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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脉循行 

• 胃足阳明之脉，起于鼻之（甲乙经无之字）交頞中，旁纳（一本作约字）太阳之脉，下循鼻外，上入齿

中，还出挟口环唇，下交承浆，却循颐后下廉，出大迎，循颊车，上耳前，过客主人，循发际，

至额颅。 

• 其支者，从大迎前下人迎，循喉咙入缺盆，下鬲属胃络脾。 

• 其直者，从缺盆下乳内廉，下挟脐，入气街中。 

• 其支者，起于胃口，下循腹里，下至气街中而合，以下髀关，抵伏兔，下膝膑中，下循胫外廉，

下足跗，入中指内间。 

• 其支者，下膝三寸而别，下入中指外间。     

• 其支者，别跗上，入大指间，出其端。                                             

                                       《灵枢·经脉第十》 （1963年人卫版《黄帝内经灵枢》）  



经  

脉  

循  

行  

 

辰时（7-9）流注 



二、经脉病候 
• 是动则病洒洒振寒，善呻数欠颜黑，病至则恶人与火，闻木声则惕然而惊，心欲动，独闭户塞牖而处。

甚则欲上高而歌，弃衣而走，贲向腹胀，是为骭厥。是主血所生病者，狂疟温淫汗出，鼽衄，口喎唇

胗，颈肿，喉痹，大腹水肿，膝膑肿痛，循膺、乳、气冲、股、伏兔、骭外廉、足跗上皆痛，中指不

用。气盛则身以前皆热，其有余于胃，则消谷善饥，溺色黄；气不足则身以前皆寒栗，胃中寒则胀满。

为此诸病，盛则泻之，虚则补之，热则疾之，寒则留之，陷下则灸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盛者，

人迎大三倍于寸口，虚者，人迎反小于寸口也。  

                                                                         《灵枢·经脉》 

• ①  胃肠病：食欲不振、胃痛、呕吐、  噎膈、腹胀、泄泻、便秘等   

• ②  头面五官病：目赤痛痒、目翳、眼  睑润动等  

• ③  神志病：癫狂等   

• ④  热病  

• ⑤  经脉循行部位的其它病证：下肢痿  痹、转筋等 .  



足阳明胃经穴 

•       承泣、四白、巨髎、地仓、大迎、颊车、下关、头维、人

迎、水突、气舍、缺盆、气户、库房、屋翳、膺窗、乳中、乳

根、不容、承满、梁门、关门、太乙、滑肉门、天枢（大肠

募）、外陵、大巨、水道、归来、气冲、髀关、伏兔、阴市、

梁丘、犊鼻、足三里（合）、上巨虚（大肠下合穴）、条口、

下巨虚（小肠下合穴）、丰隆（络）、解溪（经）、冲阳

（原）、陷谷（输）、内庭（荥）、厉兑（井），共45穴。 



      部位：在目下七分，直目瞳子，阳跷、任脉、足阳明之会， 刺入三分，不可灸。 

《针灸甲乙经》 

   现代定位：在面部，眼球与眶下缘之间，瞳孔直下。 

     主治：眼睑瞤动、迎风流泪、夜盲、近视等目疾； 

                口眼歪斜，面肌痉挛。 

      附《针灸甲乙经》 :目不明，泪出，目眩瞀，瞳子痒，远视荒荒， 

昏夜无见，目瞤动，与项口参相引，僻口不能言 ，刺承泣。 

    

 (ST1)承泣 起始穴 



      部位：在耳下曲颊端陷者中，闭口有孔。 《针灸甲乙经》 

   现代定位：穴位于面颊部,下颌角前上方,耳下大约一横指处,咀嚼时肌肉隆起时出

现的凹陷处。 

     主治：齿痛、牙关不利、颊肿、口角歪斜等病证。 

      附《针灸甲乙经》：颊肿，口急，颊车痛，不可以嚼，颊车主之。 

    

 (ST6)颊车 



 (ST7)下关 
      部位：在客主人下，耳前动脉下空下廉，合口有孔，张口即闭，足阳明、少阳之会

《针灸甲乙经》 。 

   现代定位：位于面部耳前方,当颧弓与下颌切迹所形成的凹陷中。闭口取穴。 

     主治：牙关不利、三叉神经痛、齿痛、口眼歪斜等面口病证；耳聋、耳鸣、聤耳等

耳疾。 

      附《针灸甲乙经》：失欠，下齿龋，下牙痛，颊肿,下关主之。 

    



 (ST8)头维 
      部位：头维，在额角发际侠本神两傍，各一寸五分，足少阳、阳维之会。 《针灸甲

乙经》 

   现代定位：在头部，额角发际直上0.5寸，头正中线旁开4.5寸。 

   主治：头痛、目眩、目痛等头目病证。 

   附《针灸甲乙经》：寒热头痛如破，目痛如脱，喘逆烦满， 

      呕吐，流汗难言，头维主之。 

    





 (ST25)天枢  大肠之募穴 

      部位：天枢，去肓俞一寸五分，侠脐两傍各二寸陷者中。 《针灸甲乙经》 

   现代定位：在上腹部，横平脐中，前正中线旁开2寸。 

主治：腹痛，疝气，痛经。 

附《针灸甲乙经》：疟，振寒，热甚狂言，天枢主之。 

脐疝绕脐而痛，时上冲心，天枢主之。 

气疝哕呕，面肿奔豚，天枢主之。 

大肠胀者，天枢主之。 

腹胀肠鸣，气上冲胸，不能久立，腹中痛濯濯。冬日重感于寒则泄， 

当脐而痛，肠胃间游气切痛，食不化，不嗜食，身肿，侠脐急，天枢主之。 

阴疝气疝 ，天枢主之。 

女子胞中痛，月水不以时休止，天枢主之。 



 (ST29)归来 

      部位：归来，在水道下一寸。《针灸甲乙经》 

   现代定位：在下腹部，脐中下4寸，前正中线旁开2寸 

   主治：小腹痛，疝气；月经不调、带下、阴挺等妇科疾患。 

   附《针灸甲乙经》： 

      奔豚，卵上入，痛引茎，归来主之。 

      女子阴中寒，归来主之。 



 (ST34)梁丘  郄穴 

      部位：梁丘，足阳明郄，在膝上二寸。《针灸甲乙经》 

   现代定位：在股前区，髌底上2寸，股外侧肌与股直肌肌腱之间。五版《针灸学》：

在髂前上棘与髌骨外缘的连线上，髌骨外上缘上2寸。 

 主治： （1）部位主治：膝肿痛、下肢不遂等下肢病证。 

（2）经络主治：乳痈、乳痛等乳疾（足阳明胃经： 

         其直者，从缺盆下乳内廉）。 

（3）穴性主治：急性胃痛。 

附《针灸甲乙经》：大惊乳痛，梁丘主之。 

         胫苕苕（一本作苦）痹，膝不能屈伸，不可以行，梁丘主之。 



 (ST36)足三里 合穴 胃之下合穴 

      部位：三里，土也。在膝下三寸，骭（[gàn]）外廉，足阳明脉气所入也，为合。

（《素问》云∶在膝下三寸，外廉两筋肉分间。）  《针灸甲乙经》 

   现代定位：在小腿外侧，犊鼻下3寸，犊鼻与解溪连线上。 

新世纪《针灸学》：犊鼻穴下3寸，胫骨前嵴外一横指。 

   主治： 

（1）部位主治：膝痛，下肢痿痹，脚气。 

（2）经络主治：乳痈等外科疾患（足阳明胃经：其直者，从缺盆下乳内廉）。 

（3）脏腑主治：胃痛、呕吐、噎膈、腹胀、腹泻、肠痈、痢疾、便秘等胃肠病证。咳

嗽气喘，心悸气短。失眠，头晕，水肿。 

（4）其他主治：癫狂等神志病；虚劳羸瘦诸证，为强壮保健要穴。 



 

附《针灸甲乙经》:阳厥凄凄而寒，少腹坚，头痛，胫股腹痛，消中，小便不利，善呕，三里主之。 

狂歌妄言，怒，恶人与火，骂詈，三里主之。 

风痉身反折，先取足太阳及中及血络出血，中有寒，取三里。 

痓，身反折，口噤，喉痹不能言，三里主之。 

   马丹阳天星十二穴治杂病歌 

       三里膝眼下，三寸两筋间，   

       能通心腹胀，善治胃中寒， 

  肠鸣并腹泻，腿肿膝胻酸， 

  伤寒羸瘦损，气蛊及诸般， 

  年过三旬后，针灸眼便宽， 

  取穴当审的，八分三壮安。 



营气循脉，卫气逆为脉胀，卫气并（血）脉，循分肉为肤（腹）胀。取三里泻之 ，近者一下（一

本作分，下同），远者三下，无问虚实，工在疾泻也。 

五脏六腑之胀，皆取三里。三里者，胀之要穴也。水肿胀皮肿，三里主之。 

邪在肝，则病两胁中痛，寒中，恶血在内，节时肿，善 。取行间以引胁下，补三里以温胃中，取

血脉以散恶血，取耳间青脉以去其 。 

胃病者，腹䐜胀。胃脘当心而痛，上两胁，鬲咽不通，食饮不下，取三里。 

邪在脾胃，则病肌肉痛。阳气有余，阴气不足，则热中善饥；阳气不足，阴气有余，则寒中肠鸣腹

痛；阴阳俱有余，若俱不足，则有寒有热，皆调其三里。 

肠中寒，胀满善噫，闻食臭，胃气不足，肠鸣腹痛泄，食不化，心下胀，三里主之。 

霍乱遗矢气，三里主之。 

阴气不足，热中消谷善饥，腹热身烦狂言，三里主之。 

 

 

 



胸中瘀血，胸胁满，鬲痛不能久立，膝痿寒，三里主之。 

乳痈有热，三里主之。 

肠中不便，取三里，盛则泻之，虚则补之。 

其气积于胸中者上取 之，积于腹中者下取之，上下皆满者傍取之，积于上者泻人迎、天突、喉中，积

于下者泻三里与气街，上下皆满者上下皆取之，与季胁之下深一寸，重者鸡足取之。 

喉痹，胸中暴逆，先取冲脉，后取三里、云门，皆泻之。 

邪在胆，逆在胃，胆液泄则口苦，胃气逆则呕苦汁，故曰呕胆，取三里以下。 

小腹肿痛，不得小便，邪在三焦约，取之足太阳大络，视其络脉与厥阴小结络而血者，肿上及胃脘，取

三里。 

腹中常鸣，气上冲胸，喘不能久立，邪在大肠也。刺肓之原，巨虚上廉、三里。 

热病先头重额痛，烦闷身热，热争则腰痛不可以俯仰，胸满，两颔痛甚， 暴泄，善泄，饥不欲食，善

噫，热中，足清，腹胀，食不化，善呕，泄有脓血，若呕无所出 ，先取三里之。 

 



 (ST37)上巨虚 大肠下合穴 

      部位：巨虚上廉，足阳明与大肠合，在三里下三寸。（气穴论注云∶ 在犊鼻下六

寸，足阳明脉气所发。）  《针灸甲乙经》 

   现代定位：在小腿外侧，犊鼻下6寸，犊鼻与解溪连线上。 

   主治： （1）部位主治：下肢痿痹。 

（2）脏腑主治：肠鸣、腹痛、腹泻、便秘、肠痈、痢疾等胃肠病证。 

附《针灸甲乙经》:风水膝肿，巨虚上廉主之。 

胸胁满，恶闻人声与木音，巨虚上廉主 之。 

大肠有热，肠鸣腹满，侠脐痛，食不化，喘不能久立，巨虚上廉主之。 

飧泄大肠痛，巨虚上廉主之。 

小便黄，肠鸣相逐，上廉主之。 

狂，妄走善欠，臣虚上廉主之。 



 (ST39)下巨虚 小肠下合穴 

      部位：在上廉下三寸。   《针灸甲乙经》 

   现代定位：在小腿外侧，犊鼻下9寸，犊鼻与解溪连线上。 

   主治：（1）部位主治：下肢痿痹。 

（2）经络主治：乳痈（足阳明胃经：其直者，从缺盆下乳内廉）。 

（3）脏腑主治：腹泻、痢疾、小腹痛等胃肠病证。 

附《甲乙经》：气冲、三里、巨虚上下廉，此八者，以泻胃中 之热。少腹痛，泄出糜，次指间热， 

若脉陷寒热身痛，唇渴不干，汗出，毛发焦，脱肉少气，内有热，不欲动摇，泄脓血， 

腰引少腹痛，暴惊，狂言非常，巨虚下廉主之 。 

少腹控睾，引腰脊，上冲心肺，邪在小肠也。小肠者，连睾系，属于脊，贯肝肺，络心系，气盛则厥逆，上

冲肠胃，熏肝肺，散于胸，结于脐。故取肓原以散之，刺太阴以予之，取厥阴以下之，取巨虚下廉以去之，

按其所过之经以调之。 

乳痈喉痹，胫重，足跗不收，跟痛，巨虚下廉主之。溺黄，下廉主 之。眼痛，下廉主之。 

 



 (ST40)丰隆 胃经络穴 

      部位：足阳明络也，在外踝上八寸，下廉外廉陷者中，别走太阴者。《针灸甲乙经》 

   现代定位：在小腿外侧，外踝尖上8寸，胫骨前肌的外缘。 

   主治： （1）部位主治：下肢痿痹。 

（2）经络主治：头痛、眩晕（足阳明胃经：循发际，至额颅）。 

（3）脏腑主治：腹胀，便秘。 

（4）其他主治：癫狂；咳嗽痰多等痰饮病证（丰隆为化痰要穴）。 

 

附《针灸甲乙经》 ：足阳明之别，名曰丰隆，去踝八寸，别走太阴。其别者，循胫骨外廉上络

头项，合诸经之气，下络喉嗌。其病气逆则喉痹瘁喑。实则颠狂，虚则足不收，胫枯，取之所

别。  

厥头痛，面浮肿，烦心，狂见鬼，善笑不休，发于外有所大喜，喉痹不能言， 丰隆主之。 



 (ST41)解溪 经穴 

      部位：解溪者，火也。在冲阳后一寸五分腕上陷者中，足阳明脉之所行也。为经《针灸

甲乙经》 

   现代定位：在踝区，踝关节前面中央凹陷中，足拇长伸肌腱与趾长伸肌腱之间。 

   主治：（1）部位主治：下肢痿痹、足下垂等下肢、踝关节疾患。 

（2）经络主治：头痛、眩晕（足阳明胃经：循发际，至额颅）。 

（3）脏腑主治：腹胀，便秘。 

（4）其他主治：癫狂。 

附《针灸甲乙经》：热病汗不出，善噫腹胀满，胃热谵语 ，解溪主之。 

疟，瘈疭惊，股膝重，胻转筋，头眩痛，解溪主之。 

风水面肿，颜黑，解溪主之。风从头至足，面目赤，口痛啮舌，解溪主之。 

足大指搏伤，下车挃地，通背指端伤，为筋痹，解溪主之。 

癫疾，发寒热，欠，烦满，悲泣出，解溪主之。狂易，见鬼与火，解溪主之。白膜覆珠，瞳子无所见，解溪主之。 



 (ST42)冲阳  原穴 

      部位：在足趺上五寸骨间动脉，上去陷骨三寸，足阳明脉之所过也。为原。 《针灸

甲乙经》    注：候足阳明胃气之盛衰。 

   现代定位：在足背，第2跖骨基底部与中间楔状骨关节处，可触及足背动脉。 

   主治：（1）部位主治：足痿无力。 

（2）经络主治：口眼歪斜（足阳明胃经：还出夹口，环唇）。 

（3）脏腑主治：胃痛。 

（4）其他主治：癫狂痫。 

附《针灸甲乙经》 ：善啮颊齿唇，热病汗不出 ，口中热痛，冲阳主之，胃脘痛，时寒

热，皆主之。风水面肿，冲阳主之。腹大不嗜食，冲阳主之。足下缓失履，冲阳主之。 

足阳明疟，令人先寒，洒淅洒淅，寒甚久乃热，热去汗出，喜见日月光火气乃快然，刺

阳明跗上，及调冲阳 。 



 (ST43)陷谷 
      部位：陷谷者木也。在足大指次指外间，本节后陷者中，去内庭二寸，足阳明脉之

所注也，为俞。《针灸甲乙经》 

   现代定位：在足背，第2、3跖骨间，第2跖趾关节近端凹陷中。 

   主治：（1）部位主治：足背肿痛。 

（2）脏腑主治：肠鸣腹痛。 

（3）其他主治：面肿、水肿等水液输布失常性疾患。 

 

附《针灸甲乙经》：水中留饮，胸胁支满，刺陷谷，出血，立已。 

面肿目肿，刺陷谷出血立已。 



 (ST44)内庭  荥穴 

      部位：内庭者，水也。在足大指次指外间陷者中，足阳明脉之所留也，为荥。  

《针灸甲乙经》 

   现代定位：在足背，第2、3趾间，趾蹼缘后方赤白肉际处。 

   主治：（1）部位主治：足背肿痛，跖趾关节痛。 

（2）脏腑主治：吐酸、腹泻、痢疾、便秘等肠胃病证。 

（3）穴性主治：齿痛、咽喉肿痛、鼻衄等五官热性病证； 

热病（荥穴：荥主身热）。 

附《针灸甲乙经》：四厥手足闷者，使人久持之， 厥热（一本作逆冷）胫痛，腹胀， 

皮痛，善伸数欠，恶人与木音，振寒，嗌中引外痛，热病汗不出，下齿痛， 

恶寒目急，喘满寒栗，断口噤僻，不嗜食，内庭主之。 



 (ST45)厉兑  井穴 

      部位：胃出厉兑，厉兑者，金也。在足大指次指之端，去爪甲角如韭叶，足阳明脉

之所出也，为井。《针灸甲乙经》 

   现代定位：在足趾，第2趾末节外侧，趾甲根角侧后方0.1寸 

   主治：（1）鼻衄、齿痛、咽喉肿痛等实热性五官病证； 

热病（井穴能泻热）。 

（2）其他主治：多梦、癫狂等神志疾患。 

附《针灸甲乙经》：热病汗不出，鼽衄，眩，时仆而浮肿，足胫寒，不得卧，振寒， 

恶人与木音，喉痹龋齿，恶风，鼻不利，多善惊，厉兑主之。 

寒，腹胀满，厉兑主之。 

疟，不嗜食，厉兑主之。 



附注 

1、参考书目《灵枢经》、《针灸甲乙经》、五版

《经络学》。 

2、穴位现代定位及图表选自《最新国家标准针灸穴

位使用详解》睢明河、刘温丽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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