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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肾健脾、益胃生津治疗虚火喉痹久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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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嗽，常有口干渴而饮水不多，尿频及夜尿多，曾到多间医院

虚火喉痹久咳多见慢性咽喉炎或慢性扁桃体炎，在南方地

诊治，均考虑为慢性咽喉炎，经多次治疗，均效果不显。诊

区发病率高。症见长期轻咳嗽或咽不适。查体可见咽部充血不

见：患者咽部充血不明显，扁桃腺不大，舌质淡、苔薄白而少

明显，有时见咽后壁淋巴增生，或见扁桃体肥大或有脓点，舌

津，脉细弱，双肺听诊未见异常。西医诊断慢性咽喉炎；中医

质淡或尖红、苔薄白，脉细无力。双肺听诊未见异常。本证型

诊断为咳嗽，证属脾肾双虚，胃阴不足，津不上承。治疗以滋

咳嗽不显。但治疗不易。詹教授认为，虚炎喉痹久咳其病位在

肾运脾、养胃生津，宣肺活血通络。处方：太子参、山药、黄

咽，而病因在脾肾两虚，胃阴不足，津不上承，无力滋养咽部

精、红糖各 20 g，麦冬、猫爪草、桔梗、生地黄、诃子各 12

而成本病。故治疗上以滋肾运脾、养胃生津、宣肺活血通络为

g，陈皮、蝉蜕、人参叶各 6 g。7 剂，每天 1 剂，复煎，分 2

主。处方：太子参、木蝴蝶、陈皮、黄精、山药、诃子、白

次服。配合吴茱萸粉 3 g，用生姜汁调成米糊外贴天突穴，每

果、桔梗、岗梅根。上方加红糖 20 g(舌尖红或苔黄腻者去之）

晚 1 次。1 周后二诊，咳嗽、咽喉不适症状改善。上方先后坚

同煎，每天 1 剂，复煎，分 2 次服。或随证略作加减，患者

持服 3 月，咳嗽症状已完全消失，病已痊愈。随访 3 年未见

若能坚持治疗 4 周以上，常能达到近期治愈。

复发。

陈某，男，8 岁，2010 年 4 月 21 日初诊。家长代诉：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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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1 年多前曾发热、咽痛、咳嗽，此后热退后反复咽喉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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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台穴，系督脉之要穴，始见于 《素问·气府论》：“灵台

的记载。灵台县处甘肃省平凉市，据传也是晋代名医，针灸鼻

在第六椎节下间”； 《素问·刺热》 所载之“六椎下间主脾热”
，

祖皇甫谧的生卒地[2]。灵，神也，指心的功能。台指高台与号

即本穴。其穴在背部后正中线上，第 6 胸椎棘突下凹陷中。

令之处。中医学理论认为，心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灵台穴

针刺层次为皮肤 - 皮下组织 - 棘上韧带 - 棘间韧带，穴区浅

为心神居住与行使职能之所，本穴作用亦与心和神志相关。

层分布有第 6 胸神经后支的内侧皮支和伴行的动静脉，深层

《医经理解》 谓：“灵台，在六椎节下间，神道在五椎节下间，

有棘突间的椎外(后)静脉丛，第 6 胸神经后支的分支和第 6 肋

心之位，故有神灵之称也。”又如 《会元针灸学》 曰：“灵台

间后动静脉背侧支的分支和第 6 肋间后动静脉背侧支的分支

者，心灵之台也。上有心俞，下有膈俞，中有黄脂膏垒如台，

和属支，主治疔疮，气喘咳嗽，胃痛和脊背强痛等 。兹将灵

其两旁为督脉之所系，阳气通其中，心灵居上，故名灵台。”

台穴渊源与临床应用浅析如下。

《类经图翼》 所载灸灵台穴治气喘不能卧及风冷久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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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台穴渊源探微
灵台古代时是君主宣德布政的地方，史有文王伐密筑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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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台穴临床应用探微
灵台穴古代属于禁针穴位，如宋代王执中 《针灸资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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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记载“灵台，在六椎节下间，俯而取之。经阙疗病法。出

也是采用点刺出血或针刺得气后不留针的方法，笔者分析主要

《素问》。”阙同缺，上句中的“经”是指 《针灸甲乙经》，其中

是因为灵台穴处于背部胸六棘突下凹陷，如果针刺不当，容易

缺少灵台穴具体治病的方法。关于 《针灸甲乙经》 灵台穴缺主

刺伤肺部，引起气胸，也有可能会伤及脊髓，造成不良后果。

治的缘由，明代医家高武在 《针灸聚英》 中有比较详细的注

加之古代针具本来就较现代针具制作粗糙，故属禁刺穴位。心

释，“灵台一穴，诸书缺主治 《资生经》 集 《铜人》、 《千

主神明，灵台穴为心神居住与行使职能之所，神灵可敬可畏，

金》、 《外台》、 《明堂》 亦无考，惟曰见 《素问》。考之 《素

故古人在治疗一般疾病时，也不会选择在灵台穴上治疗。而现

问》，经文无记载…… 《经》 谓：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

今如果能在清晰了解局部解剖位置的基础上合理施针，注意进

……督为阳脉之都纲，犹五脏既有俞在背，而督又处太阳之

针的角度，方向和深度，针刺灵台穴亦无不可。当然一般疾

中，故太阳有肾俞，而督有命门，灵台为心无疑……盖心为一

病，如果能选择其他穴位就能治疗的话，个人认为还以谨慎为

身之主，如帝王警跸所至，日行在所也。”而杨继洲在 《针灸

好。如对心胸神志病的治疗，可以选取手少阴心经和心厥阴心

大成》 中也将灵台穴列于“禁针穴歌”中，其对灵台穴的主治

包经等其他经穴治疗。现代科学研究尚未对经络腧穴作出完全

是这样描述的，“灵台 《铜人》 缺治病。见 《素问》。今俗灸

认识，其作用机制和针刺后的不良反应也不一定当即体现，可

之，以治气喘不能卧，火到便愈。禁针。”对灵台穴操作也是

能会有一些滞后性。正确认识灵台穴的作用及针刺操作注意事

局限于灸法。

项，对提高灵台穴在临床中的正确应用不无裨益。以上为笔者

而现代针刺灵台穴也是偶见报道，并常与其他腧穴协同运
用。在具体操作上也是采用刺络拔罐或不留针、少留针的方

对灵台穴粗浅的认识，不揣粗陋，与针灸同道分享，希望能抛
砖引玉。

法。如通过针刺灵台、神道、内关、百会等穴调心安神治疗心
脏过早搏动，针刺灵台及神道穴时，针刺 20～30 m m 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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