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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通過對中醫疫病理論的複習，結合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臨床研究現狀，剖析新型冠狀

病毒肺炎的病機及辨證，釐清了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中醫疾病歸屬和病理性質，認為香港地區新

型冠狀病毒肺炎中醫疾病歸屬為中醫的熱病、疫病，病理性質為濕、毒、熱、虛，辨證方法為衛

氣營血和三焦辨證。 

 

[關鍵詞] 香港；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熱病；疫病；衛氣營血辨證；三焦辨證 

新型冠狀病毒（nCoV-19）屬於β-冠狀病毒，國際病毒分類委員會將其命名為“SARS-CoV-2”。

2020年2月11日世界衛生組織將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命名為“CoronaVirusdisease”（COVID-19）。

目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簡稱「新冠肺炎」）病例呈大量傳播的趨勢，已經成為威脅全球人

類安全和社會穩定的重大公共衛生事件。 

由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是一種新出現的傳染性疾病，目前仍無確定的特效藥進行治療，主

要方針是對症治療。大量的臨床應用和研究表明中醫藥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治療中發揮了積極

的作用。目前各種中醫藥診治方案、專家獻方、各家論述，中醫對病因病機、證候、診治等的認

識均有不同的觀點，並存在一定的差異。對中醫藥辨治疫病進行深入研究，挖掘中醫藥辨治疫病

的精華，尋找古今知識的相融點，古為今用，希望對當前中醫藥治新冠肺炎有所啟示。 

 

1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中醫歸屬為熱病、疫病 

1.1 熱病 

《黃帝內經》把具有發熱表現的疾病統稱為「熱病」。設立《素問‧熱論》《素問‧刺熱》《素

問‧評熱病論》《靈樞‧熱病》等專篇，系統論述外感熱病的發病及傳變規律，奠定了中醫學關於

外感熱病的理論基礎。《素問‧熱論》曰：「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將外感熱病的病因

歸為「傷於寒」，提出熱病的六經傳變規律。《難經‧五十八難》提出「傷寒有五，有中風，有

傷寒，有濕溫，有熱病，有溫病」，確立了「廣義傷寒」的概念，深深影響後世外感熱病學說發

展。新冠肺炎以發熱、乾咳、乏力為主要表現，符合熱病的表現。 

 



1.2 疫病 

《黃帝內經》對外感熱病中傳染性強、症狀相似的一類疾病稱為「疫病」，《素問‧刺法論》

言：「五疫之至，皆相染易，無問大小，症狀相似」，對傳染性疾病的暴發流行特點進行了描述。

由於新冠肺炎具有強烈的傳染性，在中醫學中歸屬於「疫病」範疇，這基本得到了大家的共識。 

 

2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臨床症狀和特徵 

2.1 2020年3月3日國家發佈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七版）》 

方案指出：症狀以發熱、乾咳、乏力為主要表現。少數患者伴有鼻塞、流涕、咽痛、肌痛

和腹瀉等症狀。重症患者多在發病一周後出現呼吸困難和/或低氧血症，嚴重者可快速進展為急

性呼吸窘迫綜合征、膿毒症休克、難以糾正的代謝性酸中毒和出凝血功能障礙及多器官功能衰竭

等。值得注意的是重型、危重型患者病程中可為中低熱，甚至無明顯發熱。部分兒童及新生兒病

例症狀可不典型，表現為嘔吐、腹瀉等消化道症狀或僅表現為精神弱、呼吸急促。輕型患者僅表

現為低熱、輕微乏力等，無肺炎表現。 

 

2.2 臨床表現文獻綜述[1] 

文獻中提及的臨床表現可分為28種。 

2.2.1 文獻中的症狀主要可分為三類。 

呼吸道症狀：發熱、咳嗽、胸悶氣短、咽喉痛、惡寒、鼻塞流涕、咯血、胸痛、咽乾； 

消化道症狀：食欲減退、腹瀉、噁心嘔吐、便秘、腹痛、大便黏滯不爽、大便溏、腹部不

適； 

其他：肌痛、乏力、頭痛、口苦、口乾、自汗、盜汗、頭暈、心悸、意識模糊、嗜睡。 

2.2.2 位列前十位臨床表現分別為：發熱、咳嗽、乏力、肌痛、胸悶氣短、食欲減退、腹瀉、

頭痛、咽喉痛、噁心嘔吐。 

2.2.3 出現最多的症狀為：發熱（558例）、咳嗽（395例）、乏力（257例）。所有入選文

獻均提及發熱，19篇文獻提及咳嗽，12篇文獻提及乏力。 

上述臨床表現與《方案》提及「以發熱、乾咳、乏力為主要表現」基本吻合。《方案》提

及少數患者伴有鼻塞、流涕、咽痛、肌痛和腹瀉症狀，但從文獻分析不難看出，很多患者在發熱、

咳嗽同時，伴隨食欲減退、腹瀉症狀。這種呼吸道與消化道症狀同時存在的情況，提示濕邪作祟，

正是COVID-19致病因素存在濕邪的佐證。 

 

3 病性 

《松峰說疫》將疫分為三類：一曰瘟（溫）疫，「初不因感寒而得，癘氣自口鼻入，始終

一於為熱」。二曰寒疫，「不論春夏秋冬，天氣忽熱，眾人毛竅方開，倏而暴寒，被冷氣所逼，

眾人所病皆同，且間有冬月而發疹者，故亦得以稱焉」。三曰雜疫。「其症千奇百怪，其病則寒

熱皆有」。 

 



3.1 毒性 

清代王旭高《運氣證治歌訣‧三因司天運氣方》說：「瘟之為病，雖有五運之分，要皆必有

熱毒。蓋瘟癘鬱蒸則成熱，互相傳染則成毒也。故喻嘉言、張路玉、葉天士輩，治療瘟

疫，清理三焦均必佐以解毒。」  

 

3.2 濕性 

此次疫情暴發於武漢。武漢位於江漢平原東部、長江中游一帶，江河湖泊眾多。2019年12

月以來，武漢處於暖冬氣候，氣溫反常，時值冬至，寒冷當至而未至，應寒而未寒，同時陰霾冷

雨纏綿近旬，因此濕氣較重。[2] 

苗青等[3]研究發現，多數患者舌體偏胖大，有齒痕，厚膩苔甚至腐苔者多，均表現出「濕」

的特點，結合外在環境因素呈現「濕」象，故中醫將本病歸屬於以濕邪為主的疫病。研究發現[1]，

在647例患者中，有229例，約三分之一的患者表現出消化道症狀，如腹瀉、噁心嘔吐、食欲減

退等。從患者兼有食欲減退、腹瀉等消化道症狀來推斷，提示脾胃運化失常，也印證「濕邪」存

在。 

 

3.3 寒性 

3.3.1 氣候因素 

寒溫學派在中醫歷史上的交替發展、爭鳴、自成體系，無不和更替變遷的寒冷與溫暖之歷

史氣候有著密切的聯繫，中國幾千年曆史氣候的寒溫變化，是中醫學中傷寒學派與溫病學派產生

的真正原因[4]。中醫發展史中氣候冷暖的變化形成了直觀認識的寒溫病因差異，直觀認識和辯

證思維以及藥物治療的良好效果共同構成了自然氣候冷暖影響下的寒溫相關理論。寒冷期寒邪傷

人的外因、患病機體的寒性表現和陽氣受損的病理生理特點以及對治療藥物溫熱屬性的界定產生

了傷寒學說；溫暖期溫邪傷人的外因、患病機體的熱性表現和陰津虧損的病理生理特點以及對治

療藥物寒涼屬性的界定產生了溫病學說。直觀認識和辯證思維不相一致時，就形成了傷寒學說中

的「傳經」理論和溫病學說中的「溫化」認識[5]。 

目前地球正處於變暖時期，一般的疫病都會具有熱邪的性質。 

3.3.2 運氣學說 

新冠肺炎暴發於己亥年終之氣，己亥年為土運不及之年，風木相對亢勝，氣候整體風熱偏

盛，冬季氣候本應寒冷，但2019年冬季平均氣溫卻較往年同期水準明顯上升[6]。吳鞠通《溫病條

辨》指出：「冬溫者，冬因寒而反溫，陽不潛藏，民病溫也。」而疫病暴發地武漢水域面積遼闊，

且陰雨連綿近旬，異常的氣候和陰雨潮濕的天氣為新型冠狀病毒的生存與蔓延提供了有利條件。 

3.3.3 中藥藥性分析[7] 

在防治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157味中藥裏，寒性藥物最多，佔43.95%；溫性藥物與之相差

不大，佔36.31%；熱性藥物最少，僅2味（炮附片、肉桂），見表3。由此可知，眾醫家防治COVID-19

多使用寒性、溫性中藥，少用熱性之物。[8]由於病性兼有濕性，會用溫藥祛濕，所以可見病性兼

有熱性。 

 

3.4 虛性 



病人有症狀乏力表現，明顯的虛性。脾主運化水濕，脾虛則運化無權，可造成濕濁內生，

故許多患者可見舌苔偏膩、乏力、倦怠，或腹脹、便溏、噁心嘔吐等消化系統症狀，此乃脾虛濕

滯表現；脾虛則肝亢，肝主升、主風，可出現發熱、周身酸痛或目紅眼赤等風火上擾症狀；土生

金，金克木，然木盛侮金，肺金受損，導致咽乾、咳嗽[8]。當人體正氣不足，防禦能力下降時，

邪氣入侵人體導致發病。 

從證候分型及治法治則中分析，描述為毒邪的最多，其次為濕邪、溫熱之邪，疾病後期多

表現為餘邪未盡、氣陰兩虛[9]。總的病理性質可概括為「濕、毒、熱、虛」。 

 

4 熱病疫病的辨證方法 

中醫學理論來源於實踐，中醫疫病理論也正是在疫病防治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中國古代

疫病流行的高發時期為漢末三國與明末清代，恰恰這也是古代中醫理論創新的兩個重要歷史階段。

從東漢張仲景著《傷寒雜病論》開始，到明吳又可撰寫第一部瘟疫學專著《溫疫論》，至清末清

代葉天士著《溫熱論》、吳鞠通著《溫病條辨》，中醫學已形成了一套理論較為完備、技術方法

豐富的疫病防治體系。 

 

4.1 熱病治療大法 

《內經‧素問》熱論篇提出了熱病、溫病、病暑、傷寒、六經、兩感於寒概念以及六經受邪

的症狀特點，提出了熱病的治療大法「治之各通其臟脈，病日衰已矣。其未滿三日者，可汗而已；

其滿三日者，可泄而已」，是《傷寒論》及溫病學派創新的直接理論源泉。 

 

4.2 六經辨證 

張仲景「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訓，博采眾方」，撰成《傷寒雜病論》，

以六經為綱，與臟腑相結合，全面分析外感傷寒發生發展及傳變規律，創立六經辨證論治體系，

將外感熱病證治規律研究推上第一個學術高峰。 

 

4.3 異氣學說、三期防治及表裏九傳 

病因上強調特殊致病因素，治療上儘早採用祛邪治療。 

明代吳又可撰《溫疫論》成為中醫學診治傳染性疾病的專著，提出「夫溫疫之為病，非風、

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溫疫論‧自敘》），對疫病病因學研究作

出了重大貢獻。又提出邪伏膜原之說，指出異氣致病不循傷寒六經傳變規律，而是自口鼻而入，

伏於半表半裏之膜原。又基於感邪輕重、伏匿深淺、稟賦強弱、氣血虛實等提出「表裏九傳」的

傳變規律。其他如劉松峰的邪毒說、余師愚的時氣熱毒說等。 

主張祛邪為第一要義的治療，提倡「客邪貴乎早逐」「邪不去則病不愈」的治療觀點，創

立疏利透達的治法，形成早中晚三期防治原則，首用辛香雄烈之品，直搗膜原巢穴，並擅用汗、

吐、下三法，創立以達原飲為代表祛邪出膜原並分而治之的系列方藥。在發病初起，用達原飲疏

利透達膜原；中期邪已陷胃，用三承氣湯專主瀉下，以邪盡方止；後期重在滋養津液，清解餘邪。
[10] 



吳又可開創的疏利透達法，余師愚長於清熱解毒，以清瘟敗毒飲為治溫疫諸證之主方；楊

栗山重視火熱怫鬱，常將清、透、下、利諸法並施。對於辨病與辨證方法，辨病則首辨一級病名

為溫疫，是對傳染性疾病的統稱。次辨二級病名，例如蝦蟆瘟、大頭瘟、絞腸瘟、痘瘡、爛喉痧、

痢疾等，這些病名僅代表某種特異性單一疾病。此時辨證與辨病系統開始分化，疾病的命名也趨

於精細，但尚無獨立於傳統辨證方法之外的辨病論治體系。[11] 

這些貢獻對傳染性疾病中醫治療規律進行了深入總結，也豐富了中醫學關於外感熱病診療規律的

認識。 

 

4.4 衛氣營血及三焦辨證 

4.4.1 衛氣營血辨證 

葉天士創衛氣營血辨證體系，「溫邪上受，首先犯肺，逆傳心包；肺主氣屬衛，心主血屬

營」、「衛之後方言氣，營之後方言血」，確立了溫病治療大法「在衛汗之可也，到氣才可清氣，

乍入營分，猶可透熱，仍轉氣分而解，至入於血，則恐耗血動血，直須涼血散血」。對於氣病不

傳血分而邪留三焦者，用分消走泄之法；三焦之邪不從外解而裏結陽明胃腸者，當用陷胸、瀉心

等苦泄之法。 

4.4.2 三焦辨證 

吳鞠通在葉天士辨證理論影響下，綜合古醫籍，提出三焦辨證理論：「溫病由口鼻而入，

鼻氣通於肺，口氣通於胃。肺病逆傳則為心包，上焦病不治，則傳中焦，胃與脾也，中焦病不治，

即傳下焦，肝與腎也。始上焦，終下焦」。 

吳鞠通著《溫病條辨》，創立「三焦辨證」體系，提出「治上焦如羽，非輕不舉；治中焦

如衡，非平不安；治下焦如權，非重不沉」的治療總則（《溫病條辨‧治病法論》）。同時吳鞠

通提出「溫病有九」的概念，即風溫、溫熱、溫疫、溫毒、暑溫、濕溫、秋燥、冬溫、溫瘧，從

「傷寒有五」到「溫病有九」概念的轉變。喻嘉言倡溫疫分三焦論治，提出「上焦如霧，升而逐

之，兼以解毒；中焦如漚，疏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如瀆，決而逐之，兼以解毒」。標誌著中

醫對外感熱病學診療規律的認識和發展達到了學術高峰。 

總之，《內經‧素問》提出了熱病的治療大法，《傷寒論》建立六經辨證體系，形成傷寒學

派；葉天士著《溫熱論》、吳鞠通著《溫病條辨》，形成溫病學派，建立衛氣營血辨證體系和三

焦辨證體系。 

4.4.3 衛氣營血和三焦辨證轉變 

葉天士在《溫熱論》中提到「再論氣病有不傳血分而邪留三焦亦如傷寒中少陽病也。彼則

和解表裏之半，此則分消上下之勢，隨證變法，如近時杏、樸、苓等類，或溫膽湯之走泄。」開

創了用分消走泄法治療三焦濕熱證之先河。肺病逆傳，則為上焦的心包，肺病順傳，則為中焦的

脾、胃、大腸，中焦病不解，則傳下焦肝、腎。 

 

5 香港地區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中醫病理屬性和辨證方法 

5.1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中醫病理屬性是濕、熱、毒、虛，但濕多餘熱，以衛氣營血和三焦

辨證為主。香港地處嶺南，氣候屬南亞熱帶典型的季風海洋性氣候，雨水充沛，全年平均相對濕



度較高，具有溫暖多雨、溫差較小等氣候特徵。人口密集，流動性高，國際性高，是典型濕熱地

區，也是疫病高發地區。 

對嶺南溫病理論及臨床的研究表明[12]：①嶺南地區受自然氣候和地理環境的影響，以風溫、

濕溫、暑溫、暑濕的發病率最高，其發病有不拘四時的特點；②嶺南溫病多按衛、氣、營血、傷

陰、傷陽五個階段傳變；③在溫病過程中把舌面pH值作為觀察熱邪傷津的客觀指標。④嶺南地

區屬亞熱帶雨林氣候，夏長冬短，氣候炎熱，潮濕多雨，人群體質以濕熱型和氣陰兩虛型為多。

治則強調補而不燥、滋而不膩、消而不伐，用藥多選用花、葉類藥物和嶺南草藥。鄧鐵濤教授非

常重視溫病學的應用，認為嶺南年平均溫度和濕度均屬國內較高地區，且持續時間較長，故濕熱

學應具有特色。如20世紀50年代石家莊乙腦流行，以白虎湯治之，以後北京乙腦流行則用白虎

加術湯，而同一時期的嶺南乙腦流行，上述方劑卻療效不佳，而應用了白扁豆花、冬瓜皮等淡滲

輕靈之劑則可痊癒。說明同是應用溫病學說指導治病，若不重視地域氣候的差異則難取良效。 

 

5.2 氣血痰濕是嶺南人體質特點 

《嶺南衛生方》（元‧釋繼洪）載：嶺南既號炎方，而又瀕海，地卑而土薄。炎方土薄，故

陽煥之氣常泄；瀕海地卑，故陰濕之氣常盛。」較好地總結了嶺南氣候對人群體質影響的特點：

一是炎熱，熱則耗氣；二是潮濕，濕則礙脾，二者均與脾胃相關。鄧教授常引用此說，認為嶺南

這種炎熱潮濕的氣候，每年長達半年或更長，經千百年來逐漸形成了嶺南人的特有體質，即脾氣

虛弱兼有痰濕。 

由以上分析可見，香港地區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中醫病理屬性是濕、熱、毒、虛，但濕

多餘熱，以衛氣營血和三焦辨證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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