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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卫气营血辨证感染性疾病应用简况

王泽颖
( 潍坊市中医院脑病四科，山东 潍坊 261041)

摘 要 卫气营血辨证不仅用于感染性疾病，按卫气营血辨证划分疾病所处病理阶段，制定治疗方案，包括甲型流感、

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流行性乙脑、病毒性脑炎、病毒性心肌炎、登革热、基孔肯雅热、流行性出血热、传染性单核细胞增

多症、艾滋病、放射性肺炎等；也被用于非感染性、非传染性、非发热类疾病，包括变态反应性皮肤病、高温热损伤、抑

郁症等；均取得显著疗效，涵盖内科、儿科等多类疾病。也可用于推断疾病发生发展过程和方向，分析疾病特点，有利

于分阶段用药，临床多分为3~4期，运用卫气营血辨证指导预防将成为今后努力方向。存在问题：①目前临床研究多

为具有温病特点的感染性、传染性、发热类疾病，以病毒感染最为常见，非感染性、非传染性、非发热类疾病较少，大多

在理论探讨阶段，临床观察也多未设立对照组；②单一使用卫气营血辨证较少，多与三焦辨证等结合应用。未来应进

一步细化、量化卫气营血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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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Application of Weiqiyingxue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卫气营血辨证)

WANG Zeying 
(Forth Ward of Department of Encephalopathy,Weifang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Weifang 

261041,Shandong,China)

Abstract Weiqiyingxue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has not only been used for infectious diseases, to divide 

the disease pathological stage,and make treatment plan,which includes Influenza A, SARS, Epidemic 

encephalitis B, Viral encephalitis, VMC, Dengue fever,Chikungunya fever, Epidemic hemorrhagic fever, 

Infectious mononucleosis, AIDS, Radioactive pneumonia and so on,but also used for non-infectiou, non-

communicable or non fever diseases, includes Allergodermia, High temperature thermal damage, and 

Depression and the like. All of them have achieved remarkable curative effect. It covers the internal medicine, 

pediatrics and other diseases. It can also be used to infer the disease development and direction,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sease, and make for medication in stages. It always divided into 3~4 stages in clinical. 

Using Weiqiyingxue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to guide prevention will be the direction in the future. existing 

problem:①At present, clinical research gives priority to with infectious, fever, infectious diseases that have 

warm disease characteristics, virus infection is most common.There is less non-infectious, non-communicable 

and non fever diseases, and most of them are in the theory discussion stage. There also did not set up the 

control group in clinical observation;②There is less use of Weiqiyingxue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only, it 

most combined with the Sanjiao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Weiqiyingxue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should be 

more further refined and quantitative in the future. 

Keywords Weiqiyingxue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infectious diseases; non-infectious; noncommunicable; 

The fever; virus infection; Sanjiao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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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气营血辨证[1]是清代叶桂在 《外感温热篇》 中

所创立的一种适用于外感温热病的辨证方法，即将

外感温热病发展过程中，不同病理阶段所反映的证

候，分为卫分、气分、营分、血分证，用以说明病位的

浅深、病情的轻重和传变的规律并指导临床治疗。

卫气营血辨证创立以来，一直有效地指导着临床疾

病的辨证治疗。

1 感染性疾病

1.1 甲型流感 甲型H1N1流感[2]60-61是由新型的甲

型H1N1流感病毒感染所致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典

型患者起病急，以发热为首发症状，可伴有畏寒或寒

战，有咽痛、流涕、鼻塞、咳嗽、咳痰、头痛、全身酸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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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力。袁成民[3]发现甲型H1N1流感病毒感染后的转

归与温热病病邪的传变层次(卫气营血)、传变模式(顺

传或逆传)及机体免疫状态密切相关。苗慧[4]认为治

疗卫气分病尤为重要，但不能只顾及到卫表，应在重

视当前病情同时，考虑到传变的可能，依据卫气营血

理论积极改变传变趋势，防止病情进一步恶化。

1.2 传染性非典型肺炎 传染性非典型肺炎[5]467世

界卫生组织将其命名为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临床上以

发热、乏力、头痛、肌肉关节酸痛等全身症状为首发

症状，随后出现干咳、胸闷、呼吸困难等呼吸道症状。

刘保延[6]认为SARS属中医温疫病范畴，传染性强、发

病快、变化多，根据SARS临床表现确定中医“证素”，

结合病因病机及传统六经、卫气营血及三焦辨证，可

归纳SARS的分期及证候演变规律。钟嘉熙等[7]中医

药治疗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卫气分证61例，僵蚕10g，

蝉蜕6g，银花、连翘、桔梗各10g，蒲公英、芦根各20g，

甘草6g，随证加减，1剂/d，水煎服，早晚温服，配合中

成药清开灵、鱼腥草注射液及小柴胡片，全部治愈出

院，平均住院时间、胸片病灶开始吸收时间及明显吸

收时间均较同期深圳东期医院纯西医治疗50例短，

治愈率高；发现SARS病例多以发热为首发症状，早

期绝大多数病例尚处于卫、气分阶段，将病情控制在

此阶段，可防止向营、血分传变。

1.3 流行性乙脑 流行性乙型脑炎[2]348简称乙脑，

经蚊传播，流行于夏秋季，临床上起病急，有发热及

不同程度中枢神经系统症状。重型患者病后常留有

后遗症。凃晋文[8,9]提出乙脑主要是具有传染性暑热

毒，卫气营血辨证是主要辨证方法，辨治33例，毒蕴

肺胃-白虎汤加银翘散，毒损脑络-清营汤，毒陷心

包-清瘟败毒饮和止痉散，正虚邪恋-沙参麦冬汤和

竹叶石膏汤及黄连阿胶鸡子黄汤；治愈25例(81.82%，

25/33)，总 有 效 率100%，治 愈 率81.82%，有 后 遗 症8

例，后遗症发生率18.18%。杜松等[10]卫气营血辨证

为主线，结合暑邪特点，分别湿、热偏重，有无新感时

邪或兼夹他证，根据症状轻重缓急，结合痉、风、痰、

滞等其他变证施治。

1.4 病毒性脑炎 林兴栋等[11]回顾性研究120例病

毒性脑炎，早期部分病例出现卫分证，亦可出现外邪

直入气分，气分阶段最多，虽有卫气营血传变规律，

但留恋气分持续时间往往较长。

1.5 病毒性心肌炎 病毒性心肌炎[2]1572是指某种感

染源引起的心肌炎性疾病，通常为病毒感染，临床表

现不一，可轻如局灶性感染而无症状，亦可重至暴发

性心肌炎而引起致命性心力衰竭和心律失常。王崇

权等[12]认为病毒性心肌炎发病是由于风温之邪侵犯

人体所致，从卫气营血辨证理论出发辨证论治。李

涵[13]认为“温病心悸”可与伤温所致病毒性心肌炎

参证，温化火是病毒性心肌炎病情转化关键点，温热

移心，燔伤火脏，先损心体，再损心用，是温病心悸基

本病机，表里辨证、三焦辨证、卫气营血辨证、经络辨

证是温病学派应对病毒性心肌炎的有效辨治体系。

1.6 登革热 登革热[2]390是由登革病毒经蚊媒传播

引起的急性虫媒传染病。临床表现为高热、头痛、肌

肉、骨关节剧烈酸痛、皮疹、淋巴结肿大、白细胞减

少。张国雄[14]发现大部分登革热患者发病初起即见

气分症状，即使有卫分症状的时间亦十分短暂，临床

卫气营血各型症状也可在同一患者身上同时俱见。

1.7 基孔肯雅热 黄 淑 玲[15]发 现 基 孔 肯 雅 热 早

期 证 候 主 要 表 现 为 发 热(100%)、恶 寒(93.94%)、

皮 疹(66.67%)、纳 差(60.61%)、口 渴(60.61%)、头 痛

(60.61%)、肢体酸痛(60.61%)、肢体困倦(60.61%)、关节

疼痛(78.79%)；中期证候以皮疹为突出(63.64%)；后

期证候主要为关节疼痛(83.33%)、关节肿胀(44.44%)、

肢体困倦(66.67%)、肌肉酸痛(61.11%)；认为基孔肯

雅热致病邪气具有温热夹湿的特点，病情多处于卫、

气分阶段，后期以湿浊留恋，阻滞关节为主要表现。

1.8 流行性出血热 流行性出血热[2]380是由病毒引

起的、经鼠传播的自然疫源性疾病。临床上以发热、

低血压、出血、肾脏损害等为特征。张念娟[16]卫气营

血及三焦辨证治疗流行性出血热104例，潜伏期-银

翘散，发热期-白虎汤或竹叶石膏汤，低血压期-独参

汤或参附汤，水煎频服；少尿期-导泻(大黄、龙骨、牡

蛎、蒲公英、紫花地丁各30g，水煎灌肠)，出血犀角地

黄汤加味；多尿期-六味地黄丸，恢复期-香砂六君子

汤、生脉散、六味地黄丸等；治愈94例，好转6例，死亡

4例，总有效率96%。

1.9 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 传染性单核细胞增

多症[2]404是一种急性的单核-巨噬细胞系统增生性疾

病，临床上表现为不规则发热、淋巴结肿大、咽痛、周

围血液单核细胞显著增多等。陈志鑫[17]回顾性研究

发现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发病1~5d主要为肺卫表

证、卫气同病证；发病6~9d主要为风热犯肺、热毒炽

盛、痰热郁结(痰热流注)；发病10~14d主要为风热犯

(闭)肺、体虚邪恋、邪伏三焦、痰凝血瘀兼夹；发病15d

主要为痰凝兼夹、体虚邪恋，证候分布及演变大致

以卫气营血的传变为主导规律，可分为三个阶段，初

期、极期(变证期)和恢复期。

1.10 艾滋病 艾滋病[2]410是由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引起的一种严重传染病。感染初期可出现类感冒样

或血清病样症状，然后进入较长的无症状感染期，继

之发展为艾滋病前期，最后发生各种严重机会性感

染和恶性肿瘤，成为艾滋病。朱菲菲[18]问卷调查90

例艾滋病发热患者，卫、气、营分证病情轻重分布无

显著差异(P＞0.05)，与血分证比较均有显著差异(P
＜0.01)；表明艾滋病发热证型复杂，可出现卫气同

病、气营同病甚至卫气营血4个病理阶段症状皆可出

现。

舒占钧[19]卫气营血和三焦辨证结合，着眼于毒

浸(中毒)、发热、体虚等临床表现，整体分为“驱毒”

和“扶正”两大类治疗方法，每一大类又分为卫气

分上焦病变、气分中焦病变、营血分下焦病变三种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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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取得良好效果。

1.11 放射性肺炎 放射性肺炎[5]761系由于胸部肿瘤

经放射治疗后，在放射野内正常肺组织受到损伤引

起的炎症反应。早期炎症反应，可以无症状；后期产

生肺纤维化，导致呼吸功能损害，甚至呼吸衰竭。王

建中[20]认为放射线是一种外来火热毒邪，与温病外

感温热毒邪颇相似，但与温病外感温热毒邪遵循经

卫、气、营、血，由表入里，逐层入侵的常规途径不同，

放射性损伤表现为机体照射野表里内外同时受邪的

特殊状态；是卫气营血并病，随机对照，对照组25例

单纯常规西医治疗地塞米松每日5~10mg静滴，1周

后改2.5~5mg/d，静滴2周；治疗组25例，银翘散、白虎

汤、清营汤、犀角地黄汤四方合方加减，水煎服，1剂

/d，2周为1疗程，治疗14d，疗效治疗组优于对照组(P
＜0.01)。

2 非感染性疾病

2.1 变态反应性皮肤病[21] 机体受抗原(包括半抗

原)刺激后，产生相应的抗体，当再次接触该抗原后在

体内引起体液性或细胞性免疫反应，使机体的组织

损伤或生理功能紊乱，称为变态反应，由此而发生的

皮肤病，称变态反应性皮肤病。王丽[22]认为皮肤为人

身之藩篱，统摄营卫，营卫与气血密切相关，荨麻疹

发于皮肤腠理之浅表，邪气与卫气相搏于皮肤之间

而发为瘙痒，最宜营卫气血辨证。张晓春[23]卫气营

血辨证中药治疗258例变态反应性皮肤病，荨麻疹78

例、湿疹56例、接触性皮炎54例、药物性皮炎40例、异

位性皮炎30例，痊愈156例，显效55例，有效34例，无

效13例。

2.2 高温热损伤 在高温环境下，机体散热困难被

迫接受大量的外加热，会引起一系列的生理应激反

应，如果热负荷超过机体调节适应的限度，将引起机

体高温热损伤[24]。高温热损伤产生的机制，不同阶段

的病理、生理、临床表现及免疫状态特征与卫气营血

辨证的相关性，张宝成[24]认为高温热损伤符合卫气营

血辨证理论规律。

2.3 抑郁症 富文俊[25]，从理论上初步论证卫气营

血理论辨证论治郁病的可行性及疗效，并提出3个主

要观点：卫气营血辨证论治郁病的观点在《黄帝内

经》中早有记载，内容翔实；卫气营血辨治抑郁症与

现代疾病分类较为吻合；卫分证为卫气外耗，治以玉

屏风散加四君子汤；气分证为气机失调，营卫不和，

治以小柴胡汤加减；营分证为外耗于卫，内夺于营，

治以小建中汤加减；血分证为卫气虚衰、营血大伤，

治以归脾汤。

2.4 进展性卒中 兰希福等[26]随机分组，治疗组60

例：在西药常规治疗基础上，卫分证：加用自拟驱风

汤，气分证：加用星蒌承气汤合玉女煎，营分证：加

用清营汤，血分证：加用桃核承气汤或补阳还五汤。

服药90天；对照组60例：在西药常规治疗基础上，肝

阳暴亢、风火上扰证：加用天麻钩藤饮，风痰瘀血、

痹阻脉络证：加用化痰通络汤，痰热腑实、风痰上扰

证：加用星蒌承气汤，气虚血瘀证：加用补阳还五汤，

阴虚风动证：加用镇肝熄风汤治疗，服药90d。结果：

治疗组治疗30d、90d NIHSS、BI改善均优于对照组(P
＜0.01)。表明卫气营血辨证在治疗进展性卒中患者

中具有可行性，改善患者神经功能缺损情况，提高日

常生活能力。

3 问题及展望

卫气营血辨证不仅用于感染性疾病，非感染性

疾病也起到一定指导作用，按卫气营血辨证划分疾

病所处病理阶段，制定相应治疗方案，均取得显著疗

效，涵盖内科、儿科等多类疾病。也可用于推断疾病

发生发展过程和方向，分析疾病特点，有利于分阶段

用药，临床多分为3~4期[2,6,12]，运用卫气营血辨证指导

预防将成为今后努力方向。存在问题：①目前临床

研究多为具有温病特点的感染性、传染性、发热类疾

病，以病毒感染最为常见，非感染性、非传染性、非发

热类疾病较少，大多在理论探讨阶段，临床观察也多

未设立对照组；②单一使用卫气营血辨证较少，多与

三焦辨证等结合应用。进一步细化、量化卫气营血

辨证将可能成为今后一段时间内的目标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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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胃肠动力障碍性疾病简况

汪章平 1，郑国荣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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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胃肠动力疾病(DGIM)是指由神经支配调节障碍导致的胃肠运动或感觉疾病,以客观存在特异性动力异常为

基础，可能伴有内脏感知的异常。西医主要为促动力及抑酸等对症治疗。在中医可归属“痞满”等范畴，脾胃运纳升

降失常乃为其基本病机，以调理脾胃气机为原则，行中医辨证论治、针灸及多种特色诊疗相结合的方法以达疗效。中

西医结合治疗胃肠动力障碍性疾病疗效确切，具临床深入研究价值。但证型的规范化、方药具体作用机制，药理作用

靶点等方面的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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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f Gastrointestinal Motility Disorders Treated with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C 
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WANG Zhangpinga,ZHENG Guorongb

(1.Hube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linical Medical College Integrated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Gastroenterology of Grade 2013,Wuhan 430070,China; 

2.Wuhan General Hospital of Guangzhou Military Area of Gastroenterology,Wuhan 430070,China)

Abstract Gastrointestinal diseases (DGIM) is regulated by the innervation disorders caused by 

gastrointestinal motor or sensory disorders, based on objective-specific motility disorder, may be accompanied 

by a visceral sense of the anomalies. It is mainly prokinetic and acid treatment. in western medicine. Chinese 

medicine practitioners can belong "fullness" and so on, Yun na disturbance in ascending and descending 

of spleen and stomach is the basic pathogenesis, in the principle of regulating the spleen and stomach Qi, 

the treatment based on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of traditional medicine, acupuncture and a Chinese variety 

of special treatment are combined to achieve the effect. Gastrointestinal motility disorders treated with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is effective, there is clinical research value. But 

the Syndrome standardization, specific mechanisms of prescriptions and pharmacological targets issues need 

further research.

Keywords gastrointestinal motility disorder;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research status

编号 Z20150593
收费 2015-08-15
修回 2016-12-01
编辑 朱 航

综 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