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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探讨葛根芩连丸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的临床疗效。方法 选择 2020 年 2 月

23 日-3 月 15 日湖北省中医院收治的 COVID-19 患者，最终共纳入 118 例，按治疗方法随机分为对照组 60 例

与治疗组 58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治疗，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葛根芩连丸口服，每天 3 次，每次
1 包。观察两组退热时间、核酸转阴时间、转重症率、死亡率、临床疗效及治疗前后症状积分、肺部 CT 的改

变。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后发热、咳嗽、乏力等主要症状较治疗前显著改善（P＜0.05）。治疗组在改善咳嗽、
胸闷、恶心、呕吐、大便稀溏方面更为明显（P＜0.05）。两组胃肠道症状积分和症状总积分较治疗前均明显
降低（P＜0.05），且治疗后两组间有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组舌质、舌苔的改善比对照组更加明显（P
＞0.05）。治疗后，对照组白细胞计数、淋巴细胞绝对值与治疗前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且治疗后两
组间有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后两组 hs-CRP 明显降低（P＜0.05），两组间有显著性差异（P＜0.05）。
两组退热时间无显著性差异（P＞0.05）。两组新型冠状病毒核酸转阴时间有显著性差异（P＜0.05）。对照组

与治疗组肺部 CT 均较前好转，且无显著差异（P＞0.05）；两组患者在出院达标方面无明显差异，且均未出现
无效、死亡以及向重型危重型转化等病例。治疗过程中未见不良反应，临床应用安全性良好。结论 葛根芩
连丸能积极改善 COVID-19 患者临床症状，对胃肠道症状有较好的治疗作用，使用安全可靠，值得在临床进
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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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以来，湖北省武汉市陆续发现了多例

呼吸困难、干咳等呼吸道症状的同时，伴有如食欲减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患者，我国其他地区

退、腹胀、便溏或便秘等消化道症状，部分患者以消化

及境外也相继发现了此类病例。疫情紧急，抗疫形势

道症状为首诊[2]。葛根芩连丸用于湿热蕴结所致的泄

严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防控与治疗均存在一定困

泻腹痛、便黄而黏、肛门灼热及风热感冒所致的发热

医疗机构要在医疗救治工作中积极发挥中医药作用，

患者的消化道症状同时对 COVID-19 起到治疗作用？

难。2020 年 2 月 8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要求各有关
加强中西医结合，建立中西医联合会诊制度，促进医
[1]

疗救治取得良好效果 。

部分 COVID-19 患者在表现为发热、咽痛、乏力、

恶风、头痛身痛。葛根芩连丸能否在改善 COVID-19
为提高临床疗效，我们进行了“葛根芩连丸治疗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的临床研究”
（湖北省中医院伦理委员
会伦理审查批号：HBZY2020-C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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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20 年 2 月 23 日-3 月 15 日湖北省中医院收

治的 COVID-19 患者，最终共纳入 118 例，按治疗方法
随机分为对照组（西医常规治疗+中药治疗）60 例与治

疗组（西医常规治疗+中药治疗+葛根芩连丸）58 例。
对照组中男 34 例，女 26 例，年龄 57.5（44.5，70.75）岁，
确诊病例 52 例，临床诊断 8 例。普通型 53 例，重型 7

例。治疗组男 29 例，女 29 例，年龄 66（53.25，70.00）
岁，确诊病例 54 例，临床诊断 4 例。疫情期间设置了
很多方舱医院，轻型大部分都收治在方舱医院，本研

究按照实际收治情况随机纳入分组，对照组没有轻型
病例，所以将治疗组轻型和普通型合并比较。轻型+
普通型 54 例，重型 4 例。两组在性别、年龄、临床分型
方面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

诊断标准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断标准、临床分型参照《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3]《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4]制定。
1.3

纳入与排除标准

1.3.1

纳入病例标准

（1）符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断，包括轻型、普通
型、重型；

（2）年龄 18～80 周岁；

（3）有典型胃肠道症状，如腹泻、腹痛（腹胀）、恶
心呕吐、纳差。舌红，苔白/黄（厚）腻等。
1.3.2

排除病例标准

（1）依从性较差；

（2）确诊后已超过 7 天；

（3）合并严重原发性呼吸系统疾病，或其他病原
微生物型肺炎；
（4）孕、产妇；
（5）合并有其他系统恶性疾病如肿瘤等；
（6）合 并 有 尿 毒 症 、严 重 心 力 衰 竭 等 其 他 严 重

韦等抗病毒治疗；抗菌药物治疗，必要时糖皮质激素
治疗等；常规中药内服（小柴胡汤、达原饮、麻杏石甘
汤、止嗽散等加减，颗粒剂或水煎剂，每天 1 副）。

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葛根芩连

丸口服（广西壮族自治区花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3g/
袋 ，主 要 成 分 : 葛 根 、黄 芩 、黄 连 、炙 甘 草 ，国 药 准 字

Z45021989），每天 3 次，每次 1 袋。常规内服的中药不
含葛根芩连丸成分。

疗程：两组观察时间均截至解除隔离出院，即体

温恢复正常 3 天以上、呼吸道症状明显好转，连续两次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核 酸 检 测 阴 性（采 样 时 间 间 隔 至
少 1 天）。
1.5

1.4

治疗方法
对照组：参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

第六版）》[3]、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
[4]

版）》 的常规治疗方案：卧床休息，支持治疗，有效氧

疗措施；α-干扰素雾化，阿比多尔、洛匹那韦/利托那
2

（1）主要症状和舌象。记录患者出入院症状并积

分，根据发热、咳嗽、乏力、呼吸困难的程度分别记分。
发热：无发热记 0 分，诊前 24h 最高腋温 37.3～37.9℃

记 1 分，诊前 24h 最高腋温 38～39℃记 2 分，诊前 24h
最高腋温＞39℃，记 3 分；乏力：无乏力记 0 分，轻微乏
力记 1 分，乏力明显、少气懒言记 2 分，全身无力、不能

起床记 3 分；咳嗽：无咳嗽记 0 分，偶尔咳嗽记 1 分，间

断咳嗽，不影响休息和睡眠记 2 分，咳嗽频繁，对休息

和睡眠有影响记 3 分；呼吸困难：无呼吸困难记 0 分，
安静时无呼吸困难，活动时出现记 1 分，安静时有轻度
呼吸困难，活动时加重，但不影响睡眠和进食，无明显

缺氧记 2 分；明显吸入性呼吸困难，喉鸣音重，三凹征
明显，缺氧和烦躁不安，不能入睡记 3 分；根据恶寒、咽
部不适、鼻塞流涕、腹泻、腹痛（腹胀）、恶心呕吐，纳

差、肌肉酸痛、胸闷、头晕头痛症状的有无分别记 1 分、
0 分。舌象不记分。

（2）实验室指标及影像学检查。治疗前后分别行

血常规、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降钙素原(PCT)、
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肺部 CT 检查。

（3）统计两组轻型、普通型向重型、危重型转化

率，死亡率。
（4）安全性指标。监测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肝功

疾病；
（7）研究者认为不适合参加研究者。

观察指标和方法

能、肾功能。
1.6

统计学方法
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的

以均数±标准差( ±s)表示，采用 t 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
的以 M(P25，P75)表示,采用秩和检验。以 P＜0.05 认
为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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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结果

2
2.1

组别

两组主要症状疗效比较

对照组

治疗组和对照组患者治疗后发热、咳嗽、乏力主

要症状与治疗前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在咳
见表 1。
组别
对照组（n=60）
治疗组（n=58）

发热

乏力

咳嗽

治疗前

22（36.67）

33（55.00）

42（70.00）

治疗后

0*

12（20.00）*

26（43.33）*

0*

6（10.34）*

14（24.14）*△

27（46.55）

38（65.52）

48（82.76）

组别

治疗组

晕、头痛、咽部不适、肌肉酸痛、关节疼痛、大便稀溏等
症状显著改善，且有显著性差异（P＜0.05）。在改善胸
闷 、恶 心 、呕 吐 、大 便 稀 溏 方 面 更 为 明 显（P＜0.05）。
见表 2。

纳差
胸闷
呕吐、恶心
呼吸困难
头晕、头痛
咽部不适
肌肉酸痛、关节疼痛
大便稀溏
腹痛（腹胀）
恶寒
鼻塞、流涕、打喷嚏

2.3

1（1,2）*△

7（4,9）

*△

治疗后

2.5

两组舌象变化情况比较[例（%）]
时间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舌红
35（58.33）

苔白/黄（厚）腻
27（45.00）

12（20.00）*

12（20.00）*

12（20.69）*

11（18.97）*

43（74.14）

33（56.90）

两组实验室检查结果情况比较
治疗后，对照组白细胞计数与治疗前比较有显著

性差异（P＜0.05）。两组淋巴细胞绝对值与治疗前比

两组其他症状疗效比较[例（%）]

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且治疗组治疗后与对照

治疗组
治疗后

组治疗后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两组治疗后

43（71.67） 13（21.67）* 39（67.24） 7（12.07）*

中性粒细胞绝对值与治疗前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14（23.33） 9（15.00） 34（58.62） 1（1.72）*△

38（63.33） 25（41.67）* 29（50.00） 6（10.34）*△
22（36.67） 5（8.33）*
5（8.33）
3（5.00）

4（6.67）
2（3.33）

7（11.67） 5（8.33）

10（16.67） 12（20.00）

26（44.83）

0*

22（37.93） 1（1.72）

（P＜0.05）。两组 PCT 治疗后与治疗前比较无显著性

24（41.38） 2（3.45）*
*

8（13.79） 1（1.72）

*△

3（5.17）

6（10.00） 2（6.67）

1（1.72） 1（1.72）

0*

两 组 hs-CRP 治 疗 前 比 较 无 显 著 性 差 异（P＞

0.05），两组 hs-CRP 治疗后与治疗前比较明显降低，且

7（11.67） 3（5.00）
6（10.00）

＞0.05）。

26（44.83） 2（3.45）*

2（3.45）

0
0

两组症状积分变化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胃肠道症状积分和症状总积分在疗前

无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后均明显降低，与治疗
前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且治疗后两组间有显
著性差异（P＜0.05）。见表 3。
2.4

0（0,0）

1（0,2）

治疗前

表4

治疗组患者纳差、胸闷、呕吐、恶心、呼吸困难、头

项 目

2（0,3）*

显。见表 4。

对照组

对照组

5（2,8）

1（0,2）*

好转率为 66.66%，舌质、舌苔的改善比对照组更加明

两组其他症状疗效比较

表2

2（1,2）

72.09%；15 例患者白腻苔、厚腻苔、黄腻苔明显变薄，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下同）。

2.2

治疗前

症状总积分

有 31 例患者舌质由红或绛逐渐转为淡红，好转率为

时间

治疗前

胃肠道症状积分

黄腻苔明显变薄，好转率为 55.56%。治疗组治疗后，

两组主要症状疗效比较[例（%）]

治疗后

时间
治疗后

治疗组

嗽 方 面 ，治 疗 组 治 疗 后 明 显 优 于 对 照 组（P<0.05）。
表1

两组治疗前后症状积分的比较[分，M(P25，P75)]

两组舌象变化情况比较

对照组治疗后，有 23 例患者舌质由红或绛逐渐转

为淡红，好转率为 65.71%；15 例患者白腻苔、厚腻苔、

有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后两组间有显著性差异

差异（P＞0.05），两组治疗后有显著性差异（P＜0.05）。
见表 5。
2.6

两组退热时间、核酸转阴时间比较

对照组退热时间为 3（2.25，3.5）天，治疗组为 3（2,

4.5）天，两组退热时间无显著性差异（P＞0.05）。对照
组新型冠状病毒核酸转阴时间为 10.5（8,13）天，治疗

组为 8（5.75，11.25）天，两组新型冠状病毒核酸转阴时
间有显著性差异（P＜0.05）。见表 6。
2.7

两组肺部 CT 改善情况比较

对照组 52 例（86.67%）肺部 CT 较前好转，治疗组

52 例（89.66%）肺部 CT 较前好转，均主要表现在病灶
面积减小，变薄变淡。见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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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组别

时间

白细胞计数

中性粒细胞绝对值

淋巴细胞绝对值

（×109/L）

（×109/L）

（×109/L）

4.88

3.24

4.60

0.07

（2.39，4.77）

（0.92，1.70）

（1.35，17.05）

（0.03，0.13）

治疗后

（4.34，6.46）*

（2.68，4.25）

（1.28，2.07）*

（0.95，6.95）*

（0.05，0.12）

（4.24，6.12）

（2.48，3.99）

（1.03，1.70）

（0.88，17.88）

（0.05，0.07）

（4.40，6.24）

（2.44，3.78）

（1.25，2.92）*△

（0.5，2.92）*△

（0.05，0.07）△

治疗组
治疗后

5.69

3.33

5.05

3.00

5.19

3.13

两 组 退 热 时 间 、核 酸 转 阴 时 间 的 比 较 [天 ，[M（P25，

P75）]]

1.58
1.36
2.13

2.2
3.6

1.03

0.08
0.05
0.05

常的气候因素助长了湿邪的产生和蔓延。清·吴瑭
《温病条辨》提出：
“ ……冬应寒而反温，阳不潜藏，民

组别

退热时间

对照组

3（2.25，3.5）

新冠病毒核酸转阴时间

3（2,4.5）

治疗组

表7

10.5（8,13）

8（5.75，11.25）△

两组肺部 CT 改善情况比较[例（%）]
52（86.67）

对照组

52（89.66）

治疗组

病温也”。COVID-19 的病因为感受“异气”
“ 疠气”，疠
气夹湿，病位在肺、脾[5]。
《灵枢·经脉》云：
“ 夫十二经脉者，人之所以生，病
之所以成，人之所以治……”。五脏六腑与经络之间

肺部 CT 改善情况

组别

关系密切。手太阴肺经起自中焦腹部，向下联络大
肠。手阳明大肠经起于食指桡侧端，进入胸腔络肺，
通过膈肌下行，入属大肠。手太阴肺经属肺络大肠，

两组总疗效比较

手阳明大肠经属大肠络肺。
《灵枢·九针论》云：
“ 手阳

两组患者经治疗均达到出院标准，两组无效 0 例，

者，传导之府。”在生理功能方面，肺主气、司呼吸，通

死 亡 0 例 ，轻 型 、普 通 型 向 重 型 、危 重 型 转 化 0 例 。
见表 8。

表8

无效

死亡

转重症

对照组

60（100）

0

0

0

0

0

过其宣发肃降功能调节全身的气机，正常情况下肺之
别浊；反之则大肠传化失司。金·李杲《脾胃论》论曰

达到出院标准
58（100）

明太阴为表里……”。
《灵枢·本输》曰“肺合大肠，大肠

宣发肃降功能正常，则大肠蠕动有力，出入有常，分清

两组总疗效的比较[例（%）]

组别
治疗组

2.9

PCT

（ng/mL）

（4.15，7.08）

治疗前

2.8

1.28

hs-CRP

（mg/L）

治疗前
对照组

表6

两组治疗前后相关实验室检查结果比较[M（P25，P75）]

0

安全性分析
治疗过程中肝肾功能未见异常，所有患者原有的

“……若风寒暑湿燥一气偏胜，亦能伤脾损胃”，直接
指出了饮食不节、寒温失调、外感六淫之邪均可损伤
脾胃。薛生白《湿热病篇》记载：
“ 邪由上受，直趋中
道，故病多归膜原……”。清·吴瑭《温病条辨》又曰
“凡病温者，始于上焦，上焦病不治，则传中焦”。说明

消化道、呼吸道症状有所减轻，均未出现其他任何不

上焦病变后，病邪可直走中焦。清·喻嘉言《尚论篇》

适症状或加重体征。

也指出从口鼻侵入之邪进入中焦之后，将分布于上焦

3

讨论
COVID-19 属于中医“温疫”
“ 疫”病范畴。明·吴

又可《温疫论》中云：
“ 疫者感天地之疠气，无论老幼强

和下焦。COVID-19 患者感受疠气后，肺的宣发肃降
功能失调，影响大肠功能，故患者会出现腹胀、腹痛、
大便稀溏等症状。
湿毒邪气重浊而黏腻，容易困阻脾胃，阻滞气机，

弱，触之即病”，明确指出接触了天地之疠气，就会感

下传肠道后与积滞糟粕相合，从而出现呕恶、腹痛、腹

受疫病。清·石寿棠《温病合编》云：
“ 温疫者，温盛为

泻便溏等症状。章虚谷《医门棒喝·六气阴阳论》云

疫，乃湿土中郁蒸之气，多兼秽浊，家传户染，若疫使

“六气之邪，有阴阳不同，其伤人也，又随人身之阴阳

然也”，明确指出了中焦湿热夹杂秽浊之邪是温疫的
主要原因。2019 年冬至后武汉突发持续阴雨连绵，异
4

的强弱变化而为病。”说明病邪的转化多与体质有关。
COVID-19 患者大多为气虚体质[6]，湿毒邪气困阻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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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故感邪后容易出现乏力等症。在疾病过程中，脾
肺气虚是 COVID-19 患者共同的内在功能特性

[6-7]

。素

痢，表里双解。葛根芩连丸是广西壮族自治区花红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在葛根芩连汤的基础上，根据中医理

体脾气亏虚或湿盛之人，在感受寒湿毒邪入侵之后，

论，结合现代分子病毒学、免疫药理学和临床药效学

更易犯病，因此成为相对易感人群。新冠肺炎患者呼

等研究，采用现代科学方法研制的纯中药制剂。
《广西

吸道症状、消化道症状同时出现，可以出现外湿与里

壮族自治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药治疗方案（试行

湿相合，是病位在肺胃（肠）的表现。邪郁日久，入里

第三版）》中将葛根芩连丸作为乏力伴胃肠不适或腹

化热，或随湿热体质同化，出现湿热证。

泻推荐用药之一[15]。本研究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

肺肠轴(Gut-lung axis)理论认为肠道菌群和肺部

葛根芩连丸治疗，患者纳差、胸闷、呕吐、恶心、呼吸困

免疫可以相互影响, 消化道菌群的构成和功能的改变

难、头晕、头痛、咽部不适、肌肉酸痛、关节疼痛、大便

通过黏膜免疫系统影响到呼吸道, 而呼吸道菌群紊乱

稀溏等症状明显改善，尤其在改善咳嗽、胸闷、恶心、

也通过免疫调节影响到消化道。研究表明呼吸道、消

呕吐、大便稀溏等方面更为明显。本研究中，治疗组

化道菌群在早期定植阶段具有同源性，肺与大肠的上

患者咳嗽症状较对照组明显降低，可能与葛根芩连丸

皮组织均来源于原肠胚之内胚层，而且肺与大肠的菌

中黄芩有清泻肺热之功效有关，肺主通调水道，大肠

[8]

群在病理状态下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同步性变化 。当

主津，二者共同参与津液代谢，使大肠既无水湿又无

呼吸道系统发生炎症反应时，肠道最早发生炎症反

干燥之象[16]。根据肺肠轴理论认为肠道和肺部免疫可

应，肺最早产生功能异变，肺和肠道的炎症反应会互

以相互影响，服用葛根芩连丸后患者咳嗽症状随胃肠

相 作 用 、相 互 影 响 ，导 致 了 肺 与 肠 道 炎 症 的 恶 性 循

道症状改善而改善。患者舌质、舌苔的改善比对照组

。新型冠状病毒通过其表达的 ACE2 受体激活

［9-10］

环

RAS 调节途径，从而导致病毒侵入机体而致病，作用
于肺及肺外靶器官 。研究表明 ACE2 除了在 II 型肺
[11]

更加明显，病毒核酸转阴时间也明显缩短。研究表
明，葛根芩连微丸对轮状病毒吸附宿主细胞有一定干
预作用[17]。葛根芩连对急性结肠炎的治疗效应与其抑

泡上皮细胞表达之外，同时也在食道、回肠和结肠的

制炎性细胞因子 IFN-γ 和 IL-17A 有关[18]。我们推测

(159/201)在起病后 1-10 天出现消化道症状，包括恶

抗病毒、抑菌抗炎，调节免疫、调节胃肠道功能等方面

上 皮 细 胞 中 高 表 达[12]。 COVID-19 住 院 患 者 79.1%
心、呕吐、食欲下降、腹痛、腹泻等 。在 COVID-19 患
[13]

葛根芩连丸在治疗 COVID-19 的过程中，表里双解，在
发挥了协同作用，其作用机制有待我们深入研究。

总之，葛根芩连丸能积极改善 COVID-19 患者发

者粪便标本中核酸检测阳性或分离到病毒，说明新型
[14]

冠状病毒在消化道内亦可增殖 。

张仲景《伤寒论》第 34 条论述了葛根芩连汤证，乃

热、咳嗽、乏力、咳嗽、胸闷等症状，对恶心、呕吐、大便

稀溏等胃肠道症状有较好的治疗作用，能缩短新冠病

由伤寒表证未解，邪陷阳明所致，出现了协热下利、胸

毒核酸转阴时间，促进肺部炎症吸收，且未见不良反

脘烦热、口中作渴、喘而汗出等症，葛根黄连黄芩汤主

应，值得在临床进一步推广。

之，由葛根、黄芩、黄连、炙甘草组成，功用为清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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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study of Gegen Qinlian pill in treating COVID-19
Wang Linqun1 ，Li Weinan2,3,4 ，Huang Wei5 ，Zhou Zhouming2,3,4 ，Deng Yali2,3,4 ，Hu Yunlian2,3,4 ，
Tao Ran2,3,4 ，Zuo Xinhe1 ，Feng Yi2,3,4 ，Lu Dingbo2,3,4 ，Yu Bianbian2,3,4
(1. Hube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Wuhan 430061, China；2. Hubei Provincial Hospital of TCM, Wuhan
430061, China；3.Hubei Research Institut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Wuhan 430061, China；4.Hubei
Provincial Hospital of TCM, Wuhan 430061, China；5.Wuhan Third Hospital, Wuhan 43006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Gegen Qinlian pill in the treatment of COVID-19.Methods

A

total of 118 COVID-19 patients admitted to Hubei Provincial Hospital of TCM from February 23 to March 15, 2020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of 60 patients and a treatment group of 58 patients according to

treatment methods.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treatment. In addition to the control group,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given Gegen Qinlian pill orally, 3 times a day, 1 packet each time. The changes of antipyretic time, negative nucleic
acid time, severe disease rate, mortality, clinical efficacy, symptom score and pulmonary CT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observed in both groups.Results

The main symptoms of fever, cough and fatigue in the two groups after treatment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P＜0.05). In the treatment group, cough, chest tightness, nausea, vomiting and loose stool
wa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P＜0.05). The gastrointestinal symptom score and total symptom score in both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after treatment (P＜0.05), and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treatment (P＜0.05). The improvement of tongue quality and tongue coating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more obvious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fter treatment, the leukocyte count and lymphocyte absolute value of the

contro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ose before treatment (P＜0.05), and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treatment (P＜0.05). After treatment, hS-CRP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in both groups (P＜
0.05), and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ntipyretic tim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coronavirus negative nucleic

acid tim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Pulmonary CT of the two groups was improved compared with that before,
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erms of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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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harge standards, and there were no cases of invalid, death or conversion to severe and critical type. No adverse
reactions were found during the treatment, and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was safe. Conclusion

Gegen Qinlian pill can

actively improve the clinical symptoms of COVID-19 patients. It has a better therapeutic effect on gastrointestinal
symptoms. It is safe and reliable to use, which is worthy of further promotion in clinical practice.
Keywords: Gegen Qinlian pill, COVID-19, Clinical stud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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