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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焦膜”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白肺”形成的
病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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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由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呼吸道传染病，其传染性强，重症者病情变化快、

死亡率高，属于中医疫病范畴。本研究旨在探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重症患者传变迅速的原因及“白肺”形成
的病理机制。导致病情转重原因：一方面，是责之于湿热疫毒由膜原侵犯上焦焦膜，内陷心包，弥漫三焦；另
一方面，归咎于机体免疫力低下。研究其具体传变途径和病理变化的实质，就能很好地把控此病发生、发展
及变化的全过程，从而为临床制定相应的治疗方药，有效提高中医药治愈率，降低病死率，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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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中旬以来，湖北武汉陆续发现了多例不

是湿、毒、瘀、闭，通过 200 余例新冠肺炎的资料观察

境外相继发现了类似病例。现已证实为一种新型冠

苔厚腻的主要症状，按最新发布的第六版新冠肺炎诊

状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世界卫生组

疗方案分类，基本属于轻、中型病情；而重症、危重症

织（WHO）确 认 并 命 名 为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疾 病

病例则见胸闷咳嗽、喘憋气促，神昏谵妄，紫绀、出血。

明原因肺炎病例，随着疫情的蔓延，我国其他地区及

（Coronavirud Disease 2019，COVID 19），国家卫生健康
委将其暂命名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1］。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属于中医疫病范畴。疫病不
［2］
是一般的外感病，吴又可《瘟疫论》
曰：
“疫者，感天行

之疠气也”
“ 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
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这种“异气”，吴又可称其为
“戾气”
“ 杂气”
“ 疠气”或“疫气”。疫病的特征。疫病

到，大部分患者表现为身热不扬、咳嗽、乏力、纳差、舌

根据疫情一线医务人员的反馈，许多新冠肺炎病人初
期症状并不严重，但是常常在短期内突然出现多器官
功能的衰竭，影像显示“大白肺”，迅速死亡。本研究
对型冠状病毒肺炎由轻转重的病理机制、发展趋势作
粗浅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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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毒侵犯上焦焦膜是病机的核心

多为病从口鼻而入，具有传染性，发病迅速、传变快，
《内经·素问·刺法论》：
“ 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

疫毒之气不同于一般六淫之邪，但常夹六淫邪气

小，病状相似。”
“ 避其毒气，天牝从来。”天牝系鼻子的

伤人。六淫邪气乃气候变化，六气的太过或不及所

别称，古人已认识到，呼吸道是疫病传染的途径，新型

致，其伤人是从口鼻皮毛而入，侵犯肌表，多即感即

冠状病毒肺炎正是这个特点。对于该病的病因，王玉

发，少数成为伏邪，一般不传变。而新冠肺炎之疫毒

［3］

光等 的观点是属“湿毒疫”，病位在肺，基本病机特点

则从口鼻而入，经膜原侵犯上焦焦膜，病及脾胃，因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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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潜伏期，认为多属伏邪，传变迅速。
1.1

所组成的，是包绕肺实质的支架结构和间隙，肺实质

疫毒侵犯上焦焦膜由膜原而入

和肺间质共同完成血液气体交换的生理功能。当肺

薛生白在《湿热病篇》中指出：
“ 膜原为三焦之门

间质出现病变，血液气体交换受到阻碍，临床可见干

户”，而膜原所处的位置，近代医家张虚谷认为是在

咳、气喘、呼吸困难、紫绀，逐渐加重的低氧血症。新

［4］

“胃上口”。苏氏 在《系统膜原论发现三焦膲膜的形

冠肺炎重症的初期临床表现正是如此，疫毒自口鼻而

态结构》一文中，称赞薛氏“卓越之处在于把膜原纳入

入，经膜原侵犯上焦焦膜，循经直入，此时若及时采取

到人体上中下三焦的整体形态结构之中，并点化出膜

中医药治疗，宣化疏利，截断病邪去路，可防止病邪深

原是人体上中两焦气化出入口——门户。”既是门户，

入，轻症转重症；若因患宿疾之人，或以输液打针，抗

当疫毒之邪由口鼻侵入，必伏于膜原，伺机而动。
《温

菌消炎之类治疗，势必损伤元气，致湿疫毒邪郁遏化

疫论类编·绪论》曰：
“ 瘟疫初起，原无感受之因，忽觉

热，长驱直入，由于焦膜之间相互牵连，湿热疫毒势必

凛凛后，但热而不恶寒，然亦有所触因发者，或饥饱劳

内陷，波及整个肺间质乃至肺实质而成白肺。从临床

碌，或焦思气，皆能触动其邪，是促其发也。”也就是

影像学的变化看，新冠肺炎病灶早期多位于肺外周或

说，各种因素导致机体免疫力下降，招致疫毒侵犯是

胸膜下，呈现多发小斑片影及间质改变，以肺外带明

发病的诱因。这可以解释新冠肺炎感染是有潜伏期

显，进而发展为双肺多发磨玻璃影，浸润影，严重者可

的，且临床所见有的人感染了此病毒却不发病，有的

出现肺实变（病变累及肺实质）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影

人感染后即发病。既然发病，膜原受邪、疫毒阻碍、三
焦气机受阻，以上中两焦气机受阻为主，病机可能出
现三方面变化：①疫毒之邪阻碍脾胃，胃气受困则脘
腹饱胀、恶心；脾气受困则倦怠乏力，食欲不振，湿浊

内生而舌苔厚腻；②疫毒由膜原入侵上焦焦膜，其证

候类型可由湿毒郁肺演变为疫毒闭肺，初见干咳痰
少，咽喉不利，很快病情可急转直下，肺部 CT 显示肺

部磨玻璃影可迅速变为“白肺”。这也是病情转重的
关键转折点，此时疫毒之邪极易化热，入营动血；③疫

毒由少阳焦膜内陷厥阴心包，可由疫毒闭肺演变成气
营两燔证，出现喘促、神昏谵妄、吐衄发斑，甚至内闭
［5］

像诊断指南 2020（第六版）〕。武汉金银潭医院张定宇
院长讲座：新冠肺炎病人病变是从肺底部开始，再往

上发展，
（这也许是为何早期没有上呼吸道症状的原
因），主要是间质渗出，再到肺实变。由此可见，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早期以侵犯肺间质为表现，当病情进展
大面积肺间质受累时即成“白肺”，此时，既有肺间质
损害，又有肺实变存在，而此阶段的患者，表现为明显
的胸闷、呼吸困难、紫绀，严重的低氧血症。
1.3

湿热疫毒陷肺逆传心包致内闭外脱
手少阳三焦经与手厥阴心包经相表里，苏氏［4］在

系统膜原论发现三焦膲膜的形态结构中，汇通历代医

外脱 （第六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临床所见病情进

家的论述，归纳三焦的生理为“……气出三焦，血归心

展迅速，可见神昏、出血、严重心肌损害等危重症候

包络，由手厥阴心包络与手少阳三焦互为表里，其经

（德馨课堂——姚梅龄会诊实录二）。
1.2

脉皆贯通气、注血，厥阴心包络之所以能聚合热血，始

湿热疫毒弥漫上焦焦膜及肺致白肺形成

源由三焦的少火原气温煦，三焦之所以能充盈少火，
［6］

为何上焦焦膜病传变如此迅速？姚氏认为 三焦
［3］

依附于流注自有形质的包络厥阴热血，用以儒养少火

是一个有形之腑，其的实质是以膜的形式存在的 ，是

无形之气化。”由此可见，手少阳三焦与手厥阴心包生

人体内包裹五脏六腑通体一圆，周身上下，寻左贯右，

则气血和合，病则气病及血。湿热疫毒弥漫，从上焦

无处不到的上、中、下三焦的膜，连成一张大网膜（焦

焦膜内陷，必逆传心包，临床可见喘促、神昏谵妄、吐

膜），包括胸膜、肋膜、膈膜、腹膜、筋膜等所有纤维结

衄发斑，甚至内闭外脱，这与《温热论》
“温邪上受，首

缔组织，其发病虽有上、中、下三焦的侧重不同，但每

先犯肺，逆传心包”的温病病机不同。
《温热论》中的

［6］

互相牵涉，甚至弥漫三焦 。根据对焦膜的描述，肺间

“温邪”属外感热病之邪，一般不包括疫毒病，且其传

质当属上焦焦膜范畴。肺组织是由肺实质和肺间质

变途径已明确指出是由肺“逆传心包”，是温热病卫气

构成，肺实质具有气体交换功能的含气间隙及结构，

营血传变中由“气”传“营血”的病理阶段。而此疫毒

包括肺泡管、肺泡囊、肺泡与肺泡壁等，肺间质是由支

之邪郁遏化热，湿热疫毒是由手少阳三焦内陷手厥阴

气管和血管周围、肺泡间隔及脏层胸膜下由结缔组织

心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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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危重症患者救治一线的专家刘正印表示：新

——或本身基础差和/或是受到严重打击，虽被过度激

冠肺炎病毒对患者其他器官的伤害，常常是病人致死

活，终究力量悬殊，寡不敌众。此外，高度促炎性的

的主要原因。病毒不但侵犯肺，还侵犯血管的内皮细
胞，导致凝血功能的一些改变。其侵犯肾脏，肾功能

CCR4+CCR6+Th17 细胞增加。这可以部分解释肺部
严重的免疫损伤，这是造成正气亏损的原因。值得注

出现异常的特别多，同时还侵犯心脏。凝血化验异

意的是，重症、危重症患者病程中可为低热，甚至无明

常，最后出现弥漫性血管内凝血，主要表现为出血、休

显发热，这能否说明，患者免疫力（正气）受到严重打

克、器官功能障碍和出血性贫血。这是对疫毒既内陷

击，无力奋起抗争。

厥阴心包络，又循经弥漫三焦，气血受阻，脏腑功能障

2.1.1

碍的有力证明。

2 正气亏损是病转危重的病理基础。

疫毒壅遏元气受阻

《难经·六十六》曰：
“ 三焦者元气之别使也”，杨红
［8］

星 指出,三焦是元气运行的通路之一。孔光一［9］认

北京协和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刘正孙在新民周

为,三焦膜系分布很广，形态各异，具有协调脏腑，运行

刊专访谈及第六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

气血，充养全身的作用。湿热疫毒侵犯膜原，壅遏上

［5］

案 指出，此病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发展变化快，早期

焦焦膜，则三焦气化不通，气血运行受阻，脏腑功能紊

患者以发热、乏力、干咳为主要表现，少数患者伴有鼻

乱，机体抵抗力免疫力自然低下，犹如两军打仗，内乱

塞、流涕、咽痛和腹泻等症，重症患者多在发病后一周

四起，又有何力量去抵御外敌呢。

出现呼吸困难、和、或低氧血症，严重者快速进展为急

2.1.2

正气素虚邪气鸱张

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脓毒症休克、难以纠正的代谢性

本身患有基础疾病，感染疫毒之邪后，病情进展

酸中毒和出凝血功能障碍。临床观察到，一般轻、中

较快，且易转为危重症。从公开报道的临床资料和数

型患者经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治疗，都能获得很好疗

据统计得知，重症死亡病例大多患有基础疾病，康景

效，而病情危重者，常常是在短期内突然出现多器官

轩教授在接受（《2.20 南都周刊》）采访时，将此类情况

功能的衰竭，影像显示“大白肺”，迅速死亡，现代医学

比作“用火种点火”，有基础病人的感染了新冠病毒，

称之为“炎症风暴”。其变化规律与温病卫气营血传

就如同火种点燃了一堆干柴，火会越烧越旺。这个比

变规律不尽相同，这类患者死亡前的表现甚至见不到

喻形象地说明了体质对病情的发生、发展、变化起着

营血分症状。

重要的作用。

2.1

感邪深重正气受创
“炎症风暴”的发生，归根到底是免疫机能损伤，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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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损伤的原因：首先，是感邪太重。新冠肺炎病毒

新冠肺炎疫毒由口鼻而入，经膜原侵犯上焦焦

乃疫疠之邪，疫疠之气流行“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

膜，由轻转重的关键在于湿热疫毒内陷，弥漫三焦，逆

病”
〔（清）吴又可《温疫论》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

传心包络。早期中医药治疗截断疫毒传变途径，防止

［7］

中心王福生院士团队 发表了全世界首例新冠肺炎病

轻、中型病情转重，是降低死亡率最需要做的事。

理解剖结果：肺部表现为弥漫性肺泡损伤和肺透明膜

正气亏损，免疫力严重受创是病情危重的病理基

形成。流式细胞术分析发现，外周血 CD4+和 CD8+细

础。无论是预防还是治疗，提高机体免疫力，养护正

胞减少是 COVID-19 患者的常见特征，可能是与疾病

诲“虚邪贼风，避之有时”。疫毒之邪，及时避之。

胞的数量大大减少，但同时也被过度激活过。淋巴细

气是防治新冠肺炎的关键。同时，谨记《黄帝内经》教

严重程度和死亡率相关的关键因素。说明免疫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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