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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舌诊概况与舌苔微生态的最新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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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中医理论认为，舌诊是望诊的主要内容，临床上是通过观察病人舌质和舌苔的变化以诊察疾病

的方法，是中医学独特的诊法之一。本文主要对中医舌诊的发展进行概括总结，并通过搜集整理大量文献
资料，对舌象、舌苔微生态及其两者与疾病的关系进行归纳，旨在发现疾病与舌象及舌苔微生态之间的变化
规律，为中医舌诊的研究找到新的方向与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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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诊是中医四诊中望诊的重要内容，是中医诊法

对于察舌的重要性，许多医家及专著都有详细的

的特色之一，被历代医家所重视。在疾病的发生发展

阐述和记载。
《临症验舌法》一书所述“凡内外杂证，亦

过程中，舌的变化迅速而鲜明，它犹如内脏的一面镜

无一不呈其形，著其色于舌，……”就首先论述了舌诊

子，是医生诊病的重要依据。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

在疾病诊断中的重要地位。舌为脾之外候, 苔由胃气

对舌诊的研究更加深入，开展了舌诊现代化、客观化

所生, 而脏腑又通过经络与舌相联系, 其精气可上营

研究，特别是微生态学的发展，更是使中医舌诊有了

于舌，正如《辨舌指南·绪言》引用徐灵胎的话说：
“舌

更广阔的发展及应用前景。该文将对中医舌诊及舌

为心之外侯，苔乃胃之明证，察舌可占正之盛衰，验苔

苔微生态的现代研究进行初步概括，现综述如下。

以识邪之出入 ”，
《医门棒喝》也曾记载道：
“ 观舌质可

一

验其正之阴阳虚实，审苔垢即知邪之寒热深浅”。根

中医舌诊概况

据中医理论，舌通人体五脏六腑，是“观测人体内脏变
先秦战国时期，是舌诊的萌芽时期，在这一时期，

化的一面镜子”。故脏腑经络发生病变, 可在舌质和

舌的生理解剖认识得到一定完善，对病理性舌质、舌

舌苔上有所反映。所以, 舌诊在中医诊断学中占据十

态等也有相关记载。汉代及隋唐时期，舌诊有了一定

分重要的地位。舌苔作为舌诊的重要组成部分，常常

的发展，有些医家已经将舌诊开始运用到疾病的诊疗

用来辨别正气的盛衰、脏腑的虚实、邪气的寒热、病位

过程中，是中医舌诊的一大进步。金元时期，舌诊逐

渐成为一个研究专题 , 这一时期祖国医学的第一部舌
诊专著--《金镜录》出现，该书记载了辨伤寒舌法十二
首，首次将舌诊与八纲辩证相结合。明清时期，医家
更是丰富舌诊的内容，出现了众多舌诊专著及舌诊相
关记载的书籍，如曹炳章的《辨舌指南》、张介宾《景岳
全书》中的《舌色辨》、叶天士《温热论》验舌辨证有十
七条等。

的深浅，判断病情的轻重以及推断疾病的预后，指导
临床用药等，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因此，舌苔一直
是中医现代化研究的一个重点。目前关于舌苔的研
究领域也越来越广泛，比如生理学、病理学、组织学、
微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等，接下我将对舌苔微生态的
研究进展进行总结。
二

舌苔微生态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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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苔微生态研究概述

则是青、中年舌苔特有菌群。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对

微生态学是现代科学研究舌苔的重要方法，是舌

诊的重要延伸。微生态学是逐步兴起的一门科学，其
主要的目的是研究正常微生物群的结构和功能，并进
一步研究这些微生物群与它宿主相互之间的关系，早

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随着微生物学的出现和发展，
微生态学也逐步产生，在 20 世纪初微生态学逐渐形
成了独立的新学科

[1-4]

。魏曦教授是中国著名的微生

于舌苔微生态的研究已经逐步展开，利用微生态学丰
富和阐释舌诊，是传统中医学舌诊的新的呈现形式。
3

临床疾病与舌苔微生态
目前关于舌苔微生态的研究已逐步展开，越来越

多的国内外的学者们就舌苔微生态与疾病相关性做
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了许多显著的成果。
3.1

口腔疾病

态学家，是中国微生态学的奠基人，他曾经说过“微生

口臭是目前非常常见的口腔疾病之一，有研究[22]

态学或可成为一把金钥匙，有助我们打开中医的奥秘

认为，其口腔致臭菌主要存在于龈沟和舌背。王菁

之门” 。随着微生态学的逐渐深入研究，20 世纪 70
[5]

年代，欧美等国家的诸多微生物学家逐渐开始认识到
人体微生态对人类健康的影响，也逐渐成为生命科学
领域的前沿领域和生物医学重点领域

[6-9]

。人体微生

等[23] 采用高通量基因测序的方法，对口臭患者与健康
对照组舌背微生态的菌群结构进行研究，寻找其差异

性，结果发现口臭患者舌苔所特有的细菌高达 17 种，
其中链球菌检出率最高，经过进一步对比发现，口臭

态学主要研究的是正常菌群与人体宿主的相互关系，

患者舌苔的菌群多样性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人群。

是一门新兴的生命学科分支。人体主要有四个较大

萎缩性舌炎也是多发的口腔疾病之一，导致该病的发

的微生态系统，包括口腔、皮肤、阴道、胃肠道，微生物

生因素诸多，其中微生物感染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

[10]

总量高达十万亿个，其中细菌占绝大多数 。舌的微

因[24]。聂艳萍等[25]对萎缩性舌炎患者舌苔菌群进行过

生态的复杂性是多方面的，首先舌背满布着丝状乳头

深入研究，通过研究她提出，宿主、口腔环境与微生物

结构以及细小沟壑使得细菌附着的表面积大大增加，

这三方面交互作用是导致萎缩性舌炎发生的主要机

另外口腔这个温暖潮湿及富含营养的背景环境也为

制。除此之外，她通过分析萎缩性舌炎患者与健康人

其生长创造了条件，因此舌背微生物的数量及种类远

舌背菌群，发现萎缩性舌炎患者口腔球菌、金黄色葡

高于口腔其他部位

[11-14]

。舌苔微生态作为口腔微生态

萄球菌、假丝酵母菌、奈瑟菌等的菌落数量和检出率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目前中医微生态研究的主要

与健康人对比有很大差异，因此认为该病的发生与菌

对象。对于舌苔微生苔的研究探索已经展开，国内研

群的改变有密切联系。

究者对舌苔及舌苔微生态也已经展开初步研究。

3.2

2

正常人舌苔微生态研究
正常人的舌苔微生态环境相对稳定，主要原因是
[15]

[16]

舌具有一定的自洁作用 。周善国等 采用培养法对
健康成人舌苔的正常菌群进行研究分析。梁文娜等[17]
以中医著名耗散理论中的熵理论为基础，多中心、多
[18]

角度研究中医舌苔的变化。朱莲娜等 则采用镜检法
研究湿热证舌苔微生物群的总量和种类。阙铁生等

[19]

对黄腻苔与舌上皮细胞凋亡和细菌总数变化的相互
关系进行了探索。对于舌苔形成机制的探讨，目前大
家逐渐从细胞信号通路蛋白表达这个方面入手，并且

取得相应成果 。 马广强 采用 PCR-DGGE 法对不
[20]

[21]

呼吸系统相关疾病
苏婉等[26] 纳入 207 例肺癌患者，研究不同证型与

舌苔表现的关系，进而得出证型不同，舌苔的类型亦

不同的结论。刘玉静等[27]通过检测肺癌患者与慢性阻
塞性肺疾病（ COPD）患者舌苔菌群，并与健康人舌苔

菌群进行比较，发现肺癌组及 COPD 组舌苔细菌总数

均高于正常组，并且 COPD 组舌苔脱落细胞细菌总数
最高，由此可以看出肺癌和 COPD 患者舌苔微生态均

有较明显变化。卢林等[28]研究痰热壅肺咳嗽患者的舌
苔菌群，根据舌苔的厚薄将 65 例患者分为黄厚腻苔组
和薄黄腻苔组，检测患者舌苔菌群总密集度，并与健

康人舌苔菌群相对比，结果显示疾病组与健康组差异

同年龄段人群舌苔微生物菌群进行研究，发现不同年

明显，并且疾病组中黄厚腻苔组和薄黄腻苔组两组的

龄段人群既有相同的菌群，比如韦永氏球菌属、链球

组间差异也具有明显统计学差异。由此揭示，舌苔变

菌 等 ，各 自 也 有 其 特 有 菌 群 ，比 如 Uncultured
prevotellaceae 是老年舌苔特有菌群，而普雷沃氏菌属
2

化是舌苔微生态与肺部微生态失调的重要表现，也是
人体内部微生态的状况的外在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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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循环系统相关疾病
[29]

陈炜玮等 采用基因测序方法检测冠心病患者不
同类型舌苔菌群差异并与健康人舌苔进行对比，最后
分析的出舌苔菌群结构不仅对舌苔变化有影响，而且
[30]

推测 HP 感染可能对舌苔菌群的组成造成影响。
3.4.2

腹泻与舌苔微生态

江月斐等[37]采用涂片镜检

法，对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IBS)脾胃湿热证、脾虚证
及健康人舌苔菌群进行对比测定。结果显示，无论是

与患冠心病风险具有一定相关性。杨忠奇 同样采用

在菌群密集度，还是多样性方面，湿热证组均高于脾

高通量基因测序技术研究冠心病痰浊证患者舌苔菌

虚证组及健康组；在其构成比例上，湿热证组革兰阴

群，结果发现痰浊证组中细菌丰度明显高于健康对照

性杆菌和阴性球菌明显高于脾虚证组和正常组，而革

组，因此认为痰浊证的形成与菌群的过度繁殖有关。

兰阳性杆菌、阳性球菌则明显低于另外两组，舌苔菌

[31]

王琰 对慢性心衰患者的舌苔菌群基因组进行高通量
测序与生物信息分析。结果显示，慢性心力衰竭组与
健康组以及慢性心力衰竭不同中医证型之间舌苔菌

群存在明显失调现象。随后，江月斐等采用清热化湿

法治疗脾胃湿热证 IBS，并观察治疗后患者舌苔微生

态变化，治疗后发现患者舌苔菌群密集度和多样性均

群多样性无明显差异性，但是在构成比例上有很大不

下降，并且革兰阳性杆菌、阳性球菌比例明显升高。

同。比如，慢性心衰组与健康人组相比较，普雷沃氏

紧接着卢林等[38]对脾虚湿盛泄泻患者舌苔微生态进行

菌属、韦荣球菌属含量减低，奈瑟氏菌属含量升高。

了相关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该病患者普遍存在舌苔菌

其中气阳虚血瘀水停组与气阴虚血瘀水停组相比，链

群异常，进一步证明了不同菌群产生不同舌象[39] 这一

球菌属含量减低，梭杆菌属含量升高。

理论。王永霞[40]通过研究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患者舌

3.4
3.4.1

消化系统相关疾病
胃炎与舌苔微生态

张 红 琳 等 运 用 PCR[32]

DGGE 法来分析胃炎患者与正常人群舌苔菌群结构的
相似性。结果表明，胃炎患者与正常人群相比，舌苔

菌群的结构具有很大差异，从而说明了胃炎与舌苔菌
[33]

群结构之间有很大的相关性。韩宇斌 采用光镜下观
察的方法研究慢性浅表性胃炎脾胃湿热证、脾虚证患
者及健康对照组的舌苔菌群结构。结果显示，就菌群
密集度及多样性而言，湿热证组与脾气虚证组均高于
健康组，但湿热证组与脾虚证组之间差异并不明显；
而在菌群结构方面，湿热证组与脾气虚证组之间却有
明显差异。李福凤等 利用 16SrRNA 基因变性梯度凝
[34]

胶电泳( DGGE) 技术研究慢性胃炎腻苔患者的舌苔菌
群构成特征，发现慢性胃炎腻苔组、非腻苔组与健康
对照组舌苔的菌群构成存在明显差异性，经过进一步
分析后认为腻苔的形成与口腔菌群的变化具有极大
的相关性。王慧雯等 通过采用 16 SrRNA 基因测序
[35]

技术分析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和正常人的舌苔菌群，
发现两者的差异菌竟达到 13 种，通过进一步研究分

苔菌群和粪便菌群，发现两者在丰度和多样性上有所
不同，前者居多，并进一步推测二者共同影响该病的
发生。
3.4.3

消化道癌症与舌苔微生态

王冰等[41]对食管癌

黄厚腻苔与舌苔微生态相关性进行研究，研究表明，
与健康人薄白苔相比，黄厚腻苔胃癌患者舌苔的 pH
值下降，舌苔菌群密集度和多样性升高，其中以革兰

阴性杆菌、革兰阴性球菌增加明显，认为舌苔的菌群

密集度、多样性及舌苔 pH 值在食管癌形成具有密切
的相关性。向春婕等[42]采用超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
技术（ UPLC- MS）对不同舌苔胃癌患者的血清代谢物
差异进行分析，其研究结果发现，胃癌患者不同舌苔

存在特征性的血清代谢分子，在一定程度上阐释了舌
苔形成机制，并为舌苔辅助胃癌辩证论治提供了科学
依据。之后，成颖等[43]基于 16 SrRNA 基因测序技术对

胃癌患者舌苔菌群进行检测，病例组与健康对照组对
比发现，黄苔、厚苔菌群的相对丰度高于白苔、薄苔，
且苔色差异菌群多于苔质差异菌群，因此，苔色与苔
质相比更容易受到菌群结构变化影响。另外，研究发

析，提出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的舌苔菌群发生变化，

现在病例组和对照组中黄苔慢生根瘤菌科和代尔夫

微生物的代谢产物可能与炎症相关，进而推测口腔微

特菌属相对丰度均显著高于白苔，因此认为黄苔可能

生物的变化可能成为某些全身性疾病，特别是消化系

与机会感染相关。

[36]

统疾病的微生物学指征。郭嘉璇 则对慢性胃炎同时
伴有幽门螺旋杆菌（HP）感染的患者进行舌苔菌群研
究，研究发现 HP 感染患者多为薄黄苔和厚黄苔，由此

3.4.4

其他消化系统疾病

王静等[44] 对 52 例急性胰

炎患者舌苔微生物进行检测，发现急性胰腺炎患者无
论厚苔组、薄苔组的舌苔微生物群落的数量较正常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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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减少，但是 G+厌氧杆菌较薄苔组增多。孙娴[45]采用

了舌上皮细胞的 DNA 致使细胞凋亡延缓，降低了舌的

后患者舌苔菌群进行高通量测序观察舌苔变化，研究

析紫癜性肾炎（ HSPN）气虚血瘀证患儿和正常健康儿

新开苦降法治疗上消化道癌前病变患者，并对治疗前
发现该法不仅可以显著减轻患者嗳气、反酸烧心、腹
痛等症状，此外辛开苦降法还可以降低舌苔上致病菌
的相对丰度，意义重大。戴维正等 通过对 235 例下
[46]

消化道疾病患者舌象变化，发现下消化道疾病患者以
黄苔多见，并通过进一步分析认为其与下消化道的通
畅程度、炎症、消化功能紊乱关系密切。
3.5

其他疾病

自洁作用，从而导致舌苔菌群失衡。庞爽等[48] 对比分

童舌苔菌群差异性，结果显示，HSPN 组患儿舌苔菌
群 OTU 个数、Shannon 指数、Ace 指数和 Chao 指数均

显著低健康组，进一步证明 HSPN 气虚血瘀证患儿的
白厚苔菌群物种多样性低与健康人。
4

小结与展望
舌诊作为中医学独特诊法之一，在中医四诊中具

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科技的进步与发展，特别是

[47]

吕军影等 通过检测类风湿关节炎风湿热郁型患

微生态学的兴起，许多国内外专家学者逐渐从细胞、

者的外周血红细胞沉降率，并与患者舌面细菌总数进

分子等微观角度研究中医舌诊，尤其是在舌苔微生态

行对比发现，二者呈正相关，而与舌上皮细胞凋亡指

学与疾病相关性方面，做了大量的实验与研究，也得

数呈负相关。也就是说，郁热重时，舌苔表现为厚黄

出了很多有意义的结果，为中医舌诊找到了新的研究

苔，舌上皮细胞凋亡减少，而舌面细菌总数增多，这与

方向。 因此，我们相信随着舌苔微生态的研究方法多

外周血红细胞沉降率变化一致，进而验证了中医舌诊

样化的普及，可以使中医舌诊在临床诊断与治疗疾病

“有诸内必形诸外”的原理。他们又进一步分析出现

中的优势发挥到最大化，并且使中医舌诊迸发出前所

该现象是的原因，认为可能与免疫功能的紊乱，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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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view of TCM Tongue Diagnosis and the Latest Research Progress of Tongue Coating Microecology*
Jiang Hui，Li Junxiang＊＊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Dongfang Hospital,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78)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ongue diagnosis is the main content of inspection.
Clinically, it is a method to diagnose diseases by observing the changes of tongue quality and tongue coating of patients,
which is one of the unique diagnostic method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is paper mainly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of tongue diagnosi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summari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ngue
image, tongue coating microecology and diseases through collecting and sorting out a large number of literature

materials, aiming to find the change rules between diseases and tongue image and tongue coating microecology, and find
a new direction and breakthrough point for the study of tongue diagnosi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Keywords: Tongue diagnosi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icroecology of tongue coating, tongue coating and
disease,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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