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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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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简称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国

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试行)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已更新至第六版，现就各版《方案》中中医部
分的变化和特点进行释读，以期对当前及今后中医药参与疫情救治工作有所启发。
中医方案；更新；释读
［关键词］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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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erience, Interpretation and Update of TCM Part
i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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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the end of 2019,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in W uhan city has been reported, it spread rapidly
to the whole country and abroad, and currently there are still no specific drugs and vaccines. So far, nation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COVID-19 (tiral) has been updated to the sixth edition, the chang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CM part in the plan have been read in an attempt to inspire current and future work of TCM in epidemic therapy.
COVID-19; TCM program; update; interpretation

病因为感受疫疠之气，病位在肺，基本病机特点为
“湿、热、毒、瘀”，
较为系统地提出了治法和推荐处
方，并指出可根据当地气候特点、患者体质因素酌
情使用，各地纷纷依据该《方案》，结合当地实际制
定相应的中医药防治方案［ 5-7 ］，
该版《方案》有效指
导了全国中医药工作者参与 COVID-19 的早期救治
工作。
1 月 27 日，国家发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8］
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四版)》
，将初期证候定为
寒湿郁肺，从“热”到“寒”的变化表明对本病的认
识随着临床数据的积累在逐步转变。2020 年 2 月
4 日，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
［9 ］
第五版)》
发布，中医部分仍沿袭了第四版的《方
案》，未做调整。2020 年 2 月 19 日，
《方案》更新至
第六版，中医部分做了较大调整。
2 各版《方案》间中医内容的变化比较
2.1 第三版与第四版《方案》间的变化比较 第
三版《方案》基于对疾病“湿、热、毒、瘀”的基本病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简称新冠肺炎)爆发以来，我国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医药在本次疫防控中的作
用，把中医药参与提升到国家疫情防控战略的高
度。截止日前，
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
(试行)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已更新至第六
［3 ］
版 ，再次强调在救治中积极发挥中医药的作
用，加强中西医结合，建立中西医联合会诊制度，
促进医疗救治取得良好效果。中医《方案》历经四
个版本和两次较大的更新，逐步得到完善和深化，
更加适应当前疫情救治工作需要。
1 中医《方案》的形成与更新
疫情初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先后委派多批
专家组前往武汉，在深入一线调研的基础上，2020
年1 月 22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发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
［4 ］
行第三版)》
，首次指出本病属于“疫病”范畴，
中国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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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为纲，以证型为目的体例，纲目结合，把本病区
分为：轻型、普通型、重型和危重型四个临床类型
进行分型辨证。疫病的显著特点是疾病的证候演
变存在很强的规律性，临床分期与证型结合的方
法有助于把握疾病的发展、传变的趋向，探寻疾病
证候演化规律，对疫情过后中医学术的总结与传
承意义重大。作为新发重大传染性疾病，本病的病
因、病性、病势、病机等基本问题还尚待阐明，特别
是证候演变规律还有待深入研究。第六版《方案》
总体上采用临床分型辨证治疗的原则，在危重型
中也体现从气分到营分证的演变过程，且仍保留
恢复期并增加了气阴两虚一证。该编写体例有助
于加强中医和西医两部分方案的融合。
3.2 单列增加通治方“清肺排毒汤”的使用 第
六版《方案》最显著的一个亮点就是在临床治疗期
单列清肺排毒汤的使用，并给出了详细的服用方
法和疗程。《方案》指出本方适用于轻型、普通型、
重症患者，在危重型患者救治中也可结合实际情
况使用，本方由麻黄汤、苓桂术甘汤、射干麻黄汤、
橘枳姜汤、小柴胡汤等数个经方化裁而成［ 10 ］，针
对寒湿疫的基本病机，具有化湿解毒，宣肺透邪之
功效，药性总体平和，可直接使用，无需辨证。
3.3 证型进一步优化和扩展 第六版《方案》的
另一个突出变化，就是将疾病的证型优化和扩展
至 9 个，分属于各临床分型之下，即轻型：寒湿郁
肺和湿热蕴肺证；普通型：湿毒郁肺和寒湿阻肺
证；重型：疫毒闭肺和气营两燔证；危重症仍保持
内闭外脱一证不变；恢复期：增加完善气阴两虚
证。在恢复期转归证候除脾肺气虚外，还有余热未
尽，气阴两虚一证，这也符合温病在恢复期转归的
一般规律，在本版《方案》中得到完善。
3.4 组方用药特点的变化
3.4.1 伤寒经方与温病方并用，更加突出两者的
融合 第六版方案虽未明确列出推荐处方的方名
和出处，但从方药结构分析，体现伤寒经方与温病
方合用，更加突出经方与温病方的融合。如前所
述，通治方清肺排毒汤是由多个伤寒经方整合化
寒湿郁肺证推荐处方以麻杏甘石
裁而成。轻型中，
汤去甘草为基础加除湿化浊药物而成，其中厚朴、
焦槟榔、煨草果为瘟疫名方“达原饮”的君臣药；湿
热蕴肺证更是以槟榔、草果、厚朴为首，柴胡、黄
芩、青蒿分别构成“小柴胡汤”
“蒿芩清胆汤”二方
的君臣药。普通型湿毒郁肺证中以麻杏苡(石)甘
汤为基础，配合广藿香、青蒿草、干芦根、茅苍术等
温病常用药物；寒湿阻肺证同样以生麻黄、羌活、

机认识，确立湿邪郁肺、
邪热壅肺、邪毒闭肺、内闭
外脱等四个证型，其中邪热壅肺、邪毒闭肺两证虽
在轻重程度上有别，但性质类似。在各证型下分别
列出临床表现、治法、推荐处方和基本用药；推荐
处方包括多个伤寒经方和温病经典方剂，如麻杏
苡甘汤、麻杏石甘汤、升降散、达原饮、银翘散等。
该版《方案》为后续各版《方案》的更新与优化奠定
了基础，第四版《方案》中医部分做了相对较大的
更新。
2.2 首次将患者区分为医学观察期和临床治疗
期 医学观察期依据临床表现分为两类，可根据
症状简单辨证，推荐应用中成药。即：1)乏力伴胃
肠不适，推荐服用藿香正气胶囊(丸、水、口服液)。
2)乏力伴发热，推荐口服金花清感颗粒、连花清瘟
胶囊(颗粒)、疏风解毒胶囊(颗粒)、防风通圣丸
(颗粒)等。
2.3 临床治疗期 将临床分期与证型结合，并对
部分证型进行调整优化。采用临床分期与证候结
合的方法将疾病划分为初期(寒湿郁肺)、中期(疫
毒闭肺)、重症期(内闭外脱)、恢复期(脾肺气虚)
四个阶段和证型。在证型调整上，寒湿郁肺证较上
版的湿邪郁肺证重点突出寒的病机；疫毒闭肺证
可认为是将上版的邪热壅肺、邪毒闭肺两证合并
而成。增加恢复期，列出脾肺气虚证型。每个证型
下给出相应的临床表现、推荐处方，但未列出具体
治法与方名。从所给方药来分析，初期寒湿郁肺证
以发表散寒，
辟秽化浊为法，中期疫毒闭肺证治以
宣肺清热，通腑化浊；重症期内闭外脱证治以参附
汤回阳固脱；恢复期肺脾气虚证采用香砂六君子
汤加减以补脾益肺，
兼芳化余浊。此外，中期和重
症期增加中成药注射液的辨证使用，在疫毒闭肺
证中推荐喜炎平、血必净注射剂；在内闭外脱证中
参附、生脉注射液。
推荐血必净、
3 第四、
五版与第六版《方案》间的变化比较
相对第四版，第五版《方案》仅在西医部分上
作了部分调整，中医部分保持未变。第六版《方案》
中医部分在编写线索、体例和内容上都较上版有
较大的调整与优化。第六版《方案》总体上仍沿袭
前两版《方案》，将患者分为临床观察期和治疗期。
临床观察期与前版变动不大，仅在中成药推荐中
删除防风通圣丸(颗粒)。而在治疗期内容变化较
大，有以下几项重大的调整与优化。
3.1 编写线索和体例上的调整 与第四、五版
《方案》不同，第六版《方案》未再对疾病进行分期，
分期仅保留恢复期。参照西医方案，采用以临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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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姜等经方常用发表散寒之剂与苍术、厚朴、藿
香、草果、槟榔等湿温病常用药物合用。重型疫毒
闭肺证的推荐方药包括麻杏甘石汤全方和藿朴夏
苓汤的核心药物；气营两燔证直接采用清营汤加
减而成。在恢复期补充的气阴两虚证采用竹叶石
膏汤加减，为清补并行之方，原方原本即是治疗伤
寒、温病后期余热未清，气津两伤之善后名方。
3.4.2 部分药物推荐剂量增大 第六版《方案》
中医部分篇首明确指出涉及超剂量的药物，应在
医师指导下使用。例如清肺排毒汤中细辛剂量为
6 g；在轻症中寒湿郁肺证推荐方药中茯苓、生白
术用量分别为 45 g 及 30 g；在重型气血两燔证推
荐方药中生地黄、赤芍、玄参的用量也分别达到
30耀60 g、30 g、30 g 均超规定剂量。究其原因，主要
是基于本病传变迅速而考虑，认为常规剂量可能
会导致药轻邪重，贻误救治时机。
3.4.3 重视和加强除湿化浊药物的应用 与前
三版相比，第六版《方案》更加重视和加强除湿化
浊法的应用。如清肺排毒汤中采用五苓散加藿香
功专渗湿化浊。特别是在轻症和普通型患者中，选
方用药并非功专于肺系或肺经，而更重视芳香辟
秽，分消湿浊，如大剂量使用茯苓、白术、苍术、薏
苡仁、徐长卿、马鞭草、
虎杖、芦根等利水除湿药和
广藿香、佩兰、厚朴、焦槟榔、煨草果、生姜等辛香
辟秽化浊药。
3.4.4 重视和加强活血散瘀药物的使用 在轻
症寒湿郁肺证中使用虫类药地龙 15 g，该药除具
有平喘的作用，
更兼具活血通络之功效。赤芍具有
凉血活血的功效，于湿热蕴肺证、疫毒闭肺证中各
加入赤芍 10 g，气营两燔证中赤芍重用至 30 g，体
现了温病“治气分防血分”
“入血直须凉血散血”
的思路。在恢复期气阴两虚证患者服用的竹叶石
膏汤中加丹参 15 g 意在活血凉血散瘀。可见瘀是
本病的一个重要病理因素，在早期肺实变和恢复
期的肺间质纤维化的防治中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此外，在重危症中继续推荐使用中成药注射
液，增加对热毒宁注射液、痰热清注射液、参麦注
射液的推荐。特别在注解中注释推荐用法，遵照药
品说明书从小剂量开始、逐步调整的原则，根据伴
发症、
并发症辨病(症)使用，如病毒感染或合并细
菌感染可选择喜炎平、热毒宁注射液、痰热清中的
一种；
高热伴意识障碍加醒脑静注射液；
全身炎症
反应综合征或 / 和多器官功能衰竭选择血必净；
免疫抑制选用参麦注射液；休克采用参附注射液。
4 最新版《方案》的特点分析
人类对于疾病的认识是从初级到高级逐渐深
中国科技

化的过程，
面对本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现代
医学和中医学均无循证医学的救治方案可循，中
医《方案》的形成和更新是基于抗疫一线宝贵救治
经验的总结，集全国顶级中医药专家智慧升华而
成。经上文对比分析，我们认为第六版《方案》对于
本病脉络的把握更清晰，对本病的认识更深刻，分
型证治方案更合理，适应了当前疫情救治工作的
客观需要，更加突出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具体特点
分析如下：
4.1 对疾病的基本认识逐步明晰和深化 各版
《方案》并未过多涉及本病病因、病性、病机演化、
传变、转归，但基于各版《方案》列举的临床表现、
治法、推荐处方和基本用药进行剖析，不难看出各
版《方案》对本病的病因、病机、病性、病机及初步
演变规律等基本问题的认识过程。目前，本病倾向
属“疫病”之“寒湿疫”范畴［ 11 ］，病因为寒湿疫毒，
兼具浊邪的特点，病位在肺脾，基本病机为“寒湿
，病理演变
疫毒，郁遏气机，寒湿瘀毒，痹阻肺络”
以寒湿伤阳为主线，存在化热、变燥、耗气、损阴、
致瘀、
闭脱等趋向。由于疫情仍在变化，我们对疾
病的最终的认识还有待继续总结。
4.2 证治分型更加优化完善，遣方用药更趋精
细 随着中医药参与疫情救治工作的深入，诊治
经验也在不断积累，疾病证候表现的复杂性日益
呈现。第六版方案的证治分型更加优化与完善，体
现在不同临床分型中存在寒热的异同和转化，重
危症患者的传变进展，并完善了恢复期的证治分
型。遣方用药注重经方与温病方的有机融合，重视
从疾病的病因、病机出发，在细节把握上用药。
4.3 适应疫情救治的客观现实，实用性和操作性
更强 本次疫情传播速度快，传染性强，感染者数
量庞大。限于疫情救治的客观现实，一人一辨证一
方的常规方法显然不现实，通治方的筛选及推广
成为疫情救治的急迫需要。前期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以临床“急用实用效用”为导向，紧急启动“中医
药有效方剂筛选研究”专项，在此背景下筛选出
“清肺排毒汤”，前期观察使用 3 天总有效率达
90%以上［ 12-13 ］，故在本版方案中进行单列推荐。此
外，各版《方案》中基于“基本病机”
“分期辨证”
“分型辨证”为线索的编写体例虽各有优势，但最
新版《方案》显然更有利于加强中西医两种方案配
合的顺畅与默契，在疫情救治中更具实用性和可
操作性。
5 结语
本次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
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
传播速度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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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现代医学和中医学均
在救治过程中不断进行摸索总结，中西医结合方
案的实施获得了阶段性成果。中医学是一门实践
性很强的医学，理论源于实践，并在实践中得到验
证，且日臻完善升华。各版指南中医内容的更新变
化表明，随着中医药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的深入，我
们的救治经验快速积累，对疾病的认识和临证经
验都在提升和丰富，最新版指南更切合临床实际，
但仍存在许多暂未解决的问题，相信随着中医参
与疫情斗争的日益深入，中医方案也会更加完善
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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