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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五枢穴为足少阳胆经与带脉的交会穴，在古籍记载中常用于治疗带下、月经病、阴疝、膀胱
气攻两胁等病症，其临床应用主要与其归经、部位、经络的功能、表里经配穴相关，但在现代临床治
疗、研究中的应用很少。总结古医籍中关于五枢穴的文献，对临床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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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Wushu Acupoint (GB27）
SU Quan-gui1, ZENG Jing-chun2, LIN Guo-hua2, LIN Jin-de1
(1. Anxi County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xi 362400, China; 2.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Guangzhou 510405, China)
Abstract: Wushu acupoint (GB27) is the intersection acupoint of Gallbladder Meridian of Foot-Shaoyang
and the Dai Meridian. As recorded in ancient books, it was often used in treatment of morbid leukorrhea,
menstruation disorders, perineal hernia, bladder qi threating both rib-sides and other diseases; its clinical
application was mainly related to its meridian tropism, location, functions of meridians and acupoint matching of
exterior and interior meridians. However, the application in modern clinical treatment and research were few.
This article summarized literature on Wushu acupoint (GB27) in ancient medical books and was of certain
guidance significance in cli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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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枢穴位于侧腹部，为足少阳胆经与带脉之所

数之中，当扭转身躯或跪拜五体投地时，本穴正当腰

会，五者数之中，枢即枢纽，少阳为枢，本穴正当

部转折之处，当人身长度之折中；对于“枢”的含

[1]

腰部转折之处，故名五枢 。五枢穴在古籍记载中

义，《辞海》释为事物运动的关键；《说文解字》曰

常用于治疗带下、阴疝等病症，现代临床研究中较

“枢，户枢也”，为中枢、枢纽；《素问•阴阳离合

[2]

少应用。笔者以《中华医典》 （第五版）为检索

论》曰：“是故三阴三阳之离合也，太阳为开，阳明

工具，以“五枢”为检索词，获取古代医籍中关于

为阖，少阳为枢。”指出少阳经为气机调畅之枢、表

五枢穴的相关文献，进行总结分析。

里出入之枢、上下升降之枢、津液输布之枢[3]，在人

1 穴名，定位

体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故称之为“五枢”。其名

五枢穴位于腹部两侧，《说文解字》中解释

最早记载于《素问•气府论》：“足少阳脉气所发者

“五，阴阳在天地之间交午也”，“五”从

六十二穴……胁下至胠，则日月、章门、带脉、五

“乂”，纵横交错之意，反映了本穴为足少阳胆经

枢、维道、居髎……”此外，《救伤秘旨•轻重损伤

（纵行）与带脉（横行）交错的位置，又“五”者

按穴治法》 [4] 中记载：“五定穴：在章门下四寸八
分，即五枢穴，足少阳，属脾、肝二经。”提到“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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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穴”的别称，其定位与“五枢穴”的定位相符，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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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中又提到“五定穴”属脾、肝二经，与“五枢

腹。《针灸甲乙经》《普济方》等均提到“男子阴

穴”的归经不符，故是否记载有误有待进一步考证。

疝，两丸上下，小腹痛，五枢主之”。说明针刺五

五枢穴定位为：侧腹部，髂前上棘前 0.5 寸，

枢穴治疗阴疝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一方面，根据

[5]

约平脐下 3 寸处 。通过查阅诸多历代医籍，对于

《灵枢•经脉第十》记载：“其支者，别锐眦，下大

五枢穴的定位较为统一，均为“带脉下三寸”或

迎……络肝，属胆，循胁里，出气街，绕毛际，横

“章下寸八”，如《素问•气府论》云：“五枢在带

入髀厌中。”其中“毛际”指耻骨阴毛部，说明足

脉下三寸，足少阳、带脉二经之会。”《灵枢•经

少阳胆经在循行过程中经过耻骨阴毛部，正合阴疝

脉》曰“五枢章下寸八”等。

症状的部位，取五枢穴，符合“经脉所过，主治所

2 临床应用

及”的针刺取穴原则；另一方面，《灵枢•经脉第
十》也提到：“肝足厥阴之脉，起于大指丛毛之

2.1 带下、月经病
[6]

《黄帝明堂灸经》 记载：“杨氏曰：带脉总

际……上腘内廉，循股阴，入毛中，过阴器，抵小

束诸脉，使不妄行，如人束带而前垂，此脉若固，

腹。”《素问》中也提到“疝专主肝经，与肾经绝

无带下漏经之症矣。”说明带脉在妇女月经、带下

无相干”，说明了肝经在阴疝发病过程中的重要作

中的重要作用，带脉若固，则经、带无恙，反之则

用，而肝经与胆经为表里经，取胆经的五枢穴治疗

产生诸如书中所说的“女人少腹痛，里急瘛疭，月

肝经的病症，符合针刺时“表里经配穴法”的原则。

事不调，赤白带下”诸症。

五枢穴位于侧腹部，如明代《仁术便览•疝病》[13]所

郭燕文[7]、张承烈等[8]对经、带的生理、病理过

载：“睾丸连小腹痛者是也。有睾丸痛者，有痛在

程做出论述，指出均与肝、肾、冲脉、任脉、督脉、

五枢穴者。”五枢穴位于阴疝疼痛的部位，具有

带脉等关系密切。肾为先天，肝藏血，肝肾阴阳的盛

“腧穴所在，主治所在”的治疗功效。

衰影响着冲、任、督、带的生理、病理功能，如叶天

2.3 膀胱气

[9]

士在《临证指南医案•虚劳》 中所说，“八脉隶于

《黄帝明堂灸经》记载：“五枢二穴，在带脉

肝肾”。而带脉环腰一周，如《奇经八脉考•带脉

下二寸，水道傍一寸半陷者中，灸三壮……主膀胱

所记载：“带脉者，起于季肋足厥阴之章门

气攻两胁也。”《针灸资生经》[14]曰：“五枢疗膀

穴，同足少阳循带脉穴，围身一周，如束带然。又

胱气攻两胁。”可以看出，五枢穴可以治疗膀胱

与足少阳会于五枢、维道，凡八穴。”“张子和

气。对于膀胱气，《杂病源流犀烛•膀胱病源流》[15]

曰：‘十二经与奇经七脉，皆上下周流，惟带脉起

提到：“膀胱气，膀胱经病也。其症小腹肿痛，必

少腹之侧……冲、任、督三脉，同起而异行，一源

小便秘涩。”不难看出，膀胱气的主要症状为小腹

而三岐，皆络带脉。’”《灵枢•经别》云：“足少

肿痛，小便困难，该病虽为膀胱经所主病症，但胆

阴之正，至腘中，别走太阳而合，上至肾，当十四

经在循行过程中“循胁里，出气街，绕毛际，横入

椎，出属带脉。”说明了带脉与肝、肾、冲脉、任

髀厌中”，膀胱气攻两胁，正中胆经循行位置，五

脉、督脉之间具有密切关系。月事不调、赤白带下

枢为胆经腧穴，位于侧腹部，正合“经脉所过”

之时，调理带脉，可影响与其关系密切的诸脉，达

“腧穴所在”的针刺取穴原则。

到《黄帝明堂灸经》所载“此脉若固，无带下漏经

2.4 带脉腰痛

篇》

[10]

之症矣”的功效。五枢穴为带脉与足少阳胆经之交

《难经•奇经八脉》云：“带之为病，腹满，腰

会穴，针、艾此穴，可达到调理带脉之功效，故

溶溶若坐水中。”《脉经》云：“诊得带脉左右绕脐

《针灸甲乙经》《女科证治准绳》等皆载“妇人下赤

腹，腰脊痛冲阴股。”可见带脉的病变常可引起以

白，里急瘛疭，五枢主之”。

腰背痛连及大腿内侧为主要临床特点的腰痛，而薛

2.2 阴疝

卫国等[16]通过针刺五枢穴等治疗带脉腰痛取得了很

《经络全书》 [11] 中提到：“朱丹溪曰：疝气

好的临床疗效。通过分析发现，第三腰椎横突综合

者，睾丸连小腹急痛也，有痛在睾丸者，有痛在带

征的症状与“带脉循行路线”“带脉病候”具有密

脉下二寸五枢穴旁者，或无形无声，或有形如瓜，

切的相关性。一方面，《难经》中说：“带脉者，

[12]

通过对古医籍的系

起于季肋，回身一周。”带脉环行腰部一周，根据

统分析，得知阴疝的主要症状为：前阴肿痛牵引少

“经脉所过，主治所及”的针刺取穴原则，取足少阳

或有声如蛙者皆是。”黄龙祥

胆经与带脉交会的五枢穴，可治疗带脉经过部位的

四类：⑴其为足少阳胆经、带脉的经穴，可用于这

病症；另一方面，根据“腧穴所在，主治所在”的

两条经脉经过部位的病变，如带下病、月经病、带

穴位近治作用取穴原则，五枢穴位于侧腹部，可治

脉腰痛、阴疝、肩背痛、关节痛等；⑵足少阳胆经与

疗带脉腰痛。临床中，根据《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等

足厥阴肝经为表里经，根据“表里经配穴法”，取

记载，针刺五枢穴治疗带脉腰痛时，常需配合艾灸。

胆经的五枢穴可治疗肝经的阴疝病症；⑶胆经为半

2.5 中风、偏风

表半里之经，可调表里阴阳之气，取之可治疗风邪

对于中风、偏风，《金匮要略》曰：“夫风之为

侵袭引起的中风、偏风等病症；⑷五枢穴位于侧腹

病，当半身不遂；或但臂不遂者，此为痹。脉微而

部，取之可治疗穴位旁“膀胱气攻两胁”的病症。

数，中风使然。”《素问•风论》云：“风中五脏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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