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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跨界融合是学科发展的大趋势，首饰学科的跨界更是具有天然的优势。同时，现代人对养生保

健的重视使得与中医养生相关的穴位按摩备受青睐。首饰在佩戴状态下与身体所形成的附着关系为按摩穴位提

供了实施的可能性。基于此，本文着力于探究一种将佩戴与穴位按摩相结合的新型首饰——穴位按摩型保健首

饰。该类型首饰利用磁疗对相应穴位进行按摩，以期达到保健养生的功效。通过对中医穴位理论的梳理，针对

首饰佩戴所对应的身体穴位进行设计调研与分析，提出了兼具美观、便携、保健功能的设计原型。本文研究的

是传统中医与首饰设计结合的可行性，进而探讨首饰设计跨学科融合的创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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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esign of Acupoint Massage 
Health Jewelry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is the general trend of discipline development. The 
interdisciplin of jewelry discipline has natural advantages. At the same time, modern people pay more attention to health 
care, which makes acupoint massage related to health preservation popular. The attachm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jewelry 
and body in wearing state provides the possibility of acupoint massage.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focuses on exploring 
a new type of jewelry that combines wearing with acupoint massage. This type of jewelry uses magnetic therapy to 
massage the corresponding acupoint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effect of health car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acupoint 
the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 design of body acupoints corresponding to jewelry wearing is investigated 
and analyzed, and a design prototype with beautiful, portable and health care functions is proposed. This paper studies 
the feasibility of the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jewelry design, and then discusses the innovative 
method of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in jewelry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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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首饰附着于身体，距今已有几百万年的历史。首

饰与身体的关系，是设计师不断探究的内容。从巫术

到医学，穴位的概念走过了漫长的发展历程。穴位

的位置遍布全身，与首饰可附着的位置有重叠之处。

将首饰与穴位结合的穴位按摩型保健首饰，可以在佩

戴首饰的同时达到养生保健的效果，实现身心健康的

理想状态。

1   穴位按摩型首饰

首饰的佩戴部位大致为头部、颈部、胸部、腕部、

手部、腰部、腿部等。首饰的佩戴方式也有许多种，

例如单个佩戴或组合佩戴，又如固定圈口或开口等。

但不论佩戴部位、佩戴方式如何变化，首饰与身体

的附着关系均牢固可靠。人体穴位的位置分布广泛，

多为神经末梢和血管较多的地方，或者说穴位的位置

多与人体皮肤中导电量特别高的“良导点”的位置重

合 [1]。首饰可佩戴的位置与中医中许多有效的穴位位

置重合（图 1）。因此，如果将首饰与穴位结合成为

穴位按摩型保健首饰，可以在佩戴首饰的时候兼顾养

生保健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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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穴位位置及疗效说明图

Fig.1  Illustration of acupoint position and curative effect

2   穴位按摩型保健首饰的功效

2.1   穴位按摩型保健首饰的生理功效

穴位按摩型保健首饰的生理功效体现在其运用

磁疗对于特定穴位进行刺激，从而起到按摩穴位、缓

解病痛的功效。

磁疗，即将磁石附着于穴位或患病部位进行治疗

的一种方式。以磁场来治疗病痛在我国有悠久的历

史，在《史记》的《公仓传》中已有对磁石药用的记载，

后世在中医药典中也多有提及（表 1）。时至 20 世

纪 90 年代，我国著名医疗保健学家、生物磁学教授

郭立文先生发明了哈慈五行针，实现了无创伤针灸，

对特定穴位进行磁疗也可以达到针灸的效果，其无痛

的治疗过程更是增强了初试者体验的信心，也提升了

中医针灸的推广效果 [2]。根据现代物理学实验及临床

医疗实践，适当大小的磁体所辐射的磁力线束穿透人

体 25~50mm 左右的深度，相当于传统毫针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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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的作用 [3]。与具有相同效果的针灸、推拿等穴位按

摩疗法相比，磁疗更为方便，治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

痛苦也更少。将磁疗应用于首饰当中，既可以发挥其

治疗的功效，也可以保证首饰佩戴的舒适性。

表 1  磁疗的发展历程

Table 1  Summary of development of magnetic therapy

当人体某一特定穴位接受刺激后，可引起局部感受器

（生物学名词：指能接受刺激，并把刺激转化为神经

冲动而引起运动的神经末梢）产生生物电，沿经络系

统传导，从而对于特定部位的神经纤维及血管产生治

表 2  中外美学理论（排序不分前后）

Table 2  Summary of Chinese and foreign aesthetic the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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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人物 / 著作 / 地点 内容 / 事情

90BC 司马迁《史记》[4] 《公仓传》：齐王的侍医以磁石等作为药物来治疗疾病。

东汉 《神农本草经》[5] 磁石具有辛寒的味道，用于治疗风湿病、四肢疼痛等疾病。

北宋 王怀隐《太平圣惠方》[6] 利用磁石的磁场吸引的铁针治伤。

宋代 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7] 考证了 354 个穴位。

50 年代末 上海 [8] 出售磁性降压带，治疗高血压。

1962 年 湖南长沙 [8] 应用人工磁石贴敷穴位与病变部位治疗支气管哮喘、

关节炎、高血压等疾病，效果较好。

1979 年 陈植《磁疗法》[9] 根据临床实践总结出的磁疗方法。

90 年代末 郭立文 [8] 发明了哈慈五行针，实现了以磁疗进行的无创伤针灸。

2018 年 刘道矩《中华经筋磁疗法》[10] 我国第一部研究磁疗治疗颈椎颈源病的专著。

著作名称 作者 有关美学疗法的大致内容

《黄帝内经》[15] 多人编撰
提出情志学说，提出最早的中医心理治疗内容：祝由、暗

示、情志疗法、听曲消愁法等。

《伤寒杂病论》[16] 张仲景 东汉三国时期，心理学对于治疗的帮助。

《诸病源候论》[17] 巢元方 晋至隋唐，医学心理学思想。

《医林改错》[18] 王清任 提出“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

《医方考》[19] 吴昆 提出以情胜情疗法。

《梦的解析》[20] 西格蒙得·弗洛伊德 潜意识理论，心理学理论，心理治疗理论。

《心理学原理》[21] 威廉·詹姆斯 包含情绪、暗示等多种心理学理论。

《现代艺术哲学》[22] 赫伯特·里德 艺术美学、艺术社会学理论。

《情感化设计》[13] 唐纳德·A·诺曼 心理学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美 , 看不见的竞争力》[23] 蒋勋 生活中的美学（作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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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2.2   穴位按摩型保健首饰的心理功效

穴位按摩型保健首饰的心理功效体现在美学层面和

暗示层面两个部分。

美学层面的功效是指首饰所具有的美观性对于穴位

按摩型首饰的疗效具有一定的增强效果。佩戴美的饰物

可以改善一个人的消极情绪，甚至使之重新产生积极的

情绪 [11]。对于产品而言，人们往往会选择符合自己审

美情趣的用品。事实证明，产品的形式美是很重要的 [12]。

唐纳德 •A•诺曼在《设计心理学》[13] 中以一章来解释“好

看的东西更好用”，并阐释了英国美学家赫伯特 • 里德

的“需要某种神秘的美学理论来阐释美与功能之间的任

何必然联系”言论中的“神秘的美学理论”是以生物学、

神经学和心理学为基础的美学理论。因此，美学可以通

过影响使用者的心理状况来使得产品效果在接受者的层

面得到提升。对于医疗产品来说也是如此，例如一种本

身可能给患者带来不适的治疗过程若拥有了好看的器物

外观以及相对舒适的执行方式，从患者的心理来看，其

治疗效果对比之前可能大大提升，这与《黄帝内经》中

的“情志疗法”[14] 有共通之处。表 2 为美学疗法有实

质性作用的理论依据之出处。

暗示层面的功效是指首饰作为媒介来实施暗示疗

法所产生的功效。暗示疗法是一种对身心健康有正面

作用的心理治疗方法。治疗者对患者采用语言诱导和

动作示范的治疗方法 , 也可以结合其他治疗方法 , 使

患者在不知不觉中受到积极暗示的影响 , 从而不加主

观意志地接受治疗者给予的某种观点、信念、态度或

指令，解除其心理上的压力和负担，实现消除疾病症

状或加强某种治疗效果的目的 [24]。例如，为患者佩戴

具有治疗保健效果的首饰并告知于他，那么患者就会

在暗示的影响下，不知不觉地产生对于治疗结果较为

积极的想法，从而促进治疗。表 3 为暗示疗法有效的

理论依据之出处：

3   穴位按摩型保健首饰的设计调研

本文总结并归纳了现代社会青年人多发的几种疾

病类型，并选取其中三类典型性病症作为疗愈目标，

分别为失眠、胃部不适、用眼疲劳。根据理论构想，

查阅资料，获取了对应症状穴位的临床实验数据，并

以此为基础，设计了三款穴位按摩型保健首饰，以及

两件穴位按摩型保健首饰实物模型。

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次调研将磁铁与首饰结合时

采用了可拆卸球体磁铁零件的设计（图 2），方便后

续对于磁铁零件的更换。

3.1   神门穴、合谷穴按摩型保健首饰模型

神门穴是手少阴心经的穴位之一，位于腕部，腕

掌侧横纹尺侧端，尺侧腕屈肌腱的桡侧凹陷处。按

摩神门穴可以治疗失眠多梦、精神衰弱 [30]。合谷穴，

别名虎口，属手阳明大肠经，位于手背第 1、2掌骨间，

第二掌骨桡侧的中点处。合谷穴又称万能穴，按摩该

穴位可改善头痛，并可提高睡眠质量 [15]。

表 3  中外暗示疗法理论（排序不分先后）

Table 3  Summary of Chinese and foreign suggestive therapy the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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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名称 作者 有关暗示疗法的大致内容

《暗示心理学》[25] 赵铭磊 积极的心理暗示，可以提高人的信心指数。

《暗示心理学》[26] 张弛 心理暗示是人类心理方面的正常活动。

《暗示心理学》[27] 爱弥尔·库埃 将暗示与人格、社会等联系起来讨论。

《条件反射：动物高级神经活动》[28] 伊万·彼得罗维奇·巴甫洛夫 暗示乃是人类最简单、最典型的条件反射。

《暗示疗法的奇迹》[29] 爱弥尔·库埃
暗示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能力，这种方法简

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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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可拆卸磁铁零件样本说明图

Fig.2  Sample illustration of detachable magnet parts

表 5  刺激中魁穴的临床实验数据表 [32]

Table 5  Clinical experiment data table of stimulating Zhongkui point 

张铭、黄莹 [31] 进行了磁疗刺激头部及手部穴位

对于失眠症状的治疗实验，在该实验中得到同时刺

激神门穴与合谷穴以治疗失眠症的临床实验数据（表

4），其中实验组为刺激穴位并服药治疗，对照组为

仅服用药物治疗。由临床实验数据得知：同时刺激神

门穴与合谷穴具有助眠和安定心神的功效。

表 4  同时刺激神门穴、合谷穴的临床实验数据表 [31]

Table 4  Clinical experimental data table of stimulating Shenmen and 
Hegu points 

根据以上研究结果设计了神门穴、合谷穴按摩型

保健首饰，其中配备的两组磁铁零件分别置于神门穴

和合谷穴，以实现其功效（图 3）。

图 3  神门穴、合谷穴按摩型保健首饰模型简图

Fig.3  Sketch of massage health jewelry model of Shenmen and Hegu 
acupoint

3.2   中魁穴按摩型保健首饰模型

中魁穴属于经外奇穴，位于中指背侧近侧指间关

节的中点处。按摩中魁穴具有疏通活络、降逆和胃的

功效 [30]。

周万松 [32] 进行了磁疗刺激中魁穴以及佩戴磁疗

首饰治疗胃部不适的实验。该实验中，实验组测试人

员将配有磁石的首饰佩戴于中魁穴位置，得到刺激中

魁穴的临床实验数据（表 5），其中实验组为刺激穴

位并服药治疗，对照组为仅服用药物治疗。由临床实

验数据得知：刺激中魁穴具有缓解胃部不适、消化不

良的功效。

根据以上研究结果设计了中魁穴按摩型保健首

饰，其中配备的一组磁铁零件置于中魁穴，以实现其

功效（图 4）同时制作了首饰模型（图 5）上文实验

中的首饰仅配有磁石，功效原理为磁场，而本文设计

因为采用了特殊的磁体结构，磁铁对于穴位还有一定

的压感，所以在磁疗的同时还有深入按摩穴位的功效。

图 4  中魁穴按摩型保健首饰简图

Fig.4  Sketch of massage health jewelry of Zhongkui acupoints

163 期 马诗景 | 穴位按摩型保健首饰设计研究 理论研究

， 。

组别 例数
无效

（例 /%）

有效

（例 /%）

显效

（例 /%）

总有效率

（%）

实验组 86 2(2.3) 3(3.5) 81(95.0) 98.5

对照组 70 18(25.7) 13(18.6) 39(55.7) 74.3

组别 例数
无效

（例 /%）

有效

（例 /%）

显效

（例 /%）

总有效率

（%）

实验组 44 3(6.82) 26(59.09) 15(34.09) 93.18

对照组 44 10(22.73) 30(68.18) 4(9.09) 7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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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中魁穴按摩型保健首饰模型说明图

Fig.5  Illustration of Zhongkui point massage health 
jewelry model

3.3   眼耳穴按摩型保健首饰模型

眼耳穴，位于耳垂正面中央部，即耳垂 5 区。按

摩眼耳穴可治眼病，如急性结膜炎、麦粒肿、近视眼、

白内障等 [30]。

孙桂萍 [33] 进行了磁疗刺激耳部穴位对于缓解眼

疲劳治疗效果的实验。在该实验中，测试者将磁疗仪

器作用于耳垂中央，即眼耳穴对应位置，得到刺激眼

耳穴的临床实验数据（表 6），其中实验组为刺激穴

位并服药治疗，对照组为仅服用药物治疗。由临床实

验数据得知：刺激眼耳穴具有缓解眼疲劳的功效。

表 6 刺激眼耳穴的临床实验数据表 [33]

Table 6  Clinical experimental data table of stimulating 
eye and ear points

根据以上研究结果设计了眼耳穴按摩型保健首

饰，其中配备的一组磁铁零件置于眼耳穴，以实现其

功效（图 6），同时制作了首饰模型（图 7）。

3.4   首饰模型的外观偏好度

为了了解首饰模型的外观造型对其预期功效的影

响，本文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为 70 名大学生，

调查内容为：对于佩戴本文中所制作的穴位按摩型

保健首饰模型和普通医疗设备（佩戴式电子测压仪，

佩戴式眼部按摩仪等）在佩戴时长、频率、效果三个

方面的预期偏好度。根据问卷调查的数据结果，得到

首饰模型的预期外观偏好度调查表（表 7）。

由问卷反馈数据得知：认为佩戴首饰的体验要优

于医疗设备的人相对较多。

图 6  眼耳穴按摩型保健首饰简图

Fig.6  Sketch of massage health jewelry of Yaner acupoints

图 7  眼耳穴按摩型保健首饰模型说明图

Fig.7  Illustration of Yaner point massage health jewelry model

表 7  首饰模型的预期外观偏好度调查表（人数 , %）

Table 7  Expected appearance preference questionnaire of jewelry 
model (cases, %) 

4   结论

本文结合理论与实践，探讨研究了一种结合了中

医与首饰的新型穴位按摩型保健首饰。由此，可以得

出以下结论：

（1）从穴位磁疗的方面来说，穴位按摩型保健

首饰具有一定的生理疗效，即穴位按摩型保健首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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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例数
无效

（例 /%）

有效

（例 /%）

显效

（例 /%）

总有效率

（%）

实验组 35 0(0.0) 20(57.1) 15(42.9) 100.0

对照组 34 5(14.8) 23(67.6) 6(17.6) 85.3

佩戴设备
佩戴时间

更久

佩戴频率

更高

佩戴效果

更佳
总偏好度

总有效率

（%）

实验样本

首饰
10(14.2) 18(25.7) 11(15.8) 55.7 93.18

普通医疗

设备
8(11.4) 11(15.8) 12(17.1) 44.3 7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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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层面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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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也将开启首饰医疗的创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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