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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血脉理论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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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Hwangjenaegyeong(黃帝內經), the name of blood vessels is closely related to images of 

the river, and the word for blood vessel contains the following meaning, such as blood vessel, 

blood wind as well as blood stasis and so on. In a physiological perspective, the unobstructed 

blood vessel and normal operation blood are important symbols of health, for blood is the basis 

for human survival, physical activity and mental activity. In pathology, the external cold, 

excessive seven emotions and a biased diet can cause many kinds of abnormalities of the blood 

vessels, which can in turn become causes for a variety of diseases. The theory of blood vessels 

in Hwangjenaegyeong can provide guidance for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i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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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序論

血脉是一个涵盖气血经络的整体系统，是运行气血

的通道。血与脉密切相关共同构成了独特的中医学血

脉理论。早在《黄帝内经》对血脉的含义、血脉的关
系、血脉的生理、血脉的病理及相关血脉病变有着较
详细的论述，对后世及现代心脑血管疾病的临床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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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了较大影响。

Ⅱ. 本論

1. 《黄帝内经》中血脉含义
“脉”有“脉”、“脈”、“衇”等几种写法。《说文》曰

“衇，血理分衺形体者，从派从血。”从字源学来看，

“派”是“水道”的分支，“脉”是“血道”的分支，古人认
为人体的血道就好比是自然界的水道。《脉书·六痛》

记述“血者濡也，脉者渎也。”即血液有濡养人体的作

用，脉是人体流通气血的水道。血、脉功能的正常，

是机体各项功能正常的保证。正因为血、脉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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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殊性，二者通常并称，血脉一词在《黄帝内经》

中共出现41次，这其中《素问·平人气象论》有“风热
而脉静，泄而脱血脉实，病在中脉虚”的记载，在此段

论述中，应断句为“泄而脱血（而）脉实”，不难看

出，此处血脉不是连在一起的复合词。这样血脉一词
在《黄帝内经》中实际出现40次，其含义可以概括

为：①指血管，是血液运行的通道，为奇恒之腑，心

所主；②指血络，或称络脉；③代指血脉中“宛陈”，

或称恶血、瘀血。

1) 指血管

血脉，或称脉，是运行血液的通道，即血管。《素

问·脉要精微论》说:“夫脉者，血之府也。”意思是“脉”

为承载血液运行的道路，脉与血是不能分割的。在

《黄帝内经》中，言及“血脉”，大多数是指血管，是

血液运行的通道，为奇恒之腑，心所主。如：《素问·

六节脏象论》“心者生之本……其充在血脉”。《素问·

痿论》说“心主身之血脉。”《素问·平人气象论》说：

“心藏血脉之气。”说明心与脉直接相连，互相沟通。

心气推动血液在脉中运行，流注全身，发挥营养和滋

润作用。“血者濡也”、“脉者渎也”、“心主血脉”，共

同构成了一个循环于全身的心-血-脉系统。

2) 指血络
在《黄帝内经》中，脉的含义还未完全从经络系统

脱离开来，所以脉除了指血脉外，尚指“经脉”（包括

络脉），是气血运行的通道。如：《灵枢·血络论》篇

以“血络”命名，着重论述了针刺瘀血的脉络时所出现
的各种情况。该篇记载：“血脉者，盛坚横以赤，上下

无常处，小者如针，大者如筋。”，是形容脉络中邪气
充盛时血络的表现。通过观察血络的反映于外的颜色

变化，还可判断病证。如《灵枢·邪客》：“视其血脉，

察其色，以知其寒热痛痹。”《灵枢·论疾诊尺》说：

“诊血脉者，多赤多热，多青多痛，多黑为久痹，多

赤、多黑、多青皆见者，寒热。”这里的血脉都是指血

络而言。此外，《黄帝内经》中还有大量刺血络出血

的疗法——刺血络法。如：《素问·缪刺论》：“刺足内
踝之下，然骨之前，血脉出血，刺足跗上动脉。”；

《灵枢·五邪》：“邪在肝，……取血脉以散恶血。”；

《灵枢·官针》：“络刺者，刺小络之血脉也。”。这种
刺血络法至今仍在临床广泛应用。而这里所指的“血

络”，实际就是现在所指的浅静脉或毛细血管，仍然没
有脱离血管的含义。

3) 代指恶血

正是上述所说的刺血络疗法的兴盛，在《黄帝内
经》中，有多处以“血脉”代指血脉中的“宛陈”，或称
恶血，即现在所说的瘀血。如：《素问·三部九候

论》：“必先去其血脉而后调之，无问其病，以平为
期。”，这里“去其血脉”，实际上是指祛除血脉中瘀血

而言。《灵枢·小针解》说：“‘宛陈则除之’者，去血脉

也。”，“宛陈”指恶血或瘀血，“去血脉”就是指刺血

法。另外，在《灵枢·终始》、《灵枢·五乱》等篇均有

“去血脉”的记载。

2. 《黄帝内经》中血脉生理功

能

在心-血-脉系统中，血脉一词常常并提，指的是由

血和脉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系统，二者相互协调，共

同维系者机体的生命活动。

1) 脉的生理功能

脉为血府，说明脉道是容纳血液的器官；《灵枢·经
脉》说：“脉道以通，血气乃行。”，指脉道通利是血

液运行的重要条件；《灵枢·决气》说：“壅遏营气，令

无所避，是谓脉。”，说明除了脉道通畅是气血流行的

必要条件外，脉还有约束和推动血液在脉道内运行，

令其循环往复，周流不息的重要作用。另外，《灵枢·

邪客》云：“营气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脉，化以为
血，以荣四末，内注五脏六腑。”，营气在脉中化以为
血，说明脉在血液的生成中也起一定的作用。

2) 血的生理功能

血具有“以荣四末，内注五脏六腑”的作用，概括为
“血主濡之”（《难经·十二难》）。正是血的濡养作

用，维系者人体的正常生理功能。所以，《素问·五脏
生成篇》说：“肝受血而能视，足受血而能步，掌受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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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能握，指受血而能摄。”此外，血液作为“心主神明”

的物质基础，还与神志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

《灵枢·营卫生会》说：“血者，神气也。”

3) 血脉的生理功能

《灵枢·痈疽》曰：“血脉营卫，周流不休。”血和脉

相互协调，循环于周身，共同维系着机体的生命活

动。可以说血脉是人赖以存在的基础，也是人思维活

动的物质基础。正如《灵枢·九针论》所说：“人之所以

成生者，血脉也。”；《灵枢·平人绝谷》：说“血脉和

利，精神乃居。”血脉和利是机体健康的具体体现，如

《灵枢·通天》说：“阴阳和平之人，其阴阳之气和，血

脉调”。反过来血脉和利也是维系健康、以达长寿的重

要前提，《灵枢·天年》说：“血脉和调，肌肉解利，皮

肤致密，……故能长久。”

3. 《黄帝内经》中血脉病理表

现
如前所述，贵在和利，如果失其调和，则百病生

矣。血脉失和可以表现为：血脉不行（《灵枢·五

变》）、血脉凝泣(《素问·至真要大论》)、血脉凝涩
（《灵枢·百病始生》）、血脉凝结（《灵枢·刺节真
邪》）、血脉闭塞（《灵枢·终始》）等病理改变，最

终影响气血运行，而致诸疾。

1) 血脉失和的外因

寒邪是导致血脉凝泣的主要原因。《素问·至真要大

论》中记述“血脉凝泣”的主要原因是“太阳之胜”，即

运气学说中太阳寒水之气为胜气，寒性收引，所以血

脉因寒而导致凝泣。《灵枢·百病始生》中所说“血脉凝

涩”也是因寒而发，由于寒气从足厥逆上行，胫寒导致

血脉凝涩，最终导致寒邪入腹生积。同样在《灵枢·刺

节真邪》中也有因寒导致“血脉凝结”的记载。可见寒

邪是血脉失和的主要外因。

2) 血脉失和的内因

在《灵枢·五变》中记载了“消瘅”的成因，消瘅即消

渴，其形成的一个主要病理过程是“血脉不行”。原文

是这样记载的“怒则气上逆，胸中蓄积，血气逆留，髋
皮充肌，血脉不行，转而为热，热则消肌肤，故为消

瘅。”这里“血脉不行”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怒而气逆，

血随气上，积留胸中，使皮肤肌肉充胀，导致血脉通

行不利。这其中的论述与现代医学的观点颇有吻合。

4. 《黄帝内经》中血脉与发病

血脉循环于身，周流不休，是机体的一道防御线，

外邪入侵，由肌肤腠理可经血脉传入脏腑，血脉与疾

病的发生有着密切的联系。

1) 伏邪隐于血脉

在《灵枢·贼风》中，提出有人没有遭遇邪风侵袭而

突然生病的发病要素为：“此皆尝有所伤于湿气，藏于

血脉之中，分肉之间，久留而不去。”邪气“藏于血脉

之中”，构成了发病的内因，而这种伏邪的潜在变化是

极其微妙的，是病人察觉不到的微病。后因外邪感

触，或情志变化突然发病。即：“卒然喜怒不节，饮食

不适，寒温不时”，导致“血气内乱，两气相搏”而发
病。这里所说的伏邪隐于血脉，产生的病人觉察不到

的微妙变化。

2) 病邪经血脉传变
血脉环周不止，遍及全身，为病邪传变创造了条

件。《灵枢·周痹》说：“周痹者，在于血脉之中，随脉

以上，随脉以下，不能左右，各当其所。”《灵枢·病

传》：“正气横倾，淫邪泮衍，血脉传溜，大气入

脏。”这是说若机体正气大伤，邪气就会弥漫而经过血

脉传到内脏。《灵枢·百病始生篇》就提出了邪气由皮

毛到肌肤、络脉、经脉、输脉、冲脉、肠胃、膜原、

五脏的依次传变规律。由此可见，病邪在血脉尚属轻
浅阶段，应该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治疗，防止其传变入

脏入腑。

3) 咸味与血脉发病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咸伤血”；《素问·异
法方宜论》说“盐者胜血”；《素问·生气通天论》说：

“味过于咸，……心气抑”；《素问·五脏生成》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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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咸，则脉凝泣而变色”；为什么咸与血、脉相关？在

《灵枢·五味论》记载：“咸入于胃；其气上走中焦，注

于脉，则血气走之，血与咸相得，则凝，……血脉

者，中焦之道也，故咸入而走血矣。”通过这些《黄帝

内经》条文，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咸伤血脉。也正因

此，《素问·宣明五气》告诫后人：“咸走血，血病无多

食咸。”这种血脉生病而限盐的说法，与现在认识中的

动脉粥样硬化及心脑血管疾病控制盐的摄入可谓不谋
而合。

5. 《黄帝内经》中的血脉病

《黄帝内经》中的血脉理论相当丰富，血脉为病大

多归为心系疾病或其他脏腑疾病中。也可见到“脉

痹”、“脉痿”、“脉风”、“脉胀”、“脉偏痛”、“脉癫疾”

等散在病名。

1) 脉痹

脉痹是夏季因风寒湿三气杂至，客于脉络，而出现
的气血凝涩不同的病证。“以夏遇此者为脉痹”、“脉痹

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心”（《素问·痹论》），强调
了风寒湿邪在人体正气不足的状态下，在夏季侵袭人

体，容易引起脉痹，并进一步发为心痹。在主要症状
方面，“痹在于脉则血凝而不流”、“心痹者，脉不通，

烦则心下鼓，嗌干善噫。” （《素问·痹论》）出现心

烦、心悸、胸闷、心痛等心脉不通的症状。

2) 脉痿

脉痿是由于心气热，脉气上逆所致的四肢关节弛缓
痿废之病，是痿证的一种。《素问·痿论》提出：“心气
热，则下脉厥而上，上则下脉虚，虚则生脉痿，枢折

挈，胫纵而不任地也。”说明

3) 脉风
“风气与太阳俱入，行诸脉俞，散于分肉之间，与卫

气相干，其道不利，故使肌肉愤 而有疡，卫气有所凝

而不行，故其肉有不仁也。厉者，有荣气热胕，其气
不清，故使其鼻柱坏而色败，皮肤疡潰，风寒客于脉

而不去，名曰病风。”（《素问·风论》）“脉风成为

厉。”（《素问·脉要精微论》）脉风是风邪入侵血脉所

致的疾病，可以转换为疠风，即今之麻风病。

4) 脉胀
“营气循脉，卫气逆为脉胀。”（《灵枢·胀论》）脉

胀是因卫气在脉外逆行而生病证,关键在于以寒为首的

六淫侵袭导致卫气逆乱，营卫之气失调，气血涩滞而

成。

5) 脉偏痛

“虚邪偏客于身半，其入深，内居荣卫，荣卫稍衰，

则真气去，邪气独留，发为偏枯。其邪气浅者，脉偏

痛。”（《灵枢·刺节真邪》）脉偏痛是外邪入侵人体轻
浅部位，血脉不和而致的半身偏痛。其发生与正气不

足，邪气不去，侵袭人体半身有关，是半身不遂的先

兆表现。

6) 脉癫疾

“脉癫疾者，暴仆，四肢之脉皆胀而纵。脉满，尽刺

之出血。”（《灵枢·癫狂》）脉癫疾是因病邪入侵于脉

而致的癫病。癫病深入于脉，致使血脉失调，气血紊

乱，厥气上闭清阳而突然昏倒，不省人事，由于末梢

循环障碍，故血脉胀急，可取胀满的经脉放血治疗。

总之，《黄帝内经》对血脉的名称含义、生理病理

及有关病变论述较为详细，涉及心脉、脑脉、肢脉的

各方面内容，反应了功能与结构的密切关联，特别是

心-血-脉的整体有机联系，至今指导着心血管疾病的

中医临床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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