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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寒湿疫毒”辨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郑榕 1，陈琴 2，黄铭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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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是 2019 年底以湖北省武汉市为中心而新爆发的一种急性感染性肺炎，与中
医“疫病”具有高度一致性。根据对中医疫病的认识，本文认为“寒湿疫毒”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重要
病因，并以“散寒除湿、避秽化浊”为总的治疗原则，探讨其中医分期辨证治疗及防护措施，以期为中医防治
提供借鉴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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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of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Infected Pneumonia from “Cold and Dampness Epidemic 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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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SARS-CoV-2) infected pneumonia is a new acute
infectious pneumonia, which outbroke in Wuhan City, Hubei Province at the end of 2019. It is highly consistent with
the “epidemic disease” of TCM. According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CM epidemic disease,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at
“cold and dampness epidemic virus” is the important cause of SARS-CoV-2 infected pneumonia. Based on the general
treatment principle of “eliminating cold and dampness, avoiding filth and turbidity”, this article discussed the TCM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in different stages and protective measures of this disease, with the purpose to
provide references and help for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TCM.
Keywords: cold and dampness epidemic virus;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infected
pneumonia; epidemic disease

2019 年 12 月以来，以湖北省武汉市为中心，陆

数患者可伴有鼻塞、流涕、咽痛和腹泻等，严重者病

续发现多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并迅速蔓延至

情进展迅速，1 周后即可出现呼吸困难和/或低氧血

其他省份及境外国家和地区，因其具有强传染性和高

症，更甚者可快速发展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脓毒

流行性的特点，已被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纳入法定传

症休克、难以纠正的代谢性酸中毒和出凝血功能障

染病乙类管理，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

碍。根据其具有高度人传人特点，可归属中医学“疫

国内学者已明确该病由新型的冠状病毒感染引起，

病”范畴。西医治疗本病仍未有特异性的抗病毒药物。

2020 年 2 月 11 日，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正式命名该

几千年来，中医对疫病发挥着重要的防治作用。兹结

病毒为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 2（severe acute

合中医对疫病的认识，从“寒湿疫毒”探讨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SARS-CoV-2），世

SARS-CoV-2 感染肺炎的辨治及预防调护。

界卫生组织也宣布，
“COVID-19”为这一病毒感染导

1

[1]

致疾病的正式名称 。

治疫先辨“毒”性
《难经正义》有“疫者……遍相传染者是也，乃

根据《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

天地沴厉（疠）之气”。中医认为，疫病发生是受违

第五版）》
（国卫办医函〔2020〕103 号），SARS-CoV-2

背自然时气的疫毒之气侵袭。不同疫病的临床表现各

感染肺炎初发多以发热、乏力、干咳为主要症状，少

异，究其根本乃所受疫毒有别也。疫毒与岁运季节、
地域、六淫邪气密切相关。
《温疫论》所谓“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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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岁运有多寡，在方隅有厚薄，在四时有盛衰”。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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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非典”爆发于冬春季，此时多风温病邪为患，结

救逆，可选用参附汤、四逆汤等峻补阳气之剂，酌以

合临床症状及其强烈的传染性，可将所受疫毒定性为

苏合香丸、安宫牛黄丸等开窍醒神之品，常用药有人

[2]

风温疫毒 。2009 年“甲型 H1N1 流感”
，有学者根据

参、黑顺片、山萸肉、干姜等。

其在己丑岁二之气太阴湿土春夏风火当令之时感非时

3.4

[3]

恢复期——肺脾气虚

之寒而发，故提出所受疫毒乃为风寒疫毒 。可见，

本期疫毒已除，正气已虚，肺脾之气亦伤，表现

疫毒之性当参岁运、地域、四时六淫而判定。中医治

疲乏，气短，便溏，纳差，舌质淡胖，苔白腻等，此

疫，祛“毒”为要。不同疫毒，其法各异。寒性疫毒，

乃肺脾气虚之证，治应以补肺益气、健脾化湿，可选

法当辛温散寒、透邪解毒；温性疫毒，则治以清热解

参苓白术散、六君子汤等化裁，常用药有法半夏、陈

毒之法；湿性疫毒，需芳香祛湿化浊之法。总之，治

皮、党参、黄芪、茯苓、藿香等。

疫之法随疫毒之性而立，即治疫当先辨“毒”性。

4

2

本病传染性极强，即使在无症状的潜伏期亦会传

三因辨“毒”，多属寒湿
2019 年 12 月 SARS-CoV-2 感染肺炎在湖北省武

汉市开始流行。①因时而辨：12 月隶属冬季，寒气当

重视预防，合理调护

染，故疫情发生时，配合积极的预防尤为重要。
4.1

佩戴香囊
《备急千金要方》《肘后备急方》均认为，在瘟

令，武汉此时多以阴雨为主，人们多处潮湿、寒冷环
境中，故其性寒湿。②因地而辨：武汉别称“江城”，

疫流行时期，佩戴避瘟香囊可解百毒。现代研究发现，

市内江河纵横、湖港交织。水易生湿，水湿凝集，阴

藿香、薄荷、佩兰等芳香类中药制成的香囊可有效抑

寒从生，故其性属寒湿。③因人而辨：本病多数患者

制病毒、细菌[6-7]。香囊预防法简便实惠，可随身佩

伴纳差、腹泻等消化道症状，且倦怠乏力明显，舌苔

戴。当然，香囊中药物的选择还需结合疫毒性质、地

多以腻苔为主，考虑乃湿毒为患，湿困脾胃。此外，

域气候特点。根据此次疫毒的寒湿性质，香囊中的药

现今之人多喜冷饮，易伤脾胃阳气，致体内寒湿内生。

物可选芳香化浊辟秽类中药，如苍术、草果、艾叶、

概而言之，因时、因地、因人而辨，此次 SARS-CoV-2

藿香、白芷等，旨在散寒除湿、芳香化浊。

感染肺炎多属寒湿疫毒为患。

4.2

3

分期而论，分证而治
基于上述认识，本病总的治疗原则当为散寒除

中药烟熏
《本草纲目》《备急千金要方》记载有苍术、艾

草有烟熏避秽除浊之功。现代研究表明，使用苍术对

湿、避秽化浊，但需分期而论，分证而治，各有侧重。

空气进行消毒，可有效预防医院院内感染[8]。此法经济

结合近期文献[4-5]，可将本病分以下 4 期进行论治。

实惠，无毒副作用，是疫病时期消毒环境的良好选择。

3.1

4.3

初期——寒湿郁肺

艾灸

本期患者虽有恶寒、发热、咳嗽等，但倦怠乏力较

艾灸是用燃烧艾条所产生的艾热来刺激体表的

为突出，部分患者伴有胸闷、便溏等症状，此时舌质淡

穴位，进而激发体内经气，调节机体的阴阳平衡，从

或淡红，舌苔多白腻，为寒湿郁肺碍脾之象。湿性黏滞，

而达到治病保健作用。经常艾灸可使“元气坚固，百

湿邪不祛，寒亦难除，故治宜化湿解毒、宣肺透邪，可

病不生”。本次疫情毒性属寒湿，艾灸可散寒除湿。

选藿香正气散、达原饮、神术散等化裁，常用药有苍

故可通过艾灸神阙、关元、足三里等散寒除湿，增强

术、藿香、厚朴、草果、槟榔、陈皮、麻黄、羌活等。

正气，以达预防疫病之效。

3.2

4.4

中期——疫毒闭肺

饮食调护

本期患者可出现身热不退，咳嗽少痰或黄痰，胸闷

食物有酸苦甘辛咸之别，寒热温凉之异，不同食物

气促，喘促，舌质红，苔黄腻或黄燥等，乃寒湿渐已化

对机体有影响不同。根据疫毒之性、个体体质，通过正

热，且壅塞于肺，治当宣肺解毒、通腑泻热，可选宣白

确的饮食调护身体，在一定程度上可预防疫病。此次

承气汤、藿朴夏苓汤等化裁，常用药为苦杏仁、生石膏、

SARS-CoV-2 感染肺炎乃感寒湿疫毒而发，故宜少食

瓜蒌、生大黄、生麻黄、炙麻黄、葶苈子、桃仁等。

鱼、蟹、西瓜等寒凉之品，适食生姜、大蒜等温热食

3.3

重症期——内闭外脱

物；阳虚体质者可进食当归生姜羊肉汤以温补阳气。

本期患者已出现呼吸困难，神志昏蒙，大汗淋漓，

5

四肢不温，舌质紫黯、苔厚腻或燥等，乃邪毒已入心

小结
对于 SARS-CoV-2 感染肺炎的认识及治疗，中医

包，闭阻肺络及心包，气机无法外达，故见四肢厥冷、

药在临床实践中还应不断探索和完善。结合上述分

呼吸喘促等内闭外脱之象，此时急当开闭固脱、解毒

析，笔者认为，SARS-CoV-2 感染肺炎乃寒湿疫毒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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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引功法防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作用
韩杰 1 2，徐曦 1 2，周晶 3，姚斐 4，吕立江 5，赵焰 1
，

，

，2

1.湖北省中医院，湖北 武汉 430061；2.湖北省中医药研究院，湖北 武汉，430074；
3.湖北中医药大学，湖北 武汉 430061；4.上海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上海 301203；
5.浙江中医药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3
摘要：本文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
）的预防期、医学观察期、康复期介入导引功法
作为切入点，分析练习导引功法在防治新冠肺炎中的作用，总结目前推广导引功法的社会意义及价值，并建议
进一步做好导引功法的研究，使其既有助于全民健康，
也能在这次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
关键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导引；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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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TCM Guidance Physical Exercise on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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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rting from prevention period, medical observation period, convalescence intervention guidance
method of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NCP),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effects of TCM guidance physical exercise
o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NCP, summarized the social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current promotion of TCM
guidance physical exercise, and recommended that further research on TCM guidance physical exercise should be
done so that it will not only contribute to the health of the entire population, but also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TCM in this outbreak of NCP.
Keywords: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guidance; TCM physical exerci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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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应重点从寒湿辨治，以散寒除湿、避秽化浊为基

特征与辨证治疗初探[J/OL].中医杂志[2020-02-05].http://kns.cnki.

本治疗原则。然患者体质有阴阳偏盛之别，发病地域

net/kcms/detail/11.2166.R.20200129.1258.002.html.

有寒温之异，临床仍需辨证论治，不能一概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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