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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关于菌-肠-脑轴与失眠关联机制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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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传统中医早有“胃不和则卧不安”的临床观察经验，而现代医学关于“菌群-肠-脑轴”学说认为，

肠道内环境的微生物菌群的稳态与神经内分泌网络失调机制相关疾病密切相关。本研究提示，肠道菌群失
调导致的胃肠脾运化功能失常可能是失眠的重要机制，通过调节肠道菌群-肠-脑轴的平衡，将能成为失眠
临床治疗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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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古籍记载，失眠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疾病。传统
中医将失眠称为“不得眠”
“ 不得卧”
“ 不寐”
“ 目不瞑”
等，在现代医学中，失眠泛指符合诊断标准的失眠障

文献标识码: A
传统中医对失眠的病理机制早有较为全面的认

识，各家学说大体上可以概述为以下五个观点。
观点一，认为人体内的卫气不得入阴，阳盛阴虚。

碍（insomnia disorder）和 各 类 失 眠 症 状（insomnia

《素问•大惑论》中黄帝发问：
“ 病而不得卧者，何气使

symptoms），失眠严重影响着人类的工作记忆、个体警

然。”岐伯解释：
“ 卫气不得入于阴，常留于阳，留于阳

觉性以及注意聚焦等功能[1]，也是自杀行为（想法）的

则阳气满，阳气满则阳盛，不得入于阴则阴气虚，故目

重要风险预测因子[2]，根据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慢

不瞑矣。”
《灵枢•邪客》又载：
“ 今厥气客于五藏六府，

性失眠症的患病率在 6%-30% 之间，我国普通成年人

则卫气独卫其外，行于阳，不得入于阴，行于阳则阳气

群中失眠的患病率在 9.2%-11.2% 之间。本研究依托

盛，阳气盛则阳陷，不得入于阴，阴虚，故目不瞑。”
《素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委托专项课题《中医药科研“西化”

问•大惑论》中也有：
“ 其肠胃小，皮肤滑以缓，分肉解

问题及对策研究》，尝试结合传统中医经典《黄帝内

利，卫气之留于阳也久，故少瞑焉。”

经》中提出的“胃不和则卧不安”和“胃与大肠相表里”
等命题，吸收现代医学关于菌-肠-脑轴(MicrobiomeGut-Brain Axis)的系列发现，综合探讨菌-肠-脑轴与

失眠关联的病理生理机制，旨在对中西医关于不寐
（失眠）机制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对传统中医理论命
题的现代解释提供科学依据，为临床治疗失眠提供一
种新的思路，也期望能够为新时代中医药现代化研究
提供思路借鉴，为推动中西医统一团结战线的形成贡
献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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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二，认为腑有所伤，精无所寄。
《素问•病能论
篇》中黄帝问：
“ 人有卧而有所不安者何也？”岐伯解
释：
“ 藏有所伤，及精有所之寄则安，故人不能悬其病
也”
《金匮要略》曰：
“ 虚劳虚烦不得眠。”明代张介宾
《景岳全书•不寐》曰：
“ 真阴精血之不足，阴阳不变，而
神有不安其室耳。”据中医典籍记载，被古代中医家提
到的导致失眠的脏腑病变还有“胆寒”
“ 肝病”
“ 血气
衰”等。
观点三，认为营气衰少而卫气内伐。
《灵枢•营卫
生会》曰：
“ 老者之气血衰，其肌肉枯，气道涩，五藏之

中医对失眠病机的综合认识

气相搏，其营气衰少而卫气内伐，故昼不精，夜不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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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经•六十四难》曰：
“ 老人血气衰，肌肉不滑，营卫之

其三，中医还认识到胃为五藏之本，因此，
“ 胃不

道涩，故昼日不能精，夜不得寐也。故知老人不得寐

和则卧不安”
（《素问•逆调论》）在失眠病机中具有特

也。”
《灵枢•营卫生会》曰：
“ 壮者之气血盛，其肌肉滑，

别基础性的作用。检索《黄帝内经》可知，除“心”一词

气道通，营卫之行，不失其常，故昼精而夜瞑。”
观点四，认为邪从外袭所致。
《灵枢•淫邪发梦》
说：
“ 邪从外袭……使人卧不得安而喜梦”，明言外邪

之外（词频为 537 次），
“胃”是词频出现最高的语词（词

频为 324 次），可见，在中医学的认识里，胃的生理功能
举足轻重。如《素问·玉机真藏论》中说：
“ 五藏者，皆

侵袭人体可导致失眠。程国彭《医学心悟》云：
“ 不寐

禀气于胃，胃者，五藏之本也。”
《素问·五藏别论》也

……有风寒邪热传心，或暑热乘心，以致躁扰不安自

说：
“ 胃者，水谷之海，六府之大源也。”具体机制如《素

藏。”明代张介宾《景岳全书•不寐》曰：
“ 痰火扰乱，心

问·逆调论》中所阐述：
“ 阳明者，胃脉也，胃者六府之

神不宁，思想过分，火炽痰郁，而致不眠者多矣”，清代

海，其气亦下行。阳明逆不得从其道，故不得卧也。”

王清任《医林改错》云：
“ 夜寐多梦是血瘀，平素平和，

《素问·经脉别论》中说“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

有病急躁是血瘀。”可见内生热、痰、饮、瘀均可导致

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

失眠。

四布，五经并行，合于四时五藏阴阳，揆度以为常也。”

观点五，认为神不安则不寐。
《景岳全书·不寐》中

胃的消化功能及其为全身脏腑提供的“常气”是睡眠

说：
“ 盖寐本乎阴，神其主也，神安则寐，神不安则不

机制运行正常的基本保障。
《灵枢·大惑论》中说：
“其

寐。”强调了人的心神在失眠发生中的重要作用。清

肠胃小，皮肤滑以缓，分肉解利，卫气之留于阳也久，

代名医陆以湉在《冷庐医话》中有“不期寐而自寐矣”

故少瞑焉。”在这里的所谓的“肠胃小”是否可以解释

的论述，提示睡前的焦虑和对睡眠的过分期待反而导

为肠胃提供的促进睡眠的物质较少或功能弱。
《素问·

致失眠。

六微旨大论》中说：
“ 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

因此，本研究认为失眠不仅与心神失调，也与五

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

脏六腑功能或互动关系失横密切相关，而其中胃肠消

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对此，本

化系统功，对心神和其他脏腑功能影响尤为关键。具

课题组是否可以理解为从胃肠到脑等脏腑上下物质

体要点如下：

和信息上下反馈的回路？
综上所述，
“ 胃不和则卧不安”实为中医对胃肠脾

其一，中医学注意到了心神对躯体器官的下行性
影响。如《灵枢·口问》中说：
“ 心者，五藏六府之主也。

运化功能失调导致不寐的病机的总结，与现代西方

故悲哀愁忧则心动，心动则五藏六府皆摇，摇则宗脉

菌-肠-脑轴学说旨意暗合。李绍旦等[3]以中医学不寐

感，宗脉感则液道开，液道开，故泣涕出焉液者，所以

理论为基础，提出了中医关于不寐“脑胃学说”，认为

灌精濡空窍者也。”已经很明显地阐述了脑对脏腑分

寐寤的主宰在“统司五脏之神志之脑”，基础在“胃不

泌功能的下行性影响。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思伤

和”。刘雅楠等[4] 则从脾胃论治失眠症,发现脾虚与非

脾”的观点也提示过度思维活动对消化功能的影响。

脾虚型两组患者主观症状、睡眠质量和睡眠率均得到

其二，中医学也注意到了脏腑功能、生物钟节奏
失调对心神的上行性影响。如《灵枢•口问》曰：
“ 卫气
昼日行于阳，夜半则行于阴，阴者主夜，夜者卧……阳
气尽，阴气盛，则目瞑；阴气尽而阳气盛，则寤矣。”
《清

改善，为脾胃功能对睡眠的影响提供了临床验证的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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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道菌群-肠-脑轴与失眠的关系

代名医类案•精华陈良夫医案》也说：
“ 心火欲其下降，

现代医学关于肠道菌群-肠-脑轴的系列研究，为

肾水欲其上升，其寤寐如常矣。”
《普济本事方》亦曰：

古代中医学关于胃肠-脾-失眠相关性的经验观察提

“平人肝不受邪，故卧则魂归于肝，神静而得寐。”
《脾
胃论》曰：
“ 脾胃之虚，倦惰嗜卧”。
《杂病源流犀烛》则
曰：
“ 多寐，心脾病也。”可见脏腑功能失调将导致某些
生理物质和生理信息转达至脑，影响睡眠中枢的正常
节奏。
2

供了科学依据。在 1931 年，Von Euler 和 Gaddum 在马

肠中提取乙酰胆碱时意外发现马脑和小肠的提取物
都含一种活性相同的 P 物质（pomder），能刺激兔离体

空肠平滑肌收缩，成为“肠脑理论假说”的最早依据。
肠-脑轴（Gut-Brain axis，GBA）主要指肠与脑之间存

〔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Materia Materia-Worl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XXXX

在的一种神经免疫内分泌联系，包括从脑到肠的下行
通路(主要为交感和副交感传出神经元、肾上腺皮质和
髓质分泌激素等 )和从肠到脑的上行通路。随着研究
[5]

的深入，从肠-脑轴到其他生理系统和器官的广泛影
响日益受到重视。人体是一个包含自身细胞和细菌

眠过程中会出现特异性改变[19]，Toll 样受体 7 通路中的

TLR7、NF-κB、TNF-α 等细胞因子也可发挥免疫效应
并对生理性睡眠起重要的调节作用[20]，研究也提示通

过 TLR4 信号通路调节免疫能够间接改善机体睡眠[21]。
肠道菌群失衡与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HPA）

微生物的“超级生物体”，成人肠道菌体重量接近人体

的 联 系 ，在 失 眠 的 发 生 发 展 中 具 有 重 要 意 义[22]，如

总数的 10 倍 ，其地位和作用相当于人体后天获得的

效应，成为肠道菌群与中枢神经系统联系的重要递

重量的 1/60-1/50，数量可达 1013-1014 个，是人体细胞
[6]

CRH 能够复现急性应激压力导致的肠道通透性增加

一个重要“器官”，直接参与了人体的消化代谢、营养

质[23]，应激时的无菌小鼠也比无特殊病原体（SPF）小鼠

供应、免疫等生理过程，正常情况下，肠道菌群与宿主

产生更多的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与皮质醇，但

相互依存、制约，维持动态平衡，是人体“内化了”的环

若将正常小鼠的粪便移植到无菌小鼠体内则上述

境因素。一旦宿主或外环境变化导致肠道菌群比例
失调、易位或转化为条件致病菌等，形成肠道菌群的
病理性组合，造成肠道菌群失调，会影响脑肠互动、免
疫、神经内分泌功能，甚至肠道菌群可以通过肠-脑轴
来影响机体的大脑结构以及很多与大脑相关疾病的
发生，比如阿尔兹海默式症、帕金森疾病等，因此，广
义上，肠-脑轴可以扩展为菌-肠-脑轴(MicrobiomeGut-Brain Axis) 。
[7]

研究者发现，有精神障碍的人群不仅与皮肤共病

的比例非常高，而且其肠道共生微生物的组成与健康
人存在明显不同。因此，又可以将肠道微生物与精神

HPA 轴的变化会减弱[24]。这种 HPA 轴失调也被证实

是慢性失眠的重要神经生物学因素，尤其是昼夜皮质
醇的节律异常是易觉醒或长时间觉醒的重要影响因
素[25-26]，Floam S 等[27]也发现，失眠个体的睡眠维持困难
程度可通过皮质醇水平来预测 HPA 系统的激活。

此外，肠道来源的短乳酸菌和牙双歧杆菌等产生

的 γ-氨基丁酸（GABA）也是目前已被证实的联系肠道
菌群与大脑功能的重要神经递质，通过调节 GABA 能

系统能够有效诱导镇静催眠作用[28-29]，通过耳穴贴压
迷走神经分布区域能够增强 5-HT、GABA 等抑制性神

经递质的释放能改善睡眠质量[30]。肠道菌群的变化可

障碍和皮肤病的关联称作肠道-大脑-皮肤轴（简称

影响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的表达[31]，而血清的

一步提示，机体的肠道菌群失调与睡眠障碍及疲惫高

睡眠质量的预测指标[32]。

肠-脑-皮轴，gut-brain-skin axis）。新近多项研究进

BDNF 水平升高可能与失眠转归有关，可作为治疗后

度相关[8-10]。以往对于失眠的神经生理生化机制通常

综上所述，现代医学关于肠道菌群-肠-脑轴的系

认为与促肾上腺素（CRH）、皮质醇、迷走神经张力、褪

列研究，提示人类的失眠与精神、神经、内分泌和免疫

黑素(MT)、五羟色胺(5-HT)等神经内分泌网络失调有

多因素的联合作用密切相关，其中肠道菌群-肠-脑轴

关 。但 J Bienenstock 等 学者新近的研究不仅证实
[11]

[12]

了“微生物-脑-肠轴”的存在而且肠道微生物及其代
谢产物主要通过免疫、神经和内分泌等途径影响中枢
神经系统功能[13]，并对睡眠产生影响。
研究证实，肠道菌群的稳态建立及维持会影响免
疫系统的发育

[14-15]

，如肠道菌群中的梭菌属、乳酸杆菌

等对全身系统的调节性 T 细胞（Tregs)的发育、平衡机
体反应性等方面起着重要调节作用

[16-17]

，双歧杆菌能

刺激机体免疫细胞分泌 IL-1 和 IL-6 以促进 B 淋巴细

胞的分化成熟及 T 淋巴细胞的增殖 ，这种肠道菌群
[18]

的失调引起的免疫异常与失眠有着紧密的联系。研

究结果显示，免疫调节相关物质如白细胞介素 1(IL1)、白细胞介素 6(IL-6)、肿瘤坏死因子(TNF-α)等在睡

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导致失眠的重要生理心理环
节，但其完整的作用机制仍需要继续研究[33]。
3

对临床治疗失眠的启示
中西医关于肠-脑轴与失眠关联机制的研究对临

床治疗失眠的启示：其一，治疗失眠不能只是对症治
疗，而必须着眼于五脏六腑之间的相互关系。根据中
医五行学说，五脏六腑之间具有相互生克和制约的关
系，其中尤为要关注心神是否安稳，绝大对数失眠者
对睡眠往往有过度关注的超价观念和非理性思维特
征，不仅睡前焦虑和明显，而且躯体化症状多样。因
此，对失眠者的睡前焦虑和非理性思维的心理辅导尤
为必要，对各种躯体化症状则需要对症处理，并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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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胃-脑轴对其他器官功能或症状的影响。

作为失眠的诊断和预防的指标，也可以将其作为失眠

其二，基于菌群-肠胃-脑轴在失眠中的作用机

干预的靶点。对于失眠患者要尤其注意胃肠脾运化

制，肠道菌群失调可导致胃肠脾运化功能失常，并通

功能是否正常，重视患者诉说的肠胃功能紊乱的症

过影响 HPA 轴的神经递质分泌节律，影响中枢神经系

统的认知、思维调节能力。医者既可将肠道菌群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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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Mechanism of Bacteria-Enteric-Brain Axis and Insomnia in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Li Yafang，Liang Ruiqiong，Qiu Hongzho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s long had the clinical observation experience of "stomach discord means

reclining restlessness", while the modern medical theory of "microbiota -- gut -- brain axis" believes that the
homeostasis of microbiota in the intestinal environmen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isorders of neuroendocrine network

mechanism. It is suggested that gastrointestinal and splenic dysfunctions caused by intestinal flora disorders may be an

important mechanism for insomnia, and by regulating the balance of intestinal flora-intestinal-cerebral axis, it will be a
new idea for clinical treatment of insomnia.

Keywords: Intestinal flora, bacteria-enterobrain-axis, insom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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