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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命名缘由



命名缘由

任，通妊。指妊养。

《康熙字典》：“谓裳幅所交裂也。”又有“

抱”的意思,言此脉行于身前，统任一身之阴，

与诸阴经相连。

《难经集注》杨玄操注：“任者，妊也。”

《正字通》：“任，与妊、姙同。”指此脉与

妊养胎儿有关。一通“社”，指衣服前襟。



2
任脉循行



--任脉者，起于中极之下，以上毛际，循腹里，上关元，
至咽喉，上颐，循面，入目。

--任脉者，起于中极之下。以上毛际，循腹里，上关元，

至咽喉。

《素问•骨空论篇第六十》

《难经•二十八难》

-冲脉、任脉皆起于胞中，上循背里，为经络之海；
其浮而外者，循腹右上行会于咽喉，别而络唇口。

《灵枢经•五音五味第六十五》

起于胞中       出于会阴部       沿前正中线                  腹
                                    
                                  两眼内             下唇                      咽喉



任脉之别，名日尾翳，下鸠尾,散于腹。

《灵枢经•经脉第十》



上喉咙，会阴维于天突、廉泉，上颐，循承浆，与手足阳明、督脉会
，环唇，上至下龈交，复出，分行循面，系两目下之中央，至承泣而
终，凡二十七穴(崇勇按：任脉多为单穴，不知道李时珍是不是把龈交1个单穴与承泣

为双穴计算进去了？还是穿越时空好好问问他老人家）。

上行而外出循曲骨，上毛际，至中极，同足厥阴、太阴、少阴，
并行腹里，循关元，历石门、气海，会足少阳、冲脉于阴交，循
神阙、水分，会足太阴于下脘，历建里，会手太阳、少阳、足阳
明于中脘，上上脘、巨阙、鸠尾、中庭，膻中，玉堂、紫宫、华
盖、璇玑，

《奇经八脉考》

任为阴脉之海，其脉起于中极之下，少腹之内，会阴之分。



3
任脉生理



2、尤其与妇女的各种生理变化
“经、带、胎、产、乳”的关系
极为密切，为妇人生养之本。

统任一身之阴，与诸阴脉相连
为阴脉之海。主持元阴之气，
调节阴经气血。

1、任脉起于胞中，有 “主胞胎”的功
能，妊养胞胎，是促进人的生殖（男子
储藏精气，女子维系胞宫）、生长、发
育的重要物质基础。



任主胞胎

历代医家

— “任主胞胎。”，谓之任脉者，女子得之以
妊养地，故经云此病其女子不孕也。

—《儒门事亲》：“任脉为女子养胎孕之所。

—《十四经发挥》：“任脉者……属阴脉之海也。
”“云阴脉之海者，亦以人之脉络，周流于诸阴之分
；辟犹水也，而任脉则为之总任焉，故日阴脉之海。
” “任之为言妊也，行腹部中行，为妇人生养之本

——《傅青主女科》：“带脉横生通于任脉。”“肾
与任脉相通以相济。

王冰

张子和

滑寿 

傅山

《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

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

事以时下，故有子…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

，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



4
任脉主治



《素问•骨空论篇第六十》：
“任脉为病，男子内结七疝，女子带下瘕聚。”

此为任脉病证之总纲。泛指男女泌尿、生殖、前阴诸疾。如
小便淋漓不尽、遗尿、尿失禁、癃闭、小便不利；男子疝气
、遗精、滑精、阳痿、早泄、精衰不育；女子月经不调、痛
经、闭经、带下病、崩漏、子宫脱垂、少妇痞块、不孕症；
阴痒、阴中痛等。



寸口脉来紧细实长至关者，任
脉也。动，苦少腹绕脐下引横
骨，阴中切痛，取关元治之。

《脉经 》

任脉为病--心腹病

《奇经八脉考》
横寸口边脉丸丸者，任脉也。
苦腹中有气如指，上抢心，不
得俯仰拘急。



惟丹波元简认为 “带下“乃“腰带以下之义”。后世也有附其说
，认为任冲循行 “皆属于带脉。”且与脏腑、胞宫密切关联。

任脉失调，可影响带脉不和，以致引起带脉以下诸多妇科疾病，二
说以后者之义为胜。然前说相延已久，迄今不衰，放二说并存也未
为不可。
 

任脉为病，女子带下癥瘕—带下

带下之义有二
--1、泛指妇女经带胎产诸病
--2、单指妇女阴道中分泌的一种黏腻液体。

如张景岳、吴昆、张志聪等所释之义皆为后者。后世医家也多踵其
说，并认为其发病机制，原因“任脉自胞上过带脉”，任脉不调，
则带脉失约，湿热秽液下注而成带下。

名家观点



癥者，徴也，瘕者，假也，无形而可聚可散者是也。成形者，或有血结•…无
形者，惟在气分，气滞则聚而见形，气行则散而无迹，以癥瘕之辦也。”

任脉为病，女子带下癥瘕--癥瘕

有形之实邪为癥，病多在血分；无形之气结为瘕，病多在气分，但血分病每兼有气分也病
，气分病常导致血分之病，不可印定眼目。

癥病宜活血化瘀，软坚破积为主；瘕病多以理气止痛为主，不宜峻剂攻破以伤元气
。由于癥或瘕每与痰湿宿食夹杂，证候又有虚实寒热之异，治疗中又须审慎而行。

景岳云

治法

《医宗金鉴》也谓：“凡治诸癥积，宜先审身形之壮弱，病势之缓急而治之。如人虚则气血虚弱
，不任攻伐，病势虽盛，当先扶正；若形征俱实，当先攻病也。” 



列缺任脉行肺系，
阴跷照海膈喉咙。

列缺：为手太阴肺经络穴，属
肺络大肠，系于咽喉，穴与任
脉相通，为八脉交会穴

任脉为病--呼吸系统病

任脉循行于胸腹
正中，上达咽喉
。二穴合于胸膈
、肺系、咽喉，
并主治相应病证
，如胸中满闷、
咳嗽气喘 、咽喉
疼痛、声音嘶哑
或失音、梅核气
(咽神经症）等
。

照海属足少阴肾经，通于阴跷，
肾经和阴跷脉均与胸膈、肺系和
咽喉相通。



任脉为病--神志病

Ø 任脉病候虽无神志病记载，而任脉腧穴，从会阴至神阙、从
中脘至鸠尾，除个别腧穴外，皆主神志病。

Ø 神志病有虚实、闭脱之分。
            实证、闭证为阳脉病，属腑；
            虚证、脱证为阴脉病，属脏。
            故实证、闭证多用针；
            虚证、脱证多用灸。



5
任脉腧穴



类属：任脉与督脉、冲脉的交会穴

定位：在会阴区，男性在阴囊根部与肛门连

线的中点，女性在大阴唇后联合与肛门连线

的中点。

主治：1、外阴瘙痒、红肿疼痛；小便淋漓不

尽、遗尿、尿失禁、排尿困难、癃闭；遗精

、阳痿、早泄、不育；月经不调、痛经、闭

经、不孕；2、溺水，窒息，产后昏迷不醒，

癫狂惊痫；3、便秘，痔疾，脱肛，疝气。

操作：直刺0.5-1寸，孕妇慎用

1.会阴穴（RN1）

穴性：疏调任督，醒神开窍



穴性：调理下焦，清利湿热

类属：任脉与足厥阴经交会穴

定位：下腹部正中线上，耻骨联合上缘

的中点。

主治：1、月经不调，痛经，带下。

      2.小便不利，遗尿，遗精，阳痿

操作：直刺0.5-1寸，需在排尿后针刺。

孕妇禁针。可灸。

2.曲骨穴（RN2）



穴性：调理膀胱，补益肝肾

类属：膀胱募穴；任脉与足三阴经交会穴

定位：在下腹部正中线上，脐下4寸。

主治：1、癃闭，遗尿，尿频

      2、带下，痛经，闭经，崩漏，遗精，阳痿。

      3、水肿，疝气，癥瘕积聚。

操作：直刺1-1.5寸，需在排尿后针刺。孕妇禁针。可灸。

配伍：1、配肾俞、阴陵泉，治疗小便滑数。

2、配合人中，合谷，内庭，百会，气海，治疗中暑不省人

事。

3.中极穴(RN3)



定位：下腹部正中线上，脐下3寸。

主治：1、遗精阳痿早泄，痛经，闭经，不孕，黄白

带下，尿频，尿闭。

2、中风脱证，虚劳，羸瘦无力，眩晕。

3、少腹疼痛，疝气，腹泻。

操作：直刺1-2寸，需在排尿后针刺。

      孕妇慎用，可灸。

配伍：1、配大敦，治疗疝气。

2、配百劳、心俞、三里、膏肓，治疗诸虚百损，四

肢无力。

4.关元穴(RN4) 类属：小肠募穴；任脉与足三阴经交会穴。

别名：“丹田”“大中极”，为男子储藏精气、

女子维系胞宫之所，穴居丹田，为元阴元阳

交关之所，又为 “生气之原”。
穴性：补肾培元，调理肠道，
      回阳救逆，强身保健



针灸临床对于阳气欲绝、真气将竭的脱症，常用艾灸关元穴。

u宋代窦材《扁鹊心书》“真气虚则人病，真气脱则人死。保命之法，

烧艾第一，丹药第二，附子第三。”“若四肢厥冷，六脉微细者，其

阳欲脱也，急灸关元三百壮。”他把艾灸关元放在“保命之法”的

首位，并主张早灸、重灸，认为能使“阳气不绝，性命坚牢”。

u清代吴砚丞《神灸经纶》“面青、腹痛、呕吐、泻利、舌卷、囊缩、

手指甲唇青、心下结硬、腹胀、冷汗不止、四肢如冰、厥逆昏沉、不

省人事、脉伏绝者......关元穴在脐下三寸，用大艾炷二七壮，得手

足温暖、脉至、知人事、无汗......”同样强调艾灸关元治脱证，能

使阳气渐复，一般以灸至手足回暖、脉复、汗止为度。

艾灸关元，举下陷之气以培本，救垂危之阳而固脱。



类属：三焦募穴
定位：下腹部正中线上，脐下2寸。
主治： 1、小便不利，遗精，阳痿，产
后恶露不尽。
2、腹痛，腹胀，水肿。
操作：直刺1-2寸。可灸。
尚未生育的女性和孕妇禁针！！！

5.石门穴(RN5)

穴性：调肠胃，理下焦



类属：肓之原。先天元气聚会之处。

定位：下腹部正中线上，脐下1.5寸。

主治：1、少腹疼痛，大便不通，泄痢，奔豚疝气。

      2、癃淋，遗溺，阳痿，遗精滑精，闭经痛经，

崩漏带下，阴挺。

     3、中风脱证，脏气虚惫，真气不足，羸瘦无力。

操作：直刺1-2寸。可灸。

配伍：1、配阴陵泉、三阴交，治疗小便不通。

      2、配三阴交，治疗白浊、遗精。

      3、配璇玑，治疗喘促。

6.气海穴(RN6) 穴性：益气养血，补肾培元， 
             回阳救逆，强身保健。



1、在泌尿、生殖、消化系统病证、急救等均同关元穴。

2、一切气病（以气虚证为主）：
《针灸集成》：“一切气病，必取气海，或针或灸之。
《经穴图考》：“凡脏气虚惫，一切真气不足、久疾不愈者，悉皆灸之。”
灸气海可治疗中气不足之久泻、久痢、遗尿、崩漏、内脏下垂（胃下垂、脱
肛、子宫脱垂）肺气不足之咳嗽；肾不纳气之哮喘。

3、强身保健：《扁鹊心书》：“人于无病时，常灸关元、气海、命门、中
脘，更服保元丹、保命延寿丹，虽未得长生，亦可保百余年寿矣。”

气海--元气之海，脐下肾间动气聚会之处



类属：三焦募穴；
          任脉、冲脉、足少阴经交会穴。
定位：下腹部正中线上，脐下1寸。
主治：小便不利、腹满水肿；月经不调、赤白
带下、产后恶露不尽、胞衣不下；腹胀、肠鸣
、绕脐痛、泄泻、久泻久痢；疝气、腰痛。
操作：直刺1-2寸，孕妇慎用；多行灸法。

7.阴交穴(RN7)

穴性：理肠调经，利尿消肿



定位：腹部正中线，肚脐中央。
主治：
1、  泄泻，痢疾，绕脐腹痛，水肿鼓胀。
2、中风脱证，尸厥，角弓反张，风痫。
3、脱肛，妇人血冷不受胎，产后尿潴留，五淋。
操作：禁刺。宜灸。
配伍：1、配水分、气海，治疗绕脐痛。
         2、配复溜，治疗水肿。

8.神阙穴(RN8)
穴性：温中散寒，回阳固脱，
             调理月经，利尿消肿。



奇经八脉指督、任、冲、带、阴路、阳跷、阴维、阳维8条经脉，其中
，有4条经脉直接到脐。
ü 任脉；
ü 督脉，《素问。骨空论》：“其少腹直上者，贯脐中央，上贯心，入

喉…”；
ü 带脉，《灵枢•经别》：“当十四椎，出属带脉。”《经络学》：带

脉“横绕腰腹周围，前平脐，后平十四椎。”；
ü 冲脉，《素问•骨空论》：“冲脉者，起于气街，并少阴之经，挟脐

上行，至胸中而散。

脐通过奇经八脉与十二经脉相通



脐
与
五
脏
相
通

与肝相通：
《灵枢•营气》
上行至肝...络阴器上
过毛中，入脐中。

与心相通：
《灵枢•经筋》
手少阴之筋..下系
于脐。

与脾相通：
《灵枢•经筋》
足太阴之筋..聚于
阴器，上腹结于脐。

与肺相通：
《灵枢•营气》
故气从太阴出..入
脐中..复出太阴。

与肾相通：
《灵枢•经别》
足少阴之正..上至
肾，当十四椎，出
属带脉。而带脉前
平脐部，肾经通过
带脉通脐。

脐
与
六
腑
相
通

与胆相通：
脐属任脉，任脉
会足少阳胆经于
阴交。

与小肠相通：
《灵枢•肠胃》
小肠后附脊，
左环回周迭积，
其注于回肠者，
外附于脐上。

与胃相通：
脐当胃下口。
《灵枢•经肤》，
“胃足阳明之
脉……下挟脐。

与大肠相通：
脐之深部直接
与大肠连接。
《灵枢•肠胃》：
“回肠当脐。

与膀胱相通：
《灵枢•经别》：
足少阴经别，
“别走太阳而
合…⋯ 出属带脉。

与三焦相通：《难经》：“脐下肾间动气者，人之生命也，十二经之根本，故
名日原...原者，三焦之尊号也，故所止辄为原。

脐与五脏六腑相通



脐又名脐中、气舍、维会、命蒂,前命门等。
脐既与十二经脉相联，也与五脏六腑和全身相通。



1回阳苏厥，息风固脱：脐“虽至阴之地，而实元阳之宅”（张介宾）。人有阳气则生，无阳
气则死。虚脱、昏厥、中风昏迷等急症，每有回阳救急之功。

2.健脾和胃，升清降浊：脐居中焦，位于大腹正中，为经络气化之总枢，脐疗增强脾胃功能，
使清阳得升，浊阴下降，治疗胃痛、痞满、呕吐、泄泻、痢疾、纳呆疗效确切。

3.调理冲任，温补下元：脐通任、督、冲、带四脉，冲为血海，任主胞胎，冲任督带与生殖及
妇女的经、带、胎、产息息相关。故脐疗在临床上可用于遗精、阳痿、早泄及妇女月经不调、
痛经、崩漏、带下、滑胎、不孕等疾患。

4.通调三焦，利水消肿：三焦为水火气机必通之道，脐居中主枢，可转运阴阳之气,激发三焦
的气化功能。临床上可治疗小便不通、腹水、水肿、黄疸等病症。

5.通经活络，理气和血：脐通全身经脉，脐疗可使全身经络通畅、气血调和。临床上可治疗痹
证及诸痛证。

6.敛汗安神，固精止带：脐疗能收敛人体的精、气、神、津。临床上常用于治疗自汗、盗汗、
遗精、滑精、惊悸、失眠、带下等。

7.扶正驱邪，养生延年：脐为先天之命蒂，又为后天之气舍，具补脾肾、益精气之功,为保健
要穴。脐疗可增强人体抗病能力，有祛病保健、益寿延年之功。临床上可用于虚劳诸疾和预防
保健。

脐疗的功用及适应症



定位：在上腹部，脐中上1寸，前正中线上。
主治：1、腹痛腹泻，反胃。
          2、水肿，腹胀
操作：直刺1-2寸。可灸。
配伍：配阴陵泉、气海，治疗水肿

定位：上腹部，脐中上2寸，前正中线上
主治：1、腹胀痞块，食谷不化，腹痛，呕逆，泄泻 。
         2、虚肿，消瘦。
操作：直刺1-2寸。可灸。
配伍：配天枢、照海，可治疗泄泻不止,里急后重。

9.水分穴(RN9) 10.下脘穴(RN10)

穴性：调理胃肠，利水消肿 穴性：调理肠道



定位：脐中上3寸，前正中线上
主治：胃痛，腹胀，水肿。
配伍：配内关治胸中满闷；配足三里治
消化不良、泄泻；配水分、三阴交、阴
陵泉治腹胀水肿。

操作：直刺1-1.5寸。

11.建里穴(RN11)
穴性：调理脾胃，理肠导滞



类属：胃募；八会穴之腑会；任脉与手太阳、手

少阳、足太阳经交会穴。

定位：脐中上4寸，前正中线上。

主治：1、胃痛，腹胀，呕逆，反胃，胃下垂，

食不化，肠鸣，泄泻，便秘，便血、黄疸。

      2、咳喘痰多，胁下坚痛。

     3、失眠，脏躁，癫痫，尸厥、产后血晕。

操作：直刺1-1.5寸。可灸 。

配伍：1、配腕骨，治疗脾虚黄疸。

2、配大陵、隐白，治疗九种心疼、一切冷气。

3、配太白、中魁，治疗中满不快、翻胃吐食。

12.中脘穴(RN12) 穴性：通调腑气，和胃止痛，
             理气化痰，宁心安神。



类属：任脉与足阳明、手太阳经交会穴。
定位：脐中上5寸，前正中线上。
主治：1、胃痛，呕吐，吞酸。
         2、癫狂病。
操作：直刺1-1.5寸。

类属：心之募穴
定位：脐中上6寸，前正中线上。
主治：1、胃痛，呕吐，吞酸。
         2、心烦、心慌、惊悸、胸痛。
         3、癫、狂、痫、癔症。
操作：向下斜刺0.5-1寸。

13.上脘穴(RN13) 14.巨阙穴(RN14)

穴性：和胃止痛，宁心安神 穴性：通调血脉，宁心安神，行气止痛



类属：任脉之络穴；膏之原。
定位：上腹部，胸剑联合下1寸，前正中线上
主治：1、胸闷心痛。2、噎膈。3、癫狂病
操作：向下斜刺0.3-0.6寸。

定位：在胸部，剑胸结合中点处，前正中线上。
主治：1、心痛。2、呕吐，小儿吐乳。
操作：平刺0.3-0.5寸。

15.鸠尾穴(RN15) 16.中庭穴(RN16)

穴性：通调血脉，宽胸理气，
      镇静宁神，理脾和胃。 穴性：宽胸理气，和胃降逆



类属：心包募穴；八会穴之一，气之会穴；

别名：上气海；

定位：在胸部，横平第4肋间隙，前正中线上。

主治：1、胸闷，气短，咳喘，胸痛，胸痛，心

悸，心烦。2、产妇乳少，乳腺炎。3、噎膈。

操作：平刺0.3-0.5寸。可灸。

配天突治疗哮喘。

17.膻中穴(RN17)
穴性：宽胸理气，通利乳汁。



定位：在胸部，横平第2肋间隙，前正中线上。
主治：1、胸痛，胸闷2、咳喘。
操作：平刺0.3-0.5寸

19.紫宫穴(RN19)18.玉堂穴(RN18)

定位：在胸部，横平第三肋间隙，前正中线上
主治：咳嗽，气喘，胸闷，胸痛，乳房胀痛，呕吐
等气机不畅的患者
操作：平刺0.3-0.5寸。

穴性：宽胸理气 穴性：宽胸理气



定位：在胸部，横平第1肋间隙，前正中线上
主治：1、胸痛，胸闷；2、咳喘。
操作：平刺0.3-0.5寸

20.华盖穴(RN20) 21.璇玑穴(RN21)

定位：在胸部，胸骨上窝下1寸，前正中线上
主治：1.胸痛，胸闷；2、咳喘；3、胃中积滞。
操作：平刺0.3-0.5寸。

穴性：宣通肺气，和胃降逆 穴性：宣通肺气，和胃降逆



定位：在颈前区，胸骨上窝中央，前正中线上。
主治：1、咳嗽，哮喘，咳唾脓血。
         2、爆瘖，咽喉肿痛，瘿气，梅核气。
          3、心与背相控而痛。
操作：先直刺0.2寸，当针尖超过胸骨柄内缘后，即向
下沿胸骨柄后缘、气管前缘缓慢向下刺入0.5-1寸。

22.天突穴(RN22)

穴性：宣肺平喘，清利咽喉



定位：面部，颏唇沟正中凹陷处。
主治：1、口㖞，唇紧，齿痛，流涎，口舌生疮。
         2、暴瘖，面肿
操作：斜刺0.3-0.5寸。
配伍：1、配委中，治疗鼻出血。
         2、配风府，治疗头项疼痛，牙疼。

类属：任脉与阴维脉交会穴
定位：颈前区，喉结上方，舌骨上缘凹陷中，
前正中线上。
主治：1、舌下肿痛，咽喉肿痛，舌缓流涎
         2、中风失语，暴瘖。
         3、梅核气，瘿气。
操作：向舌根斜刺0.5-0.8寸。

23.廉泉穴(R23N) 24.承浆穴(RN24)

穴性：开舌窍，利咽喉 穴性：祛风通络，理脾除湿，镇惊宁神



总结：任脉腧穴主治重点

肝肾
脾胃
心肺
咽喉
以及
有关
脏腑
的
疾患

脐下诸穴，统治下焦疾病：曲骨、中极主治膀胱疾患；
关元、气海主治肝脾肾和妇科男科疾患；神阙、关元既
有用于下焦虚寒，腹痛泄泻，又有回阳救逆的功效，各
种虚脱急救，还强身保健。

上腹部各穴，多治中焦疾患：中脘主治一切胃病；
水分、气海治腹胀水肿；鸠尾善治痫证。

胸部各穴，统治上焦疾患，凡心胸满闷，咳嗽气喘
等症皆可选用：膻中可治产后缺乳；天突可治咳喘
。

廉泉治中风失语；承浆治口㖞流涎；
会阴主溺水急救。



奇经任脉走腹胸，直线上升居正中。

一源三岐出会阴，曲骨任会足厥阴。

中极关元石门涌，每穴相距一寸同。

脐下寸半归气海，脐下一寸阴交通。

命蒂脐中维神阙，脐上诸穴一寸阅，

水分下脘引建里，中脘上脘连巨阙。

七寸鸠尾膏之原，中庭平刺治噎膈。

气会膻中两乳间，玉堂紫宫华盖连，

胸骨柄中是璇玑，胸骨上窝天突穴，

颔下结喉藏廉泉，天池承浆愈㖞斜。

崇勇自编任脉歌诀





谢    谢    聆    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