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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热体质与生活方式的相关性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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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中医学认为中医体质与健康状态密切相关，体质类型决定对某些致病因子的易感性及所产生

疾病类型的倾向性。研究表明湿热体质现患率居偏颇体质的第二位，并且与痤疮、湿疹、便秘、脂肪肝、糖尿
病、高血压病和高脂血症等疾病密切相关。因此了解湿热体质的危险因素，对于亚健康状态和疾病的防治
发生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中医体质学理论研究，结合中医古籍和现代研究等文献，探讨湿热体质与生
活方式的相关性，研究发现饮食结构、运动锻炼和睡眠时间等是影响湿热体质的主要因素。因此，通过体质
的判定来指导生活方式，控制危险因素、纠正不良生活方式以调理湿热体质的偏颇状态，有利于亚健康状态
和相关疾病的防治，促进人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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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体质学认为，体质是人体生命过程中，在先

生痤疮粉刺，容易口苦口干、身重困倦、心烦急躁易

天禀赋和后天获得的基础上形成的形态结构、生理功

怒，大便多燥结或粘滞，小便短赤，男性多有阴囊潮

[1]

能和心理状态方面综合的、相对稳定的固有特质 。
王琦教授将中医体质分成 9 种基本类型：平和质、气虚

湿、女性常有带下增多，舌质偏红，苔黄腻，脉象多见
滑数[5]。近年来，国内不少学者先后对我国不同地区

质、阳虚质、阴虚质、湿热质、气郁质、痰湿质、血瘀质

自然人群的中医体质进行了流行病学调研，尤其是北

和特禀质。体质的先天因素是不可控制的，但是后天

京王琦教授课题组通过全国大样本的流行病学调研

因素是人为可控的，并影响着体质的形成。近年来，
许多学者通过文献资料、流行病学调查和实验研究发
现后天形成基础主要受个体生活方式的影响，包括居
住 环 境 、饮 食 习 惯 、作 息 规 律 、运 动 情 况 、情 志 因 素
等

[2-4]

，从而形成了不同的体质类型。运用中医体质学

发现，我国一般人群中约 1/3 的人群为平和体质，约 2/
3 的人群为偏颇体质；偏颇体质中气虚质（13.42%）、湿
热质（9.08%）、阳虚质（9.04%）较多见[6]。由此可见，湿
热体质的现患率居 8 种偏颇体质的第二位。同时，健

康、亚健康、疾病的人群中，中医偏颇体质的比例逐渐

说，根据不同的体质指导人们的生活方式，对人体健

增大[7]。可见，湿热体质与健康状态密切相关。其形

康状况进行干预，从而调和体质，使人体达到阴平阳

成多由于先天禀赋，或久居湿地、善食肥甘，或长期饮

秘的状态，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酒，火热内蕴，早在《内经》[8]时代就有所描述。张仲景

湿热体质是以湿热内蕴为主要特征的体质状态，
该类人群形体多偏胖，常见表现为平素油光满面、易

《伤寒论》[9]提出了“酒客”
“ 湿家”等类似于湿热体质的
体质类型。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10]明确提出了湿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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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质，
“ 治法总宜辨其体质阴阳，斯可以知寒热虚实之

熟功能，转化为水谷精微，上注于肺，肺主输布，濡养

治。若其人色苍赤而瘦，肌肉坚结者，其体属阳，此外

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如若饮食不节，过食寒凉、燥热

感湿邪，必易于化热；若内生湿邪，多因膏粱酒醴，必

之品，暴饮暴食，则饮食物不易被脾胃运化腐熟，因此

[11]

容易损伤脾胃功能，使脾不升清、胃不降浊，脾虚不能

[20]

运 化 水 湿 ，湿 蕴 中 焦 ，郁 久 化 热 ，容 易 导 致 湿 热 体

患湿热、湿火之症。”中医体质学说认为“体病相关” ，
如痤疮

[12，13]

、湿疹

、便秘

[16，17]

、脂肪肝

[18，19]

、糖尿病 、

和高脂血症 等疾病较常发生于湿热体质

质[32]。 广东居民具有独特的饮食习惯，如喝早茶、下

人群，可见湿热之症。然而“体质可调”[11]，通过干预影

午茶、夜宵和煲汤喝粥等等，长期过量的饮食可加重

响体质的后天因素可纠正偏颇体质，从而实现病因预

脾胃的负担，酿湿困脾，也是广东地区湿热体质居多

防。因此应从研究湿热体质与生活方式(如饮食、运

的原因之一[33]。

高血压

[21，22]

[14，15]

[23]

动、睡眠等)的相关性入手，来控制其危险因素，以进一
步提高健康水平。本文通过结合中医古籍与现代研
究对二者关系作一综述，以便指导湿热体质人群改变
生活方式，达到“未病先防”、
“既病防变”的目的。
1
1.1

因此，湿热质人群需三餐按时适量，做到早餐好、
午餐饱、晚餐少，不吃夜宵，养成八分饱的习惯。
1.3

嗜好烟酒
烟酒有助湿生热之弊，能推动湿热体质的形成[34]。

顾靖远在《顾松园医镜》[35] 中提出：
“ 烟为辛热之魁，酒

饮食因素

为湿热之最”。
《圣济总录》[36] 曰：
“ 论曰胃弱之人，因饮

饮食偏嗜

酒过多，酒性辛热，善渴而引饮，遇气道否塞，酒与饮

中医体质理论认为，长期的饮食习惯和相对固定

俱不化，停在胁肋，结聚成癖……谓之酒癖。”酒是一

的膳食结构均可通过脾胃运化影响脏腑气血阴阳的

种特殊的湿热毒邪，大量饮酒，湿热内蒸，导致肝胆疏

盛衰偏颇，形成稳定的功能趋向和体质特征[1]。
《琉球

泄失调、肝气犯胃，肝胃不和，肝胃功能受损，则加重

百问》[24]曰：
“地食人以五味，味有厚薄，本不可偏，偏于

湿热之邪的停滞。烟乃燥热之品，肺为娇脏，肺主宣

厚者，多郁为热。热胜于胃，则水谷之湿莫不受其熏

发肃降、通调水道，燥热之邪极易损伤肺阴，肺的生理

蒸。湿热互结，清浊相干，气难通泰。”过食肥腻易生

功能失调，可致水液代谢障碍，则痰湿内生[37]。

热，过饮甘甜易生湿，湿热郁久，就会导致体质的偏

王洋洋等[38] 开展中医体质和健康状况调查，探讨

颇。研究发现，高热量、高蛋白、高脂肪的“三高”饮食

中医体质类型与烟酒偏好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湿热

模式与湿热体质的形成密切相关

[25，26]

质与有烟酒偏好存在对应关系。在广州地区动脉硬

。

探讨饮食习惯与体检人群中医体质类型的关系，
危
[27]

化病人心血管危险因素与中医体质相关性分析中，湿

凌云等 发现以荤食为主、
吃荤食越多的人，
其体质更偏

热质是动脉硬化的主要中医体质类型之一，且吸烟、

向于湿热体质，爱好精细粮食的人也多倾向于湿热体

嗜酒与湿热质动脉硬化的发生显著相关[39]。李红等[40]

质。鹿佳等[28]研究发现湿热体质与喜酸、
喜甜关联性较

在长沙地区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中医体质分布特征

[29]

强。吴玉娥等 在一般人群中研究，
以平和质为对照，
结

及其与生活方式的相关性研究中，发现湿热质患者以

果显示喜炙烤是湿热质的重要危险因素。同时对广东

嗜烟酒为主，且少烟酒为保护因素。
所以，湿热体质人群应戒除烟酒嗜好，这对脂肪

籍的湿热体质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
发现喜凉、
喜烧烤、
[30]

喜咸鱼、
喜肉类、
喜甘甜的人群湿热体质的得分较高 。
由此可见，湿热体质的人应改变膳食结构，宜食
甘凉滋润、清热利湿的食品，要多吃新鲜蔬菜瓜果或
含纤维素及维生素较多的食物[31]，少食辛辣燥热、大热
大补的食物，少食性热生湿、肥甘厚腻的食物，也要避

有重要的意义。
2

缺乏运动或久坐
张志聪曰：
“ 形乐志乐则过于安逸矣，过于安乐则

神机不转。”[41]《温热经纬·薛生白湿热病篇》[42] 曰：
“过

免进食过多酸性食物。
1.2

肝、动脉硬化等消化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疾病的防治具

饮食不节

逸则脾滞，脾气困滞而少健运，则饮停湿聚矣。”好逸

《素问·生气通天论》[8] 曰：
“ 高梁之变，足生大丁，

受如持虚。”人体摄入饮食后，经脾气的运化、胃的腐

少动、久坐之人，脾气虚弱，气血运化无力，湿浊内生，
日久化热，易形成湿热体质。在广州地区中年肥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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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式及其中医体质研究[43] 中，湿热质是肥胖的主

失眠的发生与中医体质具有相关性，而湿热体质

要体质影响因素之一，分析运动习惯对中医体质的影

也是失眠患者的其中一个证型[49]。马学慧等[50]对亚健

响，得出有规律运动组以平和质(50.00％)为主，无规律

康失眠体质研究，发现男生组湿热质在失眠患者中所

运 动 组 以 痰 湿 质 (25.49％ )为 主 ，不 运 动 组 以 痰 湿 质
(31.58％)、湿热质(19.30％)为主的结果。赵琳琳等[44]分

占比例最高。赵丽娜等[51]通过调查了解失眠状况及中
医体质分型，发现湿热质是发生失眠的危险因素之

析心血管健康指标与中医体质类型的相关性，发现湿

一，这主要与湿热体质人群的不健康饮食结构，暴饮

热质与运动相关，且良好的运动行为是不易形成湿热

暴食及烟酒的不良生活习惯有关。这些生活习惯均

质的保护因素。在脂肪肝病人中医体质分布及生活

可导致脾胃运化功能失常，聚湿生痰，若不加以节制，

方式调查中，湿热质患者的生活方式中喜卧喜坐所占

则会造成痰火扰心，导致失眠。

[18]

比例最大，提示脂肪肝病人湿热质平素活动少 。
适当的运动和体育锻炼是祛除湿热很好的方法。
这是因为“脾主四肢肌肉”，通过四肢的运动，反射性
地达到了健脾祛湿的目的，且帮助疏通毛孔，排毒。
湿热体质可通过适当增加运动量，适当出汗，延长运

因此，坚持科学的作息，早睡早起，应保证至少每

天晚上 8h 的睡眠时间，以恢复身体精力和提高机体免
疫力，可减轻和改善湿热体质。
4

其他

动前后拉伸时间来缓解湿热症状[45] 。该类人群适合

其他各种因素如环境区域、气候条件、生活习俗

做大强度、大运动量的锻炼，如跑步，各种球类，游泳

等也能影响生活方式，进而影响中医体质[52]。
《素问·异

等。运动的方式有游泳、爬山等，但最理想的运动方

法方宜论》[8]体现了因地制宜这个思想，
“ 南方者，天地

式是快步走，通过快步走，达到了按摩肠胃、促进消化

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广东地区属于岭南地区，依

吸收、消耗脂肪的目的，有瘦身、降脂、通便、祛除胃肠

山傍海，长年湿气弥漫，气候炎热、湿润多雨，广东人

湿热的作用。每次运动以全身出大汗，面色发红为宜，

随之形成特有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如喜甘甜、咸

注意大汗后不宜马上洗澡。最好选择凉爽时锻炼，盛

鱼，饮食不节等，使得湿热体质成为广东地区常见的

夏暑湿较重的季节，应减少户外运动的时间。久坐者

体质类型之一[33]。胡号应等[53]比较广州地区与北京地

应每隔 1 小时起身活动筋骨，
长期伏案不能避免久坐者
可做一些原地运动，
如踮脚尖、
伸展下肢、
抬腿等。
3

区体检者中医体质和生活方式的差异，发现广州地区
的湿热质比例高于北京地区，生活方式也存在差异。
邓小敏等[54] 调查分析广西成年人中医体质类型特点，

睡眠问题

结果显示湿热体质是偏颇体质最常见的一种类型，符
[8]

《素问·上古天真论》 曰：
“ 今时之人不然也……
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人体的气血主要在睡眠中
进行恢复和储存，经常熬夜容易耗伤阴液，虚热内生，

合广西地区以湿热为主的气候特征，认为体质与环境
因素密切相关。
体质与情质也密切相关，早在《内经》就有阐述，

致使内分泌紊乱，免疫力下降，导致偏颇体质的形成。

强调形神合一以保养健康[55]。湿热体质人群湿热郁于

经常熬夜的不良生活习惯在一定程度上也与湿热体

肝胆，湿热扰乱心神，情志多表现为烦躁易怒、情绪不

[46]

质的形成有关。刘含等 对广西地区湿热体质影响因

稳定。而这种长期的情志状态，肝郁化火，助长湿热

素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睡眠不规律、晚睡早

体质的形成。唐芳等[55]探讨中医体质类型的的人格心

起的人群湿热得分较高。另一方面，痤疮患者最常见

理特征，结果显示与平和质相比，湿热质的内外向维

的中医体质是湿热质

[13,47]

，而痤疮的发病率与熬夜具

度和神经质维度得分具有显著差异性，湿热质人群个

有相关性。 在昆明地区痤疮患者中医体质的流行病

性多内向、情绪不稳定。钱忠立[56] 分析精神心理因素

调查中，痤疮患者多为偏颇体质，且湿热体质较多，熬

与中医体质类型相关性，发现焦虑者以阴虚质和湿热

夜的痤疮患者中偏颇体质占比较不熬夜的痤疮患者

质最为常见。在便秘患者的精神心理因素与中医体

[12]

[48]

中更高 。张贺 的研究也表明，熬夜是影响痤疮严

质类型的相关性分析中，便秘患者以湿热体质为主，且

重程度的相关因素之一。可见，熬夜、痤疮与湿热体

异常精神心理便秘患者中多见阴虚质和湿热质，心理

质是互相影响的。

状态以焦虑最为常见[57]。因此克制烦躁过激的情绪，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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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平和的心理状态，
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湿热体质。
此外湿热体质也一定程度造成了广东人爱好喝
[58]

载，缺乏循证医学数据支持。研究多为湿热证型的疾
病，对疾病前状态——健康状态及亚健康状态的湿热

凉茶的生活方式，以求借助凉茶清热解毒祛湿 ；但过

体质研究较少，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研究和探讨。而

分喝凉茶，过度祛湿，有可能将体质转化为阴虚，贪凉

生活方式的概念范畴较广，对其深入细致研究存在困

则会逐渐伤害阳气，导致阳虚。可见，湿热体质与生

难，其与湿热体质的关系需要进一步全面和系统的探

活方式是相互影响的。

讨，并且需要随机对照研究设计。

5

综上所述，湿热体质与饮食偏嗜或不节、烟酒偏

小结

好、运动缺乏和睡眠时间不足等不良生活方式密切相

研究认为：湿热“涉及中医脏腑、经络 7 个系统的

关。湿热体质人群应及时调整个人生活方式，饮食以

43 种疾病，分属于西医的呼吸、泌尿等 11 个系统的 72

清淡为原则，少食甘酸滋腻之品以及辛温助热之品，

种急慢性疾病”[59]。因此，明确湿热体质的生活方式危

戒辛辣、炙烤，减少荤食和细粮的摄取，戒除烟酒；避

险因素及如何有效地调理湿热体质，对于防治疾病的

免熬夜过于劳累，保证规律的睡眠；避免长时间坐卧，

发生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多做大强度的体育锻炼；克制过激情绪，避免居住在

虽然现代研究中有中医体质和生活方式的相关

低洼潮湿的地方等。如对湿热的偏颇体质状态进行

研究，但是缺乏对单一体质的探讨，对二者相关性的

长期干预，可改善湿热体质的体质偏颇状态，增进平

研究存在样本量少，代表性不够的问题，甚至相关流

和体质状态，提高生活质量[60]，这对亚健康状态和慢性

行病学设计不够严谨；且多为理论研究或中医古籍记

疾病的防治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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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Damp-Heat Constitution and Lifestyle
Wu Peishan1 ，Chen Jieyu1,2 ，Li Fei3 ，Luo Ren1,2 ，Zhao Xiaoshan1,2
(1. Scho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515, China；
2.Depart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anf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515, China；3.Depart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 Affiliated Ganzhou Hospital of Nanchang
University（Ganzhou People's Hospital), Ganzhou, 314000,China)
Abstrac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holds that TCM constitu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health statu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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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itutional types of Chinese medicine determine the susceptibility of some pathogenic factors and the tendency of

disease types. The researchers showed that the rate of damp-heat constitution is the second of the biased constitution,
which is correlated with the diseases, such as acne, eczema, constipation, fatty liver, diabetes, hypertension and
hyperlipidemia.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understand the risk factors of damp-heat constitu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suboptimal health status and diseas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CM constitution,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damp-heat constitution and lifestyle through analyzing the literature of TCM ancient books and modern

researches, and finds that diet, exercise and sleep are the main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damp-heat constitution.
Therefore, guiding the way of life by judging the TCM constitution and adjusting the biased status of damp-heat
constitution by controlling the risk factors and correcting unhealthy lifestyle is conducive to the prevention of suboptimal
health status and related diseases, which promotes the health of human.
Keywords: Damp-heat constitution, Lifestyle, Diet, Exercise, Sl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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