗的关键，对经筋痛点的深入研究，

[18]

，即感觉神经纤维或皮神经是疼

可以加深对中医“以痛为腧”的认识。国外的肌筋

痛存在的物质基础。有学者对局部疼痛的患者进行

膜“激痛点”理论，在治疗肌筋膜疼痛层面与“以

手术治疗，术中发现局部皮神经在穿出筋膜层处受

痛为腧”理论是重合的。通过总结国内外文献可以

就无疼痛的表现

[18]

。说明软组织痛点的出

发现，在治疗软组织损伤所致疼痛时，可以在采取

现必然和软组织内神经受到激惹有关。如果筋膜和肌

原有的传统疗法时，加入针对“痛点”的干预，在

肉、筋膜和皮下组织之间因损伤或炎症而存在粘连

镇痛方面的疗效会优于传统疗法。说明无论是“以

和瘢痕化，或筋膜本身和感觉神经粘连，则这种相

痛为腧”的中医治疗理论，还是肌筋膜“激痛点”

到痂囊或增厚筋膜的卡压

[19]

对的位移就可以刺激或压迫感觉神经，引起疼痛
宣蜇人

[20]

。

认为，软组织产生疼痛的根源是神经根鞘

的西医治疗理论，在如今处理软组织损伤性疼痛时
都得到了很好的推广和应用。
但是在治疗软组织损伤性疼痛方面，还有很多

膜外和硬膜外脂肪组织存在无菌性炎症反应病变，
[21]

认为软组织出现“激痛点”是

问题需要解决。⑴需要进一步明确作用机制。现有

由于组织微环境发生变化，急性触发点部位的缓激

的中枢、周围内源性镇痛物质增加，致痛物质减少

肽、降钙素基因相关肽、P 物质、肿瘤坏死因子、

等理论，还不能非常针对性地阐述“以痛为腧”的

白细胞介素-l，5-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的水平显著

作用机理，可以作为今后临床试验及动物实验的研

升高，pH 值显著降低，急性触发点存在代谢危机。

究方向。⑵应更大限度地提高患者的舒适度。因为

4.2 治疗机制

不同干预方法如针刺、推拿、注射麻药、针刀等作

诱发疼痛。Shah 等

动物实验研究发现，“以痛为腧”的镇痛机理

用于同一部位（激痛点）都可以产生很好的镇痛效

在于其作用直达病所，具有明显的即刻镇痛和长效

应，但不同方法带来的副作用不一样，是否有最为

镇痛的作用，并能对动物体内的内源性镇痛物质产

优先的治疗方式选择？⑶“以痛为腧”的治疗内涵

[22]

通过动物模型，发现“以痛为

包括并大于肌筋膜“激痛点”治疗内涵，需要在临

腧”按压法可以对大鼠脑内 GABA、GABAAR 产生

床中进一步挖掘“以痛为腧”的治疗意义，并扩大

影响，认为这是“以痛为腧”法能很好镇痛的脑内

至其他病种疼痛症状的应用。

生影响。张磊等

机制之一。李征宇等

[23]

通过研究发现，“以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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