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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味理论在肾脏疾病遣方用药
※
及调护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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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五味理论作为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指导临床治疗及调护相关疾病中发挥重要作

用。本文通过对相关古籍文献进行梳理与总结，将五味理论与药、食、四季、脏腑盛衰等各个方面联
系起来，
初步探讨五味理论在肾脏疾病遣方用药及调护方面的运用。
关键词 肾脏；五味；临床应用
五味理论作为中医核心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先入。
《素问·至真要大论》云：
“夫五味入胃，各归所
一直指导着临床用药及调护[1]。正如张介宾《类经·五

喜……咸先入肾。”据此可知，咸味归于肾脏，当出现

脏病气法时》 所云：
“人之为病，病在阴阳偏胜耳，欲

肾精及肾气不足时，可适当进食咸味之品以补益肾

救其偏，则为气味之偏者能之。”在临床实践中，五味

脏，如《素问·藏气法时》载：
“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

1 五味有择，颐养肾脏

草经疏》谓其“滋肾补精血之要药”；九香虫咸温、无

[2]

《灵枢·五味》列举了滋养肾脏的相关食物：
“肾病
理论运用得当，能够达到补虚扶弱、祛邪愈疾的目的。 气。”
者，宜食大豆黄卷猪肉栗藿。”其中，栗味咸、性温，孙
肾为五脏六腑之本，在调节机体阴阳平衡、固护正气
思邈称其为“肾之果”，
《本草纲目》载其“通肾益气，补
及防御外邪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目前关于五味
肾虚”；猪肉味甘、咸，
《随息居饮食谱》载其“补肾液，
理论在肾脏疾病的临床运用方面的文献报道较少。
充胃汁”。咸味可入肾壮阳，补肾家不足，正如《伤寒
因此，本文结合相关医籍及临床经验初步梳理及总结
贯珠集》所载：
“咸性善下，而温能返阳。”如肉苁蓉甘
五味理论在肾脏疾病遣方用药及调护中的运用。
咸、性平，
《药性论》云其“益髓”
“壮阳、大补益”[3]，
《本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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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
《本草纲目》云其治“脾肾亏损, 壮元阳”[4]。咸味药
亦可为引经之药，增强药物入肾补肾功效[5]，正如《本
草纲目》所载：
“咸归肾，引药气入本脏也。”如菟丝子
“补肾气，淡盐水拌炒”；薏苡仁“引药下行盐水煮”[6]；
又如芒硝性寒、味苦咸，有软坚润下之效。因此，当出
现肾阳虚、肾气不足时，可摄取咸味之品，以补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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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肾阳，
并可引药入肾。
咸味虽可入肾补肾，但若摄入不当，亦会损害机
藏府为灾疚。”[7]咸味亦是如此。
《素问·生气通天论》认
疲惫、肌肉短缩、心胸憋闷等症状。另外，过食咸味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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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因血与咸相得，导致“脉凝泣而变色”，出现脉凝滞

仁“气味辛温而芬芳，香气入脾，辛能润肾”。但应注

而不通，面色暗黑无华等表现。
《五行大义》亦云：
“人

意鉴别，若肾燥之候乃肾阴亏虚、干涸不润所致，当以

[8]

食无极咸，使肾气盛，心气衰。” 因此，肾脏的调护当

滋肾为治，
不可固执辛润一法。

取咸味之品以补肾虚，但不可过食咸味，以免伤及相

2 五味相宜，四时顺和

关脏腑。
1. 2

五味有五行属性，五行有制胜

中医主张天人相应理论，认为人受四时阴阳规律

之性，肾脏的调摄应避免所不胜之脏的过度制约。
《素

之影响，脏腑功能随四季更迭而变化，脏腑的调摄应

问·宣明五气》云：
“甘入脾。”甘味为脾之所主，但若过

各有不同。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论述：
“阴阳四时者

食甘味则可使肾脏受损，如《上药真诀》曰：
“ 五味入

……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本文结合《大

口，不可令偏……多甘伤肾。”[9]张介宾《类经》云“甘从

道修真》
《圣济经》
《本草纲目》等古代医籍，探讨四时

甘伤肾，慎食之

[2]

土化，土胜则水病，故黑色见于外而肾气不衡于内” ， 背景下运用五味理论指导肾脏疾病的遣方用药及调
护的具体措施。
指出过食甘味之物可导致脾土气实，脾土过亢则克伐
肾水，导致肾阴阳之间不平衡而产生病变。
《素问·五

2. 1

脏生成》云：
“多食甘，则骨痛而发落。”也指出嗜食甘

周密。”冬之日，万物敛藏，与肾脏固密、封藏之性相

味之物会使脾气偏盛，过度克伐所胜之肾脏，导致肾

应，故肾脏养生调摄应顺应冬令收藏之性，宜敛阴护

气不足不能充养骨发，进而出现骨酸疼痛、毛发脱落

阳。
《素问·至真要大论》云：
“咸味涌泄。”
《素问·宝命

等表现。因此，肾脏的养护应注意少食甘味之品。与

全形论》曰：
“味咸者，其气令器津泄。”故若冬令多食

此同时，在临床治疗肾脏疾病中，应尽可能减少甘味

咸味则有损肾脏闭藏之性，导致肾藏精失司，出现遗

药的使用，正如《灵枢·五味》所云：
“肾病禁甘。”如甘

精、胎元不固、腰脊酸痛、闭经、身形厥冷等表现[15]。

草，为至甘之品，不可过量使用。现代药理研究[10-11]亦

张元素云“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黄柏，用苦补之地

发现，甘草的主要成分具有类肾上腺皮质激素样作

黄”，加之冬季肾气偏亢，易克伐心气，导致心气亏虚，

用，可加重肾病患者水肿、四肢无力等症状。因此肾

出现心悸不安、胸闷等症状出现。因此在肾水偏盛的

病患者应慎食甘、少甘，
不可过食甘味。

冬季应适当增添苦味之品以坚肾、养心。如《大道修

1. 3

肾苦燥，急食辛 《素问·脏气法时论》曰：
“肾苦

真》云冬月“肾旺心弱，则养心，食苦物”[16]。
《寿亲养老

燥，急食辛以润之，开腠理，致津液通气也。”肾为水

新书》亦云:“冬，肾气旺，肾属水，味属咸，水克火；火

脏，其性本润，若肾阳虚则蒸腾气化失常，津液输布障

属心，心主苦；当冬之时，其饮食之味，宜减咸而增苦，

碍，易导致脏腑失于濡润，出现口燥咽干、皮肤干燥等

[17]
以养心气。
”

冬令减咸，宜增苦

张介宾云：
“肾主闭藏，气贵

食物的摄取方面，
《养生导引秘籍》指出，冬令应

“燥”的临床表现。
《黄帝内经太素》云“辛能资气，故气

《圣济经》提出“水用
流也”，认为辛味入肺，功善发散，可推动气机运行。 食麦、橘、羊、薤等苦味养心之物。
[2]
事，膳膏膻以助心……冬膳用羊而养心”[12]，指出冬令
《类经》 指出：
“惟辛能达之，气至水亦至，故可以润肾
之燥。”因此，在病理状态下，出现肾阳亏虚，导致腠理

时节宜择气膻之品及养心之物，羊肉气膻、味苦、甘，

不开、脏腑失于濡润时，应注重辛味的摄入。此外， 既能温脾肝、滋肾精，又能安心止惊[18]。因此，冬季宜
减咸味，
并适量进食苦味药，
以顺应冬季养藏之道。
《圣济经》提出：
“肾苦燥，润以黄黍鸡肉桃葱之辛。”[12]
意在强调在饮食摄取上，当食黄黍、鸡肉、桃、葱这些

2. 2

具有辛味的食物，以推动气机运行，助津液输布，间接

对肾水的克伐。长夏自然界万物孕育转化，与脾土润

达到“润肾”效果。如《金匮要略》治肾虚消渴证、脚气

养化生万物之性相通，若多食甘味易引起脾气壅滞偏

病、虚劳腰痛、痰饮咳嗽、转胞皆用肾气丸，盖因附桂

盛而克伐肾脏，导致肾水亏而不下泄，精不生髓、化

[13]

长夏少甘，略食咸

长夏应少食甘味，避免脾土

之辛甘温复肾阳、布化气液，以达“辛以润之” 的效

血，出现骨痛、面色黧黑、腰膝酸痛、脱发等症状。因

果；李时珍云“肉桂下行，益火之原，此东垣所谓肾苦

此，在脾气偏盛的长夏季节应少食甘味之品，谨防滋

燥，急食辛以润之”；
《本经逢源》载“黄柏苦寒微辛

生水湿，可多食咸味之品以补养肾脏。如《云笈七签》

[14]

……补肾水不足，坚肾润燥” ；
《本草纲目》载“知母
[4]

之辛苦寒凉，下则润肾燥而滋阴” ；
《本草经疏》谓砂

曰：
“是月肾脏气微，脾脏独王，宜减肥浓之物，宜助肾
气，益固筋骨。”[19]《本草纲目》亦有论及：
“长夏省甘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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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以养肾气。”因此，
《养生导引秘籍》提出宜食味咸养
肾之品，如“五谷中粟米、五果中山药、五畜中猪肉、五
菜中韭菜”皆适宜。粟米味咸、甘，李时珍称粟米为
“肾之谷也”，
指出长食可养肾气。

3 药用五味，以制虚实

五味有散、收、缓、坚、软的功效之别，根据食物和

药物的五味而应用，针对脏腑机能失调的相关疾病进
行调养，可以治疗和预防疾病的进展和复发。如《金

·33·

4 结语

“五味”理论作为传统中医学理论的核心组成部

分，备受历代医家的重视，自古以来发挥着重要的临
床指导作用。本文通过对大量古籍、文献的回顾及梳
理，较为系统地从“五味有择，颐养肾脏”
“五味相宜，
四时顺和”及“药用五味，以制虚实”等方面阐释了五
味理论在肾脏疾病遣方用药及调护方面的运用，为临
床治疗肾脏疾病提供经验参考。

匮要略》载“所食之味……若得宜则补体，害则成疾”， 参考文献
即五味治病纠人体之偏，
调其偏差，
使其平也。
3. 1

肾坚苦补咸泻论 《素问·藏气法时论》提出：

“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用苦补之，咸泻之。”若出现
肾精不固、虚火内扰所致遗精、潮热盗汗等症状时，需
用知母、黄柏等苦味之品，以清热泻火、坚阴，火退阴
足，肾自坚，即“急食苦以坚之，用苦补之”之意。恰如
《医宗金鉴》所云:“知、柏补阴秘阳，使阳有所贮，而自
归藏矣。”此句话“补”的含义应理解为与肾固藏之性
相顺，有助其固藏阴精，故为补。如治肾关不固，梦遗
失精，以封髓丹，方中黄柏“味苦入骨”坚肾，封藏水火
而不妄行[20]；
“缩砂仁之辛，以润肾燥”，此方堪称妙用
“苦坚肾”
“辛润肾”之法。而《医宗必读》云：
“本脏所
恶，即名为泻；本脏所喜，即名为补。”咸味药其气涌
泄、软坚，亦可理解为咸可使肾不过坚等，皆为反其固
藏之性，故谓泻。如泽泻味咸，微寒，泄肾经之火，泻
膀胱之湿，徐忠可云：
“肾为水之源，泽泻味咸入肾，故
以之泻其本而标其行。
”
3. 2

肾虚咸酸苦补法 《金匮要略》论述：
“ 夫肾之

病，补用咸，助用酸，益用苦味之药调之。”认为出现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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