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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屬於中醫溫病範疇。病因為疫戾之氣兼夾濕邪與燥邪。基本病機為外感疫戾之氣兼夾
濕邪與燥邪侵犯人體，首先侵犯上焦肺衛，肺失宣肅，濕濁阻遏氣機，燥邪傷肺傷津。病勢深入傳至中焦脾胃，
樞機不利，大便乾燥秘結或濕熱搏結；重症者，逆傳心包，內閉外脫。後期脾陽虛弱，濕氣難化，脾虛濕戀。
陰液耗傷，形成肺胃陰虛之證。《溫病條辨》原文中，對此多有論述，且理法方藥俱全，因此在該病的診治中
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關鍵詞] COVID-19；辨證論治；溫病條辨 
在中國，中醫藥自古以來就為中華民族的繁衍生息作出了巨大貢獻，在幾次大規模瘟疫中，中醫藥均發揮

了巨大作用[1]。中醫學對於溫病的認識，可以追溯至先秦兩漢時期。《素問‧生氣通天論》有「冬傷於寒，春必
溫病」[2]的論斷。之後的《難經》《傷寒論》《金匱要略》《備急千金要方》等，均有關於溫病的論述。明清
時期，出現了溫病學派，建立了溫病學的衛氣營血與三焦辨證論治體系，代表作有《溫疫論》《溫熱論》《濕
熱條辨》和《溫病條辨》等。其中《溫病條辨》的作者吳鞠通（1758-1836），名瑭，字佩珩，號鞠通，江蘇
淮陰人。吳鞠通一生經歷多次溫熱病的大流行，親眼目睹大規模的死亡，有刻骨銘心之痛[3]。《溫病條辨》不僅
系統討論了溫病學的理論，而且創立溫病三焦辨治綱領，豐富了溫病的治法，明確了溫病的各種治療禁忌，對溫病
過程中的各種具體病證確立了病機、治法、方劑和藥物，從而使溫病的治療有成法可循。正是由於《溫病條辨》
理法方藥齊備，使其對溫病的診治，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2019年12月以來，湖北省武漢市陸續發現了多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即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患
者。從傳染性來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以下簡稱：新冠肺炎）屬於中醫疫病範疇，病因為感受疫戾之氣[4]。
從發熱為其主要臨床表現來看，新冠肺炎屬於溫病範疇。 

 

1 新冠肺炎概述 
1.1 新冠肺炎的臨床表現 
基於目前的流行病學調查，潛伏期1-14天，多數為3-7天。以發熱、乏力、乾咳為主要表現。少數患者伴有鼻塞、

流涕、咽痛和腹瀉等症狀。重型患者多在發病一周後出現呼吸困難和/或低氧血症，嚴重者快速進展為急性呼吸窘迫
綜合癥、膿毒症休克、難以糾正的代謝性酸中毒和出凝血功能障礙。值得注意的是重症、危重症患者病程中可
為中低熱，甚至無明顯發熱。輕型患者僅表現為低熱、輕微乏力等，無肺炎表現[4]。 

1.2 新冠肺炎的流行病學特點 
新冠肺炎的傳染源主要是新冠肺炎患者。無症狀感染者也可能成為傳染源。經呼吸道飛沫傳播和接觸傳播

是主要的傳播途徑。氣溶膠和消化道等傳播途徑尚待明確。人群普遍易感。從目前治療的病例情況來看，多數
患者預後良好，兒童病例症狀相對較輕。少數患者病情危重。老年人和有慢性基礎疾病者預後較差[4]。在死亡病
例中，大多數為60歲及以上患者，且患有基礎性疾病，如高血壓、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等[5]。 

1.3 新冠肺炎的發病季節 
目前看來，發病季節主要為冬季和春季。根據天氣網資訊，2019至2020年冬季入冬以來氣溫是比較偏高的，

而且過去5年（2015-2019年），是有完整氣象記錄以來最暖的5年[6]。在《溫病條辨》中，稱為冬溫，「冬溫者，



冬應寒而反溫，陽不潛藏，民病溫也」（上焦篇第1條）。[7]，[《溫病條辨》原文引用均來自該文獻，下省略] 截
止2020年2月22日，已經屬於立春節氣，每日新增病例仍在300人以上，故亦可屬於風溫。「風溫者，初春陽氣
始開，厥陰行令，風夾溫也」（上焦篇第1條）。 

 

2 病因病機 
2.1 病因 
2.1.1 外感病因 
從病原學特點來看，該病的病原為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中醫學認為，外感病因為感受疫戾之氣[4]。

疫戾之氣在中醫文獻中有多個名稱，如「疫氣」「戾氣」和「疫毒」等，是指具有傳染性的一類外感病邪。疫，
傳染之意。戾，此處通「癘」，癘者毒癘也，言其病勢烈性。疫癘致病傳染性強，易於流行；發病急驟，病情
危篤；一氣一病，病狀相似[8]。《溫病條辨》中，將此外感病因稱為厲氣，稱此病為溫疫，「 溫疫者，厲氣流
行，多兼穢濁，家家如是，若役使然也」（上焦篇第1條）。 

本次疫情的始發地武漢市華南海鮮市場，衛生環境較差，穢濁之氣較重，又值陰雨天氣，故首例患者在此
地感受到濕濁之氣。2019-nCoV感染患者發病初期，可症見惡寒發熱、身重體倦、脘痞嘔惡、便溏腹瀉、舌苔
濁膩等，一派濕濁疫毒鬱滯之象[9]。濕濁蘊阻於肌表腠理，阻滯衛氣的溫分肉機能，可導致惡寒；濕性重濁可
導致頭身困重、四肢沉重等乏力症狀；濕阻上焦胸膈，氣機不暢則胸悶；濕阻中焦脾胃，脾胃納運失職，升降
失常，則納穀不香，不思飲食、脘痞腹脹、大便黏膩不爽；濕停下焦，膀胱氣化不利，則小便短澀。 

乾咳與少痰是COVID-19與SARS的共同臨床表現之一[10, 4]。SARS病理研究提示氣管及支氣管漿液腺均有
SARS-CoV感染[11]。在對小鼠的燥邪實驗中，溫燥組約40%出現了氣管漿液腺上皮黏液腺化生[12]。考慮到
2019-nCoV與SARS-CoV的相似性，推測氣管及支氣管漿液腺功能受損，造成了乾咳與少痰，其與溫燥之邪犯
肺的表現一致。燥邪雖主要見於秋季，但四季均可有。溫燥者，發熱、微惡風寒、頭痛、少汗，為燥熱在表之
象；咳嗽少痰、咽乾、鼻燥口渴，系燥熱侵肺，肺津受損[12]。 

故認為外感病因為疫戾之氣兼夾濕邪與燥邪（主要是溫燥）。 
2.1.2 內傷病因 
正氣先虛是發病的前提和依據，只有正氣相對虛弱，衛外不固，抗邪無力，邪氣方能乘虛而入。隨著年齡

的增長，人的精氣逐漸衰減。一些有長期嚴重基礎性疾病的人，由於久病耗傷正氣，衛外不固。長期使用免疫
抑制劑等，也會降低免疫力，導致正氣不足。在《溫病條辨》中，認為精虛是溫病最主要的內傷病因，並引用
《內經》中《金匱真言論》曰：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於精者，春不病溫。「不藏精三字須活看，不專主房
勞說，一切人事之能動搖其精者皆是」（原病篇第3條）。從此次疫情來看，相對來說老年人與有基礎性疾病體
質虛弱的人的病情較重。 

2.2 病機 
本病的基本病機：外感疫戾之氣兼夾濕邪與燥邪侵犯人體，首先侵犯上焦肺衛，肺失宣肅，濕濁阻遏氣機，

燥邪傷肺傷津。病勢深入則傳至中焦脾胃，樞機不利，大便乾燥秘結或濕熱搏結；重症者，逆傳心包，內閉外
脫。後期脾陽虛弱，濕氣難化，形成脾虛濕戀。亦可因為陰液耗傷，形成肺胃陰虛之證。 

2.2.1 醫學觀察期 
疫戾之氣兼夾濕邪、燥邪，從口鼻息道或者眼耳等其他孔竅侵犯人體。如果正氣充足、邪氣不盛，則正能

勝邪不發病。如果正氣不足，邪氣未盛之時，邪氣成為伏邪，藏匿人體。待時機合適，則邪氣逐漸亢盛，正邪
相搏，此時為醫學觀察期。正氣由於消耗愈加顯得不足，自然會較平時乏力。從衛氣營血辨證來看，醫學觀察
期患者主要屬於衛分證。正邪相搏，往往伴發熱，從三焦辨證來看，由於肺主皮毛，故乏力伴發熱者，主要屬
於上焦證。如果疫戾之毒夾雜濕濁，那麼濕阻脾胃，脾胃納運失職，升降失常，則伴胃腸不適，如納穀不香，
不思飲食、脘痞腹脹、大便黏膩不爽等，此主要屬於中焦證。 



2.2.2 臨床治療期 
如果邪氣進一步亢盛，則嚴重影響人體臟腑的正常功能，此時為臨床治療期。《溫病條辨》認為溫病的發

病最常見的是先侵犯上焦肺系，主要表現為呼吸系統疾病的症狀，如咳嗽、咯痰、氣喘，發熱等。「凡病溫者，
始於上焦，在手太陰。（上焦篇第2條）（自注：……溫病由口鼻而入，自上而下，鼻通於肺，始手太陰。……
太陰陰髒也，溫邪陽邪也，陽盛傷人之陰也」。疫戾之毒夾雜濕濁，壅滯於肺，則其呼吸系統症狀較重，而見
咳嗽、胸悶；燥邪傷津，故為乾咳、咽乾。濕性重濁，阻滯氣機，故倦怠乏力。濕犯中焦，則脘痞、嘔惡、便
溏。熱暫時為濕所鬱，故熱象不重。苔白膩、脈濡為濕濁之象。此時從衛氣營血辨證來看，屬於氣分證。從三
焦辨證來看，主要屬於上焦證。 

病勢進一步發展則形成中焦證，如陽明腑證，見腹脹便秘。從衛氣營血辨證來看，仍屬於氣分證。兼夾濕
濁者，可見黃痰，舌質紅，苔黃膩，脈滑數。兼夾燥邪或津傷較重者，則由於燥易傷肺，肺氣受傷，則出現乾
咳、少痰或痰黏難咳、胸痛喘息，舌質紅，苔黃燥，脈滑數。 

少數重症患者，由於邪氣過於亢盛，則迅速出現邪毒逆傳心包證，出現神昏，煩躁，並因正氣迅速大量消
耗形成脫證，見汗出、肢冷。少數患者會出現凝血功能異常，幾乎所有的重型和危重型患者存在凝血功能紊亂[13, 

14]。故從衛氣營血辨證來看，屬於營血分證。從三焦辨證來看，此時主要屬於上焦心肺證。 
正邪抗爭相持一定時間後，邪氣逐漸消退，然而仍有少許濕氣。溫熱之邪，耗傷陽氣，加之濕熱相搏，傷

脾陽尤重，形成脾虛濕戀，亦可因為陰液耗傷，形成肺胃陰虛之證。此時進入恢復期。 
 

3 新冠肺炎的辨證論治 
3.1 醫學觀察期 
3.1.1 加減正氣散證 
主要臨床表現：乏力伴胃腸不適[4]。 
（1）一加減正氣散證 
原文：「三焦濕鬱，升降失司，脘連腹脹，大便不爽，一加減正氣散主之（中焦篇第58條）」 
淺析：此時濕鬱的重點主要在於中焦脾胃，且病勢輕淺，宜升降脾胃之氣為主。方用一加減正氣散。在藿

香正氣散基礎上，去辛溫發表的紫蘇、白芷，加杏仁利肺氣，加神曲、麥芽順脾胃之氣。 
（2）二加減正氣散證 
原文：「濕郁三焦，脘悶，便溏，身痛，舌白，脈象模糊，二加減正氣散主之（中焦篇第59條）」 
淺析：此時病位仍在中焦，但是濕鬱更重，已成便溏。方用二加減正氣散。在藿香正氣散基礎上加防己以清熱除

濕止痛，加通草、薏苡仁以利小便實大便。 
（3）三加減正氣散證 
原文：「穢濕著裏，舌黃脘悶，氣機不宣，久則釀熱，三加減正氣散主之」（中焦篇第60條）。 
淺析：此時濕鬱化熱，宜清化濕熱，方用三加減正氣散。加杏仁利肺氣，氣化則濕熱俱化。熱勢較重，已

致舌黃，加滑石以清濕中之熱。 
3.1.2 銀翹散證 
主要臨床表現：乏力伴發熱[4]。 
原文：「太陰風溫、溫熱、溫疫、冬溫，……；但熱不惡寒而渴者，辛涼平劑銀翹散主之……」（上焦篇

第4條）。 
淺析：乏力伴發熱為常見的外感熱病的初期症狀。溫病最易傷陰。故溫病忌辛溫發汗。汗為心液，陽加於

陰謂之汗。誤汗必傷陽，心陽受傷則易導致神明內亂。誤汗亦傷陰，陰傷則精氣易耗，溫熱更盛。此時宜辛涼
透表，方用銀翹散。銀翹散被認為是《溫病條辨》之首方（《成方便讀》卷一），是治療溫病初起的基礎方。
銀翹散煎煮時間宜短，原文煎煮法要求鮮葦根湯煎，香氣大出，即取服，勿過煎。本條原文中敘述的加減法考



慮了常見的伴隨症狀。「胸膈悶者，加藿香三錢，郁金二錢，護膻中；渴甚者，加花粉；項腫咽痛者，加馬勃、
元參；衄者，去芥穗、豆豉，加白茅根三錢、側柏炭三錢、梔子炭三錢；咳者，加杏仁利肺氣；二、三日病猶
在肺，熱漸入裏，加細生地、麥冬保津液；再不解，或小便短者，加知母、黃芩、梔子之苦寒，與麥、地之甘
寒，合化陰氣，而治熱淫所勝」。 

3.2 臨床治療期 
3.2.1 三仁湯證 
臨床表現：惡寒發熱或無熱，乾咳，咽乾，倦怠乏力，胸悶，脘痞，或嘔惡，便溏。舌質淡或淡紅，苔白

膩，脈濡[4]。 
原文：「頭痛惡寒，身重疼痛，舌白不渴，脈弦細而濡，面色淡黃，胸悶不饑，午後身熱，狀若陰虛，病

難速已，名曰濕溫。汗之則神昏耳聾，甚則目瞑不欲言，下之則洞泄，潤之則病身不解。長夏深秋冬日同法，
三仁湯主之」（上焦篇第43條）。 

若乾咳、咽乾較甚，提示燥邪亦偏盛，可合桑菊飲或桑杏湯。 
原文： 
「太陰風溫，但咳，身不甚熱，微渴者，辛涼輕劑桑菊飲主之」（上焦篇第6條）。 
「 感 燥 而 咳 者 ， 桑 菊 飲 主 之 」 （ 上 焦 篇 第 5 5 條 ） 。 
「秋感燥氣，右脈數大，傷手太陰氣分者，桑杏湯主之」（上焦篇第54條）。 
淺析： 
在《溫病條辨》中，稱為濕溫。病機概要：濕溫之邪，困阻肺脾。此證應與寒濕鬱肺相鑒別。既然屬於溫

病，通常以溫為主。然而實際的臨床表現中卻可見惡寒之象。此時辨別寒溫，應慎重。不可因其惡寒伴乏力，
即輕易認為其屬於寒性疾病。六淫致病與疫癘致病的初起階段往往容易表現出惡寒，並非寒邪所專有。若為寒
濕，則該有脈緊，而且不該有乾咳與咽乾。治法：宣暢氣機，清利濕熱。輕開上焦肺氣，濕氣則隨之而化。「濕
為陰邪，當於中焦求之」（上焦篇第43條自注），同時清利中焦濕熱。治療中有三個禁忌：汗、下、潤。如果
誤用則會造成不良後果。「汗傷心陽，濕隨辛溫發表之藥蒸騰上逆，內蒙心竅則神昏，上蒙清竅則耳聾，目瞑
不言。誤下傷陰，而重抑脾陽之升，脾氣轉陷，濕邪乘勢內潰，故洞泄。濕為膠滯陰邪，再加柔潤陰藥，二陰
相合，同氣相求，遂有錮結而不可解之勢」（上焦篇第43條自注）。 

對於乾咳與咽乾者，多為兼夾溫燥之邪，還需注意潤燥化痰。燥痰處於肺中，其害甚於濕痰，濕痰易於排
出，燥痰則阻塞氣道，邪毒難以排出，而且在病情加重後可以加重呼吸困難。此時宜預先設防。「其在上者，
因而越之」。可用桑菊飲或桑杏湯等，不宜過早應用止咳藥而導致閉門留寇。後期因燥致喘，可以用清燥救肺
湯。「諸氣膹郁，諸痿喘嘔之因於燥者，喻氏清燥救肺湯主之」（上焦篇第58條）。 

3.2.2 宣白承氣湯證或增液承氣湯證 
臨床表現：身熱不退或往來寒熱，咳嗽痰少，或有黃痰，腹脹便秘。胸悶氣促，咳嗽喘憋，動則氣喘，舌

質紅，苔黃膩或黃燥，脈滑數[4]。 
原文： 
「陽明溫病，下之不通，其證有五：……喘促不寧，痰涎壅滯，右寸實大，肺氣不降者，宣白承氣湯主之。……

津液不足，無水舟停者，間服增液，再不下者，增液承氣湯主之」（中焦篇第17條）。 
淺析：此時，在上焦證基礎上，邪氣又導致了中焦證，如腹脹便秘。此時需要辨別濕燥。黃痰且苔黃膩者，

為濕熱，病機為肺氣不降，裏證又實。治法為宣肺通腑，臟腑合治，方用宣白承氣湯。痰少且苔黃燥者，為燥
熱，病機為溫熱（或伴燥邪）傷津，致使陰液不足，以致大便燥結，即「水不足以行舟」。治法為增水行舟，以潤
助下，方用增液承氣湯。該條原文中還有新加黃龍湯、導赤承氣湯和牛黃承氣湯，用於溫病中焦證之大便秘結的其他
情況，臨床亦可參考。 

3.2.3 安宮牛黃丸合生脈散證 



臨床表現：呼吸困難，動則氣喘或需要輔助通氣，伴神昏，煩躁，汗出肢冷，舌質紫暗，苔厚膩或燥，脈
浮大無根[4]。 

原文： 
「太陰溫病，不可發汗，發汗而汗不出者，必發斑疹；汗出過多者，必神昏譫語。……神昏譫語者，清宮

湯主之，牛黃丸、紫雪丹、局方至寶丹亦主之」（上焦篇16條）。 
「邪入心包，舌蹇肢厥，牛黃丸主之，紫雪丹亦主之」（上焦篇第17條）。 
「手太陰暑溫，……；汗多，脈散大，喘喝欲脫者，生脈散主之」（上焦篇第26條）。 
淺析：此時為重症期，內閉外脫，病勢危重。邪氣亢盛，逆傳心包。心無所主，則神明內亂而致神昏，邪

熱亢盛而致煩躁。此時急需開竅豁痰、清熱解毒，方用安宮牛黃丸。陽氣大傷，陰液將涸，導致脫證。合生脈
散以益氣生津、斂陰止汗。 

3.2.4 恢復期： 
（1）小半夏加茯苓湯證或半夏瀉心湯證 
臨床表現：氣短、倦怠乏力、納差嘔惡、痞滿，便溏不爽，舌淡胖，苔白膩[4]。 
原文： 
「陽明濕溫，嘔而不渴者，小半夏加茯苓湯主之。嘔甚而痞者，半夏瀉心湯去人參、乾薑、大棗、甘草加

枳實、生薑主之」（中焦篇64條）。 
「足太陰寒濕、腹脹，小便不利，大便溏而不爽，若欲滯下者，四苓加厚朴秦皮湯主之，五苓散亦主之」

（中焦篇第45條）。 
淺析：嘔惡但不渴，提示濕阻中焦，熱已不盛。宜用小半夏加茯苓湯。嘔甚而痞者，可用半夏瀉心湯。如

果前期用藥過於寒涼，則易成寒濕之證，可用四苓加厚朴秦皮湯或五苓散。由於見氣短、倦怠乏力等氣虛表現，
方中可以加入人參、大棗等補氣之品。 

（2）沙參麥冬湯證 
臨床表現：乏力，氣短，口乾，口渴，心悸，汗多，納差，低熱或不熱，乾咳少痰。舌乾少津，脈細或虛

無力[15]。 
原文：「燥傷肺胃陰分，或熱或咳者，沙參麥冬湯主之」（上焦篇第56條）。 
淺析：溫病後期正氣已虛。溫病傷陰，後期易成內燥之證。如果溫病兼夾燥邪，則內燥更甚。內燥以肺胃

多見。內燥則津液枯涸，陰液虧虛，陰虛而生內熱，故常伴虛熱。治以清養肺胃，生津潤燥，方用沙參麥冬湯。 
 

4 總結與展望 
4.1 總結 
新冠肺炎屬於中醫溫病範疇。外感疫戾之氣兼夾濕邪與燥邪侵犯人體，首先侵犯上焦肺衛，肺失宣肅，濕

濁阻遏氣機，燥邪傷肺傷津。病勢深入則傳至中焦脾胃，樞機不利，大便乾燥秘結或濕熱搏結；重症者，逆傳
心包，內閉外脫。後期脾陽虛弱，濕氣難化，形成脾虛濕戀。亦可因為陰液耗傷，形成肺胃陰虛之證。根據新
冠肺炎的臨床表現，結合《溫病條辨》原文，新冠肺炎主要證型可以概括為：加減正氣散證、銀翹散證、三仁
湯證、宣白承氣湯證或增液承氣湯證、安宮牛黃丸合生脈散證、小半夏加茯苓湯證或半夏瀉心湯證和沙參麥冬
湯證。 

4.2 展望 
中醫辨證論治具有比較穩定的療效。中醫治病是針對機體的反應狀態而治療，因此，不論是新的病原體還

是老的病原體都不重要，只要機體的反應一致，都可以使用相同的中醫治法[1]。繼承中醫經典中的寶貴經驗是
提高臨床療效的捷徑。在新冠肺炎的診治中，一方面《溫病條辨》可以為該病的診治提供重要參考，另一方面
可以在臨床中對溫病學的內容進一步充實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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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VID-19 is classified into warm febrile disease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he 
exogenous pathogen of COVID-19 is pestilential Qi accompanied by pathogenic dampness and/or 
pathogenic dryness. It invades Lung-Wei of upper energizer firstly leading to sluggishness of Lung-Wei with 
the stagnation of Qi movement caused by pathogenic dampness and the consumption of the body fluid 
caused by pathogenic dryness. Then disorder occurs at the spleen and stomach of middle energizer giving 
rise to constipation with dampness and/or dryness. In severe cases, the reversed transmission of the 
pathogen to pericardium brings about inner blocking causing collapse.In later period, deficiency of spleen 
yang and dampness coexist and/or that the consumption of the body fluid results in deficiency of both 
stomach yin and lung yin. Item Differentiation of Warm Febrile Diseases has involved the main clinical 
manifestation of COVID-19 with principle-method-recipe-medicines. Thu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COVID-19.  

Keywords: COVID-19; treatment based on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Item Differentiation of Warm 
Febrile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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