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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地区 964 例糖调节异常患者中医体质分型研究
陈超 1，郑衍平 1，许旭昀 1，罗列波 2，陈根本 3，
吴端义 1，侯凯健 1，曾庆莲 1，吴晓升 1
１． 汕头市中医医院，广东 汕头 ５１５０００
２． 普宁市中医医院，广东 普宁 ５１５３００
３． 潮州市华侨医院，广东 潮州 ５２１０００

［摘要］ 目的：对潮汕地区 964 例糖调节异常 （IGR） 居民进行中医体质辨识，研究潮汕地区 IGR 患者中
医体质分布情况。方法：采用标准化的 《中医体质量表》 调查法结合中医四诊合参辨识方法对 964 例 IGR 居
民进行中医体质辨识。结果：964 例 IGR 人群中，9 种体质类型高低依次是：平和质 168 例 （17.4%）、痰湿质
138 例 （14.3%）、气虚质 129 例 （13.4%）、湿热质 114 例 （11.8%）、血瘀质 96 例 （10.0%）、阳虚质 93 例
（9.6%）、阴虚质 78 例 （8.1%）、气郁质 57 例 （5.9%）、特禀质 13 例 （1.3%）。兼夹体质中，气虚 + 血瘀质 24
例 （2.5%）、气虚 + 痰湿质 30 例 （3.1%）、气虚 + 阴虚质 24 例 （2.5%）。由此得出，偏颇体质占绝大多数，偏
颇体质排序分别为痰湿质、气虚质、湿热质、血瘀质、阳虚质、阴虚质、气郁质、特禀质。而兼夹体质为气虚
兼痰湿质、气虚兼血瘀质和气虚兼阴虚质。各种体质类型中，男女比例分别与总 IGR 人群进行两两四格表的
χ2 检验，湿热质、痰湿质、平和质、阴虚质、气虚质及特禀质的男女比例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0.05），其它 3 种体质与总 IGR 人群的男女比例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0.05）。男性湿热质、痰湿质明
显多于女性，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0.05）。而女性中平和质、阴虚质、气虚质及特禀质多于男性 （P＜0.05）。
结论：气候、地域、性别等因素影响着 IGR 患者体质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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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ｓｈａｒｍｏｎｙ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ｓ ｗ ｅｒｅ ｐｒ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ｉｎ ＩＧＲ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ｎｄ Ｑｉ－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ｗ ａｓ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ｓ． Ｔｈｅ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 ｈｅａｔ，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 ｈｅａｔ ｈａｒｍｏｎｙ， ｙｉｎ－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Ｑｉ－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ｅｍａｌ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ａｌ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P ＜ ０．０５），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３ ｔｙｐｅｓ ｗ ｅｒｅ ｉ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P＞０．０５）． Ｍ ａｌ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ｈａｄ ｄｏｍｉ－
ｎａｎｔ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 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 ｈｅａｔ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ｓ， ｗ 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ｆｅｍａｌｅ ｈａｄ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ｈａｒｍｏｎｙ，
ｙｉｎ－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Ｑｉ－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ｓ（P ＜ ０．０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Ｃｌｉｍａｔｅ，ｒｅ－
ｇｉｏｎ，ａｎｄ ｇｅｎｄｅｒ ａｒｅ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
ｔｕ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ｓ ｉｎ ＩＧＲ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Ｉｍｐａｉｒｅｄ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ｓ；Chaoshan ａｒｅａ
糖调节异常（ｉｍｐａｉｒｅｄ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简称

统或血液系统疾病。

ＩＧＲ）是一种处于葡萄糖代谢正常与糖尿病之间的异常

1.5

状态，该期具有可逆性，在此阶段加以干预，对降低

查表资料有明显矛盾者。

糖尿病的发病率具有重大意义。本研究采用 《中医体

２ 研究方法

质分类与判定》 中的《中医体质量表》，对在广东省

2.1

潮汕三市 ＩＧＲ 人群进行中医体质辨识及分析，建立

般情况，运用四诊收集每个入选者的基本资料，然后

体质辨识数据库，分析不同人群的体质类型特征，

进行体质判定，得出体质类型。

为中医预防保健体系在疾病防治、养生保健及健康

2.2

管理方面提供一定的数据支持。

项 目 及 数 据 统 一 输 入 ＳＰＳＳ 建 立 数 据 库 ， 采 用

１ 临床资料

ＳＰＳＳ１３．０ 软件包统计数据。用频数、百分比描述

1.1 病例来源 入选病例均来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日～

ＩＧＲ 人群的一般资料及中医体质类型分布情况。计数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在汕头市中医院、潮州市华侨医

资料拟用 χ２ 检验；不符合者用非参数检验。

院及普宁市中医院进行体质辨识的人群，包括健康体

３ 研究结果

检人群（个人和单位团体体检）中诊断为 ＩＧＲ 的患者，

3.1

并参照王琦的九种体质分型法 行中医体质辨识。入

ＩＧＲ 人群中，９ 种体质类型高低依次是：平和质 １６８

选例数共 ９６４ 例，年龄 １８～７８ 岁，平均（４７．６２±

例（１７．４％ ）、痰湿质 １３８ 例（１４．３％ ）、气虚质 １２９ 例

１１．８２）岁 ； 男 ４４０ 例 ， 占 ４５．６％ ； 女 ５２４ 例 ， 占

（１３．４％ ）、 湿 热 质 １１４ 例 （１１．８％ ）、 血 瘀 质 ９６ 例

５４．４％ 。

（１０．０％ ）、阳虚质 ９３ 例（９．６％ ）、阴虚质 ７８ 例（８．１％ ）、

［１］

［２］

剔除标准

观察方法

临床调查表填写不完整者；临床调

设计调查登记表，询问入选者的一

数据统计方法

将符合标准的研究对象的观察

IGR 人群中医体质分布情况

见表 １。９６４ 例

ＩＧＲ 诊断标准参照 《美国糖尿病协

气郁质 ５７ 例（５．９％ ）、特禀质 １３ 例（１．３％ ）。兼夹体

会 ２００８ 糖 尿 病 诊 疗 指 南》 ： 空 腹 血 糖 （ＦＢＧ）为

质中，气虚 ＋ 血瘀质 ２４ 例（２．５％ ）、气虚 ＋ 痰湿质

５．６ ～６．９ ｍｍｏｌ／Ｌ 和 ／ 或 餐 后 ２ ｈ 血 糖 （Ｐ２ｈＢＧ） 为

３０ 例（３．１％ ）、气虚 ＋ 阴虚质 ２４ 例（２．５％ ）。由此得

７．８～１１．０ ｍｍｏｌ／Ｌ。中医体质类型与特征参照我国

出，偏颇体质占绝大多数，偏颇体质排序分别为痰湿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９ 日颁布的第一部指导和规范中医体质

质、气虚质、湿热质、血瘀质、阳虚质、阴虚质、气

研究及应用的文件 《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 标准分

郁质、特禀质。而兼夹体质为气虚兼痰湿质、气虚兼

为 ９ 种体质。

血瘀质和气虚兼阴虚质。

1.2

诊断标准

［３］

［４］

1.3

纳入标准

符合上述 ＩＧＲ 诊断标准者；知情同

意并愿意配合者；１８ 周岁≤年龄≤８０ 周岁者。
1.4

排除标准

不符合 ＩＧＲ 诊断标准者；年龄＜１８

3.2

不同性别中医体质类型比较

见表 ２。各种体

质类型中，男女比例分别与总 ＩＧＲ 人群进行两两四
格表的 χ２ 检验，湿热质、痰湿质、平和质、阴虚质、

周岁，或＞８０ 周岁；不愿进行合作者；严重心、脑、

气虚质及特禀质的男女比例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肝、肾病者；继发其他疾病的 ＩＧＲ 患者；孕妇、哺

（P＜０．０５），其它 ３ 种体质与总 ＩＧＲ 人群的男女比例

乳期妇女；合并有肿瘤、严重水电解质紊乱、免疫系

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０．０５）。男性湿热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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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湿质明显多于女性，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０．０５）。

年不见雪。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独特的地

而女性中平和质、阴虚质、气虚质及特禀质多于男性

域、气候特点、饮食习惯形成独特的体质特点。ＩＧＲ

（P＜０．０５）。

是指糖尿病的前期阶段，此阶段人群属中医学脾瘅范
表1

IGR 人群中医体质分布情况

体质类型

例

畴［７］。 《临证指南医案》 曰：“脾瘅症，经言因数食
甘肥所致，盖甘性缓，肥性腻，使脾气郁遏，致有口

n

构成比(%)

平和质

1 68

1 7.4

干内热中满之患。故云治之以兰，除陈气也。陈气

痰湿质

1 38

1 4.3

者，即甘肥酿成陈腐之气也。”脾瘅形成的外因是由

湿热质

1 14

1 1.8

于进食过多肥甘厚味，超过了脾的运化功能，导致脾

气虚质

1 29

1 3.4

胃气机郁遏，脾主运化而升清，胃主受纳而降浊，脾

阳虚质

93

9.6

胃气机郁遏，升降失职。脾不升清，精微物质不能布

阴虚质

78

8.1

气郁质

散周身，反化生痰浊；胃不降浊，浊阴留着体内，清

57

5.9

血瘀质

96

1 0.0

浊不分，痰浊内停，郁而化热，形成“脾瘅”。这些

特禀质

13

1.4

气虚 + 血瘀质

24

2.5

气虚 + 痰湿质

30

3.1

候，每年长达半年或更长，热则耗气，湿则碍脾，使

气虚 + 阴虚质

24

2.5

得脾气虚而兼有痰湿，故痰湿质、气虚兼痰湿质较

总 IGR人群

964

论述指出，脾气亏虚与痰湿中阻是脾瘅的病机，本研
究结果与其是非常吻合的。潮汕这种潮湿炎热的气

多。同时，这种湿、暑、热、风的气候，导致人群中

1 00

湿热质较多。本研究中，血瘀质人群也较多，这可能
表2
体质类型

不同性别中医体质类型比较
n
男
女

平和质

1 68

72

96①

痰湿质

1 38

72

66

湿热质

114

60

54

而女性偏颇体质则以阴虚质及气郁质明显多于男性。

气虚质

1 29

51

81 ①

这可能与男性喜食肥甘厚味、嗜烟酒等有关，亦与男

阳虚质

93

51

42

性患者交际应酬明显多于女性有关。女性平和质多于

例

与当今社会竞争激烈、生活节奏紧张、生活压力过大
有关。通过分析不同性别的中医体质类型发现，偏颇
体质中，男性湿热质、痰湿质的人群明显多于女性，

男性，这也与以往的研究相同。 《灵枢·五音五味》

阴虚质

78

30

48

气郁质

57

27

30

讲到：“女子有余于气，不足于血，以数脱于血故

血瘀质

96

49

47

也。”正是说女性阴阳易损，正气多亏，血不养神，

特禀质

13

1

1 2①

气机不畅，尤其在 ＩＧＲ 的情况下，正气愈发不足，

964
440(45.6%)
总 IGR人群
与男性同体质类型比较，①P ＜ 0.05

①

524(54.4%)

４ 讨论

故女性多表现为阴虚质。妇女有经、孕、产、乳的特
殊生理时期，月经由血所化，月月如期，血随之而耗；
妊娠、产育也耗伤精血，日积月累，机体常常处于阴血

体质就其表现特征而言，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正

不足的生理状态，所以阴虚质多见。肝藏血，肝血充

气的盛衰状况，是疾病发生与否和疾病过程中表现出

足，则肝疏泄功能正常，气机条畅。 《内经》 云：“妇

种种差异的根本原因 ［６］。本研究显示，潮汕地区 ＩＧＲ

”肝血不足，血不养肝，
女之生，有余于气，不足于血。

患者中绝大多数出现了偏颇体质，平和体质较正常人

失于疏泄，则抑郁不通，肝气易郁、易滞，故女性相对

群的比例明显偏低。偏颇体质中潮汕地区又以湿热

于男性来说更容易出现气郁质。

质、气虚质及痰湿质为多，而兼夹体质以气虚兼痰湿

本研究通过对潮汕地区 ９６４ 例 ＩＧＲ 患者中医体

质、气虚兼血瘀质及气虚兼阴虚质为主。潮汕地区位

质类型的调查分析，揭示了当地 ＩＧＲ 人群中医体质

处潮汕平原，周边海岸线环绕，气候多以潮湿天气为

类型的分布规律，通过建立体质辨识数据库，针对 ９

主，其处于北回归线穿越线上，属亚热带季风气候，

种体质及相关兼夹体质，可制定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方

这里夏长冬短，日照充足，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终

案，确定调理治则，辨体施治，指导人们的饮食、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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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运动进行日常养生，同时配合药膳、药茶、经络

［２］

March 2014 Vol.46 No.3
王琦．９ 种基本中医体质类型的分类及其诊断表述依

调理，从而达到纠正偏颇体质，使机体阴阳平和，气

据［Ｊ］．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２００５，２８（４）：１－ ９．

血舒畅，以防治该类人群转化为糖尿病。目前，笔者

［３］ 周盛鹏，谢锦桃，刘军，等．美国糖尿病协会 ２００８ 糖尿
病诊疗指南［Ｊ］．中国全科医学，２００８，１１（６Ｂ）：１０５６－

团队对体质干预的相关研究还在进一步追踪随访阶
段，希望通过不断的积累和总结，对规范中医体质研
究方法、改善居民健康水平、提高生活质量尽一份绵
薄之力。

１０５８．
［４］

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ＺＹＹＸＨ／Ｔ１５７—
２００９）［Ｊ］．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２００９，４（４）：３０３－ ３０４．

［６］ 潘奔前，国俊亮．辨证调治在调整体质中的重要性初探［Ｊ］．
新中医，２００６，３８（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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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体质分类与

罗艳，汤秀珍． 《内经》 脾瘅与糖调节受损［Ｊ］．中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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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糖尿病神经原性膀胱临床观察
孙春林，刘昌海
威海市文登中心医院，山东 威海 ２６４４００

［摘要］ 目的：观察基于补中益气汤及关元穴热敷的中西医结合疗法治疗糖尿病神经原性膀胱的临床疗效。
方法：36 例患者随机分为 2 组各 18 例，对照组在规律饮食控制及运动治疗、合理控制血糖、膀胱训练等基础
上采用吡啶斯的明和甲钴胺、维生素 B1 治疗，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采用补中益气汤加减及关元穴热敷治疗。
观察 2 组治疗前后排尿次数、尿量、B 超残余尿区变化。结果：治疗组治疗后，每天平均排尿次数及 B 超残余
尿区明显少于治疗前 （P＜0.05），且少于对照组治疗后 （P＜0.05）；平均尿量明显多于治疗前 （P＜0.05），亦
明显多于对照组治疗后 （P＜0.05）。患者治疗期间未发现明显相关的不良反应。结论：中西医结合治疗糖尿病
神经原性膀胱疗效肯定。
［关键词］ 糖尿病神经原性膀胱；补中益气汤；中西医结合疗法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８７．２

［文献标识码］ Ａ

糖尿病神经原性膀胱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一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６－ ７４１５ （２０１４） ０３－ ０１３８－ ０２

失禁；晚期则出现大而无力的膀胱，滴沥失禁，继发

种，是糖尿病常见的慢性并发症之一。其发病率高，

感染，膀胱输尿管反流，导致肾积水、肾功能衰竭。

症状不一。糖尿病神经原性膀胱最早出现的症状是膀

近年来笔者应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糖尿病神经原性

胱感觉的丧失，膀胱内尿量可以积到 １ ０００ ｍＬ 以上

膀胱，疗效满意，现报道如下。

而患者毫无尿意，排尿次数减少；其次出现逼尿肌功

１ 临床资料

能的减弱，排尿无力，残余尿量进行性增长，通过超

1.1

声检查常可以发现残余尿量在 １００ ｍＬ 以上，有滴沥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威海市文登中心医院中医科住院患者，

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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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例患者均来自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