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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与方法·

欧洲赤松精油与经络理论的结合运用
阿贝乐

赵国惠

【摘要】 本文根据《内经》的经络理论及熨法概念，探讨在外治法中，将腧穴配合欧洲赤松精油
等各种精油的芳香疗法，在临床运用中可能发挥的作用、特性及效果。
【关键词】 精油；芳香疗法；熨法；外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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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jingluo and on the concept of “wei” therapy from the Huangdi's
Internal Classic, we discussed and considered the action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therapeutic effects of the
association of Scots Pine essential oil in external application on the acupuncture points in clinical.
【Key words】 Essential oil；Aromatherapy；“wei” therapy；External treatment
中医外用疗法离不开经络理论的指导。经络

往复运动，治疗寒湿、气血瘀滞、虚寒等证的方

内属脏腑、外络肢节，将人体的脏腑与外部组织

法。寒痹熨法是《内经》十三方之一，用蜀椒、

联系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并借以运行气血，营养

干姜、桂心、酒等浸制，生桑炭加热用棉布浸药

全身，使人体各部分的功能保持相对平衡。熨法

酒熨敷病处以治寒痹

［1］43

。

是通过刺激腧穴治疗各种疾病的。熨法除温热作
用外，药物本身也对皮部、腧穴有一定物理、药
理作用，并通过经络运行直达病所。本文旨在探讨

2

《内经》的经络理论与外用疗法
《灵枢·海论》云：
“夫十二经脉者，内属于

以中医经络理论为基础，运用精油对应穴位、皮部

府藏，外络于肢节” 1

［ ］45

或经脉治疗相关疾病，通过刺激经络系统从外调内

的循行分布特点。经络内属五脏六腑，外络四肢

达到调整阴阳、防病治病的目的。

百骸。十二经脉运行气血是“阴阳相随，外内相贯，
如环之无端”1

［ ］74

1

。概括地说明了十二经脉

的。
《灵枢·经水》云：
“经脉十

二者，外合于十二经水，而内属于五藏六府”1

［ ］82

《内经》中“熨”的概念
《内经》已经记载“熨”的运用方法，如《灵

。

说明其循行遵循一定方向并相互衔接，阴阳经脉

枢·周痹》云：
“故刺痹者，必先切循其下之六经，

之间有表里相合之关系。
“外络于肢节”一般理解

视其虚实，及大络之血结而不通，及虚而脉陷空

为联络四肢关节之义。但《内经》中“节”的含

［1］3

者而调之，熨而通之”

。
《灵枢·上膈》云：
“已

义主要是指腧穴而言，《灵枢·九针十二原》曰：

刺必熨，令热入中，日使热内，邪气益衰，大痈

“节之交，三百六十五会”，“所言节者，神气之

［1］23

乃溃”

。
《灵枢·刺节真邪》又云：“治厥者，

必先熨调和其经，掌与腋、肘与脚、项与脊以调
［1］33

之，火气已通，血脉乃行”

。说明应用药熨治

所游行出入也，非皮肉筋骨也”1

［ ］113

。《灵枢·小

针解》解释：
“节之交三百六十五会者，络脉之渗
灌诸节者也”
。这些“交”、
“会”之所在，是经脉

病的重要性。药熨疗法是将药物（药饼、药膏及

运行气血时，气血汇聚、渗灌、传输出入的部位，

药酒）加热后置于患者体表特定部位，做热罨或

是体现“经气”特定功能的部位，不仅反映病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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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是针灸、按摩等的施治部位。所以，
《素问·调

作者单位：610075 成都中医药大学 2009 级硕士研究生

经论》曰：“夫十二经脉者，皆络三百六十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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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有病必被经脉，经脉之病，皆有虚实” 2

［ ］226

。这

抗真菌。可用于睾丸功能衰减、糖尿病、多发性

里的“三百六十五节”，实指人体有 365 个（约数）

硬化症、子宫充血、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

腧穴。这样把“节”释为腧穴，说明经脉是网络

多种炎症、感染等。按照中医理论，欧洲赤松精

肢体各部位、运行气血之通道。皮部是指体表皮

油性温，能温补肾阳、肺阳，助下焦气化、燥下

肤而言。《素问·皮部论》云：“欲知皮部以经脉

焦寒湿，亦能治寒湿痹证。

［2］317

为纪者，诸经皆然”
。又云：
“皮者，脉之部也”

。

说明人体肌肤按十二经脉循行分布之部位，划分
为十二个分区，故称为十二皮部。《灵枢·经别》

4

赤松精油与经络的结合应用
运用《内经》中“熨”的概念，根据经络循

云：“夫十二经脉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

行部位，在合适的经络、皮部及穴位处用此精油。

人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学之所始，工之所止

对于肾阳不足者，可将精油擦在肾俞、命门、气

［1］139

。即指人体的生

海、关元处，配合按擦腰、肾经，2～3 次/d，5～

成、疾病的发生、治疗宜从经脉而治，疾病的好

15 滴/次（可加入橄榄油 5～10 滴），3 周为 1 个

转也始于经脉。习医者要从经脉开始学习，医生

疗程。肺阳不足者，可将精油擦在肺俞、中府、

的高明之处亦表现在运用经脉的娴熟程度上。故

太渊、气海，配合按擦胸部、手太阴肺经脉，2～

《灵枢·经脉》云：
“经脉者，所以能决死生、处

3 次/d，5～15 滴/次，3 周为 1 个疗程。咳嗽者也

也，粗之所易，上之所难也”

［1］154

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

。穴位的实质是脏

可配合吸入法（将 5～10 滴精油滴在一碗开水中，

腑在体表的一个布点，由于具有治疗作用，因此

用蒸气熏蒸面部，用浴巾盖头而深吸 5～7 min）
。

既是治疗点、又是刺激点。穴位在《内经》中称

寒湿痹证的患者，可将精油擦在患处关节（可配

为“节”、
“会”、
“气穴”
、
“气府”、
“骨空”、
“溪”
、

冬绿精油），3～4 次/d，5～15 滴/次，3 周为 1 个

“络”等。穴位虽分布在体表上，却与脏腑气血

疗程。

紧密相关。因此，穴位既可反应脏腑气血生理或

典型病例：患者，男性，25 岁。主诉两个多

病理的变化，也可接受针、灸、按、掐等刺激调

月来，早上腰酸，有痰稀清，纳呆，胃胀、饭后

［3］

理脏腑功能、疏通气血，起到与药物相同的作用 。

不适，便溏，肝区胀痛，多叹气，口干，稍有畏
寒，舌质淡、苔白腻。辨证为脾肾阳虚、肝郁气

3

滞。处方：欧洲赤松精油 20 滴、冬香薄荷精油

欧洲赤松精油
欧洲赤松（pinus sylvestris）为松科植物，叶

（satureja montana）20 滴、小茴香精油（foeniculum

子（松针）富含精油。蒸馏欧洲赤松的叶子可得

vulgare）15 滴、生姜精油（zingiber officinale）15

到欧洲赤松精油。此精油的化学成分为单萜烯

滴、罗勒精油（occimum basilicum）15 滴，薰衣

53%、倍半萜、龙脑 2%、松油醇、α-毕橙茄醇、

草精油（lavandula angustifolia）10 滴、胡椒薄荷

乙酸冰片酯等。因为精油的分子极小，渗透力极

精油（mentha piperita）5 滴，加橄榄油 20 滴混合。

强，能迅速透过皮肤吸收，并渗入血液、淋巴等

用法：在腰部、命门、肾俞、脾俞、肝俞、神阙、

循环系统。精油有疏水性、亲脂性，而人的皮肤

足厥阴经过之肝区按擦此油，2 次/d。治疗两周后，

是脂肪组织，所以擦在皮肤上的精油几十秒即可

患者精神好转，有食欲，大便成形，肝区不适消

完全被吸收，1 min 内精油进入体内，其中大部分

失。赤松精油、冬香薄荷精油合用可补脾肾阳气、

深入静脉循环，散布到全身血液循环并在脏器和

驱寒湿；小茴香精油配生姜精油能补土之阳气、

组织中发挥作用

［4］

。

欧洲赤松精油具有激素样作用，可兴奋肾上
腺，提高血压，减轻子宫、卵巢充血，抗感染、

温中散寒；薰衣草精油和胡椒薄荷精油能疏肝理
气、平肝缓急。刺激相应的穴位和区域，使诸症
得以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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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皮部进行开背、按摩，由外而内发挥疏通经络、

结语
《内经》中的熨法是中国最早的外治法，根

据经络熨相关穴位以发挥调整全身的目的，此即

调理脏腑、平衡阴阳等良好作用。可谓中、外疗
法的具体结合和运用。

“外合于十二经水，而内属于五藏六府”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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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不同类型、不同功效的精油，在适当的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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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撷英·
投诉。同时还广泛发布各种医学研讨会相关信息，提供

澳大利亚传统医学协会
【网址】http://www.atms.com.au/index.asp
【类型】非盈利性传统医学协会

受不同协会承认学历的传统医学学校名称、地址，有关
按摩、西方草药疗法、物理疗法、营养疗法、顺势疗法
和中医疗法研究进展，书籍介绍等相关信息。ATMS 还
编辑出版了《澳大利亚传统医学学会杂志》，可提供免

澳大利亚传统医学协会（The

费下载的电子版文件。

Australian Traditional Medicine

ATMS 接纳一定资格的会员，要求会员具有良好的

Society，ATMS），是澳大利亚

英语沟通能力，并获准在澳大利亚从事传统医学服务，

最大的传统医学职业者的专业

达到协会规定的学历水平。协会注册会员享有协会提供

协会，占澳大利亚全国传统医

的多种服务，包括可在诊所、广告中使用协会的标志。

学 执 业 者 总 数 的 65% ， 截 止

作为官方及权威机构认可的标志，有利于获得患者的认

2010 年 11 月，协会已经拥有 11 757 名会员。

可和信赖，同时更易获得澳大利亚国内 43 种卫生基金

ATMS 成立于 1984 年，是由澳大利亚证券投资委

的支持。ATMS 也为会员提供专业的保险服务，保障会

员会认证的非盈利性传统医学法人机构，也是惟一由澳

员在医疗活动中的权力及利益。ATMS 还为会员提供一

大利亚两个联邦法定委员会认证的传统医学执业者协

定的教育补助金，对于优秀的从业者，通过减免年费作

会，代表了全澳大利亚传统医学界的利益。ATMS 由执

为奖励。每年 ATMS 还会资助会员参加在澳大利亚各地

行董事会管理，在全国设有 4 个执行委员会，作为传统

举办的相关学术研讨会等，以帮助会员获得再教育机会，

医学从业者与公众、政府、其他医学协会沟通的桥梁，

提升执业水平。

ATMS 与社会各界建立了良好的协作关系。为规范传统
医学从业者的行为，ATMS 负责建立、执行并完善从业

通过浏览 ATMS 网站，还可了解到包括中医在内
的各种传统医学在澳大利亚的发展状况。

者职业道德规范。同时，为推进传统医学从业者医疗水
平，ATMS 与当地多家传统医学学校建立并保持联系。
ATMS 可为患者提供会员医师信息查询，接受患者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文献资源研究
室

郎朗 侯酉娟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