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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气机升降理论探讨脾胃湿热证与肠道微生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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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气机升降理论是中医基础理论之一，对认识人体生理、病理及临床组方用药有重要价值。气机升降
有序是维持肠道微生态平衡必要条件，是人体“内稳态”的具体表现形式。肠道微生态在脾胃湿热证形成的病
理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可影响脾胃、肝、肺气机升降，导致脾胃湿热证的发生发展。因此，可通过调畅气机
改善肠道微生态失衡以治疗脾胃湿热证。本文基于气机升降理论，阐述脾胃湿热证与肠道微生态关系，有助于
揭示脾胃湿热证的微观机制，为中医辨治脾胃湿热证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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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Spleen-stomach Damp-heat Syndrome and Intestinal
Microecology Based on Theory of Ascending and Descending of Qi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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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eory of ascending and descending of qi movement, one of the basic theories of TCM, is of great
value for understanding human physiology, pathology, and clinical prescriptions. The orderly ascending and
descending of qi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maintaining the stability of intestinal microbiota which is the specific
manifestation of the body’s “homeostasis”. The intestinal microbiota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the pathological
mechanism of the formation of spleen-stomach damp-heat syndrome, which can lead to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spleen-stomach damp-heat syndrome by affecting the qi ascending and descending of the spleen and
stomach, liver, and lung. Therefore, regulating qi movement can cure spleen-stomach damp-heat syndrome by
alleviating the imbalance of intestinal microbiota. This article expound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pleen-stomach
damp-heat syndrome and the intestinal microbiota based on the theory of ascending and descending of qi movement,
which might reveal the microscopic mechanism of spleen-stomach damp-heat syndrome and provide new ideas for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of TCM.
Keywords: theory of ascending and descending of qi movement; spleen-stomach damp-heat syndrome; intestinal
microecology

人体微生态包括胃肠道、皮肤、口腔、泌尿 4 个

物组由多种微生物组成，被认为可与人体大部分器官

系统，其中以肠道微生态系统最为主要及复杂，由肠

相互作用[1]，并与人体在生理、病理上共生共存、相

腔、肠黏膜屏障、肠道微生物组共同构成。肠道微生

互影响[2-3]。
中医认为，气的升降运动是人体生理功能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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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六气之中，湿热为病十居八九”。脾胃为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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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降之枢纽，脾胃湿热与气机升降失司关系密切。为

响下，正常微生物组群及正常微生物与宿主之间的微

此，笔者基于中医气机升降理论，阐述脾胃湿热证与

生态结构遭到破坏，由生理性稳态转变为病理性失衡

肠道微生态的相关性，从肠道微生态角度探讨脾胃湿

的状态。对脾胃湿热证的形成，薛生白认为乃“太阴

热证的微观机制，以期为中医临床辨治提供新的思

内伤，湿饮停聚，客邪再至，内外相引，故病湿热”

路。

（《湿热病篇》），其病位“中气实则病在阳明，中气

1

虚则病在太阴”。脾胃湿热证形成与肠道微生态失衡

气机升降与人体“内稳态”
气是构成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气机

具有相似过程，现代研究也表明脾胃湿热证在病理机

升降有序，是人体气、血、津液正常代谢的重要因素，

制上存在肠道微生态失衡[7-9]。

故《景岳全书》有“气之为用，无所不至，一有不调，

2.1

肠道微生态维持平衡具有重要作用

则无所不病”。若气机升降逆乱，则机体代谢易清浊

肠道微生态维持平衡，对人体生命活动正常进行

不分，百病由此而生。正常情况下，肠道微生态处于

及抵抗疾病有着重要作用。研究显示，肠道微生物参

生理的动态平衡状态，表现为各微生物群、微生物与

与机体免疫应答[10]、营养代谢[11]、抵御病原体入侵[10]

宿主之间互利共生又相互制约，共同维护机体内组织

等生命活动，并受到遗传、生活习惯、饮食及药物等

[5]

发育和宿主内环境的稳态 。维持气机升降有序，对

诸多因素影响[12]。人类肠道微生态的纵向特征研究表

保持肠道微生态平衡、维持人体“内稳态”有着重要

明，健康成人的肠道微生态系统处于动态平衡，微生

作用。

物菌群多样性明显，相互关联性强，抗定植力高，因

气机升降出入是人体最基本的运动形式，对维持

此致病菌无法侵入定植。当肠道微生态失衡，一方面

人体脏腑正常生理功能及气血津液的正常代谢有重

可削弱生物屏障功能，使外籍菌属易入侵并定植繁

要作用。《素问•天元纪大论篇》“在天为气，在地成

衍，从而形成微生物分布紊乱的结局；另一方面菌群

形，形气相感而化生万物矣”，强调气机升降运动需

稳态的破坏可通过影响免疫、内分泌、能量代谢和神

相互配合。气机升降相互配合、有条不紊，才能维持

经系统等途径，引发或加重疾病[12]。调节并维持肠道

机体“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

微生态稳态，可为有效防治疾病提供新思路。

走五藏；清阳实四肢，浊阴归六腑”（《素问•阴阳应

2.2

肠道微生态失衡与脾胃湿热证相关性

象大论篇》）的正常生理活动。
《素问•举痛论篇》
“百

脾胃生理功能与肠道微生态平衡密不可分，两者

病生于气也”
，强调气在疾病发生中的重要作用。
“寒

均具有维持人体正常消化吸收和抵御病邪的重要作

则气收，炅则气泄……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

用。脾胃湿热证发病包含外因和内因，外因为湿热邪

消，恐则气下”（《素问•举痛论篇》）
、
“咳嗽烦冤者，

气、气候变化、环境因素，内因为劳倦过度、情志不

是肾气之逆也”（《素问•示从容论篇》），例举了气在

畅、饮食不节、脾胃虚弱、药邪所伤等[4]。肠道微生

外感六淫、情志内伤和脏腑病机方面的致病特点。气

态平衡受多重因素影响，包括分娩方式、免疫力、生

机升降理论对认识人体生理、病理及临床组方用药均

活方式、药物（尤其抗生素）
、饮食及精神压力等[1

有重要学术价值。

可见，脾胃湿热证与肠道微生态失衡在病因上存在一

，13]

。

气机升降理论与现代肠道微生态观点具有互通

定相关性。王婷 [14]以“干预饮食、调节湿温、注射

性。气机的升与降，是阴阳彼此间通过对立制约、互

LPS”方式构建脾胃湿热证小鼠模型并分析小鼠模型

根互用、彼此消长而形成动态平衡的功能体现，与肠

的肠道菌群分布情况，结果模型小鼠大肠杆菌属、肠

道菌群通过不断运动、自溶、衰老、凋亡和再生，使

球菌属和梭菌属含量升高，大肠杆菌属含量升高最为

菌群种类、数量、密度处于动态消长变化中的现代微

明显，双歧杆菌属和乳杆菌属含量的表达存在差别，

生物学观点高度一致。肠道微生态平衡的实质即“阴

提示脾胃湿热证小鼠模型存在明显肠道菌群失衡。荣

[6]

《素问•六微旨大论篇》
“出入废则神机化
平阳秘” 。

光莉等[15]研究表明，湿热环境可能通过抑制肠道组织

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指出气机升降是人体生命

自噬，导致线粒体 DNA 减少，从而改变宿主免疫反

活动的根本。维持肠道微生态的动态平衡也需依赖气

应和肠道微生态结构，并影响肠菌移位。可见，肠道

机升降之有序不悖。

微生态失衡参与脾胃湿热证的形成，并可能是其重要

2

机制之一。

肠道微生态在脾胃湿热证形成的病理机制中发挥

重要作用
肠道微生态失调是指在内源性或外源性因素影

2.3

肠道微生态失衡可影响脾胃、肝、肺气机升降
气机升降有序是脾胃生理功能正常的保障。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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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态失衡影响脾胃气机升降，而气机升降失司是脾

内 sIgA 表达实现。可见，脾胃气机升降失司导致的

胃湿热证发生、发展的关键因素。
《素问•经脉别论篇》

津液不化、郁而化生湿热，是脾胃湿热证产生的关键

“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

病机；而肠道微生态失衡及其引起的黏膜代谢紊乱，

描述了水谷精微产生后脾胃依靠气机升降运动以“调

或可认为是脾胃气机升降失司、津液不化、郁而化生

四傍”，将水谷精微吸收、输布至全身的过程。脾喜

湿热的微观证据。

燥恶湿，胃喜润恶燥，当气机升降失司后，脾之精微

3.2

生克制化，调畅气机，升降如衡

不布，水液停聚而成痰湿，胃之通降不行，湿郁化热

《临证指南医案•虚劳》认为“人身左升属肝，

而湿热内生。内生之湿热进一步阻滞脾胃气机，并与

右降属肺，当两和气血，使升降得宜”，肝、肺能调

六淫之湿热合邪，使脾胃湿热证进一步发展。肠道微

节全身气机，为气机升降之外轮。若肺失宣肃、肝气

生态失衡常见的腹胀、腹泻等症状，也与《素问•阴

不疏，肝、肺、脾三脏生克制化，可致中焦脾胃升降

阳应象大论篇》所描述的“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浊

失调，津液失布，郁而发为湿热。研究表明，调节肝、

气在上，则生䐜胀”的脾胃升降失常证候表现高度吻

肺气机的方药可通过调节肠道微生态失衡，从而改善

合。另外，肝、肺对脾胃气机升降协调有重要作用。

脾胃湿热证，发挥治疗作用[20-22]。在脾胃升降中，脾

肝主疏泄，以升为顺。
《血证论》
“肝之清阳不升，则

之升清赖肝之升发，中焦气机调畅也需肝之疏泄条

不能疏泄水谷，渗泄中满之证在所不免”，阐述厥阴

达，所谓“土得木而达”
（《素问•宝命全形论篇》）
。
《伤

风木气机壅滞，木郁乘土，可致土失运化、水精不布

寒论•辨阳明病脉证并治》
“阳明病，发潮热，大便溏，

而中壅。
《素问•五脏生成篇》有“诸气者皆属于肺”，

小便自可，胸胁满不去者，与小柴胡汤”，即描述应

肺金为脾土之子，主人体一身之气，为水之上源，由

用疏肝法治疗阳明病湿热下痢的治疗方法。王颖 [23]

上达下助脾土通调水道、输布水津。因此，脾胃、肝、

研究发现，柴胡疏肝散可改变 APP/PS1 小鼠肠道菌

肺通过生克关系相互影响，肝郁、肺壅皆可影响脾胃

群，调节其丰度及多样性改变。
《灵枢•本输》有“肺

气机升降，从而导致脾胃湿热证的发生发展。

合大肠，大肠者，传道之府”，若肺气不降，易致胃

3

气不降，肠腑不通。脾失肺之宣肃，可致水精不布、

调畅气机可通过调节肠道微生态失衡改善脾胃湿

官窍不养。崔振泽等[24]研究发现，定喘汤不仅可直接

热证
人体气机升降的调畅，离不开气机升降枢纽之中

作用于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引起的肺部炎症，调节免

焦脾胃。《柳宝诒医案》有“古人治湿热而感之病，

疫平衡，止咳平喘，还可通过调节血清胆汁酸代谢失

必先通利气机，俾气水两畅，则湿从水化，热从气化，

衡，以维持肠道微生态稳定性。

庶几湿热无所凝结”，强调脾胃湿热证治当以调畅气

4

气血津液的新陈代谢与气机升降息息相关，气机

机为上。
3.1

小结

脾升胃降，升清降浊，津液乃化

升降有序是维持人体正常生命活动、实现“阴平阳秘”

肠道微生态紊乱与脾胃湿热发生息息相关，而脾

的重要条件。肠道微生态与中医脾胃在生理机能与病

胃居中焦，为升降之中轴，调节脾胃气机升降可改善

理状态上的认识存在高度相似性，因此可用肠道微生

脾胃湿热证。
《医门棒喝》
“升降之机者，在乎脾胃之

态观点理解脾胃气机升降学说，也可用气机升降学说

健运”，强调脾胃对周身气机升降的重要性。
《临证指

印证肠道微生态的特征表现。脾胃气机升降失司，清

南医案•脾胃》认为“纳食主胃，运化主脾，脾宜升

气不升，浊气不降，中焦气滞，水湿蕴久化热，则发

则健，胃宜降则和”，若脾胃升降失司，清气不升、

为脾胃湿热证。肝肺与脾土相克相生，肝肺气机升降

浊气不降，水谷精微无以输布、排泄，津液不化，可

失司，同样可影响脾胃气机升降而致脾胃湿热证；调

变生痰湿，壅滞日久则化火生热，临床可见脘腹胀满、

畅肝肺气机的方药也可通过调节肠道微生态治疗脾

肢体困重、舌红苔黄腻等表现。研究显示，脾胃湿热

胃湿热证。因此，肠道微生态失衡或为脾胃湿热证发

证存在肠道微生态失衡，且不同的肠道微生态失衡趋

生的重要因素，调畅气机可通过改善肠道微生态失

势可能是中医证型之间差异的微观依据
等

[16-17]

。徐萌

[18]

衡以治疗脾胃湿热证，肠道菌群稳态可能是中医脾

研究表明，运用半夏泻心汤调节脾胃气机升降，

胃升降理论的重要生物学基础。应用气机升降理论

可有效调节胃轻瘫小鼠肠道菌群失调比例。郭佳裕

研究脾胃湿热证与肠道微生态之间的关系，有助于

等

[19]

研究表明，甘草泻心汤可纠正抗生素诱导的小鼠

肠道菌群失调状态，其调节机制可能是通过促进肠道

揭示脾胃湿热证微观机制，为中医相关辨治提供新
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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