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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motion diversification leads to the pathological changes of visceral manifestation, and the five
colors of face can distinguish the pathological changes of visceral manifestation. This article expounds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complexion diagnosis and discusses the source and course between complexion and emotion diversification theory. Meanwhile, the modern research about the
objective collection and analyses of complexion is summarized, and the relativity between complexion and emotion diversification is general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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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情志变化可以导致脏腑病变，面部五色之变化可以区分脏腑病变之所在。本文阐述望面色的临床意义、
探讨面色与情绪变化的相关理论源流，概括面色特征客观化采集与分析以及面色与情绪变化相关性的研
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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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望色是指医生通过观察患者全身皮肤(尤其是面部皮肤)的色泽变化来诊断病情的方法[1]。色，指
皮肤的颜色，包括青赤黄白黑五种色调变化；泽，指皮肤的光泽。因面部血络丰富，不仅心主血脉，
其华在表，而且人身“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其血气皆上于面而走空窍”；且面部皮肤娇嫩，体
内气血盛衰变化，最易通过面部色泽变化显露出来，因此，中医临床面诊一般以望面部色泽变化为主
[2]。
在《内经》“以五色命脏”的基础上，汪宏进一步阐述了“青为肝，赤为心，黄为脾，白为肺，黑
为肾”的理论，强调应该“以色应脏，以脏合形”，通过诊察不同部位及气色来了解相应脏腑的状态[3]。
《望诊遵经·五色相应提纲》：“尝考《内经》望法，以为五色形于外，五脏应于内，犹根本之与枝叶
也。色脉形肉，不得相失也，故有病必有色，内外相袭，如影随形，如鼓应桴”[4]。所以脏腑病变反应
出相应的面色而五脏生五志而化七情，情志与面色之本皆为五脏，故两者关系密切。本文主要概述面色
临床意义，情志与情绪变化相关性的理论源流和现代研究进展，以期为临床疾病的诊治提供一定的客观
依据。

2. 望面色的临床意义
2.1. 确定病变部位
《难经·十三难》中提到：“五脏有五色，皆见于面。”面部是脏腑气血之外荣，又为经脉所聚，
故面部的变化与脏腑病变息息相关[5]。《黄帝内经》中说道“有诸形于内，必形于外”即是当人体内部
的五脏发生病变时则表现在外部的面色上。《素问·刺热篇》将面部与五脏的表里关系划分为：左颊候
肝，右颊候肺，额候心，鼻候脾，颏候肾[6]。可见五脏与面色关系紧密，机体发生病变。董梦青等人对
冠心病、慢性肾功能衰竭、慢性乙型肝炎患者面色特征信息进行客观化探讨时总结出冠心病组的面色以
红黄隐隐和红色多见，慢性肾衰组的面色主要以黄色、青色和白色多见，慢性乙肝组面色以黄色和黑色
多见,其中黄色指数三病之间无显著性差异[7]。由此可见不同脏腑之间发生的病变可以通过面色诊的数字
参数反映出来。

2.2. 判断气血盛衰
“色为气血所荣，面为气之所凑，气血变幻，色即应之，色之最贵莫显于面，故望诊首察色，察色
必重于面也。”这充分说明面部与气血两者紧密联系。《素问-脉要精微论》曰：“夫精明五色者，气之
华也”。可见色泽为脏腑气血之外荣，《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篇》指出：“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
其血气皆上于面而走空窍”。故望面部色泽可以测知脏腑气血之盛衰[5]。因此可以从望面色确定病变部
位和判断气血盛衰两个意义来联系人的情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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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分辨病邪的性质和预测疾病的转归
感邪不同，面部的色泽变化也会有所不同。一般来说，面部色赤多数热邪，色白多为寒邪，色青多
为瘀血等；疾病的轻重缓急及预后转归，主要从面部光泽的有无，含蓄与否反应出来[8]。沈邹影等人在
129 例哮喘病人面诊的研究中发现哮喘病人发作期时面色多红少泽，缓解期时则多为面黄少泽，其中寒
哮和热哮病人缓解期的面部光泽度均优于发作期[9]。钱士鳌亦发现药物过敏性休克时呼吸道阻塞病人由
于气血不畅则面色青紫，而循环衰竭的病人阳虚或失血则面色则苍白[10]。

3. 面色与情志变化相关的理论源流
3.1. 五种情志变化与内脏密切相关
“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神的活动是由“五神”、“五志”表现的。五神即神、魄、魂、
意、志，为五脏所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五脏又生五志，“人有五脏，
化五气，以生喜、怒、思、悲、恐”。由五志生七情，即喜、怒、忧、思、悲、恐、惊[11]。
其中五志与五脏的从属关系为肝在志为怒，心在志为喜，脾在志为思，肺在志为悲，肾在志为恐。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思忧恐”，《素问·宣明五气篇》云：“精
气并于心则喜，并于肺则悲，并于肝则忧，并于脾则畏，并于肾则恐，是谓五并，虚而相并者也”以上
皆明确了情志的产生以五脏之精气为物质基础[12]。
有学者认为情志活动为人的精神意识对外界的事物的反应，情志为病先伤形，后伤脏，内外情景相
触动时，脏腑最先有感[13]。Iesperauce 等[14]发现抑郁患者血浆去甲肾上腺素水平增高，血小板易于激
活，血栓环素释放增多，而血中儿茶酚胺水平升高，不仅使血压升高，还可使脂类代谢紊乱，致血胆固
醇、低密度脂蛋白升高，从而导致动脉粥样硬化。故当人体受外界刺激情志异常时，脏腑则发生相应的
改变，又因五色候五脏，面色则发生各种改变。

3.2. 情志变化与脏腑的气血津液密切联系
七情内伤的一个显著致病特点是为病众多，气病为先，即七情内伤最易导致脏腑气机逆乱的病理变
化，具体表现为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思则气结，惊则气乱[15]。另一方面气血是
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在中医理论中素有“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之说。“气为
血之帅”包含了气能生血、行血、摄血之功，“血为气之母”包含了血能生气、载气之义，这种理论较
详尽地说明了气、血与情志密不可分[12]。气行不畅则津液输布异常，停聚为痰饮，加之血行不畅则面部
失养，因而面部少泽。
朱海峰等人指出面色通过心脏、血管、血液等因素反映整体生理病理状态[16]。相对应的生理基础即
气血津液，气血津液荣养全身，影响脏腑生理功能，五色入五脏，内部的变化则相对应的反映在外部的
面色上，由此可见面色、气血、脏腑、情志四者息息相关，相互影响。

4. 情绪与面色的现代研究
4.1. 面色特征客观化采集与分析的研究进展
中医面诊的客观化一直存在争议，因为传统面色诊法主要是通过医生直观目测面色、语言描述和经
验辨析面色，其诊断结果既受医生的知识水平、思维能力和诊断技能的限制，临床上缺乏客观评价标准
[17]。所以近几年中医面色诊一直朝着规范化、客观化方面发展。
刘颂豪院士与邓铁涛教授首先把光子学理论引入五色诊法之中，从而可以较准确地分析出面色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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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调[18]。李福凤等基于计算机技术采集与识别技术，研制了以 LED 光源为照明光源的面色诊采集暗箱
消除了光源的影响因素，还确立了中医面部五色分类判读量表降低了面色判断的主观性，同时还建立了
面色诊颜色客现自动识别的方法，确定各类面色在色彩空间中的范围[19]。这些方法实现了中医面色诊的
计算机自动识别，克服了传统中医望面色主观性太强和缺乏客观计量单位描述的问题，增强了中医临床
面诊采集的准确性和规范性，提高了面诊的科学性。

4.2. 情绪变化与面色特征相关性的现代研究
现代科学认为外界刺激致使人们情绪发生变化时，身体总能先一步做出反应。经由植物性神经系统，
我们的身体能够对血液流速，神经递质分泌量等因素进行调节，进而使身体产生变化，然后更好应对接
下来发生的状况[20]。
美国心理学家保罗·艾克曼认为人类的基本情绪包括：喜、惊、怕、悲、厌、怒 6 种。当情绪发生
时，常常伴随躯体各部分的变化，其中面部变化最为丰富，在生活中，面部表情常常伴随着相应的躯体
变化，共同表达个体的情绪状态[21]。
芬兰的科学家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则进一步根据人们在经历某些情绪时的反应，绘制了人体的“情
绪地图”。其核心实验通过一个叫做“embody”的工具完成。“embody”使得参与者相对应的模拟的人
形图像上标注出激活和被抑制区域，并输出形成图像。研究发现，在感受不同的情绪时，胸部区域和头
部区域的变化是最为明显的，推测这一变化可能与呼吸、心率和面部表情的改变相关，而人们似乎只有
在经历开心时，全身的所有区域才都能得到激活[22]。
情绪可以影响人体温度，进而影响人体的面色。袁肇凯[23]在研究中发现，负面情绪影响人的情绪变
化，进而影响热体容积血流脉搏的变化，最终影响人体的面色。张世亮[24]等人在研究中发现人的生物特
性是温度左右对称，皮肤表面温度低于体内器官温度，而且人体内的温度是通过器官血流由高向低传播，
再随着血流将热量带向体表。当人体局部或全身的新陈代谢发生变化，影响局部组织血管及末梢区供血
的不平衡，从而导致全身及局部的热平衡分布破坏，临床上表现为生物组织温度的升高与降低，进而引
起皮肤色泽的改变。

5. 小结
综上所述，情绪与面色的相关性早已有一定的时代背景。中医学认为通过望面色可区分脏腑病变之
所在、判断气血之盛衰、识别病邪性质、预测疾病转归等。情志过及会影响脏腑和气血精液，则面部发
生相应的五色和色泽，荣润的改变。情绪因素在疾病发生中的作用及其对疾病预后的影响，越来越受到
医学界的重视。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面色特征参数的客观化规范化采集技术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基于图像处理技术的面诊仪在临床得到了应用，为疾病不同中医证型的临床特征研究及疗效评价提供了
具有中医特色的客观指标，而且，对研究情绪变化与面色的相关性提供了条件，进一步研究，可扩大样
本量，增加客观数据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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