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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 冠状病毒病(ＣＯＶＩＤ￣１９)基于推荐诊疗方案
的中医用药特点分析

范天田１ꎬ陈永灿２ꎬ白　 钰２ꎬ马凤岐２ꎬ王恒苍２ꎬ杨益萍２ꎬ陈金旭１ꎬ林雨琪１

１. 浙江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ꎬ 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５３
２.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ꎬ 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０７
　 　
[摘　 要] 　 目的:分析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卫健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管

局)及各省市自治区卫健委、中管局通过公开渠道发布的治疗 ２０１９ 冠状病毒病

(ＣＯＶＩＤ￣１９)方案中中药处方用药特点ꎮ 方法:收集自 ＣＯＶＩＤ￣１９ 疫情发生以来至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１９ 日国家及各省市自治区卫健委、中管局通过公开渠道发布的

ＣＯＶＩＤ￣１９ 推荐诊疗方案中相关中医药内容ꎬ并进行所有数据的频数分析、关联分

析及聚类分析ꎮ 结果:共收集国家诊疗方案 ４ 个ꎬ各省市自治区防治方案 ３４ 个ꎬ样
本 ５７８ 条ꎬ得到有名称的传统方剂 ８４ 首ꎬ中成药 ６０ 种ꎬ涉及中药 ２３０ 味ꎬ高频用药

有甘草、黄芩、杏仁、石膏等ꎬ常见方剂有麻杏石甘汤、银翘散、宣白承气汤等ꎬ常用

中成药有安宫牛黄丸、血必净注射液、连花清瘟胶囊等ꎬ高频药物对有“麻黄ꎬ杏

仁”“连翘ꎬ甘草”等ꎬ挖掘出核心药物组合 ２ 个ꎬ新处方 １ 个ꎮ 结论:ＣＯＶＩＤ￣１９ 卫

分证以银翘散、藿朴夏苓汤为基础方ꎬ气分证可以麻杏石甘汤、凉膈散、清瘟败毒

饮、达原饮等为基础方ꎮ 用药特点以宣肺清热、解毒祛浊为主ꎬ体现中医治疫解毒

透邪的处方思路ꎮ

[关键词]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 ２ꎻ ２０１９ 冠状病毒病ꎻ 新型冠状病毒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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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２０１９ 冠状病毒病 ( ｃｏｒｏｎａ ｖｉｒ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２０１９ꎬ 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发生以来ꎬ我国及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卫健委)和中医药

管理局(中管局)先后印发了 ＣＯＶＩＤ￣１９ 诊治的国

家方案[１￣４]和地区方案[５￣３８]ꎮ ＣＯＶＩＤ￣１９ 是一种新

发传染病ꎬ在尚无疫苗和抗病毒特效药的情况下ꎬ
临床强调支持治疗、对症治疗、抗病毒治疗、中医

中药等综合运用ꎬ充分发挥中国医药卫生领域的

本土优势ꎮ 中医重视整体观念和个性化治疗ꎬ越
来越多的省市定点医院运用中医药治疗取得了良

好的疗效ꎮ 夏文广等[３９￣４０] 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

ＣＯＶＩＤ￣１９ 患者ꎬ结果普通型患者改善症状ꎬ缩短

病程ꎬ促进痊愈ꎻ重型、危重型患者肺部渗出减少ꎬ
炎症过度反应得到控制ꎬ防止了病情恶化ꎻ恢复期

患者清除余邪ꎬ扶助正气ꎬ促进康复进程ꎮ 为明晰

中医药治疗本病的用药特点和组方规律ꎬ本研究

收集基于目前公布的国家和省市自治区推荐诊疗

方案中关于中医治疗部分的用药资料ꎬ并进行频

数分析、关联分析及聚类分析ꎬ以期为进一步临床

研究和科研设计提供借鉴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 １　 数据来源及检索方法

收集自疫情发生以来至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１９ 日互

联网上发布的新闻通告ꎬ国家卫健委或中管局发布

的不同版本诊疗方案ꎬ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健委

或中管局发布的不同版本防治方案ꎬ以及尽可能

全面的各省市官方渠道获取的中医药治疗方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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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由国家或各省市自治区卫健委

或中管局颁布的国家方案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方

案(因武汉为疫情最严重地区ꎬ故亦包括武汉方

案)ꎻ②中医药治疗方案ꎮ 排除标准:①中医药预

防方案ꎻ②其他未涉及中医药的防控、防护指南或

建议ꎮ
１. ３　 数据录入

由两名研究人员负责资料的检索和收集工

作ꎬ一人将搜集好的具有明确方剂名称的传统方

剂和中成药相关资料录入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８ꎬ
一人将搜集好的所有版本方案中的方药录入中医

传承辅助平台软件(Ｖ２. ５)ꎻ两名研究人员将录入

后的数据分别进行一致性检验和修正ꎬ以确保数

据的准确性ꎬ一人将检验后的数据校正 Ｖ２. ５ 基

本参数并导出ꎮ
１. ４　 方药规范

依据 ２０１５ 版«中国药典»对所录入中药名称

进行标准化ꎬ如双花标化为金银花、山栀子规范为

栀子ꎻ依据“中国医药信息在线查询平台”对中成

药进行标准化拆分录入药物ꎬ或相关中药提取物

以相对应的中药进行规范ꎬ如喜炎平注射液规范

为穿心莲ꎮ
１. ５　 数据分析

采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８ 及 Ｖ２. ５ 系统的“统
计报表”模块的“医案统计”功能ꎬ对所收录传统

方剂、中成药和用药频次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ꎻ运
用 Ｖ２. ５“数据分析”模块的“方剂分析”功能ꎬ对
录入数据进行关联规则、聚类分析等可视化统计

分析ꎮ

２　 结　 果

本研究共收集国家卫健委和中管局印发的国

家方案(试行第三至六版)４ 个ꎬ各省市自治区(广
东、贵州、河北、黑龙江、吉林、辽宁、山西、四川、云
南、浙江、甘肃、海南、湖南、江苏、江西、山东、陕
西、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西藏自治区、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宁
夏回族自治区)卫健委或中管局印发的地区方案

等共计 ２５ 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方案 ３３ 个[１￣３７]ꎬ
加湖北省武汉市方案 １ 个[３８]ꎬ共计 ３８ 个方案ꎮ
共录入数据 ５７８ 条ꎬ涉及中药 ２３０ 味ꎬ有具体名称

传统方剂 ８４ 首ꎬ中成药 ６０ 种ꎮ

２. １　 描述性统计分析

２. １. １　 高频中药　 共收集中药 ２３０ 味ꎬ频次区间

(１ꎬ２１６)ꎮ 将出现频次至少 ８０ 次者作为高频药ꎬ
得到高频中药共 １８ 味ꎬ其中甘草、黄芩、杏仁、石
膏、连翘、麻黄、金银花及藿香出现频次高达 １００
次以上ꎬ见表 １ꎮ

表 １　 治疗 ＣＯＶＩＤ￣１９ 中药方案中的高频中药(频次≥８０)
Ｔａｂｌｅ １　 Ｈｉｇｈ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ｅｒｂ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ｆｏｒ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８０)

中药名称 频　 次 中药名称 频　 次

甘草 ２１６ 茯苓 ９５
黄芩 １８８ 半夏 ９２
杏仁 １６９ 大黄 ８９
石膏 １６５ 白术 ８８
连翘 １５３ 栀子 ８８
麻黄 １４２ 水牛角 ８６
金银花 １３４ 厚朴 ８５
藿香 １１５ 人参 ８２
桔梗 ９８ 陈皮 ８０

　 　 ＣＯＶＩＤ￣１９:２０１９ 冠状病毒病.

２. １. ２　 高频方剂　 共录入传统方剂 ８４ 首ꎬ频次

区间(１ꎬ２９)ꎮ 将出现频次至少 ５ 次者作为高频

方剂ꎬ得到高频方剂共 ２０ 首ꎬ见表 ２ꎮ

表 ２　 治疗 ＣＯＶＩＤ￣１９ 中药方案中的高频方剂(频次≥５)
Ｔａｂｌｅ ２　 Ｈｉｇｈ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５)

方　 剂 频　 次 方　 剂 频　 次

麻杏石甘汤 ２９ 清瘟败毒饮 ８
银翘散 ２８ 参附汤 ７
宣白承气汤 ２０ 三仁汤 ７
升降散 １９ 小柴胡汤 ６
麻杏苡甘汤 １８ 甘露消毒丹 ６
达原饮 １８ 竹叶石膏汤 ６
黄连解毒汤 １６ 二陈汤 ５
四逆加人参汤 １６ 王氏清暑益气汤 ５
藿朴夏苓汤 １６ 白虎汤 ５
解毒活血汤 １５ 荆防败毒散 ５

　 　 ＣＯＶＩＤ￣１９:２０１９ 冠状病毒病.

２. １. ３　 高频中成药　 共录入中成药 ６０ 种ꎬ频次

区间(１ꎬ３７)ꎮ 将出现频次至少 ５ 次者作为高频

中成药ꎬ得到高频中成药 １６ 种ꎬ见表 ３ꎮ
２. ２　 可视化统计分析结果

２. ２. １ 　 基于关联规则分析得到的药物组合　 基

３范天田ꎬ等. ２０１９ 冠状病毒病(ＣＯＶＩＤ￣１９)基于推荐诊疗方案的中医用药特点分析



表 ３　 治疗 ＣＯＶＩＤ￣１９ 中药方案中的高频中成药(频次≥５)
Ｔａｂｌｅ ３　 Ｈｉｇｈ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ｔｅｎｔ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５)

中成药 频　 次 中成药 频　 次

安宫牛黄丸 ３７ 清开灵胶囊 / 注射液 １４
血必净注射液 ３０ 金花清感颗粒 １４
连花清瘟胶囊 / 颗粒 ２６ 疏风解毒胶囊 / 颗粒 １１
紫雪丹 / 散 ２３ 防风通圣丸 / 颗粒 １１
藿香正气水 / 散 / 胶囊 /

口服液
２１ 喜炎平注射液 １０

苏合香丸 １９ 痰热清注射液 ８
参附注射液 １８ 热毒宁注射液 ７
生脉饮 / 注射液 １６ 至宝丹 ５

　 　 ＣＯＶＩＤ￣１９:２０１９ 冠状病毒病.

于 Ａｐｒｉｏｒｉ 算法ꎬ运用中医药数据挖掘系统中的关

联规则挖掘药物间高频药物组合ꎬ使用支持度和

置信度两个属性来判别 ２ 个变量之间的规律性ꎮ
其中ꎬ支持度(ＡＢ)指药物组合在处方中出现的频

次ꎬ置信度(Ｂ ｜ Ａ)为当 Ａ 药物出现时 Ｂ 药物出现

的概率ꎮ 根据样本数量ꎬ设支持度个数为 ７０ꎬ置
信度为 ０. ８ꎬ共获得关联数据 ２４ 条ꎬ涉及中药 １２
味ꎬ其中涉及麻黄、杏仁、连翘、甘草、石膏等用药

组合频次在 １００ 以上ꎬ此条件下生成的药物组合

见表 ４ꎮ
２. ２. ２　 基于聚类分析得到的核心组方　 基于熵

聚类和改进的互信息法ꎬ运用中医药数据挖掘系

统中的聚类分析收集药物分类ꎮ 使用相关度和惩

表 ４　 治疗 ＣＯＶＩＤ￣１９ 中药方案中的关联药物组合(支持

度 ＝ ７０ꎬ置信度 ＝ ０. ８)
Ｔａｂｌｅ ４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ｈｅｒｂａｌ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ｄｅｇｒｅｅ ＝ ７０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 ０. ８)

药　 对 频　 次 药　 对 频　 次

麻黄ꎬ杏仁 １２４ 黄芩ꎬ甘草 ８１
连翘ꎬ甘草 １１０ 连翘ꎬ麻黄 ７８
甘草ꎬ杏仁 １０９ 连翘ꎬ杏仁 ７８
石膏ꎬ麻黄 １０６ 石膏ꎬ甘草ꎬ杏仁 ７７
甘草ꎬ麻黄 １０５ 石膏ꎬ连翘 ７６
石膏ꎬ杏仁 １０４ 甘草ꎬ桔梗 ７６
石膏ꎬ甘草 １０２ 半夏ꎬ茯苓 ７５
石膏ꎬ麻黄ꎬ杏仁 ９６ 石膏ꎬ大黄 ７４
甘草ꎬ麻黄ꎬ杏仁 ９４ 石膏ꎬ甘草ꎬ麻黄ꎬ杏仁 ７４
黄芩ꎬ连翘 ８７ 黄芩ꎬ栀子 ７３
金银花ꎬ连翘 ８６ 黄芩ꎬ杏仁 ７１
石膏ꎬ甘草ꎬ麻黄 ８４ 黄芩ꎬ金银花 ７１

　 　 ＣＯＶＩＤ￣１９:２０１９ 冠状病毒病.

罚度两个属性来判别 ２ 个变量之间的规律性ꎮ 其

中ꎬ相关度指药物之间存在的正相关ꎬ即临床意

义ꎮ 惩罚度指药物之间的负相关ꎬ即临床禁忌ꎮ
故设相关度、惩罚度两个参数设计为 ５ 和 ２ꎬ进行

熵聚类ꎬ共有 ２１ 条数据ꎬ得到核心组合 ２ 个ꎬ即浙

贝母、牛蒡子、金银花和半夏、厚朴、藿香、茯苓

(图 １)ꎻ新方 １ 个ꎬ由板蓝根、厚朴、半夏、浙贝母、
鱼腥草、藿香、连翘、红景天、金银花、贯众、牛蒡

子、茯苓组成(图 ２)ꎮ

　 　 ＣＯＶＩＤ￣１９:２０１９ 冠状病毒病.
图 １　 治疗 ＣＯＶＩＤ￣１９ 中药方案中的核心药物组合展

示图
Ｆｉｇｕｒｅ １　 Ｃｏｒｅ ｈｅｒｂａｌ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ＣＯＶＩＤ￣１９:２０１９ 冠状病毒病.
图 ２　 治疗 ＣＯＶＩＤ￣１９ 中药方案中的新方网络图
Ｆｉｇｕｒｅ ２　 Ｎｏｖｅｌ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ｓ

３　 讨　 论

从 ＣＯＶＩＤ￣１９ 的临床表现看ꎬ本病可归属中

医疫病范畴ꎮ 明代吴又可«温疫论自序»中指

出:“夫温疫之为病ꎬ非风、非寒、非暑、非湿ꎬ乃天

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ꎮ”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

门医院仝小林院士根据武汉实地考察结果ꎬ指出

本病为“寒湿疫”ꎬ认为寒湿之邪袭表、阻肺、碍
脾ꎬ产生一系列临床征象ꎬ但寒湿易郁而入里化

热、化燥、伤阴、致瘀ꎬ甚至闭脱ꎬ形成以“湿、热、

４ 　 　 　 浙江大学学报(医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毒、瘀”为主的病机特点[４１]ꎮ 由于患者的发病时

间、所处地域及自身体质的不同ꎬ临床可表现为寒

湿疫、湿热疫等ꎮ 本研究所收集国家和各省市自

治区卫健委或中管局推荐的各种治疗方案ꎬ虽未

达成一致ꎬ但基本不离中医温疫的病因病机主线ꎮ
本研究通过尽可能全面地检索已经公开的方案ꎬ
运用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研制的 Ｖ２. ５ 软

件进行数据挖掘ꎬ对治疗 ＣＯＶＩＤ￣１９ 用药特点、处
方规律进行统计分析ꎮ

本研究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ꎬ得到中药 ２３０
味ꎬ出现频次不少于 ８０ 次共 １８ 味ꎮ 这些高频药

物适应证符合中医温疫的病机 演 变ꎮ 初 期

ＣＯＶＩＤ￣１９ 多数患者具有畏寒发热、肌肉酸痛等表

证ꎬ应用麻黄、金银花、连翘、藿香、桔梗、甘草等辛

宣透表ꎻ继而邪热壅肺ꎬ肺气郁闭ꎬ应用诸如黄芩、
麻黄、杏仁、石膏、大黄、水牛角、栀子等清宣肺热ꎬ
下泄痰毒ꎮ 证属湿浊留滞者ꎬ取茯苓、半夏、厚朴、
陈皮等理气化湿祛浊ꎮ 体质较弱ꎬ元气偏亏或恢

复期脾胃虚弱ꎬ用人参、白术等健脾益气ꎬ培土生

金ꎮ 从这些高频药物看ꎬ基本包括中医治疫名方

银翘散、麻杏石甘汤、清瘟败毒饮、藿朴夏苓汤等

的药物组成ꎮ 这些用药也体现出中医治疫因势利

导、扶正解毒、驱邪外出的治疗原则ꎬ具体如金银

花、连翘辛凉解表ꎬ大黄、栀子泻下通肠ꎬ藿香、茯
苓渗湿利尿ꎬ石膏、黄芩、水牛角清热泄毒ꎬ人参、
白术扶正抗邪ꎬ麻黄、杏仁、桔梗、半夏宣肺导痰ꎬ
陈皮、厚朴理气化浊ꎬ而甘草既能清热解毒ꎬ又能

健脾护胃ꎬ具有调和作用ꎮ 如此使人体表里上下

的疫毒之邪由窍道而出ꎮ
本研究获得 ８４ 首具有明确名称的传统方剂ꎬ

出现频次不少于 ５ 次共 ２０ 首ꎮ 其中高频方剂ꎬ尤
其是频次不少于 １８ 次的麻杏石甘汤、银翘散、宣
白承气汤、升降散、麻杏苡甘汤以及达原饮为卫健

委和中管局多个方案所推荐[１]ꎮ 银翘散为吴鞠

通辛凉平剂ꎬ为卫分证常用方ꎮ «温病条辨上

焦篇»载“太阴风温ꎬ温热ꎬ温疫ꎬ冬温”“但热不恶

寒而渴者ꎬ辛凉平剂银翘散主之”ꎮ ＣＯＶＩＤ￣１９ 以

发热为主症ꎬ在初期的轻症阶段运用此方ꎬ切中机

要ꎮ 麻杏石甘汤在«伤寒论»和«温病条辨»皆有

提及ꎬ用于肺气分实热证ꎬ临床已证实其对于各种

肺炎的确切效果[４２]ꎮ 麻黄与石膏合用ꎬ寒温兼

施ꎬ一清肺热ꎬ一宣肺气ꎬ加杏仁止咳ꎬ甘草调和诸

药ꎮ 干咳、喘鸣亦为 ＣＯＶＩＤ￣１９ 主要表现ꎬ在卫气

同病ꎬ由表入里的阶段运用此方ꎬ宣肺止咳ꎮ 宣白

承气汤乃吴鞠通肺热移肠代表方剂ꎬ因肺与大肠

相表里ꎬ若肺气分证未愈ꎬ则下移大肠ꎬ肺肠同病ꎬ
用此方治疗 ＣＯＶＩＤ￣１９ 兼便秘者最为适宜ꎮ 升降

散是杨栗山«伤寒瘟疫条辨»主治温病表里三焦

大热代表方ꎬ若上述肺、肠气分实热未解ꎬ波及三

焦ꎬ此方升清降浊ꎬ升降相因ꎮ 麻杏苡甘汤为张仲

景«金匮要略»治疗风湿在表方ꎬ散寒解表ꎬ健脾

除湿ꎬ针对寒湿型 ＣＯＶＩＤ￣１９ 患者比较贴合ꎮ 达

原饮作为吴又可«温疫论»用于瘟疫或疟疾邪伏

膜原证牵头方ꎬ祛湿清热ꎮ 有学者基于网络药理

学和分子对接法研究该方针对 ＣＯＶＩＤ￣１９ 的活性

化合物ꎬ结果表明ꎬ达原饮中的活性化合物能通过

与血管紧张素转换酶 ＩＩ ( ＡＣＥ２) 结合作用于

ＰＴＧＳ２、ＨＳＰ９０ＡＡ１、ＥＳＲ１ 等靶点调节多条信号通

路ꎬ从而有可能对疾病有治疗作用[４３]ꎮ
本研究得到中成药 ６０ 种ꎬ出现频次不少于 ５

次共 １６ 种ꎬ皆为卫健委和中管局多个方案推荐口

服或注射类中成药[１￣４]ꎮ 如用于观察期的乏力伴

肠胃不适的藿香正气水 /散 /胶囊 /口服液ꎬ乏力伴

发热的连花清瘟胶囊 /颗粒、金花清感颗粒、疏风

解毒胶囊 /颗粒或防风通圣丸 /颗粒ꎮ 用于危重型

(内闭外脱证)的凉开三宝、苏合香丸温开以开窍

醒神ꎬ以及参附注射液、生脉注射液得益气补虚ꎬ
回阳通脉ꎬ用于脓毒症休克等抢救ꎮ 喜炎平注射

液和血必净注射液为多个方案推荐的中期疫毒闭

肺中成药ꎬ清热解毒与活血化瘀并用ꎬ此时热、毒、
瘀、湿兼具ꎮ 而清开灵注射液、痰热清注射液和热

毒宁注射液皆为临床清热解毒制剂ꎬ运用于多种

临床急危重症的治疗[４４]ꎮ
本研究通过可视化统计分析ꎬ在支持度为

７０、置信度为 ０. ８ 的前提下ꎬ得到关联数据 ２４ 条ꎬ
涉及中药 １２ 味ꎬ包含多个经典方剂核心药物及药

对ꎮ 如频次≥１０５ 次的前 ５ 组ꎬ大致为麻杏石甘

汤组合ꎻ余如连翘、甘草、黄芩、桔梗、栀子皆为凉

膈散重要组成药物ꎬ用于邪盛胸隔的气分证ꎮ 其

中连翘、栀子、黄芩清肺治上ꎬ清泄膈热ꎻ大黄泻热

治下ꎬ以泻代清ꎻ甘草调和诸药ꎬ清热解毒ꎮ 现代

药理研究表明ꎬ此方能够调控肺组织 ＮＦ￣κＢꎬ改善

Ｔｈ１ / Ｔｈ２ 比值ꎬ通过多个基因和通路发挥抗炎和

免疫调节功能[４５]ꎮ 金银花和连翘为银翘散关键

药对ꎬ甘草、半夏与茯苓是二陈汤重要药物ꎬ金银

花、栀子是热毒宁注射液的组成等ꎮ 而石膏、甘

５范天田ꎬ等. ２０１９ 冠状病毒病(ＣＯＶＩＤ￣１９)基于推荐诊疗方案的中医用药特点分析



草、连翘、黄芩、栀子、桔梗等为清瘟败毒饮重要药

物ꎬ用于气血两燔ꎬ全面清解不同阶段的热毒ꎬ具
有解热、抗炎、抗菌、抗病毒及免疫调节作用ꎬ常用

于多种感染性疾病[４６]ꎮ
在相关度为 ５ꎬ惩罚度为 ２ 的条件下的聚类

结果得到 ２ 个核心组合和 １ 个新方ꎮ 两个核心组

合:①浙贝母、牛蒡子、金银花为中成药金花清感

颗粒核心药物ꎬ疏风宣肺ꎬ清热化痰ꎬ已广泛用于

流感的治疗ꎻ②半夏、厚朴、藿香、茯苓用药蕴含藿

香正气散、藿朴夏苓汤和雷氏芳香化浊法等ꎬ理气

机ꎬ化湿浊ꎬ符合 ＣＯＶＩＤ￣１９ 患者湿浊疫疠的病机

特点ꎮ 新方用药有板蓝根、厚朴、半夏、浙贝母、鱼
腥草、藿香、连翘、红景天、金银花、贯众、牛蒡子、
茯苓ꎬ实则集中清热解毒、宣肺化痰、理气祛浊的

功效ꎬ其组成与连花清瘟胶囊有相似之处ꎮ 已有

学者做了运用连花清瘟胶囊用于 ＣＯＶＩＤ￣１９ 疑似

病例 ６３ 例临床观察的临床试验ꎬ结果明显改善了

疑似病例发热、咳嗽、乏力、气促等症状ꎬ降低了转

化为重症患者的比例[４７]ꎮ
通过相关诊疗方案的数据挖掘和综合分析ꎬ

针对 ＣＯＶＩＤ￣１９ 患者的卫分证可以银翘散、藿朴

夏苓汤为基础方ꎻ针对气分证ꎬ可以麻杏石甘汤、
凉膈散、清瘟败毒饮、达原饮等为基础方ꎮ 用药以

宣肺清热、解毒祛浊为主ꎬ体现中医治疫因势利

导ꎬ透邪外出的处方思路ꎬ印证了吴又可所谓“以
驱邪为第一要义”的治疗温疫之旨ꎮ 中医药学在

介入此次 ＣＯＶＩＤ￣１９ 疫情过程中ꎬ其安全性和有

效性日益凸显ꎬ充分显示了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优

越性ꎮ 未来应更多开展关于上述方药的相关基础

和临床研究ꎬ着眼不同分期、不同证型ꎬ进行有针

对性的辨证论治ꎬ以期对临床有所借鉴ꎬ对今后中

医治疫提供更多启迪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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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０１￣２６ ) [ ２０２０￣０１￣２８ ]. ｈｔｔｐ: / / ｗｓｊｋ. ｇａｎｓｕ.
ｇｏｖ. ｃｎ / ｓｉｎｇｌｅ / １１０６７ / ８３０５３. ｈｔｍｌ.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　 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甘肃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中医药防治方案(试行第二版) [Ａ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２￣０１)[２０２０￣０２￣０１]. ｈｔｔｐ: / / ｗｓｊｋ. ｇａｎｓｕ. ｇｏｖ.
ｃｎ / ｆｉｌｅ. ｊｓｐ? 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ｄ ＝ ８３４８８.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Ｇａｎ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ｏｖｅｌ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ｉｎ Ｇａｎｓｕ ｂｙ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 ｔｒａｉｌ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２ ) [ Ａ /
ＯＬ]. ( ２０２０￣０２￣０１ ) [ ２０２０￣０２￣０１ ]. ｈｔｔｐ: / / ｗｓｊｋ.
ｇａｎｓｕ. ｇｏｖ. ｃｎ / ｆｉｌｅ. ｊｓｐ? 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ｄ ＝ ８３４８８.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　 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医药管理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中医药治疗方案(试行)
[ Ａ / ＯＬ ]. ( ２０２０￣０１￣２４ ) [ ２０２０￣０１￣２５ ]. ｈｔｔｐ: / /
ｗｓｊｋｗ. ｇｘｚｆ. ｇｏｖ. ｃｎ / ｚｗｇｋ / ｚｆｘｘｇｋｍｌ / ｗｓｊｓｚｈ / ｚｙｚｙ /
２０２０ / ０１２４ / １６９４. ｈｔｍｌ.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ｏｖｅｌ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ｂｙ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 ｔｒｉａｌ ｖｅｒｓｉｏｎ) [ Ａ / ＯＬ]. (２０２０￣
０１￣２４) [２０２０￣０１￣２５]. ｈｔｔｐ: / / ｗｓｊｋｗ. ｇｘｚｆ. ｇｏｖ. ｃｎ /
ｚｗｇｋ / ｚｆｘｘｇｋｍｌ / ｗｓｊｓｚｈ / ｚｙｚｙ / ２０２０ / ０１２４ / １６９４. ｈｔｍｌ.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　 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医药管理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中医药治疗方案(试行第二

版) [ Ａ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２￣０８) [２０２０￣０２￣１３]. ｈｔｔｐ: / /
ｗｓｊｋｗ. ｇｘｚｆ. ｇｏｖ. ｃｎ / ｚｗｇｋ / ｚｆｘｘｇｋｍｌ / ｗｓｊｓｚｈ / ｚｙｚｙ /
２０２０ / ０２１３ / １７２５. ｈｔｍｌ.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ｏｖｅｌ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ｂｙ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ｔｒｉａｌ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２) [Ａ / ＯＬ]. (２０２０￣
０２￣０８) [２０２０￣０２￣１３]. ｈｔｔｐ: / / ｗｓｊｋｗ. ｇｘｚｆ. ｇｏｖ. ｃｎ /
ｚｗｇｋ / ｚｆｘｘｇｋｍｌ / ｗｓｊｓｚｈ / ｚｙｚｙ / ２０２０ / ０２１３ / １７２５. ｈｔｍｌ.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０]　 贵州省中医药管理局. 贵州省病毒性肺炎中医药

防治参考方案 [ Ａ]. 黔中医药函 〔２０２０〕 ２２ 号ꎬ
２０２０.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ｖｉｒａｌ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 Ｎｏ. ２２〔２０２０〕 ｏｆ ｔｈｅ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 ２０２０.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　 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 河北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中医防治方案(试行第四版) [Ａ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２￣
１２) [２０２０￣０２￣１２]. ｈｔｔｐｓ: / / ｍｐ. ｗｅｉｘｉｎ. ｑｑ. ｃｏｍ / ｓ /
９ＱＴｑＧＤｗ６ｖｋＱｙＷＸ￣ＶｒｊｕｌｑＱ.
Ｈｅｂｅｉ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ｏｖｅｌ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ｉｎ Ｈｅｂｅｉ ｂｙ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ｔｒｉａｌ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４) [Ａ / ＯＬ]. (２０２０￣
０２￣１２) [ ２０２０￣０２￣１２ ]. ｈｔｔｐｓ: / / ｍｐ. ｗｅｉｘｉｎ. ｑｑ.
ｃｏｍ / ｓ / ９ＱＴｑＧＤｗ６ｖｋＱｙＷＸ￣Ｖｒｊｕｌｑ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２]　 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河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二版)[Ａ / ＯＬ]. (２０２０￣
０２￣０１) [２０２０￣０２￣０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ｅｂｗｓｔ. ｇｏｖ. ｃｎ /
ｉｎｄｅｘ. ｄｏ? ｉｄ ＝ ３９６２４５＆ｔｅｍｐｌｅｔ ＝ ｃｏｎｔｅｎｔ＆ｃｉｄ ＝
３７１３.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ｏｖｅｌ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ｉｎ Ｈｅ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Ｔｒｉａｌ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２) [Ａ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２￣０１)
[２０２０￣０２￣０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ｅｂｗｓｔ. ｇｏｖ. ｃｎ / ｉｎｄｅｘ.
ｄｏ? ｉｄ ＝ ３９６２４５＆ｔｅｍｐｌｅｔ ＝ ｃｏｎｔｅｎｔ＆ｃｉｄ ＝ ３７１３.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　 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 河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中医防治方案 (试行第三版) [ Ａ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１￣３１ ) [ ２０２０￣０１￣３１ ]. ｈｔｔｐｓ: / / ｍｐ. ｗｅｉｘｉｎ.
ｑｑ. ｃｏｍ / ｓ / ＤＣ５ｎＥ２Ｇｎ０ｄ３ｃＺＢＵａＧｋｌｐｙＡ.
Ｈｅｂｅｉ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ｏｖｅｌ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ｉｎ Ｈｅｂｅｉ ｂｙ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 ｔｒｉａｌ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３) [ Ａ /
ＯＬ]. ( ２０２０￣０１￣３１ ) [２０２０￣０１￣３１ ]. ｈｔｔｐｓ: / / ｍｐ.
ｗｅｉｘｉｎ. ｑｑ. ｃｏｍ / ｓ / ＤＣ５ｎＥ２Ｇｎ０ｄ３ｃＺＢＵａＧｋｌｐｙＡ.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　 黑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黑龙江省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中医药防治方案(试行) [Ａ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２￣０５)[２０２０￣０２￣０６]. ｈｔｔｐ: / / ｗｓｊｋｗ. ｈｌｊ. ｇｏｖ.
ｃｎ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 Ｈｏｍｅ / Ｚｗｇｋ / ｊｉｅｇｕｏ / ｎｅｗｓｉｄ / ４５９.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ｏｖｅｌ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ｉｎ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ｂｙ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 ｔｒｉａｌ ｖｅｒｓｉｏｎ) [ Ａ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２￣０５)
[２０２０￣０２￣０６ ]. ｈｔｔｐ: / / ｗｓｊｋｗ. ｈｌｊ. ｇｏｖ. ｃｎ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 Ｈｏｍｅ / Ｚｗｇｋ / ｊｉｅｇｕｏ / ｎｅｗｓｉｄ / ４５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　 黑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 黑龙江省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中医药防治方案(第二版) [Ａ]. 黑中

医药发〔２０２０〕５ 号ꎬ２０２０.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范天田ꎬ等. ２０１９ 冠状病毒病(ＣＯＶＩＤ￣１９)基于推荐诊疗方案的中医用药特点分析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ｏｖｅｌ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ｉｎ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ｂｙ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２) [Ａ]. Ｎｏ. ５ 〔２０２０〕
ｏｆ ｔｈｅ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２０２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６]　 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 河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中医防治方案(试行第一版) [Ａ]. 冀中医

药函〔２０２０〕１０ 号ꎬ２０２０.
Ｈｅｂｅｉ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ｏｖｅｌ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ｉｎ Ｈｅｂｅｉ ｂｙ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 ｔｒａｉｌ ｖｅｒｓｉｏｎ ) [ Ａ ]. Ｎｏ. １０
〔２０２０〕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ｂｅｉ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 ２０２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　 湖南省中医药管理局. 湖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中医药诊疗方案(试行第二版)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１￣２６ ) [ ２０２０￣０１￣２６ ]. ｈｔｔｐ: / / ｔｃｍ. ｈｕｎａｎ.
ｇｏｖ. ｃｎ / ｔｃｍ / ｘｘｇｋ / ｔｚｇｇ / ２０２００１ / ｔ２０２００１２６ ＿
１１１６４４６２. ｈｔｍｌ.
Ｈｕｎａ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ｏｖｅｌ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ｉｎ Ｈｕｎａｎ ｂｙ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 ｔｒａｉｌ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２ )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０￣０１￣２６) [２０２０￣０１￣２６]. ｈｔｔｐ: / / ｔｃｍ. ｈｕｎａｎ.
ｇｏｖ. ｃｎ / ｔｃｍ / ｘｘｇｋ / ｔｚｇｇ / ２０２００１ / ｔ２０２００１２６ ＿
１１１６４４６２. ｈｔｍｌ.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８]　 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吉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肺炎中医药诊疗方案(试行第一版)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１￣２６) [２０２０￣０１￣２６]. ｈｔｔｐ: / / ｊｌｔｃｍ. ｊｌ. ｇｏｖ.
ｃｎ / ｔｚｇｇ / ｘｇｄｔ / ２０２００１ / ｔ２０２００１２６＿６６５４７６８. ｈｔｍ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Ｊｉｌｉ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ｏｖｅｌ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ｉｎ Ｊｉｌｉｎ ｂｙ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 ｔｒａｉｌ ｖｅｒｓｉｏｎ) [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１￣２６) [２０２０￣０１￣２６]. ｈｔｔｐ: / / ｊｌｔｃｍ.
ｊｌ. ｇｏｖ. ｃｎ / ｔｚｇｇ / ｘｇｄｔ / ２０２００１ / ｔ２０２００１２６ ＿ ６６５４７６８.
ｈｔｍｌ.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９]　 山西省卫生健康委. 山西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中医药防治方案(试行) [Ａ]. 晋卫办中医药

函〔２０２０〕９ 号ꎬ２０２０.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ｏｖｅｌ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ｉｎ
Ｓｈａｎｘｉ ｂｙ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 ｔｒａｉｌ
ｖｅｒｓｉｏｎ ) [ Ａ ]. Ｎｏ. ９ 〔 ２０２０ 〕 ｏｆ ｔｈｅ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２０２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　 上海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 上海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中医诊疗方案(试行) [Ａ]. 沪肺炎防控办〔２０２０〕
２８ 号ꎬ２０２０.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ｆｏｒ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Ｎｏｖｅｌ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ｏｖｅｌ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ｉｎ Ｊｉｌｉｎ ｂｙ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 ｔｒａｉｌ ｖｅｒｓｉｏｎ) [ Ａ].
Ｎｏ. ２８ 〔２０２０〕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Ｎｏｖｅｌ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ꎬ ２０２０.

[２１]　 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 四川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中医药干预建议处方(试行第一版) [Ａ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１￣２５) [２０２０￣０１￣２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ｃ.
ｇｏｖ. ｃｎ / １０４６２ / １２７７１ / ２０２０ / １ / ２５ /
０ｄ３７９５３ｃａ２５３４ｄ５３８２ｂａ７４４ｅ８１７２５４６９. ｓｈｔｍｌ.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ｎｏｖｅｌ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ｉｎ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ｔｒｉａｌ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１)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１￣２５)
[２０２０￣０１￣２５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ｃ. ｇｏｖ. ｃｎ / １０４６２ /
１２７７１ / ２０２０ / １ / ２５ /
０ｄ３７９５３ｃａ２５３４ｄ５３８２ｂａ７４４ｅ８１７２５４６９. ｓｈｔｍｌ.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２]　 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 四川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中医药防控技术指南[Ａ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２￣
０４) [２０２０￣０２￣０４]. ｈｔｔｐ: / / ｓｃｔｃｍ. ｓｃ. ｇｏｖ. ｃｎ / ｓｃｔｃｍ /
ｇｇｇｓ / ２０２０ / ２ / ５ /
８９１ｄ６８４ｅ０２ｅ９４８１２８ｂ３２５４７ａｅ２ｅｂ８ｄａ４. ｓｈｔｍｌ.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ｂｙ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ｉｎ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ｂｙ ｎｏｖｅｌ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 Ａ / ＯＬ].
( ２０２０￣０２￣０４ ) [ ２０２０￣０２￣０４ ]. ｈｔｔｐ: / / ｓｃｔｃｍ. ｓｃ.
ｇｏｖ. ｃｎ / ｓｃｔｃｍ / ｇｇｇｓ / ２０２０ / ２ / ５ /
８９１ｄ６８４ｅ０２ｅ９４８１２８ｂ３２５４７ａｅ２ｅｂ８ｄａ４. ｓｈｔｍｌ.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３]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云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中医药防治方案(试行第二版)[Ａ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２￣１１) [２０２０￣０２￣１１]. ｈｔｔｐ: / / ｙｎｓｗｓｊｋｗ. ｙｎ.
ｇｏｖ. ｃｎ / ｗｊｗＷｅｂｓｉｔｅ / ｗｅｂ / ｄｏｃ /
ＵＵ１５８１４０６１５４４８５５９０５２.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Ｙｕｎ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ｏｖｅｌ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ｉｎ
Ｓｈａｎｘｉ ｂｙ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 ｔｒａｉｌ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２) [Ａ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２￣１１) [２０２０￣０２￣１１]. ｈｔｔｐ: / /
ｙｎｓｗｓｊｋｗ. ｙｎ. ｇｏｖ. ｃｎ / ｗｊｗＷｅｂｓｉｔｅ / ｗｅｂ / ｄｏｃ /
ＵＵ１５８１４０６１５４４８５５９０５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４]　 浙江省新冠肺炎省级医疗救治专家组. 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浙江临床经验版第一

版)[Ａ]. ２０２０.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Ｎｏｖｅｌ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ｔ Ｇｒｏｕｐ.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ｏｖｅｌ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ꎬ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１)
[Ａ]. ２０２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 　 　 　 浙江大学学报(医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５]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江苏省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中医辨治方案 (试行第三版) [Ａ]. 苏防救治

〔２０２０〕２１ 号ꎬ２０２０.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ｏｖｅｌ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ｔｒｉａｌ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３ ) [ Ａ]. Ｎｏ. ２１ 〔 ２０２０ 〕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ｎｏｖｅｌ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２０２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６]　 江西省中医药管理局. 江西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中医药防治方案(试行) [Ａ / ＯＬ]. (２０２０￣
０１￣２４) [２０２０￣０１￣２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ｊｘｈｆｐｃ. ｇｏｖ. ｃｎ /
ｄｏｃ / ２０２０ / ０１ / ２５ / １３８４６８. ｓｈｔｍｌ.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ｏｖｅｌ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ｉｎ Ｓｈａｎｘｉ ｂｙ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 ｔｒａｉｌ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Ａ / ＯＬ]. (２０２０￣
０１￣２４) [２０２０￣０１￣２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ｊｘｈｆｐｃ. ｇｏｖ. ｃｎ /
ｄｏｃ / ２０２０ / ０１ / ２５ / １３８４６８. ｓｈｔｍｌ.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７]　 宁夏回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宁夏回族自治

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中医药防治方案(试
行)[Ａ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１￣２８) [２０２０￣０１￣２８]. ｈｔｔｐ: / /
ｗｓｊｋｗ. ｎｘ. ｇｏｖ. ｃｎ / ｉｎｆｏ / １０４０ / １３３６０. ｈｔｍ.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Ｎｉｎｇｘｉａ Ｈｕｉ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ｏｖｅｌ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ｉｎ Ｎｉｎｇｘｉａ ｂｙ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ｔｒａｉｌ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Ａ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１￣２８) [２０２０￣０１￣
２８]. ｈｔｔｐ: / / ｗｓｊｋｗ. ｎｘ. ｇｏｖ. ｃｎ / ｉｎｆｏ / １０４０ / １３３６０.
ｈｔ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８]　 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山东省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中医药诊疗方案[Ａ]. ２０２０.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ｏｖｅｌ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ｉ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ｂｙ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 ２０２０.

[２９]　 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陕西省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中医药治疗方案 (试行第一版)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０￣０１￣２３ ) [ ２０２０￣０１￣２３ ]. ｈｔｔｐ: / / ｓｘｗｊｗ.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 / ２０２０ / １ / ２３ / ａｒｔ＿１０＿６７３７８. ｈｔｍ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ｏｖｅｌ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ｉｎ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ｂｙ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１￣２３) [２０２０￣
０１￣２３]. ｈｔｔｐ: / / ｓｘｗｊｗ.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 / ２０２０ / １ /
２３ / ａｒｔ＿１０＿６７３７８. ｈｔｍｌ.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０]　 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天津市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中医药防治方案(试行)[Ａ / ＯＬ]. (２０２０￣
０１￣２７) [２０２０￣０１￣２７ ]. ｈｔｔｐ: / / ｗｓｊｋ. ｔｊ.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 /
２０２０ / １ / ２７ / ａｒｔ＿８８＿７０２１０. ｈｔｍ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ｏｖｅｌ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ｉｎ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ｂｙ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 ｔｒａｉｌ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Ａ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１￣２７) [２０２０￣０１￣２７]. ｈｔｔｐ: / / ｗｓｊｋ.
ｔｊ.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 / ２０２０ / １ / ２７ / ａｒｔ＿８８＿７０２１０. ｈｔｍｌ.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１]　 西藏自治区藏医药管理局. 西藏自治区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藏医药防治方案[Ａ]. 藏藏医药

发〔２０２０〕３ 号ꎬ２０２０.
Ｔｉｂｅｔ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ｏｖｅｌ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ｉｎ Ｔｉｂｅｔ
ｂｙ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 Ｎｏ. ３ 〔２０２０〕 ｏｆ ｔｈｅＴｉｂｅｔ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２０２０.

[３２]　 广东省中医药局. 广东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中医药治疗方案(试行第一版)[Ａ / ＯＬ]. (２０２０￣
０１￣２５ ) [ ２０２０￣０１￣２５ ]. ｈｔｔｐ: / / ｓｚｙｙｊ. ｇｄ. ｇｏｖ. ｃｎ /
ｚｗｇｋ / ｇｓｇｇ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ｐｏｓｔ＿２８７９０８５. ｈｔｍ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ｏｖｅｌ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ｂｙ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ｔｒａｉｌ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１) [Ａ / ＯＬ]. (２０２０￣
０１￣２５) [ ２０２０￣０１￣２５ ]. ｈｔｔｐ: / / ｓｚｙｙｊ. ｇｄ. ｇｏｖ. ｃｎ /
ｚｗｇｋ / ｇｓｇｇ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ｐｏｓｔ ＿ ２８７９０８５. ｈｔｍｌ.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３]　 辽宁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辽宁省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中医药诊疗方案(试行第二版)[Ａ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２￣０３) [２０２０￣０２￣０３]. ｈｔｔｐ: / / ｗｓｊｋ. ｌｎ. ｇｏｖ.
ｃｎ / ｇｓｇａ / ２０２００２ / ｔ２０２００２０３＿３７３３２４３. ｈｔｍ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ｏｖｅｌ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ｉ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ｂｙ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 ｔｒａｉｌ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２) [ Ａ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２￣０３) [２０２０￣０２￣０３]. ｈｔｔｐ: / / ｗｓｊｋ.
ｌｎ. ｇｏｖ. ｃｎ / ｇｓｇａ / ２０２００２ / ｔ２０２００２０３＿３７３３２４３. ｈｔｍｌ.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４]　 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中医药防治推荐方案(试行第四版)[Ａ / ＯＬ]. 浙中

医药〔２０２０〕３ 号ꎬ２０２０.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 ｓｃｈｅｍ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ｏｖｅｌ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ｂｙ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 ｔｒａｉｌ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４) [ Ａ /
ＯＬ]. Ｎｏ. ３ 〔２０２０〕 ｏｆ ｔｈｅ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 ２０２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５]　 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海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中医药防治方案(试行第二版)[Ａ / ＯＬ].
( ２０２０￣０２￣０３ ) [ ２０２０￣０２￣０３ ]. ｈｔｔｐ: / / ｗｓｔ. ｈａｉｎａｎ.
ｇｏｖ. ｃｎ / ｓｗｊｗ / ｘｘｇｋ / ０２００ / ０２０２ / ２０２００３ / ｔ２０２００３０５ ＿
２７５６５２５. ｈｔｍ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Ｈａｉ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ｏｖｅｌ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ｉｎ
Ｈａｉｎａｎ ｂｙ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ｔｒａｉｌ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２) [Ａ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２￣０３) [２０２０￣０２￣０３]. ｈｔｔｐ: / /
ｗｓｔ. ｈａｉｎａｎ. ｇｏｖ. ｃｎ / ｓｗｊｗ / ｘｘｇｋ / ０２００ / ０２０２ / ２０２００３ /

９范天田ꎬ等. ２０１９ 冠状病毒病(ＣＯＶＩＤ￣１９)基于推荐诊疗方案的中医用药特点分析



ｔ２０２００３０５＿２７５６５２５. ｈｔｍｌ.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新型冠状病毒惑染的肺炎中医药防治方案

[ Ａ / ＯＬ ]. ( ２０２０￣０１￣３０ ) [ ２０２０￣０１￣３０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ｊｈｆｐｃ. ｇｏｖ. ｃｎ / ｉｎｆｏ / １９８６ / １７７６３. ｈｔｍ.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Ｕｙｇｕｒ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ｏｖｅｌ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ｉ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ｂｙ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１￣３０) [２０２０￣
０１￣３０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ｊｈｆｐｃ. ｇｏｖ. ｃｎ / ｉｎｆｏ / １９８６ /
１７７６３. ｈｔ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７]　 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内蒙古自治区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药诊疗方案(试行第二版)
[Ａ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２￣１５) [２０２０￣０２￣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ｊｗ.
ｎｍｇ. ｇｏｖ. ｃｎ / ｄｏｃ / ２０２０ / ０２ / １８ / ２９２４８２. ｓｈｔｍ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ｏｖｅｌ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ｉｎ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ｂｙ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 ｔｒａｉｌ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２) [ Ａ /
ＯＬ]. ( ２０２０￣０２￣１５ ) [ ２０２０￣０２￣１５ ] ｈｔｔｐ: / / ｗｊｗ.
ｎｍｇ. ｇｏｖ. ｃｎ / ｄｏｃ / ２０２０ / ０２ / １８ / ２９２４８２. ｓｈｔｍｌ.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８]　 武汉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医疗救治组. 关于在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中医药治疗中推荐使用

中药协定方的通知[Ａ]. ２０２０.
Ｗｕｈａ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ｎｏｖｅｌ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Ｎｏｔｉｃｅ ｏｎ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ｎｏｖｅｌ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Ａ]. ２０２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９]　 夏文广ꎬ安长青ꎬ郑婵娟ꎬ等. 中西医结合治疗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 ３４ 例临床研究 [ Ｊ]. 中医杂志ꎬ
２０２０ꎬ６１(５):３７５￣３８２. ＤＯＩ:１０. １３２８８ / ｊ. １１￣２１６６ /
ｒ. ２０２０. ０５. ００２.
ＸＩＡ Ｗｅｎｇｕａｎｇꎬ ＡＮ Ｃｈａｎｇｑｉｎｇꎬ ＺＨＥＮＧ Ｃｈａｎｊｕａｎꎬ
ｅｔ ａｌ.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ｎ ３４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ｎｏｖｅｌ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 ＣＯＶＩＤ￣１９ )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ｒｇｒａｔｅｄ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
２０２０ꎬ６１(５):３７５￣３８２. ＤＯＩ:１０. １３２８８ / ｊ. １１￣２１６６ /
ｒ. ２０２０. ０５. ００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０]　 刘清泉ꎬ夏文广ꎬ安长青ꎬ等. 中西医结合治疗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作用的思考[Ｊ]. 中医杂志ꎬ２０２０ꎬ６１
(６):４６３￣４６４. ＤＯＩ:１０. １３２８８ / ｊ. １１￣２１６６ / ｒ. ２０２０.
０６. ００２.
ＬＩＵ Ｑｉｎｇｑｕａｎꎬ ＸＩＡ Ｗｅｎｇｕａｎｇꎬ ＡＮ Ｃｈａｎｇｑｉｎｇꎬ ｅｔ
ａｌ. Ｒｅｆ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ｏｎ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２０１９ ( ＣＯＶＩＤ￣１９ )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２０２０ꎬ６１ (６):４６３￣
４６４. ＤＯＩ:１０. １３２８８ / ｊ. １１￣２１６６ / ｒ. ２０２０. ０６. ００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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