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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运用中医传承辅助平台（V2.5）分析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治疗的用药规律和组
方原则。方法  收集 2021 年 1 月至 3 月河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医疗队支援河北省新冠定点医院期间收治
且临床确诊为普通型新冠肺炎患者和无症状感染者的临床资料，包括性别、年龄、临床症状、中药用药频次和
处方信息等，将信息资料录入中医传承辅助平台（V2.5），数据的挖掘与分析通过该软件的集成关联规则及复杂
熵聚类等分析方法实现，包括对每味药物使用频次、药物归经和性味以及组方规律的分析，同时衍化出新处方。 
结果  共纳入 564 例患者（即 564 张处方），涉及中药 200 味，其中普通型新冠肺炎 357 例，无症状感染 207 例。
普通型新冠肺炎患者的女性比例较高，高发年龄段为 51～70 岁；无症状感染者性别则无明显差别，高发年龄
段为 1～20 岁。大部分患者以头重、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其次为低热、咳痰，两种类型患者的主要舌苔和脉
象相似。普通型新冠肺炎患者所用中药频次从高到低依次为甘草（326 次）、茯苓（264 次）、半夏（263 次）、杏仁 

（236 次）、黄芩（229 次）、石膏（205 次）、藿香（201 次）、陈皮（194 次）、麻黄（184 次）、柴胡（163 次），无症状感染
者则为黄芩（174 次）、甘草（142 次）、神曲（137 次）、藿香（127 次）、半夏（114 次）、柴胡（100 次）、厚朴（91 次）、
苍术（89 次）、赤芍（84 次）、黄芪（83 次）。两种类型患者用药均以温、寒、平药物为主，性味以辛、苦、甘为主，
用药归经均以肺、脾、胃为主，高频药物组方均以化浊解毒药物为主。同时衍化出用于普通型新冠肺炎的新处
方 7 张，用于无症状感染者的新处方 4 张。结论  浊毒疫戾是新冠肺炎发生发展的基本病因，化浊解毒为基本
治则；在此基础上，对于普通型新冠肺炎患者应同时兼顾解表、清热、化痰、止咳药等对症治疗，对于无症状感
染者的治疗则应更侧重于扶正祛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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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rules  of  medication  and  principles  of  formulas  for  the  treatment  of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using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heritance  support  platform  (V2.5).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including  gender,  age,  clinical  symptoms,  frequenc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edication  and  prescription  information,  of  patients  with  COVID-19  and  asymptomatic  infection  who  were  admitted 
to Hebei COVID-19 designated hospital supported by medical  team of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ebe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from January to March 2021 were collected. The information data were input into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heritance support platform (V2.5). The data mining and analysis were realized by the integrated association 
rules and complex entropy clustering analysis methods of  the software,  including  the analysis of  the  frequency of each 
drug use, drug meridian, taste, and prescription rules, and the new prescriptions were developed.  Results  A tota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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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是由新冠病毒

引起的以急性呼吸道症状为主要表现的传染性疾 

病［1］。新冠病毒是一种新发现的 β 属冠状病毒，

传播迅速广泛、传染性强、各年龄段群体均易感，其

最主要的传播途径为呼吸道飞沫传播，接触也可传

播，发热、乏力、咳嗽主要见于轻症患者，患者病情

进展可出现呼吸困难、呼吸窘迫综合征或脓毒性休

克等，目前暂无特效药［2-4］。西医大量使用抗病毒、

激素类等药物治疗新冠肺炎，但此类药物大多具有

明显不良反应，安全性有待商榷［5-6］。在中医方面，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八版）》［7］将

新冠肺炎归纳于“瘟疫”范畴，病因为感受“疫戾”

之气，采用因时、因地、因人的辨证论治。在新冠肺

炎疫情防治工作中，中医药显示出独特的优势，全国

各地确诊病例中医药参与救治率达到 90% 以上，并

取得较好的临床疗效。2021 年初，河北省新冠肺炎

疫情出现反弹，河北省中医巡诊专家组组长梅建强

教授基于浊毒理论，结合疫情动态和既往诊疗经验，

优化河北省新冠肺炎诊疗方案，确诊病例中医药参

与救治率达到 97.45%［8］，此次通过中医药干预，新

冠肺炎患者预后得到明显改善，轻中型新冠肺炎患

者发展为重症的比例降低，耗费医疗费用减少，患者

病死率降低，取得了显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故本

研究借助中医传承辅助平台探讨此次疫情的用药组

方规律，旨在为后期新冠肺炎的治疗提供思路。

1 资料与方法 

1.1  处方来源：收集 2021 年 1 月至 3 月河北中医

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医疗队支援河北省新冠定点医院

期间收治的临床诊断为普通型新冠肺炎和无症状感

染者的临床资料，剔除中药处方数据丢失或处方信

息不完整的患者，最终纳入 564 例患者（即 564 张

处方）。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并经医院伦理

委员会批准（审批号：YXCC2021023）。

1.2  诊断标准：① 普通型新冠肺炎：以发热、呼吸

道等症状为主，影像学可见肺炎表现［9］；② 无症状

感染者：无相关临床症状与体征，但呼吸道等标本

的新冠病毒病原学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10］。

1.3  数据规范：为保证数据正确无误，参照《中国

药典》［11］将纳入处方中的中药名称进行规范统一后

再录入，如炙黄芪、黄芪统一为黄芪，炮制方法不同

而功能主治略有偏差的药物，如姜半夏、法半夏因

其功效大致相同而统一为半夏。

1.4  处方录入与核对：将筛选出的 564 张处方资料

录入“中医传承辅助平台（V2.5）”进行数据整理与

分析。为保证数据正确无误，完成数据录入后，由另

外 1 名研究者进行核对。

1.5  数据分析：建立处方数据库，获得的处方数据

借助“中医传承辅助平台（V2.5）”进行分析，其中包

括对每味药物使用频次的分析、对药物归经和性味

的分析以及对组方规律的分析，同时衍化出新处方。

564 patients (564 prescriptions) were enrolled, involving 200 Chinese herbs, including 357 cases of common COVID-19 
and  207  cases  of  asymptomatic  infection.  The  proportion  of  women with  common COVID-19 was  high,  and  the  high 
incidence age group was 51-70 years ol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gender of asymptomatic infection, and 
the high incidence age group was 1-20 years old. The main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of most patients were head heavy and 
cough, followed by low fever and cough with sputum, the main tongue coating and pulse pattern were similar in both types 
of patients. The frequenc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used in patients with common type of COVID-19 from high to 
low was liquorice root (326 times), indian bread (264 times), pinellia tuber (263 times), bitter apricot seed (236 times), 
baical skullcap root  (229  times), gypsum (205  times), agastache rugosus  (201  times), dried  tangerine peel  (194  times),  
ephedra  (184  times),  and  Chinese  thorowax  root  (163  times),  while  that  used  by  asymptomatic  infection  were  baical 
skullcap  root  (174  times),  liquorice  root  (142  times),  medicated  leaven  (137  times),  agastache  rugosus  (127  times), 
pinellia  tuber  (114  times), Chinese  thorowax  root  (100  times), officinal magnolia bark  (91  times), atractylodes  rhizome 
(89  times),  peony  root  (84  times),  and milkvetch  root  (83  times).  The  two  types  of  patients  were mainly  treated  with 
warm, cold and flat drugs, and the nature and taste were mainly pungent, bitter and sweet. The meridian tropism of drugs 
was mainly  lung,  spleen  and  stomach. High  frequency  drug  formulation mainly  included  drugs  for  resolving  turbidity 
and  detoxification. At  the  same  time,  seven  new  prescriptions  for  common COVID-19  and  four  new  prescriptions  for 
asymptomatic  infection  were  developed.  Conclusions  The  primary  reason  for  the  COVID-19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is  turbidity-toxin  and  the  qi  of  plague,  and  resolving  turbidity  and  detoxication  are  the  basic  treating 
principle. On the basis, for patients with common COVID-19, symptomatic treatment such as relieving exterior syndrome, 
clearing heat, resolving phlegm, and antitussive drugs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at the same time, while the treatment 
of asymptomatic infections should focus more on supporting the body and eliminating the harmful pathogens.

【Key words】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heritance  support  platform;  Data 
mining;  Medication rule;  Shijiaz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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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果 

2.1  一般资料：共纳入 564 例患者，其中普通型新

冠肺炎 357 例（男性 136 例，女性 221 例，男性：女

性比例为1：1.625），无症状感染207例（男性100例，

女性 107 例，男性：女性比例为 1：1.070）。普通型

新冠肺炎患者和无症状感染者的高发年龄段分别为

51～70 岁、1～20 岁（图 1）。

2.2  普通型新冠肺炎患者与无症状感染者症状比

较（表 1）：本轮石家庄疫情的大部分患者以头重、

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以低热、咳痰为次要临床表

现，普通型新冠肺炎患者与无症状感染者的主要舌

苔、脉象相似，说明二者病因和病机一致。

2.3  普通型新冠肺炎患者与无症状感染者的用药

情况比较：普通型新冠肺炎患者所用中药频次从高

到低依次为甘草、茯苓、半夏、杏仁、黄芩、石膏、藿

香、陈皮、麻黄、柴胡；无症状感染者则为黄芩、甘

草、神曲、藿香、半夏、柴胡、厚朴、苍术、赤芍、黄芪

（表 2）。两者用药均以温、寒、平药物为主（图 2A），

性味以辛、苦、甘为主（图 2B）；普通型新冠肺炎患

者大量使用归经为肺、脾、胃的药物，无症状感染者

用药归经以肺、胃、脾为主（图 3）。

表 2 普通型新冠肺炎患者与无症状感染者 
564 张中药处方中的中药使用频次

药物

名称

普通型

（频次）

无症状感染

（频次）

药物

名称

普通型

（频次）

无症状感染

（频次）

甘草 326 142 厚朴 119   91

茯苓 264     0 款冬花 108     0

半夏 263 114 泽泻 106     0

杏仁 236     0 神曲     0 137

黄芩 229 174 苍术     0   89

石膏 205     0 赤芍     0   84

藿香 201 127 黄芪     0   83

陈皮 194     0 沙参     0   75

麻黄 184     0 桔梗     0   74

柴胡 163 100 知母     0   72

生姜 129     0 荆芥     0   72

射干 119     0 连翘     0   69

表 1 357 例普通型新冠肺炎患者
与 207 例无症状感染者的临床症状

症状
普通型

（频次）

无症状感染

（频次）
症状

普通型

（频次）

无症状感染

（频次）

头重 231     0 苔薄白 109   86

咳嗽 108     0 苔薄黄   98   46

低热   64     0 苔黄   68   28

咳痰   57     0 脉滑 208 122

咽痛   23     0 脉弦   84   38

舌红 171 120 脉细   69     0

舌淡红 117   79 脉数     0   46

舌暗红   61   25 合计 1 468 590

图 3  普通型新冠肺炎患者（A）和无症状感染者（B）564 张中药处方中用药归经使用频次分布

图 2  普通型新冠肺炎患者（A）和无症状感染者（B） 
564 张中药处方中的中药四气及中药五味使用频次分布

图 1  普通型新冠肺炎患者与无症状感染者的年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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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普通型新冠肺炎患者与无症状感染者的新处方组合

序号 普通型组方 序号 无症状感染组方

1 竹茹、石菖蒲、龙齿、枇杷叶、
　郁金

1 川芎、枳壳、前胡、玄参
2 苍术、知母、柴胡、神曲、

2 葶苈子、神曲、远志、芦根 　厚朴、赤芍
3 荆芥、陈皮、桔梗、连翘、金银花 3 桑叶、炒神曲、炒枳壳、藿香、
4 甘草、槟榔、黄芪、麻黄 　炒麦芽
5 牛蒡子、苏叶、荆芥、竹叶、 4 桑叶、炒神曲、藿香、防风、

　淡豆豉 　菊花
6 沙参、知母、茯苓、神曲、玫瑰花

7 青蒿、佩兰、生薏仁、炒苦杏仁、
　清半夏、山药、枳实、射干、
　款冬花、泽泻、白术、桂枝

表 3 普通型新冠肺炎患者与无症状感染者 
564 张中药处方中高频药物组合使用频次

普通型新冠肺炎患者 无症状感染者

药物模式 用药频次 药物模式 用药频次

陈皮、茯苓 179 黄芩、藿香 109
黄芩、茯苓 170 黄芩、柴胡   93
藿香、茯苓 165 苍术、厚朴   86
生石膏、茯苓 157 藿香、苍术   85
生石膏、黄芩 155 藿香、厚朴   83
陈皮、黄芩 155 藿香、苍术、厚朴   83
陈皮、黄芩、茯苓 150 赤芍、厚朴   80
生石膏、黄芩、茯苓 149 黄芩、赤芍   79
陈皮、生石膏 144 黄芩、厚朴   78
清半夏、茯苓 143 黄芩、赤芍、厚朴   78
陈皮、生石膏、黄芩 142 黄芩、黄芪   77
陈皮、生石膏、茯苓 142 赤芍、黄芪   77
陈皮、生石膏、黄芩、茯苓 141 黄芪、厚朴   77
甘草、茯苓 140 黄芩、赤芍、黄芪   77
黄芩、藿香 139 黄芩、黄芪、厚朴   77

2.4  普通型新冠肺炎患者与无症状感染者的组方

规律比较（表 3）：借助中医传承辅助平台中的组方

规律分析，分别运算普通型新冠肺炎患者（支持度

个数 103，置信度 0.95）与无症状感染者（支持度个

数 72，置信度 0.95）的高频药物组合表，将两者的核

心药物进行对比，二者均以化浊解毒药物为主。

2.5  普通型新冠肺炎患者与无症状感染者基于无

监督熵层次聚类的新处方分析（表 4）：分别将相关

度设置为 9，惩罚度设置为 2，运算后得出用于普通

型新冠肺炎患者的新处方 7 张，用于无症状感染者

的新处方 4 张。

3 讨 论 

  本轮石家庄疫情不同于武汉疫情，呈现出由农

村向城市传播的趋势，且患者的主要临床表现不尽

相同。本轮疫情具有以下特点：① 起病急，具有强

烈的传染性，易传变；② 毒性强，以肺、脾、胃三脏

症状多见，兼见其他脏腑疾病；③ 以头重为主要表

现，可伴有咳嗽、低热、咽痛、乏力、纳呆、腹泻等；

④ 病情缠绵反复，没有特效药。基于国医大师李佃

贵教授创立的浊毒理论，结合本次疫情特点，河北省

中医巡诊专家组组长梅建强教授提出，此次新冠肺

炎的病因是感受浊毒疫疠之气，病理因素归纳为浊、

毒、湿、闭、热、瘀、虚，主要病机特点为浊毒闭窍，

病位主要犯肺，可传变至其他脏腑［12-13］。浊毒有广

义和狭义之分，具体的浊毒病邪被归为狭义的浊毒，

广义浊毒指具有浊毒性质、致病缠绵难愈或深重猛

烈特点的全部致病因素［14］。浊毒之邪致病广泛，变

化多端，具有以下病机特点：① 易影响气机，损伤脏

腑气血；② 致病广泛，病变可涉及多个部位；③ 类

似湿邪，病势缠绵难愈，治疗困难，疗程长；④ 常与

痰瘀相夹［15］。根据其致病特点，治疗应以化浊解

毒为基本原则，使浊化毒去，从而使气血运行通畅，

恢复脏腑正常的生理功能，临床中常从浊毒生成根

源对其进行阻断，运用健脾燥湿、芳香化浊、祛痰涤

浊、清热化浊、攻毒散浊解毒类中药，防止湿、浊、

热、毒胶结成浊毒之势［16］。故本次新冠肺炎的治疗

基于其浊毒病因，以化浊解毒为核心，同时辨别浊毒

性质，辨证论治［17］。

  患者的一般资料方面，普通型新冠肺炎患者以

51～70 岁为高发年龄段，且女性比例高于男性；无

症状感染者以 1～20 岁为高发年龄段，无明显性别

差异。《素问·刺法论》云：“不相染者，正气存内，

邪不可干，避其毒气。”《素问·评热病论》则曰：“邪

之所凑，其气必虚。”正气亏虚是感染新冠病毒的先

决条件［18］。相比 1～20 岁群体，50～70 岁人群身

体渐衰，正气不足，抗病能力差，且女子“五七，阳明

脉衰，面始焦，发始堕”，丈夫“五八，肾气衰，发堕齿

槁”，女性较男性衰老速度快，易染邪［19］。故年轻群

体感染新冠病毒发病时分型较轻，中老年人群特别

是女性发病时分型较重。鉴于此，用药时可选用黄

芪、白术、沙参等扶正药物益气养阴、顾护正气，从

而提高机体的免疫力，使邪去正复。

  高频药物使用方面，甘草、茯苓、半夏、杏仁、黄

芩、石膏、藿香、陈皮、麻黄、柴胡为普通型新冠肺

炎患者使用频次较高的药物，无症状感染者使用频

次较高的药物则为黄芩、甘草、神曲、藿香、半夏、

柴胡、厚朴、苍术、赤芍、黄芪。两者使用频次前 

10 位的药物均包括甘草、半夏、黄芩和藿香，其中半

夏和甘草可解毒化浊、健脾扶正，为二陈汤之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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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芩清热解毒、疏利化浊；藿香芳香化浊。且现代

药理学研究表明，甘草具有抗炎、抗病毒、化痰、免

疫调节功能，半夏具有抗炎、免疫、镇咳平喘的作

用［20-21］，黄芩能够抗病毒、消炎，藿香可改善炎症反

应、抗病毒［22-24］，有效针对新冠肺炎浊、毒、湿、虚

之病机。此外，普通型新冠肺炎患者还运用解表之

麻黄、柴胡，清热之石膏，化痰止咳之杏仁、射干；无

症状感染者运用燥湿化浊之苍术、厚朴，补益扶正

之黄芪、赤芍。综上，对于普通型新冠肺炎患者的治

疗应紧抓化浊解毒的基本原则，基于浊毒之邪易于

闭阻肺窍、困遏脾土的特点，同时应辨证选择解表、

清热、化痰、止咳平喘、活血化瘀类药物开闭、泄热、

化瘀以畅达气机，防止疾病传变；而无症状感染者

虽然无相关临床症状，但机体已存在阴阳失调、脏

腑功能紊乱、正气亏虚的状态，故治疗应在解毒化

浊基础上，更偏向于使用扶正祛邪药物。因其无明 

显临床表现，则根据患者体质和舌脉辨证用药［25］。

  药物性味归经方面，普通型新冠肺炎患者与无症

状感染者处方药性多温、寒、平，味多辛、苦、甘。辛入

肺，能发散、解表证、透邪外出；苦入心，能清热解毒、

燥湿化浊、清湿热；甘入脾，能补益、扶正补虚［26］。 

两者药物归经均以肺、脾、胃为主。肺为华盖，浊毒

之邪入侵，首先犯肺，浊邪类湿易困扰脾胃［27］。综

上，提示两者病位相同，故治疗均应从肺、脾、胃论

治，基于浊毒病因，以化浊解毒贯穿治疗始终。

  新方组合方面，普通型新冠肺炎患者 7 种新方

组合中可见扶正化浊解毒之甘草、半夏、茯苓、白

术、沙参、知母、连翘、金银花，同时选用麻黄、荆芥

宣肺解表，芦根、竹叶清热，竹茹、杏仁化痰，玫瑰

花、郁金化瘀，有效针对浊毒之浊、毒、湿、闭、热、

瘀、虚；无症状感染者 4 种新方组合中主要使用藿

香、苍术、厚朴、桑叶、菊花化浊解毒，玄参、知母扶

正祛邪，去除浊毒病因的同时，提高机体免疫力，防

止浊毒之邪进一步入里传变。且新方组合中的药物

归经以肺、脾、胃为主，性味多温寒平、辛苦甘。

  综上所述，普通型新冠肺炎患者与无症状感染

者用药时紧抓浊毒病因，普通型新冠肺炎患者用药

应以化浊解毒药物为核心组方，同时选用解表、清

热、化痰、止咳药等对症治疗；而无症状感染者的治

疗在化浊解毒的基础上更应侧重于扶正祛邪。此外，

两者均应选用味辛苦甘、性温寒平类药物，从肺、

脾、胃三脏辨证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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