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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与标准

国际中医临床实践指南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

摘要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ＣＯＰＤ）是严重危害公众健康的重大慢性疾病。中医药防治ＣＯＰＤ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并获
得了一些显著成果。为进一步完善诊疗规范，促进中医诊治水平的提高，更好地指导慢阻肺中医临床诊疗工作，世界中医

药学会联合会组织专家小组，在中华中医药学会２０１９年发布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中医诊疗指南》（标准号：Ｔ／ＣＡＣＭ
１３１９２０１９）基础上，评估最新海内外临床研究证据，修订转化形成《国际中医临床实践指南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并进行
双语发布。指南内容主要包括前言、引言、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疾病诊断分期、严重程度评估、病因病机、

辨证论治、其他治法、预防调护、附录１２个部分，规范了慢阻肺的中医病因病机、辨证论治、预防调护的内容。该指南适用
于于中医、中西医结合临床呼吸内科医师。该指南发布将有助于提升中医药防治慢阻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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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Ｃｈｒｏｎｉｃ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Ｐｕｌｍｏ
ｎａ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ＯＰＤ）是一种常见的、可以预防和治疗
的疾病，以进行性的气流受限为特征，患病率高、死

亡率高、致残率高、疾病负担重，已成为严重危害公

众健康的重大慢性疾病［１］。全球ＣＯＰＤ患病率约为
１１７％［２］，每年死亡约３５０万人，世界卫生组织预计
到２０３０年全球每年约有超过 ４５０万人死于 ＣＯＰＤ
及其相关疾病。我国 ４０岁以上人群患病率为
１３７％，有近１亿ＣＯＰＤ患者［３］，居我国疾病死亡原

因的第３位［４］。以伤残调整生命年衡量，其疾病负

担已居我国疾病的第 ２位［５］，防治形势日益严峻。

ＣＯＰＤ常见的症状为咳嗽、咳痰、呼吸困难，常出现
急性加重。急性加重是 ＣＯＰＤ临床过程中重要事
件，是患者健康状况及预后的重要影响因素［１］。近

年来，中医药防治ＣＯＰＤ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并获
得了一些显著成果。

为进一步完善诊疗规范，促进中医诊治水平的

提高，更好地指导ＣＯＰＤ中医临床诊疗工作，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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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医药学会、河南中医药大学及中国民族医药学

会肺病分会组织成立了由呼吸病学 （中医、西医、

中西医结合）、临床流行病学、循证医学、卫生经

济学、中药学等多学科人员组成的 《慢性阻塞性肺

疾病中医诊疗指南》工作小组，采用了文献检索、

Ｄｅｌｐｈｉ法问卷调查、会议讨论的方法制订指南。依
据收集的临床问题和结局指标，制定检索策略，对

中文文献 （含现代文献和古籍）、英文文献和现存

相关国际指南进行系统检索并进行质量评价；参照

推荐分级的评估、制定和评价（ＴｈｅＧｒａｄｉｎｇｏｆＲｅｃ
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
ｔｉｏｎ，ＧＲＡＤＥ）系统进行证据体质量和证据分级；采
用改良德尔菲法进行问卷调研，进一步完善推荐意

见后，召开面对面专家共识会议，形成指南推荐意

见，经中华中医药学会评审论证形成并发布《慢性阻

塞性肺疾病中医诊疗指南》（标准号：Ｔ／ＣＡＣＭ１３１９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９年８月，为更好应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中医诊疗指南》，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组织专家小

组，评估最新海内外临床研究证据，修订转化形成

《国际中医临床实践指南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１　适用范围

本指南规范了 ＣＯＰＤ的中医病因病机、辨证论
治、预防调护的内容。

本指南适用于中医、中西医结合临床呼吸内科

医师。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

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

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诊断、治疗及预防全球策略

（ＧＯＬＤ）》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ＡＥＣＯＰＤ）诊治

中国专家共识（２０１７年更新版）》
《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

目录（２０１７版）》
《中成药临床应用指南·呼吸系统疾病分册

（２０１６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２０１５年版）》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中医证候诊断标准（２０１１

版）》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中医诊疗指南（２０１１版）》
国际疾病分类标准编码［ＩＣＤ１１］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指南》。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ＩＣＤ１１：ＣＡ２２）
一种以持续气流受限为特征的可以预防和治疗

的常见疾病，简称ＣＯＰＤ。
气流受限多呈进行性发展，与气道和肺对有毒

颗粒或气体的慢性炎性反应增强有关。

４　病因病机
ＣＯＰＤ多属于中医学的“喘病”“肺胀”等范

畴［８］。本虚标实为 ＣＯＰＤ的主要病理变化，正虚积
损为ＣＯＰＤ的主要病机［１０１１］。正虚是指肺脾肾虚损

而以肺虚为始、久必及肾，以气虚为本，积损难复；正

虚不运，酿生痰瘀，痰瘀常互结成积，复愈损伤正气。

正虚积损互为因果，终致肺之形气俱损，呈持续进展

而恢复困难。急性加重期以痰（痰热、痰浊）、瘀及

其互阻的实证为主并兼有正虚；稳定期以肺气虚、肺

脾气虚、肺肾气虚、肺肾气阴两虚的虚证为主，常兼

见血瘀、痰浊。危险窗期则邪实渐去，本虚显露，出

现以痰浊、痰瘀与气虚、气阴两虚相互兼夹的证候，

病理性质为虚实夹杂并重［１２］。

５　疾病诊断分期
５１　急性加重期　急性加重是指 ＣＯＰＤ患者呼吸
症状急性恶化，导致需要额外的治疗。通常在疾病

过程中，短期内患者咳嗽、咳痰、气短和／或喘息加
重，痰量增多，呈脓性或黏液脓性，可伴发热等炎性

反应明显加重的表现，需根据病情的轻、中、重度选

择不同的治疗场所及治疗方案。ＣＯＰＤ患者常伴有
共患疾病，临床上急性加重需与急性冠脉综合征、急

性充血性心力衰竭、肺栓塞和肺炎等疾病鉴别［１，６］。

５２　急性加重危险窗期　急性加重危险窗期是指
在一次 ＣＯＰＤ急性加重后至稳定期之前的时期内，
极有可能再次出现急性加重，导致住院率和病死率

增高，大多集中在一次急性加重后的８周内［７］。

５３　稳定期　指患者咳嗽、咳痰、气短等症状稳定
或症状轻微，６周内没有出现急性加重［１，８］。

参照《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诊断、治疗及预防全球

策略（ＧＯＬＤ）》进行ＣＯＰＤ疾病严重程度评估［１，９］。

６　辨证论治
ＣＯＰＤ急性加重期常见风寒袭肺、外寒内饮、痰

热壅肺、痰浊阻肺、痰蒙神窍等证［１２１６］，稳定期常见

肺气虚、肺脾气虚、肺肾气虚、肺肾气阴两虚等

证［１３１６］，急性加重危险窗期常见肺肾气虚兼痰浊阻

肺、肺脾气虚兼痰浊阻肺、肺肾气阴两虚兼痰浊阻

肺、肺肾气虚兼痰瘀阻肺和肺肾气阴两虚兼痰瘀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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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等证［１７］。血瘀既是 ＣＯＰＤ的主要病机环节，也是
常见兼证，常兼于其他证候中，如兼于痰浊阻肺证则

为痰浊瘀肺证，兼于痰热壅肺证则为痰热瘀肺证，兼

于肺肾气虚证则为肺肾气虚血瘀证［１５］。

治疗应遵“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原则。

急性加重期以清热、涤痰、活血、宣肺降气、开窍而立

法，兼顾气阴。稳定期以益气（阳）、养阴为主，兼祛

痰、活血［８，１１，１６］。急性加重危险窗期多虚实夹杂并

重，治当以补虚扶正、化痰活血［７，１８］。

６１　急性加重期
研究证据［１９２０］表明，采用中医辨证治疗、中药联

合西医常规治疗 ＣＯＰＤ急性加重，可以显著改善临
床症状、改善肺功能、降低炎性反应等。

６１１　风寒袭肺证　症状：主症：咳嗽，喘息，恶寒，
痰白、清稀，舌苔薄、白，脉紧。次症：发热，无汗，鼻

塞、流清涕，肢体酸痛，脉浮［１５］。

诊断：１）咳嗽或喘息，咳痰白、清稀；２）发热、恶
寒、无汗，或肢体酸痛；３）鼻塞、流清涕；４）舌苔白，脉
浮或浮紧。具备１）、２）２项，加３）、４）中的１项。

治法：宣肺散寒，止咳平喘。

方药：三拗汤（《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合止嗽散

（《医学心悟》）加减［８］（证据级别：Ｄ；推荐强度：强
推荐使用）：炙麻黄９ｇ、杏仁９ｇ、荆芥９ｇ、紫苏９ｇ、
白前９ｇ、百部１２ｇ、桔梗９ｇ、枳壳９ｇ、陈皮９ｇ、炙甘
草６ｇ。

加减：痰多白黏、舌苔白腻者，加法半夏９ｇ、厚
朴９ｇ、茯苓１２ｇ；肢体酸痛甚者，加羌活９ｇ、独活
９ｇ；头痛者，加白芷９ｇ、藁本６ｇ；喘息明显者，紫苏
改为紫苏子９ｇ，加厚朴９ｇ。

中成药：１）通宣理肺丸（证据级别：Ｄ；推荐强
度：强推荐使用）：口服，７ｇ／次（水蜜丸）或２丸（大
蜜丸），２～３次／ｄ。２）杏苏止咳颗粒（证据级别：Ｄ；
推荐强度：弱推荐使用）：冲服，１２ｇ／次，３次／ｄ。
６１２　外寒内饮证　症状：主症：咳嗽，喘息气急，
痰多，痰白稀薄、泡沫，胸闷，不能平卧，恶寒，舌苔

白、滑，脉弦、紧。次症：痰易咯出，喉中痰鸣，无汗，

肢体酸痛，鼻塞、流清涕，脉浮［１５］。

诊断：１）咳嗽或喘息；２）恶寒、无汗，或鼻塞、流
清涕，或肢体酸痛；３）痰白稀薄或兼泡沫、痰易咯出；
４）喉中痰鸣；５）胸闷甚至气逆不能平卧；６）舌苔白
滑，或脉弦紧或浮弦紧。具备１）、２）２项，加３）、４）、
５）、６）中的２项。

治法：疏风散寒，温肺化饮。

方药：小青龙汤（《伤寒论》）加味［２１２３］（证据级

别：Ｄ；推荐强度：强推荐使用）：炙麻黄９ｇ、桂枝９ｇ、
干姜６ｇ、白芍９ｇ、细辛３ｇ、法半夏９ｇ、五味子６ｇ、
杏仁９ｇ、紫苏子９ｇ、厚朴９ｇ、炙甘草６ｇ。

加减：咳而上气，喉中如有水鸡声，加射干９ｇ、
款冬花９ｇ；饮郁化热，烦躁口渴、口苦者，减桂枝，加
生石膏３０ｇ（先煎）、黄芩９ｇ、桑白皮１２ｇ；肢体酸痛
者，加羌活９ｇ、独活９ｇ；头痛者，加白芷９ｇ。

中成药：小青龙颗粒（证据级别：Ｄ；推荐强度：
强推荐使用）：冲服，１３ｇ／次，３次／ｄ。
６１３　痰热壅肺证　症状：主症：咳嗽，喘息，胸闷，
痰多，痰黄、白黏干，咯痰不爽，舌质红，舌苔黄、腻，

脉滑、数。次症：胸痛，发热，口渴喜冷饮，大便干结，

舌苔厚［１５］。

诊断：１）咳嗽或喘息气急；２）痰多色黄或白黏，
咯痰不爽；３）发热或口渴喜冷饮；４）大便干结；５）舌
质红、舌苔黄或黄腻，或脉数或滑数。具备 １）、２）
２项，加３）、４）、５）中的２项。

治法：清肺化痰，降逆平喘。

方药：清气化痰丸（《医方考》）合贝母瓜蒌散

（《医学心悟》）加减［８，２４２５］（证据级别：Ｄ；推荐强度：
弱推荐使用）：瓜蒌１５ｇ、清半夏９ｇ、浙贝母９ｇ、栀
子９ｇ、桑白皮１２ｇ、黄芩９ｇ、杏仁９ｇ、白头翁１２ｇ、
鱼腥草１５ｇ、麦冬１２ｇ、陈皮９ｇ。

加减：热甚烦躁、大便秘结者，可联合宣白承气

汤（《温病条辨》）加减［２６］（证据级别：Ｂ；推荐强度：
强推荐使用）；痰多质黏稠、咯痰不爽者，可联合桑白

皮汤（《古今医统》加减［２７３１］（证据级别：Ｃ；推荐强
度：强推荐使用）；痰鸣喘息而不得平卧者，加葶苈子

９ｇ（包煎）、射干９ｇ、桔梗９ｇ；咳痰腥味者，加金荞
麦２０ｇ、薏苡仁１２ｇ、桃仁９ｇ、冬瓜仁１２ｇ；胸闷痛
明显者，加延胡索９ｇ、赤芍１２ｇ、枳壳１２ｇ；痰少质
黏，口渴，舌红苔剥，脉细数者，减清半夏，加太子参

１２ｇ、沙参１２ｇ。兼有面色紫暗，口唇发绀，舌质紫暗
或黯红，舌有瘀斑等血瘀证的患者，可采用通塞颗粒

方［３２］（证据级别：Ｄ；推荐强度：弱推荐使用）（葶苈
子、地龙、炙麻黄、浙贝母、制大黄、赤芍、人参、麦冬、

石菖蒲、矮地茶）。

中成药：１）痰热清注射液［３３３９］（证据级别：Ｃ；推
荐强度：强推荐使用）：２０～４０ｍＬ，加入５％葡萄糖
注射液或生理盐水２５０～５００ｍＬ，静脉滴注，１次／ｄ。
２）葶贝胶囊（证据级别：Ｄ；推荐强度：强推荐使用）：
口服，４粒／次，３次／ｄ。３）痰热与血瘀互结者，可选
血必净注射液［４０］（证据级别：Ｃ；推荐强度：强推荐使
用）：５０ｍＬ，加入生理盐水 １００ｍＬ静脉滴注，

·６８０１· ＷＯＲＬ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ｐｒｉｌ．２０２０，Ｖｏｌ．１５，Ｎｏ．７



２次／ｄ。
６１４　痰浊阻肺证　症状：主症：咳嗽，喘息，痰多，
痰白黏，口黏腻，舌苔白、腻，脉滑。次症：气短，痰多

泡沫，痰易咳出，胸闷，胃脘痞满，纳呆，食少，舌质

淡，脉弦［１５］。

诊断：１）咳嗽或喘息、气短；２）痰多、白黏或呈泡
沫状；３）胃脘痞满；４）口黏腻，纳呆或食少；５）舌苔
白腻，或脉滑或弦滑。具备１）、２）２项，加３）、４）、５）
中的２项。

治法：燥湿化痰，宣降肺气。

方药：半夏厚朴汤（《金匮要略》）合三子养亲汤

（《杂病广要》引《皆效方》加减［８，４１］（证据级别：Ｄ；推
荐强度：强推荐使用）：法半夏１２ｇ、厚朴９ｇ、陈皮
９ｇ、薤白１２ｇ、茯苓１５ｇ、枳壳９ｇ、炒白芥子９ｇ、紫
苏子９ｇ、莱菔子９ｇ、豆蔻６ｇ、生姜６ｇ。

加减：痰多咳喘，胸闷不得卧者，加麻黄６ｇ、葶
苈子９ｇ（包煎）；脘腹胀闷，加木香９ｇ、焦槟榔９ｇ；
便溏者，减紫苏子、莱菔子，加白术１２ｇ、泽泻９ｇ、葛
根９ｇ；大便秘结，加焦槟榔１２ｇ、枳实９ｇ。

中成药：１）苏子降气丸（证据级别：Ｄ；推荐强
度：弱推荐使用）：口服，６ｇ／次，１～２次／ｄ。２）苓桂
咳喘宁胶囊［４２］（证据级别：Ｄ；推荐强度：弱推荐使
用）：口服，５粒／次，３次／ｄ。
６１５　痰蒙神窍证　症状：主症：喘息气促，神志恍
惚、嗜睡、昏迷、谵妄，舌苔白、腻、黄。次症：喉中痰

鸣，肢体瘛甚则抽搐，舌质暗红、绛、紫，脉滑、

数［１５］。

诊断：１）神志异常（烦躁、恍惚、嗜睡、谵妄、昏
迷）；２）肢体瘛甚则抽搐；３）喘息气促；４）喉中痰
鸣；５）舌质淡或红、舌苔白腻或黄腻，或脉滑或数。
具备１）、２）中１项，加３）、４）、５）中的２项。

治法：豁痰开窍。

方药：涤痰汤（《奇效良方》）加减［８］（证据级别：

Ｄ；推荐强度：强推荐使用）：清半夏９ｇ、天南星６ｇ、
天竺黄６ｇ、茯苓１５ｇ、陈皮９ｇ、枳实９ｇ、丹参１５ｇ、
人参９ｇ、石菖蒲６ｇ、细辛３ｇ、生姜６ｇ。

加减：舌苔白腻有寒象者，加用苏合香丸（证据

级别：Ｄ；推荐强度：强推荐使用），姜汤或温开水送
服，ｌ丸／次，１～２次／ｄ。身热，谵语，舌红绛、苔黄
者，减细辛、天南星，加水牛角３０ｇ（先煎）、胆南星
６ｇ、玄参１２ｇ、连翘１２ｇ、黄连６ｇ、炒栀子９ｇ，或加
用安宫牛黄丸或至宝丹（证据级别：Ｄ；推荐强度：弱
推荐使用）；大便秘结，腑气不通者，加生大黄６ｇ（后
下）、芒硝９ｇ（冲服）；抽搐明显者，加钩藤９ｇ（后

下）、全蝎６ｇ、地龙１２ｇ、羚羊角粉０６ｇ（冲服）。
中成药：１）醒脑静注射液（证据级别：Ｄ；推荐强

度：强推荐使用）：一次１０～２０ｍＬ，加入５％～１０％
葡萄糖注射液或生理盐水２５０～５００ｍＬ，静脉滴注，
１～２次／的。２）清开灵注射液［４３］（证据级别：Ｄ；推
荐强度：弱推荐使用）：２０～４０ｍＬ，加入１０％葡萄糖
注射液 ２００ｍＬ或生理盐水 １００ｍＬ，静脉滴注，
２次／ｄ。
６２　急性加重危险窗期　急性加重危险窗期是介
于急性加重期结束至稳定期的一段时期，其病机常

以虚实并重，以气（阳）虚、气阴两虚为主，常兼痰

瘀，故治疗当祛邪（化痰、活血）扶正（补益肺气、补

肺健脾、补益肺肾等）并重［７，１７］。一项多中心试验研

究表明［１８］：急性加重—危险窗期采用中西医结合序

贯治疗方案较单纯西医规范方案的疗效提高显著，

减少了急性加重次数，改善了呼吸困难等临床症状，

提高了生命质量。

６３　稳定期
研究证据表明［４４４９］，中医辨证治疗、中西医结合

治疗ＣＯＰＤ稳定期的疗效较安慰剂或单用西医治疗
显著，主要表现在改善症状、减少急性加重次数、提

高运动耐力、改善生命质量等。对于早期肺功能１、
２级的ＣＯＰＤ稳定期患者，中医辨证治疗方案（肺气
虚证用补肺方，肺脾气虚证用补肺健脾方，肺肾气虚

证用补肺益肾方）能够减少患者急性加重次数，改善

肺功能和呼吸困难程度，改善临床症状，提高运动耐

力和生命质量等，并具有较好的远后效应［５０］。肺功

能３、４级的ＣＯＰＤ患者，在西医常规治疗基础上，中
医辨证治疗方案（肺脾气虚证用补肺健脾方，肺肾气

虚证用补肺益肾方，肺肾气阴两虚证用益气滋肾方）

治疗能够减少患者急性加重次数和程度，提高生命

质量和运动耐力，改善患者临床症状和呼吸困难

等［５１］。

６３１　肺气虚证　症状：主症：咳嗽，乏力，易感冒。
次症：喘息，气短，动则加重，神疲，自汗，恶风，舌质

淡，舌苔白，脉细、沉、弱［１５］。

诊断：１）咳嗽或喘息、气短，动则加重；２）神疲、
乏力，或自汗；３）恶风，易感冒；４）舌质淡、苔白，或脉
沉细或细弱。具备１）、２）、３）、４）中的３项。

治法：补肺益气固卫。

方药：人参胡桃汤（《济生方》）合人参养肺丸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加减［８］（证据级别：Ｄ；推荐
强度：弱推荐使用）：党参１５ｇ、黄芪１５ｇ、白术１２ｇ、
胡桃肉１５ｇ、百部９ｇ、川贝母６ｇ、杏仁９ｇ、厚朴９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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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苏子９ｇ、地龙１２ｇ、陈皮９ｇ、桔梗９ｇ、炙甘草６ｇ。
加减：自汗甚者，加浮小麦１５ｇ、煅牡蛎１５ｇ（先

煎）；寒热起伏，营卫不和者，加桂枝６ｇ、白芍９ｇ。
此证亦可选用益气固表方［５２］（证据级别：Ｂ；推荐强
度：弱推荐使用）（党参、浮小麦、白术、半夏、陈皮、

紫苏、茯苓、防风、薏苡仁、款冬花、黄芩、川贝母、枇

杷叶）。

中成药：玉屏风颗粒［５３５４］（冲剂）（证据级别 Ｂ；
推荐强度：强推荐使用）：冲服，５ｇ／次，３次／ｄ。
６３２　肺脾气虚证　症状：主症：咳嗽，喘息，气短，
动则加重，纳呆，乏力，易感冒，舌体胖大、齿痕，舌质

淡，舌苔白。次症：神疲，食少，脘腹胀满，便溏，自

汗，恶风，脉沉、细、缓、弱［１５］。

诊断：１）咳嗽或喘息、气短，动则加重；２）神疲、
乏力或自汗，动则加重；３）恶风，易感冒；４）纳呆或食
少；５）胃脘胀满或腹胀或便溏；６）舌体胖大或有齿
痕，或舌苔薄白或白腻，或脉沉细或沉缓或细弱。具

备１）、２）、３）中的２项，加４）、５）、６）中的２项。
治法：补肺健脾，降气化痰。

方药：六君子汤（《医学正传》引《太平惠民和剂

局方》）合黄芪补中汤（《医学发明》）加减［８］（证据

级别：Ｄ；推荐强度：强推荐使用）：党参 １５ｇ、黄芪
１５ｇ、白术１２ｇ、茯苓１２ｇ、杏仁９ｇ、川贝母６ｇ、地龙
１２ｇ、厚朴９ｇ、紫菀９ｇ、紫苏子９ｇ、淫羊藿６ｇ、陈皮
９ｇ、炙甘草６ｇ。

加减：咳嗽痰多、舌苔白腻者，减黄芪，加法半夏

１２ｇ、豆蔻９ｇ；咳痰稀薄，畏风寒者，加干姜９ｇ、细辛
２ｇ；纳差食少明显者，加神曲１２ｇ、豆蔻１２ｇ、炒麦芽
１２ｇ；脘腹胀闷，减黄芪，加木香９ｇ、莱菔子９ｇ、豆蔻
９ｇ；大便溏者，减紫菀、杏仁，加葛根９ｇ、泽泻１２ｇ、
芡实１５ｇ；自汗甚者，加浮小麦１５ｇ、煅牡蛎２０ｇ（先
煎）。此证亦可选用补肺健脾方［５５５６］（证据级别 Ｂ；
推荐强度：弱推荐使用）：黄芪、黄精、党参、白术、茯

苓、浙贝母、地龙、厚朴、陈皮、紫菀、矮地茶、淫羊藿；

或补中益气汤（《内外伤辨惑论》）加减［５７］（证据级

别Ｂ；推荐强度：强推荐使用）。
中成药：１）玉屏风颗粒［５３５４］（冲剂）（证据级别

Ｂ；推荐强度：弱推荐使用）：冲服，５ｇ／次，３次／ｄ。
２）六君子丸（证据级别：Ｄ；推荐强度：弱推荐使用）：
口服，９ｇ／次，２次／ｄ。
６３３　肺肾气虚证　症状：主症：喘息，气短，动则
加重，神疲，乏力，腰膝酸软，易感冒，舌质淡，舌苔

白，脉细。次症：恶风，自汗，面目水肿，胸闷，耳鸣，

夜尿多，咳而遗溺，舌体胖大、有齿痕，脉沉、弱［１５］。

诊断：１）喘息，气短，动则加重；２）乏力，或自汗，
动则加重；３）易感冒，恶风；４）腰膝酸软；５）耳鸣，头
昏或面目虚浮；６）小便频数、夜尿多，或咳而遗溺；７）
舌质淡、舌苔白，或脉沉细或细弱。具备１）、２）、３）
中的２项，加４）、５）、６）、７）中的２项。

治法：补肾益肺，纳气定喘。

方药：补肺益肾方［５５５６］（证据级别Ｂ；推荐强度：
强推荐使用）：人参６ｇ、黄芪１５ｇ、山茱萸９ｇ、枸杞
子１２ｇ、五味子 ９ｇ、淫羊藿 ９ｇ、浙贝母 ９ｇ、赤芍
１２ｇ、地龙１２ｇ、紫苏子９ｇ、矮地茶９ｇ、陈皮９ｇ。

加减：咳嗽明显者，加炙紫菀１２ｇ、杏仁１２ｇ；咳
嗽痰多、舌苔白腻者，加法半夏９ｇ、茯苓１５ｇ；动则
喘甚者，加蛤蚧粉２ｇ（冲服）；面目虚浮、畏风寒者，
加肉桂５ｇ（后下）、泽泻９ｇ、茯苓１２ｇ；腰膝酸软者，
加菟丝子１２ｇ、杜仲１２ｇ；小便频数明显者，加益智
仁９ｇ、金缨子１２ｇ；畏寒，肢体欠温者，加制附子９ｇ
（先煎）、干姜６ｇ。此证也可采用人参补肺饮（《症
因脉治》）合大补元煎（《景岳全书》）加减［８］（证据

级别：Ｄ；推荐强度：弱推荐使用）或采用人参蛤蚧散
（《博济方》）加味［５８６０］（证据级别Ｃ；推荐强度：弱推
荐使用）。

中成药：肺肾气虚兼血瘀者，可选补肺活血胶

囊［６１６６］（证据级别：Ｃ；推荐强度：弱推荐使用）：口
服，４粒／次，３次／ｄ。
６３４　肺肾气阴两虚证　症状：主症：咳嗽，喘息，
气短，动则加重，乏力，自汗，盗汗，腰膝酸软，易感

冒，舌质红，脉细、数。次症：口干，咽干，干咳，痰少，

咯痰不爽，手足心热，耳鸣，头昏，头晕，舌质淡，舌苔

少、花剥，脉弱、沉、缓、弦［１５］。

诊断：１）喘息、气短，动则加重，２）自汗或乏力，
动则加重；３）易感冒；４）腰膝酸软；５）耳鸣，头昏或
头晕；６）干咳或少痰、咯痰不爽；７）盗汗；８）手足心
热；９）舌质淡或红、舌苔薄少或花剥，或脉沉细或细
弱或细数。具备１）、２）、３）中２项加４）、５）中的１项
加６）、７）、８）、９）中的２项。

治法：补肺滋肾，纳气定喘。

方药：保元汤（《博爱心鉴》）合人参补肺汤（《外

科枢要》）加减［８］（证据级别：Ｄ；推荐强度：强推荐使
用）：人参６ｇ、黄芪１５ｇ、黄精１５ｇ、熟地黄１５ｇ、枸
杞子１２ｇ、麦冬１５ｇ、五味子９ｇ、肉桂３ｇ（后下）、紫
苏子９ｇ、浙贝母１２ｇ、牡丹皮９ｇ、地龙１２ｇ、百部
９ｇ、陈皮９ｇ、炙甘草６ｇ。

加减：咳甚者，加炙枇杷叶１２ｇ、杏仁９ｇ；痰黏
难咯者，加百合１５ｇ、玉竹１２ｇ、沙参１２ｇ；手足心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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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者，加知母９ｇ、黄柏９ｇ、地骨皮１２ｇ、鳖甲１５ｇ；
盗汗者，加煅牡蛎２０ｇ（先煎）、糯稻根１５ｇ。此证亦
可选用益气滋肾方［５５５６］（证据级别：Ｂ；推荐强度：弱
推荐使用）（人参、黄精、麦冬、五味子、枸杞子、熟地

黄、肉桂、浙贝母、地龙、牡丹皮、紫苏子、百部、陈

皮）；补肺颗粒［６７６９］（证据级别 Ｂ；推荐强度：弱推荐
使用）（党参、熟地黄、山萸肉、蜜麻黄、当归、赤芍、

黄芩、陈皮、蜜紫菀、甘草）。

中成药：１）生脉饮口服液（证据级别：Ｄ；推荐强
度：弱推荐使用）：口服，１０ｍＬ／次，３次／ｄ。２）养阴
清肺丸（偏肺阴虚而有燥热者）（证据级别：Ｄ；推荐
强度：弱推荐使用）：口服，６～９ｇ／次，２次／ｄ。３）百
合固金丸（偏肺肾阴虚者）（证据级别：Ｄ；推荐强度：
弱推荐使用）：口服，９ｇ／次，２次／ｄ。４）蛤蚧定喘丸
（偏肺肾阴虚而内热咳喘者）（证据级别：Ｄ；推荐强
度：弱推荐使用）：口服，６ｇ／次（水蜜丸），２次／ｄ。
６４　临床兼证及复杂证候的治疗建议
６４１　兼证血瘀证　血瘀常以兼证出现于实证、
虚证之中，治疗时可在扶正或补虚祛邪基础上，佐以

活血化瘀方药。主症：口唇发绀，舌质黯红、紫黯、瘀

斑，脉涩、沉。次症：胸闷痛，面色紫暗［１５］。

诊断：１）面色紫暗；２）唇甲发绀；３）舌质紫暗或
有瘀斑或瘀点；４）舌下静脉迂曲、粗乱。具备 １）、
２）、３）、４）中的１项即可诊断。治法：活血化瘀。方
药：根据所兼证候的不同，临床上可增减活血化瘀方

药［８，７０］（如川芎９ｇ、赤芍１２ｇ、桃仁９ｇ、红花９ｇ、莪
术９ｇ）。
６４２　复杂证候　本虚标实而虚实兼见是 ＣＯＰＤ
的病机特点。临床实际中，证候多以复杂证候出现，

即使是复杂证候，病机也有主次之分，如１）急性加
重期：多见痰热壅肺或痰浊阻肺证等，常兼肺脾气虚

或肺肾气虚证等，时或兼瘀，以痰热、痰湿或血瘀等

实证为主，肺脾气虚、肺肾气虚等虚证为次，故治疗

当以清肺化痰、燥湿化痰、活血化瘀等为主，辅以补

肺健脾或补益肺肾等。２）稳定期：多见肺气虚、肺脾
气虚、肺肾气虚等虚证，常兼痰浊、血瘀或痰瘀互阻

等实证，以虚证为主，以实证为次，故治疗以补益为

主如补益肺气、补肺健脾、补肺益肾等，佐以祛邪如

化痰、活血等。由于ＣＯＰＤ临床证候复杂多变，本指
南难以将所有复杂证候全部列出，建议临床实践中，

辨证为复杂证候时可参考指南所列证候的治法方药

进行治疗，根据虚实主次而谴方用药［１０１１，１４１６］。

７　其他治法
研究表明，太极拳［７１］、针刺［７２］、呼吸导引［７３］、穴

位贴敷（如舒肺贴［７４］、消喘膏［７５］等）、益肺灸［７６］等

技术在缓解ＣＯＰＤ患者临床症状、提高运动耐力、延
缓肺功能下降、提高生命质量等方面具有较好疗效。

可参考相关指南对ＣＯＰＤ患者进行中医肺康复的临
床实践。

８　预防调护
８１　预防外感　保持空气湿润，有利于呼吸道分泌
物的排出；鼓励患者咳嗽、排痰、戒烟、预防感冒及呼

吸道感染；在严格的看护下进行适当的康复锻炼，提

高机体抵抗力［１０］。

８２　改善营养状况　营养不良可使膈肌疲劳加重，
应少食多餐，给以清淡、易消化、营养丰富的饮食，避

免辛辣刺激性食物，保持大便通畅［１０］。

８３　心理护理　ＣＯＰＤ患者长期受疾病折磨，精神
负担十分沉重，易合并焦虑抑郁，应帮助患者树立战

胜疾病的信心［１０］。

本指南主要起草单位：河南中医药大学、河南中

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本指南参与起草的单位：北京中医药大学循证

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

医院、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江苏省中医

院、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西中医药大学

附属医院、陕西省中医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

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本指南首席专家：李建生

本指南主要起草人：李建生、余学庆、谢洋

本指南参与起草人及审阅专家（按姓氏拼音排

序）：

中国：马战平、于雪峰、毛兵、王飞、王真、王至

婉、王明航、白丽、冯淬灵、付义、史利卿、刘良胊、刘

敬霞、孙增涛、孙子凯、陈志斌、李风森、李光熙、李素

云、李学林、李友林、李泽庚、李竹英、余海滨、余学

庆、杨臖超、张海龙、张洪春、张惠勇、张念志、张伟

（山东）、张炜、张伟（广东）、张燕萍、林琳、苗青、封

继宏、洪敏俐、赵丽敏、晁恩祥、耿立梅、徐立然、葛正

行、鹿振辉、谢洋、薛汉荣。

本指南方法学专家：孙塑伦、谢雁鸣、刘建平、杨

克虎、詹思延、胡镜清、张俊华、陈薇、廖星、宇文亚。

说明

与中华中医药学会版指南相比，本指南主要技

术变化如下：

———删除了指南研制方法；

———增加了附录《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中医证候

诊断标准》；

·９８０１·世界中医药　２０２０年４月第１５卷第７期



———增加了部分方剂、中成药参考文献。

本指南所列的中药剂量为参考剂量，供临床应

用时参考。

本指南所列的中成药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药典（２０１５年版）》《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
生育保险药品目录（２０１７版）》《中成药临床应用指
南·呼吸系统疾病分册（２０１６版）》等文件。

本指南不是医疗行为的标准或者规范，而是依

据现有的研究证据、特定的方法制定出的声明性文

件。在临床实践中，医师可参考本指南并结合患者

具体情况进行个体化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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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疾病急性加重（ＡＥＣＯＰＤ）诊治中国专家共识（２０１７年更新版）

［Ｊ］．国际呼吸杂志，２０１７，３７（１４）：１０４１１０５７．

［７］李建生，王海峰．基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危险窗的祛邪

扶正序贯辨证治疗策略［Ｊ］．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２０１１，３１（９）：

１２７６１２８０．

［８］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科分会肺系病专业委员会．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中医诊疗指南（２０１１版）［Ｊ］．中医杂志，２０１２，５３（１）：８０８４．

［９］ＶｏｇｅｌｍｅｉｅｒＣ，ＣｒｉｎｅｒＧ，ＭａｒｔｉｎｅｚＦ，ｅｔａｌ．Ｇｌｏｂａ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ｏｒｔｈｅＤｉ

ａｇｎｏｓｉ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ｒｏｎｉｃ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ＬｕｎｇＤｉｓ

ｅａｓｅ２０１７Ｒｅｐｏｒｔ．ＧＯＬＤ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Ｓｕｍｍａｒｙ［Ｊ］．ＡｍＪＲｅｓｐｉｒＣｒｉｔ

ＣａｒｅＭｅｄ，２０１７，１９５（５）：５５７～５８２．

［１０］李建生．中医临床肺脏病学［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１５：３９５．

［１１］李建生．正虚积损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主要病机［Ｊ］．中华中

医药杂志，２０１１，２６（８）：１７１０１７１３．

［１２］李建生，张海龙，王海峰，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证候演变特点临

床调查［Ｊ］．中医杂志，２０１７，５８（９）：７７２７７６．

［１３］班承钧，黎元元，谢雁鸣，等．真实世界２６４９１例慢性阻塞性肺疾

病住院患者的临床特征分析［Ｊ］．中华中医药杂志，２０１４，２９

（１１）：３５６７３５７０．

［１４］李建生，王至婉，李素云，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稳定期证候诊断

标准的建立［Ｊ］．辽宁中医杂志，２０１２，３９（７）：１１９９１２０２．

［１５］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科分会肺系病专业委员会．慢性阻塞性肺疾

病中医证候诊断标准（２０１１版）［Ｊ］．中医杂志，２０１２，５３（２）：

１７７１７８．

［１６］李建生，余学庆，王明航，等．中医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研究的

策略与实践［Ｊ］．中华中医药杂志，２０１２，２７（６）：１６０７１６１４．

［１７］张海龙，李建生，王海峰，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危险窗

证候分布的临床调查研究［Ｊ］．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

２０１４，１６（７）：１５８７１５９２．

［１８］ＬｉＪ，ＷａｎｇＨ，ＬｉＳ，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ＴＣＭ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ｏｎａｃｕｔｅｅｘａｃｅｒｂ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ｒｏｎｉｃ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ｎｄＡＥＣＯＰＤｒｉｓｋｗｉｎｄｏｗ［Ｊ］．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ｒ

Ｍｅｄ，２０１６，２９：１０９～１１５．

［１９］张海龙，王明航，李风雷，等．中医药辨证治疗急性加重期慢性阻

塞性肺疾病随机对照试验疗效评价指标的系统评价［Ｊ］．中医学

报，２０１３，２８（６）：７９７８０４．

［２０］ＬｉｕＳ，ＳｈｅｒｇｉｓＪ，ＣｈｅｎＸ，ｅｔ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ｅｒｂ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ｗｅｉｊｉｎｇｄｅ

ｃｏｃｔｉｏ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ｆｏ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ａｃｕｔｅ

ｅｘａｃｅｒｂ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ｈｒｏｎｉｃ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Ｅｖｉｄ

Ｂａｓｅｄ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Ｍｅｄ，２０１４：２５７０１２．

［２１］李秀兰，王勇奇，李香凤，等．小青龙汤加味治疗外寒内饮型急性

发作期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临床研究［Ｊ］．河南中医，２０１５，３５

（１０）：２３１７２３１９．

［２２］程怡，黄少君，范良，等．小青龙汤联合膀胱经姜疗辨证治疗肺胀外

寒内饮临床疗效［Ｊ］．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２０１８，２４（５）：１６０１６５．

［２３］钟连江，张连生，顾春枫，等．小青龙汤联合无创呼吸机治疗对老

年ＡＥＣＯＰＤ患者 ＰＣＴ、血气分析及呼吸功能的影响及临床意义

［Ｊ］．中国中药杂志，２０１８，４３（１４）：３０２６～３０３０．

［２４］刘锐，侯体保，何嘉，等．清气化痰丸加减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急性加重期痰热壅肺证的临床疗效及对血清 ＴＮＦα，ＩＬ８，ＭＭＰ

９的影响［Ｊ］．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２０１９，２５（９）：３１～３７．

［２５］侯体保，刘锐，何嘉，等．清气化痰丸加减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急性加重期的临床疗效及对患者炎性反应、气道重塑和血栓形

成机制的影响［Ｊ］．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２０１９，２５（１０）：７４～８０．

［２６］ＬｉｕＭ，ＺｈｏｎｇＸ，ＬｉＹ，ｅｔａｌ．ＸｕａｎＢａｉＣｈｅｎｇＱｉｆｏｒｍｕｌａａｓａｎａｄｊｕ

ｖａ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ａｃｕｔｅｅｘａｃｅｒｂ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ｒｏｎｉｃ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ｏｆｔｈｅ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ｔｙｐｅｐｈｌｅｇｍｈｅａｔ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ｌｕｎｇｓ：ａ

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ｅｒ，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ｄｏｕｂｌｅｂｌｉｎｄ，ｐｌａｃｅｂ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ｔｒｉ

ａｌ［Ｊ］．ＢＭＣ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ｌｔｅｒｎＭｅｄ，２０１４，１４：２３９．

［２７］郭飞，付立彪，赵标，等．桑白皮汤加味配合常规治疗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急性加重期痰热遏肺证临床观察［Ｊ］．中医药临床杂志，

２０１２，２４（９）：８３９８４０．

［２８］马丹女，蔡宛如．桑白皮汤配合西医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痰

热郁肺证）临床疗效及生存预后观察［Ｊ］．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

２０１３，３７（６）：６９１６９４．

［２９］里自然，刘新宇，李俐，等．桑白皮汤治疗 ＡＥＣＯＰＤ痰热郁肺证

临床观察［Ｊ］．新中医，２０１６，４８（７）：５７５８．

［３０］梁仕勤，刘新宇，叶焰，等．桑白皮汤加减对痰热郁肺型慢性阻塞

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炎性指标的影响［Ｊ］．安徽中医药大学学

报，２０１７，３６（１）：２６２９．

［３１］郑文江，彭紫荆，严倩，等．桑白皮汤加减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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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加重期的 Ｍｅｔａ分析和试验序贯分析［Ｊ］．中国中药杂志，

２０１９，４４（１７）：３８０６～３８１５．

［３２］李建生，李素云，马利军，等．通塞颗粒治疗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

病（ＣＯＰＤ）急性加重期的临床疗效评价［Ｊ］．河南中医学院学

报，２００３，１８（５）：３５３８．

［３３］ＬｉｕＣ，ＬｉＹ，ＷａｎｇＸ，ｅｔａｌ．Ａｄｊｕｖａｎｔｔｈｅｒａｐｙ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ｒｕｇｓ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ｓｆｏｒＣＯＰ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ｆａｉｌｕｒｅ：ａｍｅ

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ＢｉｏｓｃｉＲｅｐ，２０１９，３９（４）：ＢＳＲ２０１８２２７９．

［３４］张连波．痰热清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疗效观察

［Ｊ］．中国医疗前沿，２０１２，７（１７）：６７６８．

［３５］卢家胜，李乔，赵卫星，等．痰热清注射液对 ＡＥＣＯＰＤ痰热郁肺

证患者血气分析、血常规、Ｃ反应蛋白的临床观察［Ｊ］．中医药临

床杂志，２０１３，２５（１）：２９３０．

［３６］韦思尊，陈斯宁，冯原．痰热清注射液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

加重期患者细胞因子和肺功能影响的研究［Ｊ］．中国中医急症，

２０１１，２０（９）：１４０２１４０３．

［３７］赵淑慧．痰热清注射液辅助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痰热阻肺

证）的临床观察［Ｊ］．中国中医急症，２０１５，２４（８）：１４６７１４６８．

［３８］居琪癶．痰热清注射液配合基础治疗对急性发作期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痰热郁肺证）患者排痰效果的临床观察［Ｊ］．内蒙古中

医药，２０１２，３１（１）：２４２５．

［３９］刘家宝．痰热清注射液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疗效观察［Ｊ］．中

药药理与临床，２０１２，２８（２）：１７１１７３．

［４０］连宝涛，刘枚芳，徐景利，等．血必净注射液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

病的系统评价［Ｊ］．中成药，２０１６，３８（３）：５１９５２７．

［４１］郑文江，彭紫荆，陈淑婉，等．三子养亲汤加味治疗慢性阻塞性肺

疾病急性加重期的系统评价［Ｊ］．中国中药杂志，２０１９，４４（１０）：

２１７１２１７８．

［４２］于维霞．苓桂咳喘宁胶囊辅助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

期痰湿阻肺证疗效及对血清炎症因子和免疫功能的影响［Ｊ］．中

华中医药学刊，２０１８，３６（６）：１５３０１５３３．

［４３］段笑娇，吴嘉瑞，王凯欢，等．基于 Ｍｅｔａ分析的清开灵注射剂治

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临床评价研究［Ｊ］．药物流行病学杂志，

２０１８，２７（３）：１６９１７５．

［４４］ＷａｎｇＨ，ＺｈａｎｇＨ，ＬｉＪ，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ａｎｄｓａｆｅｔｙ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ｏｎｓｔａｂｌｅｃｈｒｏｎｉｃ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ｄ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ｒＭｅｄ，

２０１５，２３（４）：６０３６１１．

［４５］ＣｈｕｎｇＶ，ＷｕＸ，ＭａＰ，ｅｔ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ｅｒｂ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ｎｄＳａｌｍｅｔ

ｅｒｏｌａｎｄＦｌｕｔｉｃａｓｏｎｅＰｒｏｐｉｏｎａｔｅｆｏｒＣｈｒｏｎｉｃ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Ｍｅｄｉ

ｃｉｎｅ，２０１６，９５（２０）：ｅ３７０２．

［４６］ＣｈｅｎＸ，ＭａｙＢ，ＤｉＹＭ，ｅｔａｌ．Ｏｒ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ｅｒｂ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Ｃｏｍ

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ｆｏｒＳｔａｂｌｅＣＯＰＤ：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ＢＯＤＥＩｎｄｅｘａｎｄＳｉｘＭｉｎｕｔｅＷａｌｋＴｅｓｔ［Ｊ］．ＰＬｏＳＯｎｅ，

２０１４，９（３）：ｅ９１８３０．

［４７］ＡｎＸ，ＺｈａｎｇＡ，ＭａｙＢ，ｅｔａｌ．Ｏｒ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ｅｒｂ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ｆｏｒＩｍ

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ＳｔａｂｌｅＣｈｒｏｎｉｃＯｂｓｔｒｕｃ

ｔｉｖｅ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Ｊ］．ＪＡｌｔｅｒｎＣｏｍｐ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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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李建生．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课题———病证结合提高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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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ＬｉＦ，ＺｈａｎｇＹ，ＺｈｅｎｇＬ，ｅｔａｌ．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ｄｏｕｂｌｅｂｌｉｎｄ，ｐｌａｃｅｂ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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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４１０８．

［５８］韩林华，邹华丽．加减参蛤散对肺肾气虚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稳

定期ＢＯＤＥ指数的影响［Ｊ］．现代中医药，２０１６，３６（３）：２１２３．

［５９］邹华丽，韩林华，谢轶群．加减参蛤散治疗肺肾气虚型慢性阻塞

性肺疾病稳定期临床观察［Ｊ］．云南中医中药杂志，２０１６，３７

（１０）：４４４６．

［６０］易鑫，王江江，刘炜，等．加味参蛤散对慢阻肺稳定期肺肾气虚患

者早期肾损害的影响［Ｊ］．亚太传统医药，２０１５，１１（５）：１１２１１４．

［６１］方泓．补肺活血胶囊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稳定期患者的临床疗

效观察［Ｊ］．中国医师进修杂志，２０１１，３４（１３）：５６５７．

［６２］杜春苑，富红霞，武剑．信必可都保联合补肺活血胶囊治疗慢阻

肺稳定期的临床观察［Ｊ］．饮食保健，２０１５，２（１４）：１８３１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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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ＬｉＪ，ＬｉＳ，ＹｕＸ，ｅｔａｌ．ＢｕＦｅｉＹｉＳｈｅｎｇｒａｎｕｌ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ａｃｕ

ｐｏｉｎｔｓｔｉｃｋｉｎｇ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ｓｔａｂｌｅｃｈｒｏｎｉｃ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ｐｕｌ

ｍｏｎａ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ｄｏｕｂｌｅｂｌｉｎｄ，ｄｏｕｂｌｅｄｕｍｍｙ，ａｃｔｉ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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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４５９１．

［７５］李国勤，王蕾，林英翔，等．冬病夏治消喘膏穴位贴敷疗法治疗稳

定期慢性阻塞性肺病的随机对照研究［Ｊ］．中国中西医结合杂

志，２０１１，５２（９）：１１８７１１９０．

［７６］李纳．益肺灸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稳定期患者临床疗效评价

［Ｄ］．郑州：河南中医学院，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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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清泉院长解读第七版诊疗方案

持续改进，发挥中医药优势

　　３月３日，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以下简称“第七版诊

疗方案”）。通知要求，有关医疗机构要在医疗救治工作中积

极发挥中医药作用，加强中西医结合，完善中西医联合会诊

制度，促进医疗救治取得良好效果。第七版诊疗方案的中医

药疗法有哪些改进，对于救治患者有哪些效果？国家中医医

疗救治专家组副组长、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给您带来权

威解读。

“相对于第六版诊疗方案，第七版的中医药疗法整体上

改变不大，主要在危重症患者救治方面进行了修订和改善”。

刘清泉院长介绍，这段时间以来，专家组经过研究，将救治方

法和药物更加细化，把重点放在如何降低危重症患者的病亡

率上。

“我们提出了更多的药物治疗方法，希望医生在查房救

治的过程中，针对患者进行更加个性化的治疗”。刘清泉院

长说，中医讲究辨证施治，不同的患者之间病情不一样。第

七版诊疗方案的中医药治疗部分只是给医护人员提供了一

个可供更多选择的原则性的方案，保障他们在具体诊治患者

的过程中有更多的选择空间。

武汉的危重症患者很多都使用了呼吸机，如何发挥中医

药的优势，减少使用呼吸机对人体产生的不良反应，让呼吸

功能达到最好的状态，这是刘清泉院长和其他专家组成员一

直在研究解决的问题。“第七版诊疗方案，也增加了中医药

支持呼吸机治疗的方案”。刘清泉说。

“新冠肺炎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新发病。第七版诊疗

方案对于中成药和中药注射剂的使用做出了更科学的规

定”。刘清泉院长表示，中成药临床使用说明书中的规定使

用剂量在实际救治的过程中可能不一定适用所有的患者，需

要医生根据患者身体情况和病情进行判断。第七版诊疗方

案更加注重中药注射剂在危重症患者救治过程中的使用。

“第七版诊疗方案中针对危重症患者中医药治疗方案是

专家组成员经过长时间跟踪危重症患者的救治形成的经

验”。刘清泉院长介绍，特别是近２０天以来，国家卫健委和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成立了中西医协同救助专家组，对武

汉市各个定点医院的重症病房、ＩＣＵ进行了巡诊、会诊、查房
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对危重症患者病情和治疗的认识

更加深刻”。

刘清泉院长表示，第七版诊疗方案整体上是对第六版的

改进，对于广大医护人员救治新冠肺炎患者具有很好的指导

作用。接下来，专家组会不断总结在救治患者过程中的有益

经验，持续改进诊疗方案，“是否会推出新的诊疗方案要根据

疫情的形势来确定”。

（信息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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