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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关于健康的定义

 Health is a state of complete physical, mental 

and social well being and not merely the 

absence of disease or infirmity.

 健康是指生理、心理及社会适应俱佳的一种状态，

而不仅仅是无病或体质良好。



WHO判断健康的具体标准

①充沛的精力，从容不迫，处事乐观，态度积极；

②善于休息，睡眠良好；

③应变能力强，能适应环境的变化；

④体重适当，身材匀称；

⑤眼睛明亮，反应敏捷；

⑥牙齿清洁，牙龈颜色正常；

⑦头发有光泽；

⑧肌肉、皮肤富有弹性，走路感觉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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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未病”的概念

1、无病防病

2、已病防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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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养生理念

          既重养身，又重养心，兼顾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

     对七情致病（心理因素）和六淫致病（躯体疾病）同

样重视。

             养生＝养心＋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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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提倡“和谐”，和西医以化验指标作标准不完

全相同。和谐没有绝对的量化标准，只是相对平衡。健

康人，病人，青年人，老年人，健康水准不一，须结合

个体情况来调节阴阳平衡，维护和谐。

“和谐”是养生的最高境界



7

中医和谐养生的主要内容

 养神：少欲寡私为先

 动形：生命在于运动

 食养：结构合理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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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神：少私寡欲为先

 摄生者先除六害：“一者薄名利，二者禁声

色，三者廉货财，四者损滋味，五者除佞妄，

六者去妒忌。 ”              《养生真诀》

 要防范在先，“非欲而强禁，非贪而后抑。”    

                                             《养生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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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形：生命在于运动

 动形神旺：“形与神俱，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                    

                           《素问 ·上古天真论》

 动形达郁：“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         

                                                 《吕氏春秋》

 动形健脾：“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                                 

                            《后汉书·华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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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形：传统方式最佳

“导引之法甚多……宣畅气血，展舒筋骸，有益无损” 
                                《老老恒言》

鸟戏调心

猿戏固肾
虎戏益肺熊戏舒肝

鹿戏健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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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养：结构合理为要

 食有主次，结构合理：“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

益，五菜为充”             《素问·脏器法时论》

 中医不但讲营养，还要关注体质和食物属性。

   



什么是人的体质？

 体质是人体生命过程中，在先天禀赋和后天获得的基础上所

形成的形态结构、生理机能和心理状态方面综合的相对稳定

的固有特质。

 体质是疾病发生的内在依据，人各有“质”，因质而异，造

成每个人的发病规律，病变特点和发展与转归的不同，而调

理干预可以调整体质偏颇。



平和 

阴虚质
 

气虚质 气郁质

湿热质

痰湿质

血瘀质

阳虚质

特禀质

体质分类



 体质平和，是“形神合一”，气血平和，是人
体内环境以及人与环境和谐。

 体质偏颇，是“貌合神离”，气血失调，是人
体内环境以及人与环境失和。

体质的平和与偏颇



平和质

阴阳气血调和，以体态适中、

面色红润、精力充沛、不易

得病，吃得好、睡得好、心

情好等为主要特征。 

男性多于女性，年轻人多于

老年人 



面色、肤色润泽 头发稠密有光泽

目光有神 鼻色明润，嗅觉通利

睡眠安和 味觉正常，唇色红润

胃纳良好 精力充沛，不易疲劳

性格随和开朗 舌淡红苔薄白，脉和缓有力

精充、气足、神旺是平和质的特点



调体法则

平补固本，维护平衡:

 采取中庸之道，吃得不要过饱，也不能过饥，不吃冷

也不吃得过热。

 多吃五谷杂粮、蔬菜瓜果，少食过于油腻及辛辣之物。 

 运动上年轻人可选择一些强度大的运动比如跑步、打

球；老年人则适当散步、打太极拳。 



气虚质

 成因:先天不足，后天失养或病后气亏。如家族成员

多数较弱、孕育时父母体弱、早产、人工喂养不当、

偏食、厌食，或年老气衰等。

 表现:平素语音低怯，气短懒言，肢体容易疲乏，精

神不振，目光少神，头晕，健忘，易出汗，舌体胖大、

边有齿痕。

 性格特征：性格内向，不喜冒险。



  1.您容易疲乏吗？

2.您容易气短（呼吸短促，接不上气）吗？

3.您容易心慌吗？

4.您容易头晕或站起时晕眩吗？

5.您比别人容易感冒吗？

6.您喜欢安静、懒得说话吗？

7.您说话声音低弱无力吗？

8.您活动量稍大就容易出虚汗吗？ 

气虚质的自我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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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气中药和气虚的食补

 补气中药：人参、党参、太子参、白术、茯苓、甘草、

山药，蜂蜜、灵芝、大枣

 气虚食补：小米、粳米、糯米、扁豆、菜花、胡萝卜、

香茹、豆腐、马铃薯、红薯、牛肉、兔肉、猪肚、鸡肉、

鸡蛋、鲢鱼、黄鱼、比目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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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虚质

 血虚：指血液不足或血的濡养功能减退。

 主要表现（不一定全有）：面色苍白或 萎黄，唇色淡白，

头晕眼花，心悸失眠，疲乏无力，

  手  足麻木，爪甲色淡或月经，不

  调，舌淡，脉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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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血中药和血虚的食补

 补血中药：当归、阿胶、何首乌、枸杞

  子、白芍、熟地黄、紫河车、桑椹子、女贞子、墨旱

莲阿胶、龙眼肉等。

 血虚食补：红枣、黑米、芝麻、莲子、龙眼肉、花

生、桑椹、蜂蜜、菠菜、金针菜、黑木耳、牛奶、乌

骨鸡、羊肉、猪蹄、猪血、驴肉、甲鱼、海参等。



阴虚质

 成因:先天不足，或久病失血，纵欲耗精，积劳伤阴。

如家族成员体形多偏瘦，孕育时父母体弱、或年长受

孕，早产，或曾患出血性疾病等。

 表现:面色潮红、有烘热感，手足心热，目干涩，视

物花，鼻微干，唇红微干，平素易口燥咽干，口渴喜

冷饮，眩晕耳鸣，睡眠差，小便短涩，大便干燥。

 性格特征：性情急躁，外向好动，活泼。 



  1.您感到手脚心发热吗？

  2.您感觉身体、脸上发热吗？

3.您皮肤或口唇干吗？

4.您口唇的颜色比一般人红吗？

5.您容易便秘或大便干燥吗？

6.您面部两颧潮红或偏红吗？

7.您感到眼睛干涩吗？

8.您感到口干咽燥、总想喝水吗？ 

阴虚质的自我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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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阴中药和阴虚的食补

 滋阴中药：石斛、枸杞子、百合、玉竹、黄精、天

冬、麦冬、龟板、鳖甲、沙参、女贞子、旱莲草、玄

参、桑椹等。

 阴虚的食补：百合、梨、蜂蜜、银耳、糯米、豆腐、

甘蔗、桃子、乌贼、龟、鳖、海参、鲍鱼、螃蟹、牛

奶、牡蛎、蛤蜊、海蜇、鸭肉、猪皮等。这些食品性

味多甘寒性凉，皆有滋补机体阴精的功效。 



阳虚质

 成因:先天不足，或病后阳亏。如家族中素有虚寒表

现，或孕育时父母体弱，或年长受孕，早产，或平素

偏嗜寒凉损伤阳气，或久病阳亏，或年老阳衰等。

 表现:平素畏冷，手足不温，喜热饮食，易出汗，精

神不振，睡眠偏多，小便清长，大便溏薄，舌淡胖嫩，

边有齿痕。

 性格特征：性格多沉静、内向 



   1.您手脚发凉吗？

2.您胃脘部、背部或腰膝部怕冷吗？

3.您感到怕冷、衣服比别人穿得多吗？

4.您冬天更怕冷，夏天不喜欢吹电扇、空调吗？

5.您比别人容易患感冒吗？

6.您吃（喝）凉的东西会感到不舒服或怕吃（喝）凉的

吗？

7.您受凉或吃（喝）凉的东西后，容易腹泻、拉肚子吗？ 

阳虚质的自我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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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阳中药和阳虚的食补

 温阳中药：杜仲、鹿茸、肉苁蓉、淫羊藿、菟丝子、

补骨脂、锁阳、附子、肉桂、冬虫夏草等。

 阴虚食补：羊肉、狗肉、麻雀肉、鹿肉、黄鳝、虾

（龙虾、对虾、青虾、河虾等）、刀豆、核桃、栗子、

韭菜、茴香等．

     吃了狗肉暖烘烘，不用棉被可过冬”，“吃了狗肉

汤，冬天能把棉被当” 



 成因:先天遗传，或后天损伤，忧郁气滞，久病入络，

血行不畅而后天损伤，忧郁气滞，久病入络，血行不畅

形成的体质状态。

 表现:以瘦人居多，口唇暗淡或紫，舌质暗有点、片状

瘀斑，舌下静脉曲张。女性多见痛经、闭经，或经血中

多凝血块，或经色紫黑有块。

 性格特征：烦躁、健忘

血瘀质



  1.您的皮肤在不知不觉中会出现青紫瘀斑（皮下

出血）吗？

2.您的两颧部有细微血丝吗？

3.您身体上有哪里疼痛吗？

4.您面色晦黯或容易出现褐斑吗？

5.您会出现黑眼圈吗？

6.您容易忘事（健忘）吗？

7.您口唇颜色偏黯吗？ 

血瘀质的自我检测



血瘀质推荐食谱

谷物类：黑豆、小麦、芝麻、黄豆等

肉食类：螃蟹、海蜇、墨鱼、淡菜等

蔬菜类：油菜、茄子、荠菜、海带等

果品类：山楂、金橘、桃仁、番木瓜等

山楂    降血脂、美容



血瘀质注意事项

 足部保暖。血得寒则凝，人的双脚离心脏较远，血液

供应较少且慢，再加上脚的表面脂肪层比较薄，所以

保温能力较差，受寒冷的刺激最为敏感。

 冷水洗脸，温水刷牙。冷水温度不宜太低，以略高于

10℃为宜。若牙龈出血，建议用温水刷牙，可减少对

牙龈的冷热刺激，一般水温控制在35℃～36℃最为适

宜。



湿热质

 成因:先天禀赋，或久居湿地、喜食肥甘，或长期饮酒、

火热内蕴。

 表现:形体偏胖或苍瘦，性格多急躁易怒，口苦口干，身

重困倦，心烦懈怠，眼睛红赤，男易阴囊潮湿，女易带下

增多，小便短赤，大便燥结或粘滞。

 性格特征：容易心烦、急躁 



1.您面部或鼻部有油腻感或者油亮发光吗？

2.您脸上容易生痤疮或皮肤容易生疮疖吗

3.您感到口苦或嘴里有异味吗？ 

4.您大便黏滞不爽、有解不尽的感觉吗？

5.您小便时尿道 有发热感、尿色浓（深）吗？

6.您带下色黄（白带颜色发黄）吗？（限女性回答）

7.您的阴囊潮湿吗？（限男性回答） 

湿热质的自我检测



湿热质推荐食谱

  谷物类：薏苡仁、绿豆、赤小豆、莲子、芡实等

肉食类：鸭肉、鲤鱼、泥鳅等

  蔬菜类：黄瓜、丝瓜、苦瓜、苋菜等

果品类：西瓜、木瓜、橄榄、荸荠等 



湿热质运动疗法

 大量运动，消耗热量，清热利湿 

 可选择中长跑、游泳、爬山、各种球类、武术

等。可以消耗体内多余的热量，排泄多余的水

分，达到清热除湿的目的。 

 可练六字诀中的"呼"字诀，有健脾清热利湿的

功效。 



痰湿质

 成因:先天遗传，或后天过食肥甘，致水液内停而痰

湿凝聚，形成以黏滞重浊为主要特征的体质状态。

 表现:形体肥胖，尤其腹部肥满松软；性格温和，稳

重；但也容易情志不畅，抑郁。常自觉胸闷、气短、

乏力，食欲不振，活动时喜出黏汗，嘴里常有黏腻或

甜腻感；伴随有口臭、嗳气、气喘、腹胀等症状。

 性格特征：性格偏温和稳重，多善于忍耐。 



   1.您感到胸闷或腹部胀满吗？

2.您感到身体沉重不轻松或不爽快吗？

3.您腹部肥满松软吗？

4.您有额部油脂分泌多的现象吗？

5.您上眼睑比别人肿（上眼睑有轻微隆起的现象）吗？

6.您嘴里有黏黏的感觉吗？

7.您平时痰多，特别是感到咽喉部总 有痰堵着吗？

8.您舌苔厚腻或有舌苔厚厚的感觉吗？ 

痰湿质的自我检测



痰湿质调体法则

   健脾利湿、化痰泄浊:运用补益脾气的方法增强脾的运

化功能，使水湿消除；运用行气、化痰、利湿等方法祛除

体内痰浊。 

  谷物类：扁豆、赤小豆、薏苡仁、黑豆等    

  肉食类：兔肉、鹑肉、牛肉、田螺等 

蔬菜类：白萝卜、冬瓜、绿豆芽、芹菜等

果品类：山楂、杨梅、槟榔、橄榄等



气郁质

 成因:遗传，长期情志不畅，气机郁滞，忧郁思虑下

所形成的体质状态。

 表现:形体瘦者居多，平素忧郁面貌，神情多烦闷不

乐。胸胁胀满，或走窜疼痛，喜叹息，或嗳气呃逆，

或咽喉部有异物感，或乳房胀痛。食欲减退，睡眠较

差，惊悸怔忡，健忘。 

 性格特征：性格内向不稳定、敏感多虑。 



   1.您感到闷闷不乐、情绪低沉吗？

2.您精神紧张、焦虑不安吗？

3.您多愁善感、感情脆弱吗？

4.您容易感到害怕或受到惊吓吗？

5.您胁肋部或乳房胀痛吗？

6.您无缘无故叹气吗？

7.您咽喉部有异物感，且吐之不出、咽之不下吗？ 

气郁质的自我检测



气郁质的调体疗法

 音乐休闲 

 春秋注意保持心情舒畅 。

 适当增加户外活动 

 可选择强度较大的运动，如跑步、登山、游泳、

各种球类、武术等，有鼓动气血、舒发肝气、促

进食欲、改善睡眠的作用。 

 可选择下棋、打牌、瑜珈等体娱游戏，以闲情怡

志，促进人际交流。 





特禀质

 成因:先天遗传，或后天环境因素、药物因素等而形

成的体质状态。

 表现:过敏性疾病者常见哮喘、咽痒、鼻塞、喷嚏，

或皮肤常出现风团；遗传性疾病有垂直遗传、先天性、

家族性特征；胎传性疾病者具有母体影响胎儿个体生

长发育及相关疾病特征。

 性格特征：随禀质不同情况各异 



      

  1.您没有感冒也会打喷嚏吗？

2.您没有感冒也会鼻塞、流鼻涕吗？

3.您有因季节变化、温度变化或异味等原因而咳喘的现

象吗？

4.您容易过敏（药物、食物、气味、花粉、季节交替时、

气候变化等）吗？

5.您的皮肤起荨麻疹（风团、风疹块、风疙瘩）吗？

6.您的皮肤因过敏 出现过紫癜（紫红色瘀点、瘀斑）

吗？

7.您的皮肤一抓就红，并出现抓痕吗？

特禀质的自我检测



 冬虫夏草鸭 

 薏米绿豆百合汤 

 抗敏茶。

 乌梅、防风、柴胡各9克，五味子6克，生甘草

10克。上五味煎汤代茶，每日l剂，日服2次。 

特禀质推荐食谱



特禀质注意事项

 远离过敏源 。

 饮食宜清淡、均衡； 忌生冷、辛辣、肥甘油

腻及各种“发物”，如鹅肉、笋、虾、蟹、辣

椒、浓茶、咖啡、酒等。 

 在春夏季节，可通过贴敷等方法，培补人体阳

气，防治过敏性疾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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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令调补的最佳方式——膏方

      膏剂是中药丸、散、膏、丹、酒、露、汤、

锭八种剂型之一，在二千多年前的《内经》中就

有记载，最早外用，后发展至内服。东汉张仲景

《金匮要略》中的大乌头膏、猪膏发煎是内服膏

剂的最早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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膏方的特点

       膏方又称膏滋药、补膏，具有养生、保健、预

防、治疗、康复的综合作用。它根据对象的不同

病情、不同临床症状和不同体质而制定的符合个

体特点的处方，经浓煎后掺入阿胶、冰糖、蜂蜜

等辅料而制成的一种稠厚状半流质或凝冻状剂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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膏方制剂的特点

     膏方药味内涵丰富，协调、兼制作用强。

     膏方适于保存，便于服用。 

     膏方吸收缓慢，相当于中药的缓释剂。

        膏方在清代，仅限于宫廷达官贵人服用。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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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简单进补，是调理

    辨证施治是膏方的治疗原则   

      膏方不是一味进补，同样要遵循中医辨证施的治疗

原则：“补其不足，损其有余”。补法只适用于虚损

和功能不足的患者，但现在很多人，不是要补不足，

而是要损有余，如肥胖，高血糖，高血脂，同样可用

膏方调治，关键是药物的选择，因此将 “冬令进补”

称作“冬令调理”更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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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调补，以和为贵

     医生在拟定膏方用药时，从两方面调节机体阴阳

气血的平衡：

 所患疾病：特别是长期存在，或反复发作的慢性病，如

冠心病、慢性肾炎、慢性肝炎、哮喘等。

 频发症状：这些症状往往是人体气血阴阳失调的反映，

如头痛、腰酸、耳鸣、心慌、失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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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人不宜立即服用膏方？

 滋腻呆胃，纳食减少；有的不思纳食，腹部

胀满。 

 眼红肿、鼻衄、面部升火、大便秘结。

 出现低热、皮疹、齿浮牙龈疼痛等。 

   遇到这样的对象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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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开路，重视纠偏

 服用开路药，尽可能祛除湿浊，调整好胃肠功能。

 开通腑气，清除实火‘避免服膏方后火上加油。

 先养阴、凉血、清虚热。

 在服用几天后就出现不思饮食、腹胀时，可暂停服用，

改服1～2周理气和胃消导药后，再少量服用膏方，慢

慢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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膏方的最适对象

  慢性病患者

        冬令季节，可以结合慢性病患者的病症，一边施

补，一边治病，这样对疾病的治疗和康复，作用更大。

内科、妇科、儿科、外科、伤骨科、五官科的慢性病

人都可以服用膏方药。因病而气血阴阳津液虚弱的病

人也都可以通过膏方来除病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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膏方的最适对象

  亚健康者

        现代社会工作生活压力和脑力劳动强度很大，特

别是白领，精神紧张，应酬较多，饮食过量，烟酒

无度，睡眠不足，均可造成人体的各项正常生理机

能减弱，抗病能力下降，属于亚健康状态，膏方疗

法就是最佳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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膏方的最适对象

  中老年人

     中老年人由于其生理特点，人体的各种机

能都将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趋向衰退，从中医理

论看，气血津液都有不足，冬令进补，则能调

理气血，滋润津液，增强体质，延缓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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膏方的最适对象

   妇女

     女性要经历经、带、胎、产、哺、更等特殊的生

理阶段，全身气血的付出消耗远大于男性，不但肾

精、肾气消耗颇多，且“肝为女子先天之本”，肝

血也要大量付出。肝肾不足，容易造成女性内脏早

衰，皮肤出现皱纹或黄褐斑，而冬令膏方则对女性

的过多消耗有补充和调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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膏方的最适对象

  患病儿童

     小儿本属纯阳之体，处于生长发育的上升阶段，

不需要额外的进补和调理。但对一些特殊的儿童，如

生长发育缓慢，呼吸道易感者，厌食，慢性贫血，支

气管哮喘，消化不良等，由于膏方疗程长，剂量小，

作用平缓，易于吸收的特点，很适合患儿的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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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益分类

   滋补

　　 采用滋腻补品：药物有熟地黄、阿胶、鳖甲、鹿角

胶等。食品有牛肉、羊肉、狗肉、母鸡、海参等；滋补

偏于温性，其补益作用较强，对比较严重的体质虚弱者

有很好的调治作用。如重症、手术后或妇女分娩后，但

要注意适量服食，不要过量；胃口不好、舌苔厚腻，或

发热、腹痛泄泻时不宜服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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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益分类

  清补

     采用补益、清热功效的补品补药。药物有西洋参、

沙参、麦冬、石斛(包括枫斗)等。食品有鸭肉、百合、

绿豆、西瓜、豆腐等；清补适于温热季节。但素体阳

虚、畏寒肢冷者须少食或不食，过量会损伤人体的阳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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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益分类

  平补

　　 采用性质平和的补品补药，药物有人参、党参、太

子参、黄芪、莲子、芡实、苡仁、赤豆、大枣、燕窝、

蛤士蟆；食物有猪肉、银耳、猪肝、赤豆、莲子等，这

些药物无明显偏寒、偏温，又不滋腻伤胃。 

　　 这一分类必须在中医辨证的基础上选择相关药物。

才能取得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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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与时俱进

 还要注意因地制宜，北方寒冷，可多用温热药；江南

潮湿，要适当健脾燥湿；气候干燥地区可选择一些润

燥的药物；气候温热地区注意清补。

 生活方式改变，营养状态改善，疾病谱的变化，对膏

方的选择也要与时俱进。

 虚寒型在减少，虚热型增多

 体力过劳者减少，脑力过劳者增多

 营养不良者减少，营养过剩者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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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法和禁忌

 服法：一日二次，早饭前和临睡前半小时，各取半

条羹膏方（约30克）放入小碗内，蒸热烊化后服。

 滋补用人参、熟地、首乌、虫草等名贵药材，一般

忌萝卜，以免降低药效；而清补和平补这，如糖尿

病、脂肪肝等患者，通下的萝卜并无禁忌。

 吃完膏方2小时内不要喝浓茶、咖啡和蟹，忌食辛辣

生冷等刺激性和不容易消化的东西。 

 患有感冒、发烧、咽喉痛、胃胀、呕吐、腹泻等不

舒服时，应暂停吃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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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忠告

 拟定膏方需要丰富的经验，因此一定要请教名

医、名师，才可能对你已有的疾病、存在的症

状和你的体质特点进行综合考量，拟定出适合

你个体的处方。

 膏方要存放一定时间，以便长期服用，因此一

定要请资质的药厂加工。



推介一款健康产品

 铁樵公司《益年健》年度服务卡，互联网+初级保健。

 涵盖常见病、常用药、中医养生保健、冬令进补膏方、体检报告

解读等服务，也提供导医和寻医服务。

 以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医生联盟为技术平台。初级保健服务：

“初级”而不是“低级”

 年度1288元，第一年用户有优惠。

 可作为企业员工福利，或礼品卡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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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年健》服务内容

1、解读体检报告。

2、根据体检结果进行疾病防控风险提示。

3、常见疾病防治知识咨询。

4、常用药物知识咨询。

5、进行就医指导，包括医院和专家选择。

6、中医养生、保健知识咨询。

8、冬令膏方开放服务，并代为加工膏方。

9、科普知识宣教。

10、联系著名专家咨询（费用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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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年健》使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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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扫描《铁樵健康》二维码，
关注公众号。

2.点击右下角：“会员中心”，
然后点击“个人信息”，出现
注册框



《益年健》使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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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首次登陆会员凭
“益年健”卡号和
密码注册

4.登陆后可在对话框内
提出问题，也可上传图
像资料。

5.医生给予咨询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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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