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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祛湿排毒扶正方治疗寒湿郁肺证和疫毒闭肺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的
临床疗效及作用机制。方法  选择 2020 年 2 月 1 日至 20 日湖北省十堰市新冠肺炎第二救治医院收治的新冠
肺炎患者 85 例作为研究对象，将患者按入院顺序分为西医治疗组（42 例）和祛湿排毒扶正方组（43 例）。西医
治疗组参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治方案（试行第五版）》给予西医常规治疗；祛湿排毒扶正方组在西医常规
治疗基础上加用中药祛湿排毒扶正方加减。收集两组患者治疗 20 d 后的临床症状与证候、实验室指标等资料
并进行对比分析。结果  治疗后祛湿排毒扶正方组发热、咳嗽、气促例数以及 CT 异常、舌苔异常、新型冠状病
毒（2019-nCoV）核酸阳性例数均明显少于同期西医治疗组（发热：1 例比 7 例，咳嗽：4 例比 11 例，气促：3 例比 
10例，CT异常：6例比25例，舌苔异常：5例比31例，核酸阳性：20例比36例），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
两组治疗后白细胞计数（WBC）、淋巴细胞计数（LYM）、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白细胞介素 -6（IL-6）、丙氨
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均较治疗前有所改善，其中祛湿排毒扶正方组 hs-CRP、IL-6 改善程度
较西医治疗组更为显著〔hs-CRP（mg/L）：1.85±2.43 比 5.98±3.04，IL-6（ng/L）：7.98±8.42 比 15.67±25.21，均
P＜0.05〕。治疗后 D- 二聚体在祛湿排毒扶正方组较治疗前明显降低〔mg/L：110.0（61.0，305.0）比 189.5（136.5，
469.0），P＜0.05〕，而在西医治疗组较治疗前有所升高〔mg/L：171.5（118.0，497.8）比 161.0（64.0，392.5）〕。祛湿
排毒扶正方组的痊愈率明显高于西医治疗组〔53.49%（23/43）比 14.29%（6/42），P＜0.05〕；祛湿排毒扶正方组和
西医治疗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46.51%（20/43）比 47.62%（20/42），P＞0.05〕。结论  联
合祛湿排毒扶正方治疗寒湿郁肺证和疫毒闭肺证新冠肺炎的疗效优于单纯西医治疗，其机制可能与抗病毒、抑
制炎症因子的释放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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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and  mechanism  of  Qushi  Paidu  Fuzheng  Recipe 
(QPFR)  in  treatment  of  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with  syndrome  of  cold  dampness  lung  stagnation 
and  epidemic  toxin  closing  lung.  Methods  The  85  COVID-19  patients  admitted  in  Shiyan  COVID-19  Second 
Treatment  Hospital  during  February  1  to  20,  2020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objects,  and  according  to  entry 
order  divided  into  Western  medicine  group  (42  cases)  and  QPFR  group  (43  cases).  Western  medicine  group  was 
treated  with  Western  medicine  according  to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Plan for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Trial Fifth Edition),  and  QPFR  group  was  additionally  treated  with  QPFR  based  on  routine  treatment.  After  
20  days  of  treatment,  the  clinical  symptoms  and  syndromes,  laboratory  indexes  of  both  groups  were  collected 
for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the  cases  of  fever,  cough,  shortness  of  breath,  number 
of  CT  abnormalities,  abnormal  tongue  coating,  and  novel  coronavirus  (2019-nCoV)  positive  cases  in  QPFR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those  of  Western  medicine  group  (fever:  1  case  vs.  7  cases,  cough:  4  cases  vs.  
11 cases,  shortness of breath: 3 cases vs. 10 cases, CT abnormalities:  6  cases vs. 25 cases,  abnormal  tongue coating: 
5  cases  vs.  31  cases,  nucleic  acid  positive:  20  cases  vs.  36  cases),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ll P  <  0.05).  After 
treatment,  the  white  blood  cell  count  (WBC),  lymphocytes  (LYM),  hypersensitive  C-reactive  protein  (hs-CRP), 
interleukin  (IL-6),  (ALT),  and  (AST)  in  both  group  were  improved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among  which  the  
hs-CRP and IL-6 in QPFR group were more obviously improved than those in Western medicine group [hs-CRP (mg/L): 
1.85±2.43 vs. 5.98±3.04,  IL-6 (ng/L): 7.98±8.42 vs. 15.67±25.21, all P < 0.05]. After  treatment,  the D-dimer  in 
QPFR group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than before treatmnet [mg/L: 110.0 (61.0, 305.0) vs. 189.5 (136.5, 469.0), P < 0.05] 
while  that  in Western medicine group  increased  [mg/L: 171.5  (118.0, 497.8) vs. 161.0  (64.0, 392.5)]. The cure rate of 
QPFR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Western medicine group [53.49% (23/43) vs. 14.29% (6/42), P < 0.05], 
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46.51% (20/43) 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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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祛湿排毒扶正方（由藿朴夏苓汤合麻杏石甘汤

及玉屏风散加减而成，方剂如下：藿香30 g、厚朴12 g、

法半夏15 g、白蔻仁10 g、茯苓20 g、薏苡仁12 g、猪苓

10 g、泽泻10 g、淡豆豉10 g、陈皮12 g、白术20 g、党参

30 g、砂仁 6 g、炙甘草6 g、苍术 15 g、白芷 15 g、紫苏

12 g、桔梗15 g、炙麻黄6 g、生石膏20～30 g、杏仁10 g、

黄芩 20 g、黄芪 30 g、防风 10 g、金银花30 g。身痛者

加羌活，咽痛者加连翘、板兰根；口苦、咽干者加柴胡、

虎杖等；恶心者加生姜；腹胀、腹泻明显者加用山药、

建曲等；高热者加大生石膏用量；咳痰胸闷者加用川

贝母、桑白皮、枇杷叶、瓜蒌；身凉热退者酌减石膏、

黄芩、金银花用量），水煎服每日 1 剂，每次 250 mL， 

每日 2 次，10 d 为 1 个疗程，连用 2 个疗程。

1.4  临床资料收集：收集患者性别、年龄、发病天

数、合并基础疾病、疾病分型等基本资料；于治疗前

及治疗 10 d 后观察两组发热、咳嗽、气促等症状及

脉搏血氧饱和度（SpO2）的变化；记录两组胸部 CT

病灶、实验室指标〔WBC、淋巴细胞计数（LYM）、超

敏 C- 反应蛋白（hs-CRP）、白细胞介素 -6（IL-6）、

D- 二聚体、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

（AST）〕的变化和鼻咽拭子 RNA 病毒核酸检测结果

以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1.5  临床疗效评定［3］：① 体温恢复正常 3 d 以上；

② 呼吸道症状明显好转；③ 肺部影像学显示急性

渗出性病变明显改善；④ 连续 2 次呼吸道标本核酸

检测阴性（采样时间至少间隔 1 d）。痊愈为达到出

院标准；好转为符合上述前 3 项，但核酸检测未转

阴；进展加重为发热及呼吸道症状加重，或肺部影

像学显示有新发病灶进展，或转为重症及危重症。

总有效＝痊愈例数 + 好转例数。

1.6  统计学方法：使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分析数

据，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
表示，采用 t 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中

位数（四分位数）〔M（QL， QU）〕 表示；计数资料以例

表示，采用 χ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一般资料（表 1）：观察期间无中途退出者，两组

  2019 年末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

肺炎），由于其强烈的传染性和致病性，已成为严重

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目前尚无确认有效的针

对性药物及疫苗，但中西医结合方法的疗效越来越

受到关注。本研究分析祛湿排毒扶正方治疗新冠肺

炎的临床疗效，现将诊治经验总结分享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病例选择：选择 2020 年 2 月 1 日至 20 日湖北

省十堰市新冠肺炎第二救治医院收治的新冠肺炎患

者 85 例作为研究对象。

1.1.1  诊断标准：均符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

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治方案（试行第五版）》［2］和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治方案（试行第六版）》［3］中

的新冠肺炎诊断标准。临床分型及中医诊断标准参

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治方案（试行第五版）》［2］。

1.1.2  纳入和排除标准：纳入年龄≥18 岁；西医诊

断分型为轻型和普通型；中医辨证分型为寒湿郁肺

证和疫毒闭肺证的患者。排除合并感染、恶性肿瘤、

自身免疫性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等及儿童和孕妇。

1.1.3  伦理学：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并经

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审批号：202004），所有

检测和治疗均获得过患者或家属的知情同意。

1.2  研究分组：将患者按入院顺序分为西医治疗组

（42 例）和祛湿排毒扶正方组（43 例）。

1.3  治疗方法

1.3.1  西医治疗组：给予抗病毒〔洛匹那韦 / 利托

那韦（克立芝，每粒 200 mg/50 mg），每次 2 粒、每日

2 次，10 d 为 1 个疗程；如克立芝不能耐受或 1 个疗

程结束后，改为阿比多尔 200 mg、每日 3 次，10 d 为

1个疗程；α-干扰素5 000 kU，雾化吸入，每日2次， 

15 d 为 1 个疗程〕和抗感染〔如合并细菌感染选择

喹诺酮类抗菌药物和（或）第3代头孢菌素〕 等治疗；

如白细胞计数（WBC）显著降低，给予重组粒细胞刺

激因子 3 000 U 皮下注射，酌情预防性使用抗菌药

物；同时给予营养支持及心理干预；有基础疾病者

给予对应支持治疗。连用 2 个疗程。

1.3.2  祛湿排毒扶正方组：在西医常规治疗基础上

47.62% (20/42), P > 0.05].  Conclusion  Combined with Western medicine, the treatment of COVID-19 with syndrome  
of  cold dampness  lung  stagnation and epidemic  toxin  closing  lung using QPFR was more effective  than  the  treatment 
with Western medicine alone, and the possible mechanism may be related with the up-regulation of antiviral factors and 
down-regulation of anti-inflammatory factors.

【Key words】  Qushi  Paidu  Fuzheng  Recipe;  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D-dimer;  Hypersensitive 
C-reactive protein;  Interleukin-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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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治疗方法两组新冠肺炎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例）

性别（例） 年龄
（岁，x±s）

发病天数
（d，x±s）

基础
疾病（例）

疾病分型（例）

男性 女性 轻型 普通型

祛湿排毒
　扶正方组

43 34   9 43.05±13.26 7.15±2.50 8 2 41

西医治疗组 42 30 12 42.40±14.47 6.25±1.97 7 2 40

注：基础疾病包括高血压、糖尿病、慢性肺部疾病、自身免疫性疾
病、慢性肾脏病、血液系统疾病等

性别、年龄、发病天数、基础疾病、疾病分型等一般

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有可比性。 

4

2.2  不同治疗方法两组新冠肺炎患者临床症状与证

候的比较（图 1，表 2）：两组治疗后发热、咳嗽、气促

比例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均 P＜0.05）；且治疗后祛

湿排毒扶正方组发热、咳嗽、气促比例明显低于西医

治疗组（均 P＜0.05）；祛湿排毒扶正方组治疗后舌苔

异常及核酸阳性比例均低于西医治疗组（P＜0.05）。

注：治疗前（1A）舌质偏暗，舌苔黄白厚腻； 
治疗后（1B）舌质淡红，舌苔白厚腻明显减少

图 1 1 例 38 岁女性新冠肺炎患者治疗前后舌苔变化比较

表 3 不同治疗方法两组新冠肺炎患者治疗前后各实验室指标比较

组别 时间
例数 
（例）

WBC 
（×109/L，x±s）

LYM 
（×109/L，x±s）

hs-CRP 
（mg/L，x±s）

IL-6 
（ng/L，x±s）

D- 二聚体 
〔mg/L，M（QL， QU）〕

ALT 
（μg/L，x±s）

AST 
（μg/L，x±s）

血氧饱和度
（x±s）

祛湿排毒
　扶正方组

治疗前 43 4.61±2.00 1.68±0.44 23.51±26.84 33.51±26.84 189.5（136.5，469.0） 41.90±49.92 34.55±28.53 0.937±0.022
治疗后 43 5.17±3.01 a 1.86±0.54 a   1.85±  2.43 a   7.98± 8.42 a 110.0（ 61.0，305.0） a 60.10±32.44 a 33.40±14.02 0.976±0.032

西医治疗组 治疗前 42 5.41±1.15 1.39±0.77 16.41±23.33 36.52±22.35 161.0（ 64.0，392.5） 25.65±19.11 27.60±15.25 0.942±0.032
治疗后 42 6.10±1.24 1.44±0.44   5.98±  3.04 ab 15.67±25.21 ab 171.5（118.0，497.8） 44.35±34.03 25.40±14.08 0.962±0.025

注：WBC 为白细胞计数，LYM 为淋巴细胞计数，hs-CRP 为超敏 C- 反应蛋白，IL-6 为白细胞介素 -6，ALT 为丙氨酸转氨酶，AST 为天冬氨
酸转氨酶；与本组治疗前比较，aP＜0.05；与祛湿排毒扶正方组同期比较，bP＜0.05

注：祛湿排毒扶正方组 1 例 35 岁男性新冠肺炎患者治疗前（2A）胸部 CT 可见各肺叶散在斑片状、片状、索条状磨玻璃样密度增高影，边缘 
模糊，以双下肺病灶居多，治疗后（2B）肺部各叶病灶明显吸收；西医治疗组 1 例 44 岁男性新冠肺炎患者治疗前（2C）胸部 CT 可见左上肺、 
下舌段及右下肺后基底段可见团片状磨玻璃样密度增高影，治疗后（2D）左上肺下舌段及右下肺后基底仍可见团片状磨玻璃影，密度稍减低

图 2 两组新冠肺炎患者治疗前后胸部 CT 变化

表 2 不同治疗方法两组新冠肺炎患者 
治疗前后临床表现比较

组别 时间
例数
（例）

临床症状〔%（例）〕

发热 咳嗽 气促

祛湿排毒
　扶正方组

治疗前 43 100.0（43） 83.7（36） 34.9（15）
治疗后 43     2.3（ 1） a   9.3（  4） a   7.0（  3） a

西医治疗组 治疗前 42 100.0（42） 83.3（35） 35.7（15）

治疗后 42   16.7（ 7） ab 26.2（11）ab 23.8（10） ab

组别 时间
例数
（例）

CT 异常率
〔%（例）〕

舌苔异常率
〔%（例）〕

核酸阳性率
〔%（例）〕

祛湿排毒
　扶正方组

治疗前 43 100.0（43） 100.0（43） 100.0（43）
治疗后 43   14.0（ 6） b   11.6（ 5） b   46.5（20） b

西医治疗组 治疗前 42 100.0（42） 100.0（42） 100.0（42）
治疗后 42   59.5（25）b   73.8（31） b   85.7（36） b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aP＜0.05；与祛湿排毒扶正方组比较，bP＜0.05

2.3  不同治疗方法两组新冠肺炎患者的胸部 CT 比

较（图 2，表 2）：治疗后祛湿排毒扶正方组胸部 CT

异常比例明显低于西医治疗组（P＜0.05）。

2.4  不同治疗方法两组新冠肺炎患者治疗前后各实

验室指标比较（表 3）：两组治疗后 WBC、LYM、ALT

均较治疗前升高，hs-CRP、IL-6 和 D- 二聚体均较治

疗前降低，且以祛湿排毒扶正方组治疗后 hs-CRP、

IL-6 的降低程度较西医治疗组更显著（均 P＜0.05）；

两组治疗后 WBC、LYM、D- 二聚体、ALT 比较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治疗前后两组 AST、

血氧饱和度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2.5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表 4）：祛湿排毒扶正

方组痊愈率和总有效率高于西医治疗组（P＜0.05）；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



·  265  ·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  2020 年 6 月第 27 卷第 3 期  Chin J TCM WM Crit Care，June   2020，Vol.27，No.3

3

表 4 不同治疗方法两组新冠肺炎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

组别
例数
（例）

痊愈率
〔 %（例）〕

好转率
〔 %（例）〕

进展加重率
〔 %（例）〕

总有效率
〔 %（例）〕

祛湿排毒扶正方组 43 53.49（23） 32.56（14） 13.95（  6） 86.05（37）
西医治疗组 42 14.29（  6） a 26.19（11） 59.52（25） 40.48（17） a

组别
例数
（例）

不良反应（例） 不良反应发生率
〔 %（例）〕肝功能异常 腹泻 食欲下降

祛湿排毒扶正方组 43 12 5 3 46.51（20）
西医治疗组 42 10 6 4 47.62（20）

注：与祛湿排毒扶正方组比较，aP＜0.05

3 讨 论 

  新冠肺炎具有强烈传染性和致病性，中医学将

其归属为瘟疫，即“疫疠之气”［4］。新冠肺炎病因可

分为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内因为素体虚弱，卫外

不固；外因为所居地理位置及气候变化因素，即“湿

毒疫疠”［5］。中医学重视天地人相应的整体观念，人

与天地受各种因素制约。在我国新冠肺炎首发地为

武汉，名曰“江城”，长江、汉江穿城而过，河湖众多，

水域辽阔，加之 2019 年底武汉气温较高，导致湿热

内蕴，年末时节气温骤降，阳气不升，湿气渐重，人体

如自然界一样感受寒湿之邪。湿为阴邪，湿性黏滞

重浊，易伤脾胃；湿邪易阻遏气机，使津液运化受阻，

阻滞三焦，损及上焦则见胸闷、气喘、乏力、懒言、流

涕、咽痛等症；气滞中焦可见纳差、脘痞、恶心、呕

吐、泄泻、大便黏滞不爽等症，临证可见舌体胖大，舌

边有齿痕，舌质淡，苔白厚腻，脉濡或濡滑等。寒湿邪

气侵袭，水饮易停于肺，肺气郁闭，若未及时干预，湿

邪日久化热，传入脏腑，湿与热毒互结，则瘀热内闭，

病邪传入阳明，则见发热、咳嗽、便秘不畅，苔黄腻而

燥，脉滑数。脾为土脏，主司运化水谷精微，胃为气机

升降之枢纽，脾胃受损则气机升降失司；脾主升清，

其运化水谷精微之精气与肺脏吸入之清气合为宗

气，宗气可助肺司呼吸。若脾运化失司，水湿顽固不

化，久聚生痰，郁而化热，则肺失宣降而咳喘，故其病

虽在肺，然其本在脾，病机以湿毒郁肺，脾虚湿滞为

主［6］。新冠肺炎起病初期多为寒湿郁肺［7］，随之寒

湿入里化热，湿毒郁肺，重则疫邪闭肺，气营两燔［8］。

新冠肺炎民众普遍易感，多见于免疫功能低下者，大

多为轻型及普通型，发病初起多表现为发热、干咳、

乏力，也可有咽痛、流涕、腹泻等症状，易与流感混

淆。病程初始 1 周往往病势较重，如未及时治疗，年

老体衰者易发展成重型及危重型。15 d 后病势往往

趋于平稳，发热、干咳、乏力等症状消失，可有气短、

多汗等湿热或气虚症状，肺部磨玻璃样病灶逐渐吸

收或消失，但临床观察发现，病毒清除速度迟缓。

  新冠肺炎病机为湿毒热盛，脾肺同病，为本虚标

实之证，故治当以脾肺同治［5］，健脾祛湿，清热排毒，

扶正固本，以达到驱邪外出的目的，使气机得畅。以

健脾祛湿，益气和胃为基本治疗原则，配合清热透

邪，佐以益气固表，以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祛湿排

毒扶正方是本团队总结多年中医临床经验选择的组

合方剂，全方以藿朴夏苓汤为基本方，加金银花、连

翘、黄芩、淡豆豉清热解毒、疏风解表，桔梗、紫苏、

杏仁宣肺平喘、止咳化痰。急性期如身热不解、咳

逆气急可联合麻杏石甘汤；恢复期体虚多汗、倦怠

乏力可联合玉屏风散。藿朴夏苓汤出自清代石寿棠

的《医源·湿气论》，谓治湿之良方，方中虽无清热

药，但其借“湿去热孤”之法，分消上下之湿邪，使邪

去而热无所依 ［9］。方中藿香、厚朴、法半夏、白蔻仁

化湿行气，茯苓、薏苡仁、猪苓、泽泻为五苓散基本

方，行健脾利水之功效；陈皮、白术、苍术、白芷、防

风燥湿祛风；党参、砂仁、健曲、生姜益气健脾、和

胃止呕。方中炙麻黄宣肺平喘，石膏清热生津，杏仁

可助麻黄、石膏清肺平喘，如热势重则加大石膏用

量，如身凉热退则酌情减少石膏用量；炙甘草益气

和中，与石膏联用可生津止渴。如兼有身体疼痛，加

羌活、防风。玉屏风散由黄芪、白术、防风 3 味药组

成，黄芪内可补脾肺之气，外可固表止汗；白术健脾

益气，佐以防风走表而散风邪，合黄芪、白术以益气

祛邪，扶正固本。全方合用，祛邪而不伤正，扶正而

不留邪，加速患者康复。研究表明，藿朴夏苓汤可加

速舌上皮细胞凋亡，有显著消退黄腻苔的功效［10］；

可抑制炎症因子生成，减轻炎症反应［11］；其还有帮

助消化、镇吐、促进胃肠蠕动等功能［12］。体外抗病

毒实验结果表明，广藿香油有抗腺病毒作用，其机制

可能是通过破坏病毒衣壳蛋白 Hexon 基因，阻止病

毒吸附细胞［13］。麻黄具有退热、平喘作用，可抑制

病毒复制，调节炎症反应［13］；淡豆豉具有抑菌、抗

病毒及降温作用，对温病初起、暑湿发热有较好疗

效［14］。中药具有调整机体整体状态的优势，通过调

动机体免疫功能来增强抗病毒的能力。

  本研究治疗 2 个疗程内，在临床症状、促进肺部

病灶吸收、核酸转阴出院等方面，祛湿排毒扶正方组

优于西医治疗组；祛湿排毒扶正方组痊愈率和总有

效率均高于西医治疗组；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组治疗后外周血 WBC、LYM

均较治疗前升高，hs-CRP、IL-6 等均较治疗前降低，

以祛湿排毒扶正方组的变化较西医治疗组更显著。

祛湿排毒扶正方治疗新冠肺炎的可能作用机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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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抗病毒，抑制炎症因子等发挥免疫调节作用，这

与既往严重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SARS）的有关研

究结果［15］基本一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治方案

（试行第七版）》［16］发布了新的尸检结论，证明新冠肺

炎患者存在心血管、肝脏及肾脏微血栓形成，历次的

诊疗方案均指出重型患者 D- 二聚体水平升高，与尸

检结论相符，D- 二聚体升高提示患者存在微栓子清

除障碍，由普通型转为重型的风险增加。祛湿排毒

扶正方组治疗后 D- 二聚体较治疗前下降，而西医治

疗组较治疗前升高，说明祛湿排毒扶正方对改善微

循环方面有一定优势。

 新冠肺炎目前尚无确切有效的治疗药物。本

研究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在缓解症状、改善低氧血

症、加快肺部病灶吸收、促进核酸转阴等方面取得

较好的疗效，祛湿排毒扶正方可能为新冠肺炎患者

提供一个积极的参考方案。但本研究受样本量较小、

临床观察时间短、前期使用其他抗病毒药物等因素

的限制，对研究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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