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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才配穴法的临床研究进展倡

魏歆然，岳增辉△，魏高文，陈小丽，刘　丽，薛智慧
（湖南中医药大学，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２０８）

摘　要：三才配穴法是将三才思想运用于针灸选穴的一种配穴法，具有取穴少、高效、安全、无副作用等
特点。 查阅近 ２０ 年以来临床运用三才配穴法的相关文献，发现三才配穴法主要用于中风后遗症、乳腺
增生等病证的治疗。 同时，现代三才配穴法在理论上有所创新，不再拘泥于涌泉、璇玑、百会三穴，但关
于三才配穴法的治疗机制尚未清楚，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以促进临床上的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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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才配穴疗法是根据中医辨证理论，在采用天、
人、地配穴方法的基础理论上形成的配穴法。 在现代，
随着针灸理论研究与实践的不断发展，三才配穴法得
以传承与创新，现将近 ２０ 年文献报道的有关临床应用
综述如下。
１　三才配穴法渊源

关于“三才”的描述，最早见于枟周易枠 ［１］ 。 枟周
易枠认为天在上为阳，地在下为阴，人居于天地之间为
和，天、地、人之间是互相影响、互相联系的，即“三才
一气”学说，而中医学一直深受“天人合一”思想的影
响，如枟素问·宝命全形论枠中言：“夫人生于地，悬命于
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等。 基于这种整体观的思想，
在针灸临床上也出现了“天、地、人”三才的取穴规律。
从现存文献来看，明确地以三才命名固定穴位配伍的
最早记载当始自北宋，在琼瑶真人的枟针灸神书枠载：
“针有孔穴，按天地人三才，涌泉与璇玑、百会”。 枟针
灸神书枠流传不广，而元代窦汉卿所著枟标幽赋枠历来
为后世针灸学人所重视，其中也记载了“天地人三才
也，涌泉同璇玑、百会”，因此这个仿天法地的配穴法
广为人知［１］ 。 其主要特点在于以“人体小天地”为基
础，治疗上分别在人体上部、中部、下部各取一个穴位，
如王国瑞在枟玉龙经枠中注道：百会在顶，应天主乎气；
涌泉在足底，应地主乎精；璇玑在胸，应人主乎神；得之
者生，失之者亡，应乎三才者也［２］ ，从而达到天人合
一、上下一体、阴阳协调、阴平阳秘的治疗效果。
２　三才配穴法的理论创新

通过查阅近 ２０ 年的相关文献发现，现代三才配穴
法在理论上有所创新，不再拘泥于涌泉、璇玑、百会三
穴，在遵循取穴天人合一、选穴少而精的原则上，出现
了多种新的三才配穴法，扩大了三才配穴法的主治症
候与适应范围，例如武连仲［３］提出脑病三才穴的穴

位：水沟、廉泉、复溜；以及偏瘫三才穴：水沟配廉泉、曲
池配极泉、足三里配复溜。 韩东岳等［４］在总结王富春

教授运用三才配穴法治疗失眠经验中提到取四神聪、
神门、三阴交三穴配伍等。
３　三才配穴法的临床应用

三才配穴法的临床研究报道数量不多，主要见于
中风后遗症、乳腺疾病等病证的治疗，在临床治疗中具
有天人合一、取穴少而精、高效、安全、无副作用的特
点，效果较好。

３．１　中风后遗症
中风是针灸临床常见病，中医认为是由于风、火、

痰浊、瘀血等病邪上扰清窍、阻滞脑府所致，目前临床
报道中以对证分证施治为多，一般用穴过繁，初学医者
难以掌握，患者也难以接受，故采用三才配穴法精简而
易接受。 例如王寅等［５］对针刺治疗脑卒中后抑郁失

眠症的临床疗效评价中，将入选的 ６４例患者随机分为
两组，３４ 例治疗组采用三才配穴治疗，取穴 “天”为头
部的胃区穴、耳穴神门穴；“人”为躯体的中脘穴；“地”
为四肢穴内关、足三里、太溪。 而 ３０ 例对照组采用口
服安定类药物治疗，治疗 ４周后，分别对两组 ＨＲＳＤ量
表进行评价。 评价结果显示：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７９畅４％，药物对照组为 ４０％，两组间差异有高度统计
学意义（P＜０．００１）。 李世忠等［６］对 １２ 例中风后假性
延髓麻痹患者采用常规治疗结合三才配穴法：天部取
人中、廉泉、风池；地部取涌泉、足三里穴；人部取合谷、
通里穴。 结果治愈 ３例，９例除语言不够流畅外，其余
症状基本消失。 吴保奇［７］对 ３６ 例中风偏瘫患者运用
三才取穴法选用风池、曲池、足三里配伍成方，结果痊
愈 ２９人，占 ８０．６％，总有效率为 ９４．４％。
３．２　乳腺疾病

中医认为乳腺疾病多因情志失调、冲任失调、痰瘀
凝结所致。 三才配穴理疗法是在三才配穴法的基础
上，结合现代科学技术的电磁信息和光疗原理，对乳腺
良性疾病进行局部理疗及药物渗透，一方面通过局部
治疗，直接作用于乳房肿块，另一方面通过经络气血作
用调节乳房功能，促进乳腺增生复原，是一种理想的内
外结合治疗法。 例如孙清华［８］对 １２０例乳腺增生患者
采取乳根、膻中、足三里、期门、太冲、三阴交为三才配
穴，结合中国科学院 ＷＨ －２７０ 乳腺治疗仪治疗，每个
电极穴位治疗３ ～５ ｍｉｎ，移至另一个穴位治疗，结果治
愈 ８０例，占 ６６．６％，总有效率 １００％。 刘锦霞等［９］将

７０例痰凝血瘀型乳腺增生病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对
照组，４０ 例治疗组选取乳根、膻中、足三里、期门、太
冲、三阴交为三才配穴，联合口服中成药消结安治疗，
对照组 ３０例单纯口服消结安，两组均治疗 ２个月。 结
果表明三才配穴理疗联合中成药止痛迅速、肿块治疗
时间明显缩短，治愈率明显提高，且有效率在 ９０％以
上，明显优于单纯口服药物的有效率（P ＜０．０５）。 覃
贵铭等［１０］将 ８６０ 例乳腺囊性增生病患者随机分为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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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两组各 ４３０ 例，治疗组用治疗仪的 ＬＥＤ 红外线罩
杯和低频脉冲磁疗探头结合三才配穴疗法治疗，对照
组口服乳癖散结胶囊治疗，结果治疗组治愈 ２８６ 例，治
愈率 ９３畅３％，对照组治愈 １４５例，治愈率 ７２．１％，治疗
组总有效率明显优于对照组（P ＜０．０１）。 王兆侠［１１］

对 ３００例乳腺良性增生患者采用中药乳宁煎煮液内
服、单纯三才配穴理疗、两种方法联合的内服外治等 ３
种治疗方法，随机分为治疗组（内服配合三才配穴理
疗）和中药内服组和单纯三才配穴理疗组，每组 １００
例，三才配穴选用乳根、期门、膺窗、胸乡、食窦、膻中。
结果治疗组治愈 ７６ 例，总有效率 ９６％；中药内服组治
愈 ３３例，总有效率 ７４％；单纯三才配穴理疗组治愈 ２０
例，总有效率 ７３％。 治疗组疗效分别优于中药内服组
（P＜０．０１）与单纯三才配穴理疗组（P ＜０．０１）。 黄琪
等［１２］将 ７８例急性乳腺炎患者分为治疗组及对照组，
每组 ３９例，治疗组采用三才配穴疗法配合手法按摩排
乳的治疗方法，取乳根、膺窗、胸乡、食窦、膻中、神封，
使用ＷＨ －２９０ 乳腺治疗仪，结果治疗组疗效明显优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１）。
３．３　失眠症

中医阴阳学说认为，人体阴阳消长出入的变化，决
定了机体睡眠和觉醒的生理活动，三才配穴法通过
“人体小天地”的三部配穴，调整阴阳，从而治疗失眠。
例如王寅等［５］针刺治疗脑卒中后抑郁失眠症，治疗组
采用三才配穴治疗，取“天”为头部的胃区穴、耳穴神
门穴；“人”为躯体的中脘穴；“地”为四肢穴内关、足三
里、太溪。 结果对于失眠症的改善，治疗组总有效率达
９７％，药物对照组为 ７３．３％，两组间差异显著（P ＜
０畅０１）。 王富春等［４］提出四神聪在上应天主气，引阳
入阴；神门在中应人主神，安神定志；三阴交在下应地
主精，滋养阴血。 三穴配伍，能恢复机体阴平阳秘的生
理状态，从而治疗失眠，但并未有临床研究记载。
３．４　其他病证

张英杰［１３］对 ６０ 例面颤患者选用面部太阳穴、人
中穴、地仓穴和瘈脉穴为病变局部的三才配穴，进行点
刺放血和药敷耳穴，结果治愈者 ４４ 例，总有效率
９３畅３％。 肖惠中等［２］提出三才配穴法对于脑功能性精

神障碍效果较好，对于脑器质性病变之精神障碍者，疗
效差或无效，病案中选用传统的涌泉、璇玑、百会三穴
治疗巅顶头痛症与癫证，效果良好。
４　讨论

三才配穴疗法是根据中医辨证理论，在采用天、
人、地的配穴方法的理论基础上，形成的配穴法。 目前
在临床上，三才配穴法主要运用于中风后遗症与乳腺
疾病，从中医理论来看，其主要治疗机理在于从机体上
中下三位一体进行全身调理，升清降浊，协调阴阳，以

达到阴平阳秘。 依笔者临床经验，根据三才配穴法的
治疗特点，可以将三才配穴法运用到临床更多的疾病，
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结合各个疾病的特点，制定各个疾
病的三才配穴法，以充分发挥中医辨证论治的特色。
例如失眠症，为人群中最为普遍的一种睡眠障碍，流行
病学调查显示，全世界 １０％ ～１５％的成年人遭受着失
眠的困扰，另有 １／３的人群经历过短暂性失眠，在我国
的城市人口中，有 ３８．５％存在不同程度的失眠症
状［１４］ ，而大量临床报道证明，针灸疗法因其简便、高
效、安全、无副作用等特点，被广泛用于治疗失眠症，但
是存在选穴繁杂等问题，有必要进行有效的穴位筛选，
组成高效处方，优化治疗方案，而现代三才配穴法具有
选穴少而精、高效安全的特点，可以应用于针灸治疗失
眠症。 此外，目前相关的一些研究报道尚存在一些不
足：如对于三才配穴的生物电效应机制仍不清楚；临床
运用三才配穴法的文献并不多，体现出三才配穴的局
限性，也可能是三才配穴法未被业内人士所熟悉；临床
疗效上是穴位本身的作用，还是三才配伍的作用，或者
各占多少，在文献中表达并不明确，等等。
综上所述，三才配穴法有选穴少而精、天人合一、

高效的特点，但对于三才配穴法的作用、机理、疗效等，
有待进一步更深层次的研究，以发挥中医辨证论治特
点，指导临床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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