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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中医干预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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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感染疫情不断扩散，该疾病进展迅速，人际传播能力极强，严重
者可迅速进展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等急危重症。抗病毒药物及激素治疗尚缺乏循
证医学证据，中医药或在疾病防治方面有着重要作用。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发热病房收治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患者 1 例并采取中医药早期干预治疗，该患者最终症状消失，2019-nCoV 核酸检测转阴，解除隔离并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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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2019  novel  coronavirus  (2019-nCoV)  infection  continues  to  spread  recently,  the  disease  is 
progressing rapidly, and the ability of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is extremely strong. Severe cases can rapidly develop 
into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yndrome and other critical diseases.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evidence-based medical evidence for antiviral drugs and hormone therap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ma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2019-nCoV. A patient with 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was admitted to the febrile ward of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engdu University of TCM and treated with early intervention 
of  TCM.  After  a  week  of  the  treatment,  the  symptoms  of  the  patient  disappeared,  and  the  detection  of  2019-nCoV  
nucleic acid turned negative. The patient was finally released from isolation and discharged from the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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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是本世纪继严重

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SARS-CoV）和中东呼

吸综合征冠状病毒（MERS-CoV）之后第 3 种人畜

共患冠状病毒，患病人群以发热、乏力、干咳为主要

临床表现，严重者可迅速进展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

征（ARDS）、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等急

危重症［1］。对于 2019-nCoV 感染肺炎的患者，西医

治疗尚无循证医学证据，该病在中医属“温病”范

畴，我们对 1 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

患者进行早期中医辨证干预治疗，现将其病案报告 

如下。

1 病例资料 

1.1  流行病学与一般资料：患者女性，36 岁，因“发

热 1 周”于 2020 年 1 月 23 日 12：22 入住成都中医

药大学附属医院发热病房。入院前 1 周，该患者与

湖北武汉归来人员接触后出现恶寒、发热，夜间明

显，最高体温约 38.5℃（图 1），伴胸闷乏力、头痛、

出汗、咳嗽，咯吐少量白色黏痰，咽干，鼻黏膜出血，

无咽痛，无气促，无恶心、呕吐，无腹痛、腹泻等不

适，纳眠尚可，小便色黄，大便干。自行服用“奥司

他韦”，症状无明显改善。1 月 23 日行胸部 CT 检查

（图 2），提示右肺上叶、左肺中叶及双肺下叶外带散

在感染。患者既往身体健康，无心脑血管、肺、肾、

内分泌系统等重要疾病史，无传染病史，无外伤、手

术史，自诉对艾科及菊科植物过敏，对碘伏及医用胶

布过敏。无吸烟饮酒史，无家族及遗传病史。

  入院查体：体温 36.9 ℃，脉搏 76 次 /min，呼

吸频率 18 次 /min，血压 130/80 mmHg（1 mmHg≈ 

0.133 kPa）；意识清楚；胸廓对称，活动度正常，双

肺呼吸运动对称，呼吸节律及深度正常，无吸气三

凹征，无肋间隙增宽，双侧语颤一致，双肺叩诊呈

清音，听诊呼吸音清，未闻及明显干湿啰音；心率 

76 次 /min，心律齐，心音无异常；腹软，剑突下压痛，

无反跳痛；肝脾肋下未触及，肠鸣音正常；四肢无畸

形，四肢肢体肌力正常，双侧病理征均阴性。

  中医舌脉诊：舌淡红，苔白厚腻，脉弦细。

  辅助检查：血常规显示白细胞计数2.37×109/L，

中 性 粒 细 胞 计 数 0.91×109/L，淋 巴 细 胞 计 数

1.18×109/L，血红蛋白（Hb）148.0 g/L，血小板计数

154×109/L；C- 反应蛋白（CRP）1.8 mg/L；血生化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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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肝肾功能及电解质正常；凝血酶原时间、活化部

分凝血活酶时间正常；甲型、乙型流感咽拭子阴性，

送检 2019-nCoV 核酸检测。

  入院西医诊断：发热原因待查：病毒性肺炎，新

冠肺炎？其他？中医诊断：湿温病 - 湿毒蕴肺证。

1.2  具体诊疗经过及结果：该患者入院后于发热病

房单间隔离，2020 年 1 月 23 日 13：00 送检咽拭子

2019-nCoV 核酸检测后，即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发布的诊疗方案进行常规治疗，同时予中医辨证

施治，方用藿朴夏苓汤合碧玉散加味（藿香 15 g、姜

厚朴 15 g、法半夏 15 g、茯苓 20 g、猪苓 20 g、燀苦

杏仁 15 g、薏苡仁 30 g、豆蔻 10 g、泽泻 20 g、淡豆

豉 15 g、滑石 30 g、青黛 15 g、贯众炭 20 g、生甘草 

5 g，水煎服，每日 1 剂，每日 3 次，每次 150 mL）。当

日夜间患者未再发热，22：00 2019-nCoV 核酸检

测回示阳性。1 月 23 日晚及 1 月 24 日早晨复查 

2019-nCoV 核酸检测阳性。患者于 2020 年 1 月 

24 日中午转至成都市公共卫生中心隔离治疗。

  入成都市公共卫生中心当日相关检查：血

气分析显示二氧化碳分压 54.70 mmol/L，氧分压 

43.8 mmol/L，钙 离 子 0.997 mmol/L，血 氧 饱 和 度

0.716，氧合血红蛋白占比 70.3%，脱氧血红蛋白占

比 27.9%，pH 7.309，血糖 3.70 mmol/L，N 末端脑钠

肽 35.7 ng/L，G 试验（1-3-β-D 葡聚糖）阴性；心

肌酶谱：乳酸脱氢酶（LDH）223 U/L，羟丁酸脱氢

酶 179 U/L，肌酸激酶（CK）47 U/L；电解质：血钠 

143.3 mmol/L，血钾4.35 mmol/L；肝功能：丙氨酸转氨

酶 27 U/L，天冬氨酸转氨酶 27 U/L，白蛋白 38.4 g/L， 

总胆红素 5.9 μmol/L；肾功能：肌酐 33.8 μmol/L，尿

素 3.10 mmol/L，尿酸 179 μmol/L；超敏 C- 反应蛋白

（hs-CRP）4.2 mg/L；血常规五分类 + CRP+ 血清淀粉

样蛋白 A（SAA）：白细胞计数 4.01×109/L，中性粒细

胞比例 54.1%，Hb 137.0 g/L，血小板计数 167×109/L，

SAA 4.80 mg/L，降钙素原（PCT）1.362 μg/L。入院诊

断：新冠肺炎，重症肺炎。西医治疗：入院后予鼻

导管吸氧，氨溴索口服液 10 mL 口服，每日 2 次；干

扰素 500×104 U+ 灭菌注射用水 2 mL 雾化吸入，每

日 2 次。中医治疗：在原方基础上加瓜蒌 15 g，用

法用量及频次同前。患者夜间无发热，仅轻度头痛，

吸氧 10 h 后氧合改善，未再予吸氧。治疗期间患者

体温维持在 36.2～37 ℃，呼吸道症状逐渐消失。分

别于 2020 年 1 月 27 日上午、1 月 29 日下午及 1 月 

31 日上午进行了 3 次鼻拭子 2019-nCoV 核酸检测，

结果均为阴性；复查胸部 CT 结果提示双肺感染病

变较前吸收。经院内专家组讨论决议，该患者达到

解除隔离标准，于 2020 年 1 月 31 日出院。

注：红色箭头↑所示病灶部位：A 为右肺上叶，B 为左肺中叶，C 为左肺下叶外带，D 为双肺下叶外带

图 2 2020 年 1 月 23 日患者胸部 CT 显示右肺上叶、左肺中叶及双肺下叶外带散在感染

注：转院前体温按时间节点记录，转院后体温按当日最高体温记录；该患者自入院至解除隔离出院，体温均在正常范围内波动

图 1 1 例 36 岁女性新冠肺炎患者入院前至解除隔离出院期间体温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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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讨 论 

  2019-nCoV 具备流行性及传染性两大特征，存

在人际广泛传播，目前西医抗病毒或激素治疗尚缺

乏循证医学证据，该病当属于中医“湿温”范畴。传

统医学在温病的治疗方面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

中医药或可在疾病的防治上起重要作用。湿温是

温病的一类，其发病与季节及地域关系极为密切。 

2002 年 11 月 SARS-CoV 感染病例最早被报道，

2003 年春夏之交暴发大流行［2］。此次 2019-nCoV

同样在 2019 年 12 月初被发现，目前已开始出现

大流行趋势［3］。明代医家王纶指出“温病多发于

春夏之间，沿门阖境相同”，喻嘉言也言道“疫疠盛

行，大率春夏之交为甚”。此次疾病发生正值武汉

冬至未至，应寒未寒的暖冬时节，隋巢元方《诸病

源候论》云：“时行病者，是春时应暖而反寒，夏时

应热而反冷，冬时应寒而反温，非其时而有其气，

是以一岁之中，病无长少，率相似者，此乃时行之

气也。”故气候因素是诱发温病的外因。而疫情发

源地湖北武汉，地处长江中下游平原，气候湿润，

河湖众多，雨量充沛，且疫情进展期间阴雨不绝，

故“湿温”致病当为本次疫情的核心病机。根据前

期流行病学观察，大多数感染患者的初期症状较

轻，以乏力、干咳、发热、腹泻等为主要表现，可逐

渐加重出现胸闷气短、呼吸困难等。清代薛雪《湿

热条辨》言：“湿热证，始恶寒，后但热不寒，汗出

胸痞，舌白，口渴不欲饮。”其认为湿热从口鼻而入

十之八九，阳明为水谷之海，太阴为湿土之脏，湿

热证属阳明太阴经者居多，中气实则病在阳明，中

气虚则病在太阴，故中焦脾胃为病变中心。脾胃

受邪为疾病的“正局”，若病及心肝肾或出现营血

分病变则为疾病的“变局”。目前大多数患者初期

症状应为疾病之“正局”表现，少数患者病情进展

迅速，如出现 ARDS、MODS 等，即病变涉及其他脏

腑，应为疾病的“变局”，病情凶险，预后较差。故

应在疾病早期进行中医药干预，防止疾病传变。 

  对于湿温病的早期中医干预，祛除病邪应为治

疗重点。《素问·至真要大论》言：“客者除之……

结者散之，留者攻之。”表明了祛邪的重要性。本

次 2019-nCoV 疫情属于“湿温病”，湿温早期病在阳

明及太阴经，中焦脾胃湿热为疾病的核心病机。由

于多数患者均存在咳嗽、咽干，甚则气促、呼吸困难

等肺气失宣的表现，故本病治湿当从气而治。《医

原·湿气论》言道：“……治法总以轻开肺气为主，

肺主一身之气，气化则湿自化，即有兼邪，亦与之俱

化。湿气弥漫，本无形质，宜用体轻而味辛淡者治

之，辛如杏仁、蔻仁、半夏、浓朴、藿梗，淡如苡仁、

通草、茯苓、猪苓、泽泻之类。启上闸，开支河，导

湿下行以为出路，湿去气通，布津于外，自然汗解。”

《感证辑要》引《医原·湿气论》立方藿朴夏苓汤，

用药如下：藿香二钱、半夏钱半、赤苓三钱、杏仁 

三钱、生薏苡仁四钱、白蔻仁一钱、通草一钱、猪苓

三钱、淡豆豉三钱、泽泻钱半、厚朴一钱。主治湿

温初起、邪滞三焦、尚在气分、未传营分的湿热之

证。症见身热恶寒，四肢倦怠，胸脘痞闷，口苦口

腻。虽然本病为湿邪致病，但湿温“中气实则病在

阳明”“阳明主热，热盛而湿轻”。清代王士雄云： 

“热得湿而愈炽，湿得热而愈横，湿热两分，其病轻而

缓，湿热两合，其病重而速。”叶天士言：“热从湿中

而起，湿不去则热不除。”虽该方中无清热之药物，

但却能行退热之功。正契合了清代温病医家叶桂提

出的“湿去热孤”的治疗思想。

  对于本案的患者，其初期表现为恶寒发热，汗

出，胸闷乏力，头痛，咽干，鼻黏膜出血，小便色黄，大

便干。入院时舌脉诊：舌淡红，苔白厚腻，脉弦细。

当属湿温初期，病在阳明胃与大肠，“阳为湿遏而恶

寒，热盛阳明则汗出，湿蔽清阳则胸痞，湿邪内盛则

舌白”，薛雪言：“太阴之表四肢也，阳明也；阳明之

表肌肉也，胸中也。故胸痞为湿热必有之证，四肢

倦怠，肌肉烦疼，亦必见也”，该患者疾病初期便觉乏

力，胸闷，为湿温初起毕现之症。本案选方以藿朴夏

苓汤为主方，治以轻开肺气，气化则湿自化，湿去则

热自孤。佐以碧玉散清热利湿，贯众炭凉血清热解

毒，配以淡豆豉辛温开宣治烦躁满闷，助散热邪。中

药治疗期间患者未见发热（图 1），临床症状逐渐消

失，2019-nCoV 核酸检测转阴，成功解除隔离出院。

  攻克目前大面积流行的 2019-nCoV 感染疫情

对我们而言是一场攻坚战和持久战，我国中医药在

温病的治疗中有着丰富的历史经验，把握疾病的核

心病因病机，做到中西医结合治疗，让中医药尽早

地、广泛地参与到疾病的防控及治疗当中，将有助

于我们早日战胜疫情。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1］  Gralinski  LE,  Menachery  VD.  Return  of  the  coronavirus:  2019-

nCoV [J]. Viruses, 2020, 12: 135. DOI: 10.3390/v12020135.
  ［2］  毕振强,赵仲堂. SARS的流行病学特征[J].中华疾病控制杂志, 

2004, 8 (2): 148-151. DOI: 10.3969/j.issn.1674-3679.2004.02.016.
Bi ZQ, Zhao ZT.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ARS [J]. Chin 
J  Dis  Control  Prev  2004,  8  (2):  148-151.  DOI:  10.3969/j.issn. 
1674-3679.2004.02.016.

  ［3］  Li Q, Guan X, Wu P, et al. Early transmission dynamics in Wuhan, 
China, of novel coronavirus-infected pneumonia [J]. N Engl J Med, 
2020. DOI: 10.1056/NEJMoa2001316.

（收稿日期：2020-02-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