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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学调查·

500 例冠心病患者中医体质分布特点
及其与证候的关系
田松,赵丽娟,梁晓葳,孟立强,武小雪
(山西中医学院,山西 太原 030024)
摘要：目的

调查冠心病患者中医体质类型,研究体质与证候的关系,为冠心病的中医防治提供依据。方法

对

500 例冠心病患者采用中医体质问卷进行中医体质调查,并按照王琦分型法分析诊断体质,以进行体质和证候的相关
分析。结果

患者病理体质中,瘀血质出现频率最高,其他依次为气虚质、痰湿质、阳虚质、湿热质、阴虚质、气郁

质、平和质、特禀质；心血瘀阻证、痰阻心脉证和心阴亏虚证等证候为冠心病患者的主要证候特点。瘀血质与心血
瘀阻证、痰阻心脉证和心阳亏虚证显著相关,气虚质与心阴亏虚证、心气亏虚证和心阳亏虚证显著相关,痰湿质与痰
阻心脉证和心阳亏虚证显著相关,阳虚质与寒滞心脉证、心气亏虚证和心阳亏虚证显著相关,阴虚质与心阴亏虚证、
心气亏虚证显著相关,气郁质与气滞心脉证显著相关。结论

瘀血质、气虚质和痰湿质为冠心病患者的常见体质类

型,冠心病患者的体质类型与中医证候相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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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CM Constitutional Types in 500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se Characteristics and Syndromes TIAN Song, ZHAO Li-juan,
LIANG Xiao-wei, MENG Li-qiang, WU Xiao-xue (Shanxi College of Chinese Medicine, Taiyuan 030024,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CM constitution of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CHD) and study the relation between constitutions and syndromes, to provide basis for
preventing and treating CHD. Methods Constitution questionnaires and coronary angiography were used
to survey 500 patients with CHD. Constitutions were analyzed and diagnosed based on WANG Qi’s
Constitutional Classificati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onstitution and syndrome was analyzed. Results
In 500 CHD cases, the pathological constitutional types are mostly blood stasis constitution, followed by
Qi deficiency constitution, phlegm-dampness constitution, Yang deficiency constitution, dampness-heat
constitution, Yin deficiency constitution, Qi stagnation constitution in sequence. The syndrome types
are mostly heart blood stasis syndrome, heart collaterals obstruction due to phlegm accumulation
syndrome and heart-Yin deficiency syndrome. Blood stasis constitution was correlated significantly to
heart blood stasis syndrome, heart collaterals obstruction due to phlegm-accumulation syndrome,
heart-Yang deficiency syndrome. Qi deficiency constitution was correlated significantly to heart-Yin
deficiency syndrome, heart-Qi deficiency syndrome and heart-Yin deficiency syndrome. Phlegmdampness constitution was correlated significantly to heart collaterals obstruction due to phlegm
accumulation syndrome and heart-Yang deficiency syndrome. Yang deficiency constitution was
correlated significantly to heart collaterals obstruction due to cold stagnation, heart-Qi deficiency
syndrome and heart-Yin deficiency syndrome. Yin-deficiency constitution was correlated significantly to
heart-Yin deficiency syndrome and heart-Qi deficiency syndrome. Qi stagnation constitution was
correlated significantly to heart collaterals obstruction due to Qi stagnation syndrome. Conclusion The
most common constitutions are blood stasis constitution, Qi deficiency constitution and phlegmdampness constitution. There is close correlation between TCM constitution and syndrome of patients
with CHD.
Key words：coronary heart disease；TCM constitution；constitutional classification；TCM synd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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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简称,属于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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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偏倚,并固定调查人员。由中医师专人按照调查问卷进行中

“胸痹心痛”范畴。本病多发生在 40 岁以后,男性多于女性。

医体质问卷调查和证候调查,将调查表汇总后,由 1 名固定副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冠心病的发病率和病死率日益增

主任医师负责患者的舌苔及脉象的调查,并由这名医师和调查

[1]

长 ,目前已成为严重威胁中老年人生命健康的常见病、多发

者一起汇总每名患者的各种体质得分,根据判定结果和转化分

病,因此,迫切需要有效的冠心病防治和治疗策略。探索不同冠

并结合中医理论进行综合取舍,最后得出每个人的主要中医体

心病个体体质形成机制和演变规律,有利于发挥中医药辨识体

质类型和证候特点。

质“治未病”的特色优势,而目前尚无分析冠心病患者的体质

2

和证候关系的研究。本研究通过对冠心病患者运用中华中医药

2.1

结果与分析
主要体质类型分布情况

[2]
学会颁布的《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 标准进行中医体质学分

[2]
《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 标准在运用中体现出良好的实

析,同时分析体质与证候之间的关联,为从中医体质角度预防

用性和可操作性,且有较好的准确性。但在研究过程中发现,

和治疗冠心病提供新思路。

多数冠心病患者不是简单的某一个体质类型,或者是一种体质,

1

而是同时有 2～3 种体质倾向,多数情况是可以根据分数高低

资料与方法

1.1

对象来源

来进行取舍。本课题研究中,患者的主要体质类型判定以判定

所有病例均来源于 2008 年 3 月－2010 年 6 月山西中医学院

[2]
结果为“是”且转化分最高者为标准 ,500 例患者中,平和质

第一、第二附属医院及山西中医学院中西医结合医院住院患者。

5 例,占总病例数的 1.0%；病理体质者 495 例,占总病例数的

1.2

99.0%。病理体质患者中,瘀血质出现频率最高,其他依次为气

冠心病诊断标准
参照 1979 年国际心脏病学会和协会及世界卫生组织临床

虚质、痰湿质、阳虚质、湿热质、阴虚质、气郁质、平和质、

命名标准化联合专题组报告及第一届全国内科学术会议心血

特禀质,提示冠心病常见体质为瘀血质、气虚质和痰湿质,三者

管病专业组(1980 年 12 月,广州)关于冠心病命名及诊断标准

所占比例依次为 23.0%、19.2%和 17.8%。见表 1。

[3]
的建议 。

1.3

表 1 500 例冠心病患者主要体质类型分布状况

对象选择

体质类型

例数

占总数比例(%)

①符合冠心病诊断标准；②年龄在 18 周岁以上；③冠状

瘀血质

115

23.0

动脉造影结果显示冠脉血管中有一支或多支冠脉狭窄≥50%；

气虚质

96

19.2

④愿意接受并能完成问卷调查。本研究共选病例 500 例,来自

痰湿质

89

17.8

病例资料较详实的医院患者,其中男 354 例,女 146 例,平均年

阳虚质

63

12.6

龄 56.82 岁。

湿热质

56

11.2

1.4

阴虚质

53

10.6

气郁质

21

4.2

平和质

5

1.0

特禀质

2

0.4

排除标准
①恶性肿瘤、肝肾疾病及甲状腺病患者；肝炎、结核等传

染病及精神系统疾病。②下列各种心脏病：糖尿病性心肌病、
甲状腺机能亢进性心脏病、高血压性心脏病、肺源性心脏病、
贫血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等。
1.5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行业标准·中医病证诊断疗
滞心脉证、心气亏虚证、心阴亏虚证和心阳亏虚证共 7 个证型。

主要证候分布情况
对 500 例冠心病患者进行辨证分型,结果显示,心血瘀阻、

冠心病中医辨证标准

[3]
效标准》 ,分为心血瘀阻证、痰阻心脉证、寒滞心脉证、气

1.6

2.2

痰阻心脉和心阴亏虚等证候为冠心病患者的主要证候特点。见
表 2。
表 2 500 例冠心病患者临床证型分布状况

体质分类研究方法
对入选的患者参照王琦的“体质九分法”,分为 9 种体质

证型

例数

占总数比例(%)

心血瘀阻

151

30.2

类型：即平和质、气虚质、阳虚质、阴虚质、瘀血质、痰湿质、

痰阻心脉

108

21.6

湿热质、气郁质和特禀质。体质分类的判定方法参照文献[2]。

心阴亏虚

72

14.4

1.7

寒滞心脉

59

11.8

将病例资料统一录入数据库,并进行核对检查,用 SPSS15.0

气滞心脉

41

8.2

进行数据管理和分析。相关分析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P ＜

心气亏虚

39

7.8

0.05 为显著性标准。

心阳亏虚

30

6.0

1.8

统计学方法

质量控制
严格执行所设计的临床调查方案,减少选择性偏倚和测量

2.3

主要体质类型与证候的相关性分析
患者主要体质类型与证候的相关分析表明,瘀血质与心血

瘀阻证、痰阻心脉证和心阳亏虚证显著相关,气虚质与心阴亏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0973701)；山西省卫生厅科技

虚证、心气亏虚证和心阳亏虚证显著相关,痰湿质与痰阻心脉

攻关项目(200654)

证和心阳亏虚证显著相关,阳虚质与寒滞心脉证、心气亏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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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心阳亏虚证显著相关,阴虚质与心阴亏虚证和心气亏虚证显

盖人者,本也。证者,标也。证随人见,成败所由。故因人为先,

著相关,气郁质与气滞心脉证显著相关。平和质与特禀质体质

[8]
因证次之。”如吴氏等 提出,病证随体质而转化,体质是产生

类型因其例数太少,未作相关性分析。见表 3。

病证异同的关键,论治原则必须从于体质。
本研究通过对 500 例冠心病心绞痛患者的体质类型与心

表 3 冠心病患者体质类型与证候的相关性分析(r)
证候
心血瘀阻
痰阻心脉
心阴亏虚

瘀血质
***

0.467

**

0.296

气虚质

痰湿质 阳虚质 湿热质 阴虚质 气郁质

血瘀阻证、痰阻心脉证、心阴亏虚证、寒滞心脉证、气滞心脉

0.033

0.113

0.061
*

0.095

-0.238

寒滞心脉 -0.124

0.112

气滞心脉 -0.134
心气亏虚

0.095
*

心阳亏虚 -0.224

-0.107

***

0.391

0.033
0.055
-0.092

*

-0.207

0.367

0.023

0.128

证、心气亏虚证和心阳亏虚证 7 个证候的相关性研究,探讨冠

0.091 -0.064

0.014

0.123

心病心绞痛体质类型与证候的关系,结果表明,体质与证候之

0.372 -0.024

间具有密切关系。说明体质的特异性决定了疾病的发生及发病

0.092 -0.073 -0.083

**

0.232

0.078

0.133

*

***

**

0.325 -0.131 -0.082

0.131

本课题的研究结果再次显示,体质的特殊性决定着发病后

0.043

临床证候类型的倾向性,“证”的特征中包含着体质的特征。

0.218 -0.152 -0.122 -0.124

体质是中医辨证施治的重要依据之一,有专家认为“阴阳五行

0.122 -0.062

*

*

0.241 -0.029 -0.251
*

理论将辨体质与辨证融为一体,借助流行病学和科学统计学方

注：*P ＜0.05,**P ＜0.01,***P ＜0.001

3

法使体质辨证规范化,将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临床辨证施治诊疗

讨论

3.1

后所表现的证候特点。

0.231

0.025

*

[9]
水平” 。研究冠心病体质及体质因素在临床中的作用,统一

冠心病患者的体质分类研究
人类体质是人群及人群中的个体在遗传的基础上,环境的

体质辨证的方法与思路,促进体质辨证的规范化将在很大程度

影响下,在生长、发育和衰老过程中,形成的机能、结构与代谢

上提高冠心病临床辨证施治诊疗水平。因此,今后应重视开展

上相对稳定的特殊状态。体质往往决定着生理反应的特异性及

严格的大样本多中心的临床流行病学调查,以阐明冠心病体质

对某种致病因子的易感性和所产生病变类型的倾向性

[4-5]

。如

《灵枢·五变》说：
“五脏皆柔弱者,善病消瘅”
；
“小骨弱肉者,

及证候的分布规律、组合规律以及演变规律,为从中医体质角
度预防和治疗冠心病提供明确的新思路。

善病寒热”,并在论述了因体质之不同,导致受病表现不同后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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