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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民国医药卫生档案中“防疫治疫”
成药的整理研究 *
熊益亮，张弓也，王

群，杨嘉祺，任北大

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 100029
［摘

要］ 以民国时期防疫治疫的成药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整理研究，目前发现了 10 种中成药，大致可分

普济解疫丹、防疫至宝丹、紫雪散、清瘟解毒丸；治疗风温的消瘟丸；治疗天花的玉红膏；
为治疗瘟疫的神犀丹、
预防瘟疫的消毒避瘟散、避疫香粉、避瘟散。并对这些中成药的药物组成、制作、用法以及主治功效进行整理，
提出在现代防疫治疫工作中，应该根据传染病流行特点，重视防疫治疫中成药的研发工作。
［关键词］ 北京；民国；档案；防疫治疫；
中成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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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Chinese Patent Drugs of 野Epidemic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冶
in Medical and Health Archive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Beijing
XIONG Y iliang, ZHA NG Gongye, W A NG Qun, Y A NG Jiaqi, REN Beida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Through studying the Chinese patent drugs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en kinds of Chinese patent drugs have been found currently, they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e pellets of treating
epidemic disease such as Shenxi pellets, Puji Jieyi pellets, Fangyi Zhibao pellets, Zixue powder, Qingwen Jiedu
pellets and others, wind-warm (pathogen) disease: Xiaowen pellets; smallpox: Y uhong paste; for epidemic
prevention: Xiaodu Biwen powder; Biyi scented powder and Biwen powder, the formation, preparation, dosage, the
indications and the functions of these drugs were arranged, it was raised that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atent drugs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should be valued in modern work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according to epidemiological features of the infectious diseases.
Beij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archives;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Chinese patent drugs

2020 年 初 ，我 国 爆 发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肺 炎
(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简称
新冠肺炎)，中医药在防治急性传染病中再次彰显
奇效。2020 年 2 月 26 日，新华社《经济参考报》整
版刊发文章《15 省市区抗疫一线调查：中医药抗
［1 ］
击疫情应“全程参与，越早越好”》
，充分肯定了
“鼓励各
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的疗效。专家提出：
地推出符合地方实际的中药‘预防方’，为平稳渡
过复工期做好准备。”
2020 年 2 月 18 日，在国家
卫生健康委办公厅联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
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
版)》中，中医治疗“医学观察期”推荐的中成药有
藿香正气胶囊(丸、水、口服液)、
金花清感颗粒、莲
花清瘟胶囊(颗粒)、疏风解毒胶囊(颗粒)。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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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 月，
湖北省中医院研制的清肺达原颗粒(肺炎
1 号)、柴胡达胸合剂(强力肺炎 1 号)两个中药制
剂获批备案；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研发
的
“化湿败毒颗粒”在市药监局完成传统中药制剂
应急备案；浙江省立同德医院(浙江省中医药研究
院)研发的新冠肺炎 1 号方——
—化湿宣肺合剂(治
疗普通型新冠肺炎)、新冠肺炎 2 号方——
—解毒
泻肺合剂(治 疗重症新冠肺炎)、新冠肺 炎 3 号
方——
—健脾补肺合剂(治疗恢复期新冠肺炎)3 种
中药制剂获浙江省药监局批准为医院院内制剂。
上述中成药、中药制剂相对于汤剂具有更加便利，
易于推广的特点，
在
“防疫治疫”
中具有重大意义。
民国时期，北京瘟疫较为流行，
“1915 年流行
猩红热，
1921 年流行乙型脑炎，1926 年流行伤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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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949 年还有肝吸虫、钩端螺旋体、鸟疫、布鲁氏
菌病、炭疽、口蹄疫、狂犬病、细菌性痢疾、脊髓灰
［2 ］
结核病等 20 余种”
质炎、
性病、
。笔者在进行北
京民国时期医药卫生类档案整理的过程中，发现
存有“防疫治疫”的成药记载，遂对其进行整理，
以期为现代中医防疫治疫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成药概况
1 档案中
“防疫治疫”
民国时期北京医药卫生档案是研究民国时期
北京地区医学的重要文献资料，涉及当时医药卫
医疗机构、医学制度、
生的方方面面，
如医学教育、
公共卫生等等。在整理北平市政府卫生局有关《成
药商请换发执照的呈文与批示》档案中，发现存有
关于(防疫治疫)的成药查验请求书及其仿单、广
告。目前发现具有防疫治疫功效的成药有：清瘟
丸、玉红膏、消毒避瘟丹、神犀丹、普济解疫丹、避
疫香粉、防疫至宝丹、清瘟解毒丸、紫雪散、避瘟
散。这些成药均有查验请求书，为表格形式，需要
填写的内容有药名、类别、
成分(原方)、主治功用、
用量、
售价、
仿单及广告(张数)、每年行销数、发行
年月、制售者、发售者、发售地址、附记，但不一定
需要全部都填。此外，在表格的左侧一般都有申请
人的姓名、主治、请求人营业、请求人营业牌号、营
业类别、从前曾否领有他处执照以及申请时间等
内容。每个成药都会附有仿单或广告，
详细论述该
药的主治及用法。
2 档案中
“防疫治疫”
成药整理
根据成药的主治功用，对已发现的 10 种“防
疫治疫”成药进行分类，大致可分为治疗瘟疫的神
犀丹、
普济解疫丹、
防疫至宝丹、紫雪散、清瘟解毒
丸；治疗风温的消瘟丸；治疗天花的玉红膏；预防
瘟疫的消毒避瘟散、避疫香粉、避瘟散。其中几种
在古代医著中虽已有记载，但其具体运用不如档
案中详细，如玉红膏出自清代胡廷光《伤科汇纂》；
神犀丹、普济解疫丹(即甘露消毒丹)出自叶天士
《医效秘传》；紫雪散(即紫雪丹)原名紫雪，首见于
《肘后备急方》，
后《千金翼方》
《外台秘要》
《和剂局
方》均 有 记 载 ，清 代 吴 瑭《温 病 条 辨》称 其 紫 雪
丹［ 3 ］；避疫香粉出自清代郑奋扬《鼠疫约编》。而
避瘟散、
清瘟解毒丸则被收录于 1961 年人民卫生
出版社出版《北京市中药成方选集》中，但具体组
成有所不同。以下按主治进行分类整理，由于档案
“□”
内容多为手写，
无法辨别的字则用
表示：
［4 ］
2.1 治疗瘟疫 神犀丹 。犀角尖(磨汁)，石菖
蒲，黄芩(各六两)，生地黄(一斤，冷水浸透□绞
汁)，金银花(一斤)，人中黄(四两)，连翘(十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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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蓝根(九两)，香豆豉(八两)，玄参(七两)，花粉
(四两)，紫草(四两)，上十二味各药生晒研细以犀
角地黄汁再加蜜为丸，每重三钱。每服一丸，小儿
半丸，量岁增减，白水送服。此丹治温热暑疫诸病，
感染，邪不即解，耗液伤营，逆传内陷，痉厥、昏狂、
发斑，或痘疹后余毒内炽，口糜咽腐，目赤神
谵语、
昏，
或于酷热之时阴虚之体温热直入营分，初病即
觉神情昏燥，舌赤口干危机之症，以及新产妇人暑
热入营，婴儿急热惊风，速服此丹均可挽回也。
普济解疫丹［ 4 ］。飞滑石(十五两)，绵茵陈(十
一两)，淡黄芩(十两)，石菖蒲(六两)，川贝母(五
两)，木通(五两)，藿香、射干、连翘、薄荷、白豆蔻
(各四两)，上十一味药晒燥生研细末，朱砂为衣，
法小丸。每服二十粒至三十粒，轻症吞服数粒，便
暑热
觉爽快，用凉开水送服。春温湿温、时疫瘴气、
霍乱、发热倦怠、胸闷腹胀、肢酸咽肿、斑疹身黄、
颐肿口渴、尿赤便秘、吐泻疟痢、淋浊疮疡、水土不
服。
防疫至宝丹［ 5 ］。净连翘(五钱)，黑栀仁(三
钱)，金银花(五钱)，赤芍药(三钱)，菊花(一两)
生石膏(一两)，生大黄 2 条，黄芩(三钱)、南薄荷
(三钱)，桔梗(一两)，霜桑叶(五钱)，川贝母(一
两)，花粉(三钱)，粉甘草(二钱)，犀角(一分)，以
上共为细面听用。专治四时感冒风寒瘟疫流行传
染诸症，头目眩晕，四肢无力，骨节酸疼，乍寒乍
热，
胸膈饱满不思饮食，
呕吐，恶心，瘟毒，发颐，两
腮红肿，咽喉疼痛，鼻干，目赤，口干舌燥，疹瘾不
露，
其毒不能现出，斑毒，内闭，内热，痉厥，急热作
烧，
咳嗽，
喘粗，痰涎壅盛，舌□苔黄，谵语神乱，循
衣摸床，大便燥结，小便赤红，水土不服，山岚瘴
气，
中暑中寒，作呕，霍乱，转筋，脾胃不和，上吐下
泻，红白痢疾，肚腹疼痛，寒热疟疾，一切四时瘟
疫，
感冒等症并皆治之，
立见功效，每服二钱，如无
病，
每日服一钱，
不受传染。
［ 6 ］58-59
紫雪散
。寒水石，
石膏，滑石，磁石(水煎
三斤捣前去渣入后药)、升麻、玄参(一斤)，甘草
(炙半斤)，犀角、羚羊角、沉香、木香(五两)，丁香
(一两，并捣剉入前药汁中煎，去渣入后药)，朴硝、
硝石(各二斤捉净，入前药汁中，微火煎，不住手将
柳木搅，候汁欲凝再加入后药)，辰砂(三两)，麝
香、
当门子(一两一钱，研细入药拌匀)。大人每服
一钱，
小儿每服五分(病轻者三分)。此药专治一切
积热、瘟毒，发癍隐疹不透，口燥舌干，热闭神昏，
狂言乱语，邪热发黄，瘟疫时气，小儿急热，惊痫，
皆治之。大人每服一钱，儿童每服五分，孕妇勿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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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瘟解毒丸［ 7 ］。连翘(一钱半)，川羌活(五
钱)，黄芩(三钱)，桔梗(三钱)，葛根(五钱)，防风
(三钱)，白芷(五钱)，赤芍(三钱)，柴胡(三钱)
花粉(三钱)，玄参(二钱)，甘草(三钱)，麻黄(五
钱)，共为细末，炼蜜为丸，重二钱。治四时瘟疫、
伤
寒，头疼身热□强眼胀，
口苦无味，恶心呕吐，不思
饮食，遍身疼痛，咽喉肿痛，咳嗽痰喘，夜卧不宁，
或感冒伤风，
鼻流清涕，偏正头风，麻木不仁，山岚
瘴气，
每服三丸，
淡姜汤送下，
并治湿热风毒，疥癣
疮毒等症，用白滚水送下。
2.2 治疗风温 消瘟丸［ 8 ］129-130。黄芩(半斤)，甘
草(二两)，竹叶(半斤)，
牡丹皮(二两)，川贝母(四
两)，栀子(半斤)，赤芍(二两)，薄荷(三两)，知母
(半斤)，大青叶(半斤)，
连翘(半斤)，桑叶(六两)，
玄参(半斤)，银花(半斤)，杭白菊(四两)，羚羊角
(五钱)，犀角(五钱)，黄连(四两)，天花粉(六两)，
蜜制成丸，重二钱，
蜡皮封固。专治风瘟，瘟热，瘟
疫，瘟毒，头痛发热，面目赤红，口苦耳聋，咽干口
渴，头晕目眩，周身疼痛，大便燥结，小便不利，尿
赤尿热，神疲肢倦，斑疹发颐等症。服之能清中宣
气□瘟清热，利便消毒，诚时疫之妙药，救苦之灵
丹也。每服一丸，
病重二丸。大便燥结加大黄二钱，
枳实二钱，瓜蒌三钱为引。小便不利加滑石一钱，
竹叶三钱。咳嗽痰多加杏仁三钱，枇杷叶三钱，竹
茹三钱。口渴加寸冬三钱，花粉三钱。心燥热甚加
生石膏四钱，随症加减功效异常。
2.3 治疗天花 生肌玉红膏［ 8 ］151-152，档案中剂量
［9 ］
无法看清，且未说明治法，遂按《伤科汇纂》
补
充。当归(二两)，白芷(五钱)，白占(二两)，轻粉
(四钱)，甘草(一两二钱)，紫草(二钱)，血竭(四
钱)，麻油(一斤)。先将当归、白芷、甘草、紫草四
味，入油内浸三日，漫火熬至药枯，去渣虑净，次下
白蜡、
血竭、轻粉，即成膏矣。治痘前毒火太盛，气
血凝滞，黑疔水泡，痛痒不己，抓伤蹭破，干烈出
血，并治痘后余热不净，毒火不清，遍体溃烂，痛痒
成疮，或流毒水或流鲜血，兼治诸疮腐烂，肌肉不
生，此膏能润肤生肌，活血败毒，祛风止痒，以上诸
风用此膏敷之无不神效。
2.4 预防瘟疫 消毒避瘟散［ 4 ］82，药饼。乳香(一
两)，苍术(一两五)，细辛、川芎(一两)，雄黄(一
两)，枟香(一两)，降香(一两)，大黄、甘草、箭羽
(一两)，杜仲(二钱)，酸梅(十个)，将后二味药熬
汤，去渣为饼，阴干听用。此丹专避瘟疫、传染、秽
味、煤气一切不正之气，连将此丹烧炉口之上燃烟
熏之，
诸毒自消，
家家不可不备，济世良药，每日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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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熏之。
避疫香粉［ 4 ］170-171。生大黄(一两半)，甘草(五
钱)，苍术(二两)，檀香(二两)，山奈(一两)，甘松
(一两)，雄黄(一两)，
滑石(三两)，朱砂(一两)，冰
片(三钱)，上十味共研细末。佩戴一袋，
每服一盒，
闻少许涂鼻孔。主治四时瘟疫流行，猝遇山岚瘴
气，秽浊戾气，厉毒鼠疫，遍处传染，憎寒发热，鼻
塞口燥，及中暑昏迷，头目眩晕，霍乱吐泻，转筋腹
痛，温病湿热、
黄疸赤痢等症，此药备用，常以绸小
袋佩戴身上，可以避疫，遇有急症则闻服并用，可
以除疫救急也。
避瘟散［ 6 ］82-83。木香，零零香，香橼(各一两)，
麝香(一分)，朱砂(四两)，丁香(一分)，木瓜(二
两)，冰片(二□)，檀香(一两□)，蔻仁(五□)，共
为细末。用手抹少许于鼻间。自试制问世以来，深
荷名医之赞扬，获得各界之好评，良以此药芬芳凉
润，历久不变，故能解热祛秽，避瘟防疫。还能治四
时感冒，
头痛目眩，夏日受暑，呕吐水泻，冬日煤毒
等症。俱能药到病除，而于役军旅之壮儿，暨有志
周览名山大川者，尤须知山岚障气，所在伤人，不
可不手此一包，以防疫疠，并可免水土不服，糟杂
恶心，及猝然昏倒，种种危险也，用法详后。瘟疫疠
气，霍乱吐泻，晕车晕船，猝然昏倒，糟杂恶心，咳
嗽痰喘，寒热交作，肚腹疼痛，以上俱用凉开水送
服。头痛目眩，煤毒侵袭，暴发火眼，迎风流泪，以
上俱用凉水调擦太阳(穴)。风火牙痛，牙痈牙疳，
牙缝出血，无名肿毒，以上擦抹患处惟外科疮疡须
以香油调敷。以上各症，每用二三分，立奏奇效，惟
此系病已传入者，凡防病于未来，如时令不正，山
岚障气，夏令暑气，瘟毒煤气等症，俱可闻入鼻内，
以防侵袭，颇可清神健脑［ 9 ］。
3 档案中“防疫治疫”成药对现代“防疫治疫”的
启示
避瘟散的仿单中说：
“ 近年疫疠增多，于是成
药渐成社会必需之品。本社有鉴于斯，特请名医赵
紫垣先生，将其秘方避瘟丹，由本社制售，以应人
［ 6 ］82
，可见“成药”在民国防疫治疫中占
士之需要”
有重要地位，如避瘟散的每年行销数有 15 000
包。又如，连花清瘟胶囊(颗粒)作为呼吸系统公共
卫生事件的代表性中成药［ 10 ］，在治疗新冠肺炎疑
似病例中可以明显改善发热、咳嗽、乏力、气促等
症状，降低转重症比例［ 11 ］，说明中成药在防治疫
情中有明显疗效。此外，
在新冠肺炎中医预防及诊
疗方案汇总分析［ 12 ］中也看到经辨证论治运用中
成药于医学观察期，如藿香正气胶囊、金花清感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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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清开灵胶囊、莲花清瘟胶囊、疏风解毒胶囊、防
风通圣丸；肺炎临床治疗初期，可选服连花清瘟胶
囊(颗粒)或藿香正气软胶囊(丸，水，口服液)；肺
炎临床治疗中期，送服连花清瘟胶囊或清开灵软
胶囊，可选用清开灵注射液，血必净注射液；肺炎
重症期，服用安宫牛黄丸，苏合香丸，紫雪丹，参附
注射液，血必净注射液；肺炎恢复期，服用理中丸、
三十五味沉香丸、八味常松沉香丸、十五味沉香
丸、仁青常觉、仁青芒觉。中成药相对于汤剂具有
方便、口感好、易服用、
可批量生产等特点，患者也
更容易接受，应当是防疫治疫的重要手段。因此，
我们在现代防疫治疫工作中，应该重视防疫治疫
中成药的研发工作。根据现代易发传染病特点，尤
其是呼吸系统类传染病，加强对古代温病处方的
研究，
遴选具有重大价值的方剂，进行中成药的开
发。例如连花清瘟胶囊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除在
防疫治疫中具有良好效果外，还可用于治疗流行
性感冒属热毒袭肺证。

171.
［5］ 卫生局关于成药商郭文奎侯墨林等准予换领新照的批示及
药方：
有关呈文、
1935-03-01［B］.北京：
北京数字档案馆（J005001-00125）：25，
34.
［6］ 杨玉芳等请发药商及成药制售执照的呈及卫生局的批文：
1946-07-01［B］.北京：北京数字档案馆（J005-002-00686）：
58-59，82-83.
［7］ 成药商朱德茂等请换发执照的呈及卫生局的批文：193503-01［B］.北京：北京数字档案馆（J005-003-00016）：106107.
［8］ 卫生局关于成药商换照予以照准批文：
1935-01-01 ［B］.北
京：
北京数字档案馆（J005-001-00093）：
129-130，
151-152.
［9］ 胡廷光.伤科汇纂［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1：163164.
［10］ 姚开涛，刘明瑜，李欣，等.中药连花清瘟治疗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的回顾性临床分析［J/OL］.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1-7
［2020-02-29］.https://doi.org/10.13422/j.cnki.syfjx.
20201099.
［11］ 吕睿冰，王文菊，李欣.中药连花清瘟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疑似病例 63 例临床观察［J/OL］.中医杂志:1-5［2020-02-29］.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2166.R.20200215.
1633.0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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