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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不寐患者中医证型与体质的相关性袁为临床防治不寐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遥 方法 对来源于

2018 年 12 月至 2019 年 11 月杭州市中医院睡眠障碍门诊的 584 例不寐患者进行临床研究调查袁采用中医临床
调查表及中医体质调查表袁对调查结果进行总结袁并采用 SPSS 19.0 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遥 结果 不寐患者常见
体质为痰湿质 175 例尧气郁质 141 例尧阴虚质 83 例遥常见中医证型为痰热扰心证 149 例尧心胆气虚证 132 例尧气郁
化火证 106 例尧肝郁气滞证 73 例遥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袁痰湿质与痰热扰心证渊P<0.001袁OR=3.057冤尧心胆气虚证

渊P<0.001袁OR=3.140冤有关曰气郁质与气郁化火证渊P=0.003袁OR=6.638冤尧肝郁气滞证渊P=0.004袁OR=6.504冤有关曰阴

虚质与阴虚火旺证渊P<0.001袁OR=3.868冤有关曰湿热质与痰热扰心证渊P=0.001袁OR=3.480冤尧心肝火旺证渊P=0.046袁
OR=4.837冤有关遥 结论 不寐患者中医证型与中医体质有密切的关系袁不同的中医体质易转化为某种中医证型袁
为临床辨证治疗不寐提供新的思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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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syndrome and TCM consti鄄

tution of insomniacs, so as to provide new ideas and methods for clinical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insomnia. Methods
A clinical study on 584 insomniacs from the Sleep Disorder Clinic of Hangzhou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rom December 2018 to November 2019 was carried out. The clinical questionnaire of TCM and the TCM
constitution questionnaire were used to summarize the survey results, and Statistical Product and Service Solution

(SPSS) Statistics 19.0 was used for statistics. Results The common constitutions of insomniacs were phlegm-dampness
(175 cases), Qi-stagnation (141 cases), and Yin-deficiency (83 cases). Common TCM syndromes were syndrome of

phlegm heat disturbing the heart (149 cases), deficiency of heart-Qi and gallbladder-Qi (132 cases), syndrome of Qi
depression transforming into fire (106 cases),and syndrome of liver depression and Qi stagnation (73 cases). Logistic re鄄

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phlegm-dampness constitution was related to syndrome of phlegm heat disturbing the
heart(P<0.001, OR=3.057) and deficiency of heart-Qi and gallbladder-Qi(P<0.001, OR=3.140). The Qi-stagnation con鄄

stitution was related to syndrome of Qi depression transforming into fire (P=0.003, OR=6.638) and liver-Qi stagnation

(P=0.004, OR=6.504). The Yin-deficiency constitution was related to syndrome of hyperactivity of fire due to Yin-defi鄄
ciency (P<0.001, OR=3.868).The Damp-heat constitution was related to syndrome of phlegm heat disturbing the heart
(P=0.001, OR=3.480) and hyperactivity of heart-fire and liver-fire (P=0.046, OR=4.837). Conclusion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CM syndrome and TCM constitution of insomniacs. Different TCM constitution can easily be

transformed into certain TCM syndrome, which provides new ideas for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of insom鄄
nia in clinical practice.

[Key words] Insomni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nstituti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yndrome;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不寐袁叶黄帝内经曳 称 野目不瞑冶野不得眠冶野不得

卧冶曰叶难经曳开始称野不寐冶遥 通常指患者尽管有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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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影响白天社会功能的一种主观体验失眠症袁等同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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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医学的失眠障碍遥 该病是神经内科门诊常见的一
种疾病袁最近一项基于我国 10 个地区的成年人睡眠
情况调查显示袁成年人平均睡眠时长较以往相比有所

下降[1]袁说明睡眠问题愈加严重遥 根据叶中国成人失眠

与治疗指南曳[2]袁目前西药在治疗此类疾病上袁仍以苯

1.1.4 排除标准[11] 淤存在精神卫生方面疾病者曰于存
在严重的肝尧肾功能不全或合并有心尧肝尧肾和血液系
统原发疾病者曰盂妊娠及哺乳期妇女遥
1.2 方法
选取在杭州市中医院睡眠障碍科就诊的符合入

二氮卓类药物及一些抗焦虑抑郁药物为主袁此类药物

组的患者袁经我院睡眠障碍科主治医师职称及以上的

往往有比较大的成瘾性袁戒断难袁且对一些特殊人群

医师进行中医四诊信息采集和一般信息采集遥 一般信

存在安全隐忧等缺点遥 与西药相比袁中药的优势主要

息包括姓名尧性别尧年龄尧就诊日期尧文化程度尧发病时

表现在其毒副作用少尧复发率低尧且有双向调节性袁因

间遥

此袁更体现要加强中医的相关性研究袁了解中医病证

1.3 观察指标

特点的重要性遥 体质的形成受先天禀赋和后天环境双

中医四诊信息袁包括中医症状尧舌象尧脉象曰中医

重因素的影响袁而体质一旦形成袁则不易改变袁具有相

体质评分表袁按照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自测表[12]分为

对稳定性[3]遥 体质决定个体的形体特征和精神形态袁体
质的偏颇往往使人体对某些疾病具有易感性袁对于不
寐者袁尤其在个性上表现明显遥 为进一步探索不寐中

医证型与体质的相关性袁本研究对 2018 年 12 月至
2019 年 11 月就诊于杭州市中医院睡眠障碍科的成
人不寐患者进行调查袁以期为中医辨证论治失眠提供
新的思路袁现报道如下遥

平和质尧气虚质尧阳虚质尧阴虚质尧痰湿质尧湿热质尧血
瘀质尧气郁质尧特禀质 9 个量表袁每一问题按 5 级评

分袁计算原始分及转化分袁依标准判定体质类型袁其中
原始分=各个条目的分值相加袁转化分数=[渊原始分条目数冤/渊条目数伊4冤]伊100遥
1.4 体质判定标准

淤平和质的判定标准 [12]院转化分逸60 分袁且其他

8 种偏颇体质转化分均<30 分时袁判定为野是冶曰平和质

转化分逸60 分袁且其他 8 种偏颇体质转化分均<40 分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1.1.1 研究对象 584 例不寐患者均来源于 2018 年 12 月

至 2019 年 11 月杭州市中医院睡眠障碍门诊袁其中男

250 例袁女 334 例曰年龄 18~78 岁袁平均渊51.6依13.8冤岁遥

时袁判定为野基本是冶曰否则判定为野否冶曰于偏颇体质
渊除平和质以外袁其他体质类型统称为偏颇体质冤的判

定标准院转化分逸40 分袁判定为野是冶曰转化分 30耀39 分袁
判定为野倾向是冶曰转化分<30 分袁判定为野否冶遥

本研究以问卷形式进行调查袁患者均知情并同意遥

1.5 统计学方法

失眠诊断与治疗指南渊2017 版冤曳 遥 中医的诊断标准

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均数依标准差渊x依s冤表示曰计

准参照叶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曳 袁分为肝郁气

多因素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进行相关性分析遥

1.1.2 失眠的诊断标准 西医诊断标准参照叶中国成人
[2]

参照叶中医内科常见病诊疗指南曳[4]遥 中医证候诊断标
[5]

采用 SPSS 19.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遥 符合

数资料采用[n渊%冤]进行描述袁采用 字2 检验进行比较袁

滞证尧气郁化火证尧痰热扰心证尧心胆气虚证尧心肝火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标准院参照王琦的叶亚健康中医体质辨识与调理曳[9]中

2 结果

旺证尧阴虚火旺证尧心脾两虚证七型[6-8]遥中医体质辨识

叶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曳标准袁分为院平和质尧气虚质尧
阳虚质尧阴虚质尧痰湿质尧湿热质尧血瘀质尧气郁质尧特

2.1 不寐患者中医体质类型分布特点

本次调查的 584 例不寐患者中袁按照 9 重基本体

禀质 9 种体质遥 淤平和质的判定标准院 转化分逸60

质类型分布院 痰湿质 175 例 渊30.0%冤>气郁质 141 例

野是冶曰平和质转化分逸60 分袁且其他 8 种偏颇体质转

>血瘀质 43 例渊7.4%冤>气虚质 35 例渊6.0%冤>阳虚质

分袁且其他 8 种偏颇体质转化分均<30 分时袁判定为

化分均<40 分时袁判定为野基本是冶曰否则判定为野否冶曰
于偏颇体质渊除平和质以外袁其他体质类型统称为偏

颇体质冤的判定标准院转化分逸40 分袁判定为野是冶曰转
化分 30~39 分袁判定为野倾向是冶曰转化分<30 分袁判定
为野否冶遥

1.1.3 纳入标准[10] 淤符合失眠的中医尧西医诊断标准
者曰于年龄逸18 岁曰盂知情同意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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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24.1%冤>阴虚质 83 例渊14.2%冤>湿热质 56 例渊9.6%冤
25 例 渊4.3%冤>平和质 24 例 渊4.1%冤 > 特禀质 2 例

渊0.3%冤遥表明痰湿质及气郁质为不寐患者的主要体质
类型遥

2.2 不寐患者中医临床证型分布特点

本次调查的 584 例不寐患者中袁按照证型分类院

痰 热 扰 心 证 149 例 渊 25 . 5 % 冤 > 心 胆 气 虚 证 132 例
渊22.6%冤>气郁化火证 106 例渊18.2%冤>肝郁气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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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9 种基本体质类型在不同中医证型中的分布[n渊%冤]
证型
气郁化火证
心肝火旺证
心脾两虚证
心胆气虚证
阴虚火旺证
痰热扰心证
肝郁气滞证
合计

阳虚质

阴虚质

气虚质

痰湿质

0

19渊17.9冤

5渊4.7冤

15渊14.2冤

9渊32.1冤

0

4渊14.3冤

8渊28.6冤

15渊40.5冤

2渊5.4冤

0

6渊10.2冤

6渊4.5冤

28渊21.2冤

7渊4.7冤

11渊7.4冤

0

3渊4.1冤
25

4渊5.5冤
83

5渊8.5冤

湿热质

血淤质

特禀质

气郁质

平和质

合计

7渊6.6冤

6渊5.7冤

1渊0.9冤

47渊44.3冤

6渊5.7冤

106

2渊7.1冤

2渊7.1冤

0

3渊10.7冤

0

14渊23.7冤

16渊27.1冤

13渊9.8冤

55渊41.7冤

5渊3.8冤

5渊3.4冤

60渊40.3冤

21渊14.1冤

17渊11.4冤

35

175

56

43

1渊1.4冤

9渊24.3冤

14渊19.2冤

3渊8.1冤
2渊2.7冤

2渊3.4冤
3渊2.3冤

0

14渊23.7冤

痰湿质
痰热扰心证
心胆气虚证
常量
气郁质
气郁化火证
肝郁气滞证
常量
阴虚质
阴虚火旺证
常量
湿热质
痰热扰心证
心肝火旺证
常量

59
28

0

17渊12.9冤

5渊3.8冤

132

0

23渊15.4冤

5渊3.4冤

149

2

141

1渊2.7冤

1渊2.7冤

12渊16.4冤

0

5渊13.5冤

32渊43.8冤

表 2 584 例失眠患者各种体质与各个证型的相关性分析
相关因素

2渊3.4冤
1渊2.7冤

37

5渊6.8冤

73

24

EXP渊B冤的 95%CI

B

Sig.

Exp渊B冤

下限

1.118

0.000

3.057

1.920

4.867

-1.512

0.000

0.221

1.888

23.342

7.892

1.144

0.000

3.140

1.893

0.003

6.638

-2.120

0.001

0.120

1.872

0.004

6.504

1.945

1.802

1.353

0.000

3.868

1.895

1.247

0.001

3.480

1.716

-3.055

0.000

0.047

-1.736
1.576

0.000
0.046

0.176
4.837

1.028

上限

5.069

23.479

7.060

22.757

73 例渊12.5%冤>心肝火旺证 59 例渊10.1%冤>心脾两虚

3 讨论

寐患者的主要证型遥

强弱袁肌肉之坚脆袁皮肤之厚薄袁腠理之疏密袁各不同

证 28 例渊4.8%冤遥 说明痰热扰心证与心胆气虚证为不
2.3 不寐患者中医证型与中医体质的关系
将各中医证型中的患者按照体质分类袁其结果如

下院气郁化火证 106 例袁其中以气郁质渊47 例袁44.3%冤
及阴虚质渊19 例袁17.9%冤为主曰心肝火旺证 59 例袁其

中以湿热质渊16 例袁27.1%冤尧痰湿质渊14 例袁23.7%冤尧
气郁质渊14 例袁23.7%冤为主曰心脾两虚证 28 例袁其中

以阳虚质渊9 例袁32.1%冤尧痰湿质渊8 例尧28.6%冤为主曰
心胆气虚证 132 例袁其中以痰湿质渊55 例袁41.7%冤为

主曰阴虚火旺质 37 例袁其中以阴虚质渊15 例袁40.5%冤
为主曰痰热扰心证共 149 例袁其中以痰湿质渊60 例袁
40.3%冤为主曰肝郁气滞证 73 例袁其中气郁质渊32 例袁
43.8%冤为主遥 见表 1遥

2.4 不寐患者中医体质与证型的相关性分析
定义体质类为分类变量袁应变量为各证型袁用二
项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袁变量赋值方法以有此证型

为 1袁无此证型为 0袁结果表明痰湿质与痰热扰心证尧
心胆气虚证有关曰气郁质与气郁化火证尧肝郁气滞证

有关曰阴虚质与阴虚火旺证有关曰湿热质与痰热扰心
证尧心肝火旺证有关遥 见表 2遥

体质学说创于叶内经曳袁叶灵枢窑论通曳曰院野筋骨之

噎噎冶袁成熟于明清时期袁由遗传性和获得性因素所决

定袁与先天禀赋及后天的年龄尧性别尧生活习惯等多因
素有关 [13]袁受环境和社会因素的影响袁研究体质对疾

病的防治及为此后失眠患者进行中医健康管理提供

思路[14-15]遥 对于研究个体的生理特征尧心理状态尧病理
倾向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遥 有调查研究显示袁某些慢
性疾病与中医体质类型有一定的相关性[16]袁说明体质
的偏颇可导致人体对某些疾病以及某种证型的易感

性及倾向性袁可以更好的评估人体的整体状况袁用于
一些慢性病的预防及诊疗过程袁体现个体化的诊疗目
的 [17-18]袁即根据不同个体的体质特征来把握其内在规

律袁使用对应的方药以提高疗效及安全性遥 现代研究
表明袁不同的体质基因表达模式不同袁易患疾病与体

质存在高度的相关性[19]遥 也说明体质类型相对证候存

在一定的稳定性遥 深入研究体质与不寐证型的关系对
患者的治疗以及演变尧预后的判断极为重要遥 中医对
不寐更是强调个体化治疗袁其中体质也是体现患者个
性特征的一方面[20]遥

本研究显示袁不寐患者体质以痰湿质尧气郁质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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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虚质为主袁这与既往一些相关研究基本一致[21]遥 且
研究表明痰湿质与痰热扰心证尧心胆气虚证有关曰气
郁质与气郁化火证尧肝郁气滞证有关曰阴虚质与阴虚
火旺证有关曰湿热质与痰热扰心证尧心肝火旺证有关遥
不寐者体质类型特点的形成可能与以下几点有关院首
先是饮食结构的改变袁饮食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物质基

[2]
[3]
[4]

础袁野精食气袁形食味袁化生精袁气生形冶袁说明食物对于
体质的形成有根本作用袁孙思邈叶备急千金药方曳言院
野饮食过多袁则结积聚曰渴饮过量则成痰冶袁表明不当的

饮食结构可造成体质的偏颇遥 也有现代研究证明袁饮

[5]

2017袁38渊4冤:452-456.

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睡眠障碍学组. 中国成人失
眠诊断与治疗指南渊2017 版冤[J].中华神经科杂志袁2018袁
51渊5冤:324-335.

王琦.中医体质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袁2005:2.
中华中医药学会. 中医内科常见病诊疗指南中医病证
部分渊ZYYXH/T4耀49-2008冤[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
社袁2008:50-52.
郑筱萸.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南[M].北京:中国医药科
技出版 2002:85-89.

食的口味及饮食的习惯对于中医体质的形成均有影

[6]

响[22]遥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袁饮食结构也在发生变化袁
长期的饮食偏嗜可造成体质的偏颇袁也有研究表明老

[7]

年人高脂血症者多为痰湿质[23]遥 其次是运动减少及方

[8]

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诊断学分会. 中医常见证诊断标

[9]

王琦袁靳琦.亚健康中医体质辨识与调理[M].北京:中国

式的改变袁现代人的工作性质以脑力为主袁久坐袁缺少

运动袁因生活环境的变化袁运动方式以室内运动增多袁
户外运动较少袁均是造成体质变化的原因袁如叶温热经

吴勉华袁王新月.中医内科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
社 2015:149-153.

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诊断学分会. 中医常见证诊断标
准渊上冤[J].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袁2008袁28渊5冤:3-20.
准渊下冤[J].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袁2008袁28渊6冤:3-10.
中医药出版社袁2016院146-156.

纬窑薛生白湿热病篇曳言院野过逸则脾滞袁脾气困滞而少

[10] 胡洋袁刘洋.安魂定志汤治疗失眠症的临床效果研究[J].

医体质的形成有关[24-25]遥再次与作息时间不规律有关院

[11] 陈志颜.302 例失眠症患者的中医证型分布规律的研

阳袁和于术数袁食饮有节袁起居有常袁不妄作劳袁故能形

[12] 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渊ZYYXH/T157-

健运袁则饮停湿聚矣遥 冶现代调查也显示运动习惯与中
先民日出而作袁日落而息袁正如叶内经曳所言院野法于阴

与神俱冶遥 而随着生产力提高的需求袁不合理的起居习
[26]

惯越来越多袁加班熬夜袁违背自然规律遥 鲁明源等 也
指出油腻食物尧缺乏运动尧早睡晚睡尧睡眠不规律尧吸

世界睡眠医学杂志袁2020袁7渊6冤:977-978.
究[J].养生保健指南袁2019袁52:248.

2009冤[J].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袁2009袁4渊4冤:303-304.

[13] 岑澔袁王琦.不同年龄人群体质分布的调查分析[J].中
华中医药学刊袁2007袁25渊6冤:1126-1127.

烟是痰湿体质的重要因素遥 另外也有研究表明生活环

[14] 江心灿袁张健袁赵宇昊.失眠人群体质分布特点极其对

厚味尧多脑力少体力尧作息不规律等造成脾胃损伤袁水

[15] 王宁袁李希袁马淑丽袁等.基于体质学说失眠中医健康管

境的改变也会导致体质的变化[27]遥 现代人多偏食膏粱
谷运化失司袁津液输布失常而华生痰湿袁另工作压力
大尧生活节奏快袁导致情绪急躁袁肝郁不舒袁因此痰湿

睡眠治疗的影响[J].医学信息袁2020袁33渊3冤:115-119.
理思路探讨[J].光明医学袁2019袁34渊10冤:1490-1492.

[16] Zhu YB袁Shi HM袁Wang Q袁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质尧气郁质是不寐者常见的体质类型遥 也有学者对痰

nine types of TCM constitution and five chronic diseases:

从现代医学理论角度证实体质与疾病之间的关系遥

pParticipants[J].Evid Based Complement Alternat Med袁

湿质者进行基因组学研究袁发现其存在潜在代谢紊乱[28]袁
医疗的目标正在从治疗向预防转变袁综上袁我们
可以发挥中医的优势袁找出不寐者高危体质类型袁根据
野治未病冶的理念袁调整偏颇体质袁达到野未病先防冶的

目的遥 而已病者袁根据其体质类型袁更容易辨别其证型袁
运用辨体尧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诊疗模式袁更容易准
确判断疾病证型袁更准确的判断疾病的演变袁提高辨
证治疗的准确性袁采取个体化的治疗袁提高临床效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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