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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背景:"燒山火"和"透天涼"是傳統補瀉手法中最經典的複式補瀉手法 j

自提出以來，後世醫家都有不少補充和發展，且古今大量文獻中都有大量記載@

但缺乏全面系統性的總結。

研究目的:本研究從對文獻進行全面整理著手，在運用文獻系統分類歸納的基礎

上，對燒山火和透天涼手法的起源、操作、影響因素、臨床運用及現代研究進展

加以整理和研究，為針灸臨床應用服務。

研究方法及內容:對@黃帝內經@及其後世醫家和當代記載燒山火和透天涼針刺

手法的著作及中國知網、維普數據庫大量文獻，應用文獻研究法，結合現代統計

學方法，對燒山火和透天涼手法的起源、操作、影響因素、臨床運用及現代研究

進展加以整理和研究

研究結果 ◆

1．追溯燒山火、透天涼手法的理論指導來源於@黃帝內經@，而到@金針賦》中名

稱明確被記載

2．操作上可見燒山火和透天涼手法是 呼吸、提插、燃轉 開闔 、九六數的複晚生丕 @

結叮?仁口

式補瀉手法，且針刺分層有層、層和不分層種觀點，古代以一層和層操

作居多，而現代則更推崇．層和不分層兩種:

3．使用頻率最高穴位共同點是其組織都有定的深度，多是肌肉豐厚處，但也有

選擇組織淺薄的輸穴。頻率最高的前五個穴位統計中燒山火針法為足‥裡、‥陰

交、關兀、曲池、腎俞;透天涼針法為曲池、足裡 穀、 陽陵泉 、大椎。Z卜
@ 而

口

4．影響燒山火和透天涼針法成功的因素有治紳、得氣、輸穴選擇及患者機體狀態。

5．臨床運用方面，燒山火針法用於治療虛寒證，有補虛散寒的作用;而透天涼針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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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用於治療實熱證，有瀉實退熱的作用 C

結論:燒山火和透天涼針法的理論萌芽於@黃帝內經》，是在其理論指導下結合

呼吸、燃轉、提插、開闔等多種單式補瀉手法發展而來的經典複式補瀉手法，而

後歷經多位醫家的補充和發展，於《針灸大全．金針賦》明確提出。目前普遍的操

作方法為將針刺俞穴均勻分為天、人、地部，現代醫家也多採用此法:燒山火@

針法針刺分一層，自天部、人部逐漸進至地部，每部施以九陽之數，重插輕提 ;

進退，然後從地部．次退至天部;透天涼針法則從天部次進至地部，自地

部、人部逐漸退至天部，在每部行以六陰之數 @ 輕插重提，進L退，兩者同時

都配合呼吸、開闔等單式補瀉手法，使患者產生熱感或涼戚，甚至循經戚傳為標

準。針法操作選穴則以組織都有定深度的穴位為佳，多是肌肉豐厚盧，但也有

選擇組織淺薄的輸穴。燒山火針法用於治療虛寒證，有補虛散寒的作用;而透天

涼針法用於治療實熱證，有瀉實退熱的作用。另外，現代研究表明燒山火和透天

涼手法可使皮膚溫度不同程度的升高和降低;且燒山火手法具有熱補的作用，透

天涼針法具有涼瀉作用;還進步研究證明熱補針法具有非G顯著的鎮痛效應和

鎮痛後效應，且對血液系統有良，性調節作用。

同昌鍵詞:燒山火透天涼針刺手法文獻 應用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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