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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瘥后防复”
理论探讨疫病的中医防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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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作为当前全球性的急性呼吸道传

染病，属于中医“疫”病范畴。中医在几千年的防疫历史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形成了具有中医特色的理论体
瘥后防复”的理论始终指导着整个防疫过程。中国在防治 COVID-19 方面灵活运用此
系。
“未病先防、既病防变、
理论，未罹病者提前做好科学有效的预防工作；罹病者积极使用中医中药以避邪深入、祛邪于外；病愈者使用
中医中药扶助正气、防止复发，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关键词]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病；治未病；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瘥后防复；中医防疫
［中图分类号］ R563

［文献标识码］ A

TCM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Epidemic Disease Based on 义Preventing Before Disease,
Disease Prevention Before Change, Prevention and Relapse after Recovery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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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as a global acute respiratory infectious disease,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of 义epidemic义

disease in TCM. TCM has accumulated rich experience of epidemic prevention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nd formed
TCM-featured theoretical system. The theory of 义 prevention before change, disease prevention before change,

relapse after recovery义 has always guided the whole course of epidemic prevention. China has flexibly used the
theory in the aspects of preventing and treating COVID-19, healthy people made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prevention
work in advance; the infected patients positively used TCM to avoid the penetration of the pathogenetic factor and
eliminate the pathogen; the recovered people adopted TCM to enhance healthy Qi, and prevent the relapse, which
could obtain better effects.
COVID-19; epidemic disease; preventive treatment; prevention before change; disease prevention
before change; relapse after recovery; TCM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疫病”
是由疫疠病邪引起的具有强烈传染性
和广泛流行性的一类急性发热性疾病的总称。据
相关史料记载，
我国历史上曾发生过 352 次疫病流
［1 ］
行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简称新冠肺炎)是新发的具有较
强传染性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
临床主要表现为
发热、干咳、乏力。《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
［2 ］
(试行第六版)》
认为，
本病属于中医
“疫”
病范畴，
病因为感受
“疫戾”
之气。截至 2020 年 3 月 1 日 24 时，
死亡 2912 例。目
中国累计报告 80 026 例确诊者，
前 COVID-19 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性的突发公共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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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事件。因此，做好疫情防治工作成为重中之重。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疫病斗争中积累了丰
“疫病”的独特理论体
富的经验并形成了中医防治
系。其中“治未病”思想始终贯穿于疫病的防治过
程中，
“ 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瘥后防复”的理念一
直存在于中华民族抗击疫病的斗争中。
1 中医对疫病的认识
“疫”字，最早记载于先秦文献。如《周礼春官》
中记载：
“遂令始难欧疫”
；
《左传昭公元年》中载：
“山
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灾，於是乎禜之”；
《礼记月
令》中有：
“ 则其民大疫”
“民殃于疫”
“民必疾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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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为医家之法，未病而先治，所以明摄生之理。
何患之有哉，此圣人不
夫如是则思患而预防之者，
治已病治未病之意也。”
因此必须采取措施，扶助
正气抵御病邪和避免病邪的侵害，
才能达到未病先
防的目的。
3.1.1 扶助正气
3.1.1.1 调养形体 调养形体是保持人体健康，
避免产生疾患的重要手段。汉
维持机体抗病能力，
代医家华佗根据“流水不腐，户枢不蠢”的道理，创
造了“五禽戏”。南宋洪迈《夷坚志》提及“政和七
年，
李似矩为起居郎……尝以夜半时起坐，嘘吸按
行所谓八段锦者”。中医调强身健体，逐渐发展
摩，
演变出“太极拳”
“八段锦”
“五禽戏”
“气功”
“导引
按摩”等传统强身方法，通过调养形体，促进身体
气血流畅，进而加强人体御邪能力，减少疾病的发
生。此外，中医八段锦可以强健身体、调畅气血，既
提高普通人群机体免疫能力，同时对 COVID-19 患
根据个人
者正气恢复起到协同治疗作用［ 3 ］。总之，
条件选择适宜的运动方式，可以提高防御病邪的
能力，
在疫病来袭之时降低发病率。
3.1.1.2 调摄精神 《素问·上古天真论篇》曰：
《黄
“恬惔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帝内经》载：
“怒伤肝、喜伤心、忧伤肺、思伤脾、恐
伤肾。”不仅强调外在躯体的调养，而且注重精神
调畅。此次 COVID-19 发病突然，传染性强，使得人
群出现恐慌、
焦虑及烦躁等情志表现，如果反应过
度，
且长时间存在不良情绪，易导致出现不理智行
［4 ］
为 。因此需要和五志，调七情，保持精神内守，
勿惊慌，舒心气、畅心神、怡心情，勿躁勿虑，做到
“恬淡虚无，真气从之”，
最终达到“精神内守，病安
从来”的目的。
起居有常 《素问·上古天真
3.1.1.3 饮食有节，
论篇》曰：
“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
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
节，
起居有常，不妄作劳，
天年，
度百岁乃去。”应懂得并适应自然界的变化
规律，做到生活有节律，饮食有节制，劳而不妄，才
《素问·藏气法
能保持正气充沛，减少疾病的发生。
时论篇》指出：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
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因此疫情期
间，
应合理膳食，
食物煮熟煮透，营养搭配均衡，可
食用一些药食同源的食物，如萝卜、芦笋、山药、蒲
公英等。切记不吃野味。疫情期间需要做到生活起
居有规律，保证充足睡眠，顺应气候变化，及时调
整衣被和室内温度，
注意防寒保暖，若出汗则热水
浴并及时更衣，保持良好的状态。

又随以丧”。先秦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疫病是一种
对人体伤害较严重的疾病，但尚未有确切定义。
《素问·刺法论篇》云：
“ 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
大小，病状相似”
，提出了“五疫”及临床症状相似
的特点；
汉代许慎《说文解字》指出
“疫，
民皆疾也”
，
说明了疫病广泛流行的特点；晋代王叔和在《伤寒
例》中首次提出
“寒疫”
概念，
“以伤寒为毒者，
以其最
成杀厉之气也……皆为时行寒疫也”；隋巢元方
“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
《诸病源候论》曰：
，进一步描述了疫病
相染易，
乃至灭门，
延及外人”
的病因、传染性和危害性，宋代陈言《三因极一病
证方论》中曰：
“ 治风疫……相传染为异耳”，较为
完整地描述了风疫；明代吴又可在《温疫论》中指
出：
“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
，指出瘟疫的病因。因此，
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
疫
病与现代急性传染病相类似，是一类临床表现相
似的疾病的总称，该类疾病发病急，传染性强，流
行性广，
危害大，人群普遍易感。
思想的渊源
2 中医“治未病”
《黄帝内经》指出：
“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
而动作不衰”
“今世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说
明养生防病之道在于
“阴阳四时者，
万物之终始也，
生死之本也，逆之则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素
问·四气调神大论篇》)提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
病，不治已乱治未乱”
“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
，
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
《黄帝内经》指出：
强调防患于未然。
“正气存内，邪
不可干”
“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正气是指机体正
常的生命活动和抵御病邪自愈的能力。正气不足，
是疾病发生的根本，邪气是疾病发生的条件，但在
特殊情况下，邪气同时也会成为疾病发生的决定
性因素。所以，
预防疾病既要扶助正气，增强机体
的抗病能力，又要避免邪气的侵害。
“治未病”包含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瘥后防复
采用措
3 层含义。未病先防是指在疾病未产生之前，
施阻止疾病的产生；既病防变是指在疾病产生后
采取措施阻止病情进一步传变；瘥后防复是指注
重预防保健，在疾病康复后防止复发。应用“未病
先防，
既病防变，瘥后防复”理论指导疫病防治，对
预防疫病的发生、控制病情发展、减少并发症、降
低复发率，能起到积极作用。
3 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瘥后防复与中医防疫
3.1 未病先防与中医防疫 正如朱丹溪《丹溪心
法》曰：
“与其救疗于有疾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
先。盖疾成而后药者，徒劳而已。是故已病而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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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重于热选用达原饮加减治疗，热重于湿选用银
翘散合三仁汤加减治疗；中期疫毒闭肺者，选用麻
杏石甘汤、
千金苇茎汤合小陷胸汤加减治疗；极期
肺闭喘脱者，选用参附汤加减治疗；恢复期气阴两
伤，选用王氏清暑益气汤加减治疗，肺脾两虚选用
参苓白术散加减治疗［ 11 ］。
3.3 瘥后防复与中医防疫 瘥后防复是指病邪
祛除后邪去正虚时应谨防病情反复。目前对于新
冠肺炎患者治愈后复查核酸阳性的报道不断出
现，国内有 1 例患者治愈出院后 10 日复查核酸阳
性［ 12 ］，韩国也出现 1 例患者治愈出院后 5 天再次
出现新冠肺炎症状，复查核酸结果再次阳性［ 13 ］。
因此，瘥后防复同样是防疫工作的重点。国家发布
［2 ］
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
明确指出新冠肺炎患者治愈出院后应继续进行14
天自我健康状况监测，配戴口罩，选择通风条件较
好的单人房间，尽量避免与亲人近距离接触，与家
人分开进餐，勤洗手，勿外出；并于第 2 周、第4 周
返院随诊；
同时针对恢复期患者，辨证给予推荐中
在三因制宜的
药治疗。全国各个省市针对此情况，
原则下给予不同的中药方剂巩固治疗，其中《上海
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中医诊疗方 案(试行第二
［ 14 ］
版)》
在治疗分期中单列出恢复期，强调预后的
重要性，
并分别针对气阴两虚证、肺脾气虚证以及
恢复期患者肺脏纤维化改变情况给予不同的中药
方剂，同时提倡根据个人具体情况选择中国 传
统功法进行锻炼，
提高患者的抗病能力。
4 小结
中华民族在与疫病不断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并形成了中医防疫的独特理论体系。此次新
冠肺炎疫情凶险，传染性强，传染范围广，但是在
国家强有力的防控措施下，目前我国疫情已得到
初步控制，取得了较大胜利。在国家及各地区的防
控措施中始终坚持了“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瘥后
防复”的思想，因人、因时、因地辨证施策，对未罹
疾病者做好科学有效的预防工作，对罹患疾病者
积极配合使用中医中药避邪深入、祛邪于外方法；
对病愈者使用中医中药扶助正气、防止复发，取得
了较大成绩。

3.1.1.4 中医中药预防 针对此次疫情，国家、
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及多位中医临床专家提出
了各自的中医中药预防方案，建议在三因制宜的
原则下使用［ 5 ］。如国家《新冠肺炎诊疗方案(试行
［2 ］
第六版)》
提出，根据病情、当地气候特点及不同
体质等情况，对于处在临床观察期的患者推荐中
如乏力伴胃肠不适，推荐藿香正气胶囊
成药干预，
(丸、水、口服液)；如乏力伴发热，推荐金花清感颗
粒、莲花清瘟胶囊(颗粒)、疏风解毒胶囊(颗粒)。
根据普通人群、体弱人群以
四川省结合当地疫情，
及儿童 3 类人群体质差异，制定出不同的预防处
方［ 6 ］。除了应用中药汤剂辨证施治外，还有针刺、
推拿、艾灸、耳穴压豆、食疗以及艾叶、苍术、雄黄
等药物烟熏消毒等防治疫病的方法。对于尚未被
疫邪侵袭的易感人群，应用中药辟瘟囊，通过佩戴
香囊起到“芳香辟秽、化浊解毒”的预防作用［ 7-8 ］。
此外通过艾灸足三里、神阙、气海、关元等穴位可
起到温阳散寒除湿、调理脾胃的作用，同时可以提
高机体的免疫功能［ 9 ］。
3.1.2 避其邪气 疫毒之邪作为一种侵袭能力
较强的外邪，
一旦超越正气的防御能力，就会产生
“避其毒气”
疾病。因此，
在防疫时需要强调
“避虚
邪以安其正”
。新冠肺炎主要经呼吸道飞沫和接触
传播，人群普遍易感，因此，避其邪气首先应隔离
传染源，对确诊、疑似患者及其密切接触者进行隔
如戴口罩、勤洗手；居家隔
离；其次做好个人防护：
离，避免去人群聚集地；门窗通风换气；避免用手
触摸眼睛、口鼻；咳嗽、打喷嚏时使用纸巾等遮挡
口鼻；随身物品消毒；另外可以佩戴香囊，避其邪
气［ 10 ］。
3.2 既病防变与中医防疫 《素问·阴阳应象大
论篇》曰：
“故邪风之至，疾如风雨，故善治者治皮
其次治六府，其次治
毛，其次治肌肤，
其次治筋脉，
《金匮要略》载：
“夫
五藏。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
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四季脾
旺不受邪，即勿补之；中工不晓相传，见肝之病，不
解实脾，惟治肝也”
。因此，在防治疫病时须了解其
避免疫邪逐渐入里，使病况逐
产生及传变的规律，
渐加重，增加治愈难度。应根据临床实际情况以清
肺排毒汤为主方进行加减治疗确诊新冠肺炎患
者，并根据病情用药。广东省结合该省的流行病学
特征、临床表现及疾病发展规律，在《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 5 版修正版)》基础上，制
定了《广东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药治疗方案
(试行第二版)》，该方案指出对早期湿邪郁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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