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节 经络现代研究



• （一）循经感传现象

• （二）循经性感觉障碍现象

• （三）可见的经络现象



（一）循经感传现象
(Propagated sensation along channels, PSC)

• 1、概念：指沿经络路线出现的感觉传导现

象，是最为常见的经络现象，通常在针刺、

脉冲电、按压等方法刺激穴位时产生。

• 2、循经感传现象基本特征



循经感传现象的基本特征：

（1）循经性  ：经络现象的首要条件。  

（2）双向传导    

（3）回流性：感传最奇特的现象之一。

（4）慢速传导：10cm/s左右

（5）可阻性 

（6）感传线宽度粗细不匀：四肢细，头面胸腹宽

（7）感觉性质多样    

（8）趋病性

（9）效应性 



（二）循经性感觉障碍现象

• 指沿经络路线自发出现的麻木、痛敏、

异常感觉等感觉障碍现象，以循经性麻

痛最为多见

• Head痛敏带（zones of hyperalgesia)

与循经性麻痛带

• 循经性麻痛带与脏腑病变关系



（三）可见的经络现象

1、循经性皮肤病：

      神经性皮炎 Neurodermatitis

      扁平苔藓  Lichen Planus

2、循经性皮肤血管神经性反应

     红线、白线、丘疹等----循经性皮肤显痕



（一）表现特征

Ø（1）基本循经 

Ø（2）多经并发 

Ø（3）皮损宽度 

Ø（4）伴发症状 



（二）机理分析 

Ø与植物神经和大脑皮层的控制有关 

Ø与神经体液和微循环变化有关

Ø后天性者可能是由于经脉线组织处于致敏的

病理状态下，某些原因刺激局部释放的生物活

性物质诱发了变态反应所致



三、循经性皮肤血管机能反应 

• 伴随循经感传出现的皮肤血管机能反应变化，

属于皮肤血管的生理性变化。主要有皮肤血管

神经性反应、发汗、立毛等植物神经反应，局

部皮肤血流的变化等。



（一）表现特征 

• （1）循经性皮肤血管神经性反应：包括红线、

白线、红疹、皮丘带和皮下出血等现象。其中

以红线、白线报道较多。

• （2）循经感传时伴有发汗、立毛等植物神经

反应。 



（二）机理分析 

• 皮肤血管的变化与植物神经功能有关，但其

走行的路线却与血管、淋巴管及神经的走行不

同，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



四、循经感觉障碍 

•     循经感觉障碍是指沿着经脉循行路

线自发出现的疼痛、异常感觉等现象，

是病理状态下的经络现象之一。





二、经络的客观检测
(Detection of Channels)

经络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构呢？



• 《灵枢·经脉》篇记载 “经脉十二者，伏行分肉

之间，深而不见” 

• 综合《灵枢》中有关经脉的论述，经脉所附着的组

织应该符合以下条件，一是与分肉相关；二是内属于

府藏；三是外络于肢节；四是在机体呈连续，对称分

布；五是接受针刺后令人产生酸胀感。 



• 目前认为经脉结构主要与筋膜类组织（筋膜遍

布全身，包括所有包裹在肌、肌腱或血管、神经

及某些脏器之外或之间的结缔组织，它又分为浅

筋膜、深筋膜及脏筋膜）有关 



依     据

Ø（1）“得气”感产生的基础：

Ø（2）形态解剖学所见：

Ø（3）循经声波传导的基质： 

Ø（4）钙离子富集的组织： 

Ø（5）推拿疗法的基础： 



（一）、循经感传现象 

• 循经感传现象（Propagated sensation 

along channel，PSC）

    系指针刺、电脉冲及其它方法刺激穴位时，

人体出现一种酸、胀、麻等特殊感觉从受刺激

的穴位开始，沿古典医籍记载的经脉循行路线

传导的现象。



• 显性感传在一定条件下产生，显现率较低，

隐性感传普遍存在于人群中，显现率可达90％

以上。

• 隐性感传60％～90%能激发为显性。



（二）循经感传的特征 

Ø1、感传的普遍性：黑龙江中医研究院的“七

五”期间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经络感传普

遍性的研究结果表明：不论性别、年龄、职业、

种族均观察到经络感传现象。



Ø2、感传循经性：感传通常多与古典经络

主干循行路线基本相符，总的来说，四肢

部基本一致，躯干部常有偏离，而在头面

部则差异较大。 

Ø3、感传性质：感觉具有多样性的特点，

常与刺激方法、部位、个体的差异有关。 



4、感传速度：

《难经》载：“人一呼脉行三寸，一吸脉

行三寸，呼吸定息，脉行六寸。”

成年人呼吸每分钟平均14～18次左右，

黄帝时代1寸约等于2.5cm，那么脉行速度

为： 



2.5×6×(14～18)/60

＝3.5～4.5cm/sec



• 循经感传的速度大多数远较周围神经传
导速度为慢，每秒数毫米至数十厘米不
等。 

• 与刺激部位、刺激方法、刺激量、温度
等因素有关。



Ø5、感传深度：体表、皮下、肌肉、内脏各层

组织均可出现感传。

Ø6、感传宽度：在四肢多呈细线状，而在躯干

则呈宽带状。感觉带的宽度范围在0.5～3cm 之

间。 



                 感传的阻滞：

Ø（1）局部机械压迫：500~1000g/cm2,或血压计袖带

加压至150mmHg

Ø（2）液体注入法：局部注射生理盐水及盐酸普鲁卡

因，或M受体阻断剂、α受体阻断剂等，特点是阻滞迅

速、恢复缓慢

Ø（3）冷冻降温法：据福建方面观察，引起冷冻阻滞

的穴位深部组织的临界温度为21.16±0.4ºC

Ø（4）皮肤触觉刺激法：用毛刷在拟阻断部位轻轻刷

动15分钟左右，也可阻滞感传



Ø 8、感传的效应 ：引起相关脏腑的内脏效应。如：

足三里——胃，商阳——肠，内关——心

Ø 9、感传的激发：运针、电刺激、药物、入静诱导

(明代李时珍所说“内景隧道，惟返观者能明察之”)。 



循经感传的规律性特征

Ø感传的循经性、趋病性、效应性三者并行

Ø感传的对称性和制约性

Ø感传的超体节特征

Ø感传的可控规律



循经感传的机理分析

Ø中枢兴奋扩散观点：感在中枢，传在中枢

Ø外周动因激发学说：感在中枢，传在体表

Ø外周-中枢综合说：外周有循经的实质过程，

中枢有循经的功能表现

Ø脊髓α运动神经元兴奋传递说



（一）表现特征

Ø（1）感觉性质

Ø（2）感觉分布

Ø（3）发作次数



（二）机理分析

Ø内脏疾患、体表的损伤性病灶和中枢神经系统的疾

患（如脑外伤等）是引起循经性感觉障碍的主要原因

Ø有关学者基于----给发作者服用苯妥英纳能抑制异

常感觉扩延的事实，认为它可能是一种以大脑皮层功

能失调为基础的病理性反射，其病理变化可能与癫痫

发作属于同一类神经障碍过程，因而也称之为“循经

感觉性癫痫”。 



二、经络的客观检测
(  Detection  of  Channels  )

（一）皮肤电阻检测

（二）放射性核素示踪

（三）低频声信号检测

（四）红外辐射成像

（五）体表超微弱发光检测

（六）钙测定



• （一）皮肤电阻检测

• 经络低电阻特性Lower Surface Electrical 

Impedance （“良导点”  “良导络”）

•    80~100KΩ    vs     600KΩ

二、经络的客观检测
(  Detection  of  Channels  )



• 低频声信号（低频机械振动波）检测

• 经络的传声速度约为每秒10米左右

• 经络输声疗法

二、经络的客观检测
(  Detection  of  Channels  )



• 红外辐射成像：循经高温带或低温带

二、经络的客观检测
(  Detection  of  Channels  )



红外热成像在医学上的应用



• 体表超微弱发光检测（ Ultra-weak    

            Chemiluminesence Detection）

• 人体经穴能发出较强冷光

• 钙测定

• 经穴钙富集现象

二、经络的客观检测
(  Detection  of  Channels  )



三、经络-脏腑相关

• （一）脏腑病变在经络的反应

• （二）经络对脏腑的调治

• 脏腑病变在经络的反应：主要表现为经络路线

的感觉、组织形态和生物物理特性等方面改变

• 牵涉痛：内脏病变可引起体表某一部分发生疼

痛或感觉过敏



四、关于经络实质的假说

已知结构及其已知功能的调控系统。

已知结构的未知功能或几种已知结构共同参与的未

知的综合功能的调控系统。

未知的特殊结构及其功能的调控系统。



• 脉管说

• 《阴阳十一脉灸经》：齿脉、耳脉、肩脉、胃脉

• 《足臂十一脉灸经》：结合足臂和阴阳属性命名

• 经脉循行与血管走行路线

• “刺络”  “脉刺”  “窦刺”



            中枢兴奋扩散说

     1、幻肢存在感传

     2、气功可诱发感传

     3、颅内病变患者可自发感传

     4、感传以皮层感觉功能为基础

     5、杰克逊癫痫与感传相似

       “感在中枢，传也在中枢”



                      外周动因激发说

     1、感传可伴形态学改变

     2、感传可被阻滞

     3、感传线与已知结构不同

     4、在体表感觉缺失区感传会改变

     5、感传可干扰第一体感区

      “传在外周，感在中枢”



                   二重反射假说

      1977年有人提出了经络实质的二重反射假说。这一

假说认为,针刺穴位,一方面可以通过中枢神经系统引起

通常的反射效应,即长反射,另一方面,由于局部组织损

伤而产生的一些酶化学物质作用于游离神经末梢,引起

一系列的局部短反射,从而引起了循经出现的各种经络

现象。



                 二重反射假说

       二重反射假说的基本观点是:

    ①经络循行线上的组织存在着相对丰富的血管和淋

巴管, 其分布可能有特殊的构型。

    ②经络循行线上的皮肤、皮下组织和血管周围有相

对丰富的神经丛(网),主要由交感肾上腺素能、胆碱能

纤维和传入神经所组成,这些游离的神经末梢可以相互

发生影响。



• 二重反射假说

• ③针刺时,由于局部组织损伤而产生的一些酶化
学物质作用于游离神经末梢即可引起局部短反
射,通过神经丛(网)的相互作用,一个局部短反射
的效应即可成为引起另一个短反射的动因。如
此相继触发,向一定的方向推进,从而引起了循
经出现的各种经络现象。④在一系列局部短反
射相继激发的过程中,每一个反射环节所引起的
兴奋,通过传入神经进入中枢,上升为意识。这
些局部短反射的代表区在大脑皮层上相应接通,
就形成了经络在大脑皮层的投影图。



• 二重反射假说

• ⑤在经络循行线上,以神经和血管为基础的局部短反

射的效应可以认为是一种比较古老、比较低级的外周整

合系统,是进化过程中遗留下来的一种比较原始的机能。

• 二重反射假说可以较完满地解释针刺穴位时出现的反

射效应和各种循经出现的经络现象。   



• 轴索反射接力联动假说

• 轴索的反射接力联动假说认为:穴位中的感觉神经

末梢受到各种形式的刺激发生兴奋, 神经冲动即传导

至该轴索分支的分岔处,然后返转逆向,沿其另一分支

传向皮肤,在此分枝的终末处释放出扩血管的或其他

的效应物质,使皮肤的小动脉扩张,使微血管的通透性

提高,使接近此分支终末的肥大细胞处于活跃状态。



                   轴索反射接力联动假说

       小动脉扩张形成潮红,微血管通透性升高形成风团,

由穴位直接刺激引起的和由轴索反射引起的肥大细胞活

动改变了中间物质的成分和含量。这些中间物质能将信

息从一个神经元的轴索终末传递给下一种神经元的轴索

终末。它们包括从上一轴索终末放出的物质,存在于微

环境中的各种生物活性物质或电解质,也包括构成荷电

基质的大分子物质。



• 轴索反射接力联动假说

• 主要由于中间物质导电能力的增强,激动皮肤中按神

经路线特定排列的、与上一神经元末梢重叠分布的下一

个神经元轴索终末产生兴奋,促使下一个神经元进行轴

索反射。反射的结果同样形成相应区域的潮红或/和风

团。如此,一个接一个地传递,形成了沿经的红线和皮丘

带。这就提示,两个相邻的感觉神经元外周轴索终末之

间可能进行信息的传递。 



                 第三平衡系统假说（1978）
现代生理学中已知的人体平衡系统有三：

第一平衡系统（躯体神经系统）（v=100米/秒）

第二平衡系统（植物神经系统）（v= l米/秒）

第四平衡系统（内分泌系统）（以分计）

第三平衡系统（经络系统）（约10-20厘米/秒）     



                 第三平衡系统假说（1978）

       第一平衡系统维持快速姿势平衡,第二平衡系统维持

内脏活动平衡,第三平衡系统维持体表和内脏间的平衡,

而第四平衡系统则维持全身慢平衡。它们的分工虽有不

同,但互相影响、制约,维持整体平衡。

     



四、关于经络实质的假说

         第三平衡系统假说（1978）
       第三平衡系统的生理功能属于整体区域全息性质。

即对于一个完整人体来说,他的某些局部具有影响全身信

息的作用。如针刺背部的背俞穴,可引出通向相应脏腑所

属经脉的感传,说明背俞穴有通全身的全息作用。耳部针

刺也可产生全部十四经感传线,其特点是不像背俞穴那样

具有较大的特异性,即刺激某一点,不只产生某一经的感

传,即使垂直进针,压力相同,针刺同一点,前后产生的感传

线也不一定相同。这说明耳区也具有对全身的全息作用。     



                    第三平衡系统假说（1978）

       这些特定的区域都各自具有调整全身平衡的全息作

用。它们的通路可能是APUD(Amine Precursor Uptake 

and Decarboxylation)系统。它们的核心似在苍白球。

整个经络系统是最原始的反应系统,在长期进化过程中,

虽然不断有新的神经成份增加,但其最古老的部分并未消

失。

     



四、关于经络实质的假说
                       细胞间直接通讯说：

      有人分析了人体内的三种细胞间信息传递方式,即长程通讯、

短程通讯和直接通讯,认为经络与细胞间直接通讯关系密切,认为经

络可能是特化的细胞间隙连结直接通讯系统。这个假说的依据是:     

        ①循经感传的速度与离子等物质在细胞间隙连结中的传导速

度是相近的。

       ②实验证明,经络线上细胞间隙连结的数目、直径比非经线处

要多、要大。

      ③经络线上细胞间隙连接的启闭与经络表皮的低电阻密切相关。     

      ④影响间隙连结通道启闭的因素可影响针刺效应。此假说是从

细胞通讯角度探讨经络实质的一个新尝试。



四、关于经络实质的假说

                    经络与肌肉相关说：

      有人认为,肌肉系统与《灵枢》中的经筋类似,上下关联性非

常明显,刺激下部肌肉会传导到上部。组织液是由肌肉运动而移动

的,这类组织液就是中医学里的水液,而促使组织液运动的肌肉群

系统就是经筋。因此,考虑经络现象时,应以肌肉系统为主体。

    也有人持类似的观点,认为经络的实质乃是以肌纤维为基础的。

经筋则是解剖中所见到的肌肉、肌腱等组织,全身横纹肌大致以纵

向排列,经络的走向与此规律一致,而且凡是肌纤维交错排列之处,

如面、颊、肩、臂,经络走向也呈曲折回绕现象。同时,用肌纤维

的生理也能解释一些经络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