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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抗毒补肺汤在急性重症呼吸综合征（ｓＡＲＳ）暴发期间对香港医务工作者的预防保护

在香港ＳＡＲＳ肆虐期间，总共有２ ６０１名医务工作者接受了本研究中心派发的抗毒补肺汤，确

信其中有１ ０６３名按要求连续２周服用了该方药并寄回有效问卷，这部分人组成了中药组，另有未服本中药
的１５ ３７４名组成了对照组。通过这份问卷，可以了解受试者在研究开始的前１天及第１４天、第２８天，其有

中药组中无感

关生活质量、感冒样症状、温病证候的变化。中药组有３７名接受了血清免疫学检验。结果

染ＳＡＲＳ者，而对照组中有６４名（０．４％）感染了ＳＡＲＳ，而且中药组自身前后对照，服药后在感冒样症状、温
病证候、生活质量方面均得到显著改善。中药组３７份血清免疫学结果显示，服用中药后，机体免疫功能得到
了改善与提高。结论

抗毒补肺汤可能通过改善临床症状、提高生活质量及增强机体免疫功能来预防

ＳＡＲＳ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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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将ＳＡＲＳ归类为“温病”

展为中医学的一个独立分支——温病。按照传统温病

范畴，也就是中医学称之“热病”。这类呼吸系统的疾

的概念，症状类似感冒的疾病可分为４个表现阶段：

病在中国古代就已十分流行，并早在５００年前开始发

（１）发热；（２）鼻塞、流清涕；（３）发热恶寒；（４）咳血…。
对于西医来说，前两个阶段症状表现一般被认为是无

作者单位：１．香港中文大学流行病学及生物统计学中心；２．香港
中文大学中医中药研究所；３．香港卫生署；４．香港中文大学化学病理
学系；５．香港医药管理局
通讯作者：刘德辉，Ｔｅｌ：００８５２—２２５２８８６８，Ｅ—ｍａｉｌ：ｊｌａｕ＠ｃｕｈｋ．ｅｄｕ．

需治疗的，后两个阶段不太常见，被认为是支气管炎和
肺炎的症状。尽管西医并无简单有效的方法治疗感
冒，但是中医学却可以有效地在早期阶段消除症状。
有报道称，中西医结合治疗ＳＡＲＳ心’可以有效地降低

ｈ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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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死率…。既然ＳＡＲＳ症状类似感冒症状，那么早期

问卷调查。所有数据都于２００３年８月１７日在香港医

应用治疗感冒的方药预防和治疗该病则是可行的。

药管理局的ｓＡＲｓ注册数据库反复查对，观察是否有

香港从２００３年３月１２日开始的ＳＡＲＳ流行期
间，医务工作者们是最易感染的群体。截止到２００３年

医务人员在服用该抗毒补肺汤后仍然感染了ｓＡＲｓ，
对照组的感染者，由同一数据库显示，有绝对准确性。

６月，香港确诊及疑似的１ ７５５例ＳＡＲＳ病例中，有３４２

３．２生活质量

使用ＳＦ一３６的香港中文版本¨。

例（１９．５％）为医务人员，其中６例死亡∞。。我们于

来评估中药组的生活质量。中药组在３个时间点上进

２００３年４月进行了本项研究，首先是观察中药方剂预

行了生活质量的问卷式自我评分，第一次在研究开始

防医务人员感染ＳＡＲＳ的疗效。其次是观察使用者生

的前１天（第０天），第２次在服药结束后（即第１４

活质量和症状的改善，以及评估该方药的安全性。

天），第３次在停药后２周（即第２８天）。

资料与方法
ｌ

临床资料

所有观察对象均来自香港医药管

理局辖下１ｌ家医院中与照顾ＳＡＲＳ患者有关的医务

３．３感冒样症状仍然使用问卷形式，中药组在
同样３个时间点上进行问卷式自我评分，评分内容包
括发热、恶寒、肌肉酸痛、头痛头重、咳嗽、疲倦、僵硬感
及热象，每个症状都以０～１０分来评定。

工作者，共有２ ６０１名接受了本研究中心派发的中药，

３．４温病证候使用中医辨证原则，引导中药组成

资料完整者１ ０６３名组成中药组。其中男２３４名，女

员自行记录舌苔的厚薄、咽喉干或疼痛、大便习惯、大便

８２９名；年龄２０～３０岁１８４名，３１～４０岁３６６名，４１～

情况、睡眠问题以及自觉“冷”、“热”或“湿”的症状表现。

５０岁３７７名，５１～６０岁１３５名，＞６０岁１名；护士４８５
名，医院后勤人员２８３名，医生或临床助理或其他２９５

３．５不良反应

所有中药组成员遇不良反应或

疑似不良反应，必须立刻电话通知我们。

名。工作地点：急诊室１６名，ＩＣｕ病房９８名，传染病

３．６血清免疫学指标（白细胞、淋巴细胞等）检测

房１６６名，普通病房２８９名，整形外科及创伤病房４８

中药组（３７名）服药前及服药后（第１５天、第２９天）采

名，门诊部１１０名，行政部门９３名，其他２４３名。中药

用流式细胞分析法进行检测。

组所有研究对象在纳入时均无ｓＡＲｓ病症，无慢性疾

４统计学处理

两组ＳＡＲＳ发病率的比较采用

病，无肝、肾功能不全，无中药过敏史。对照组包括这

Ｆｉｓｈｅｒ’ｓ

１１家医院中直接及间接接触ＳＡＲＳ患者而又没有服

感冒样症状变化用配对￡检验，温病证候用ＭｃＮｅｍａｒ

用本研究提供的中药者，共计１５ ３７４名，其各工作岗

检验。

ｅｘａｃｔ

ｔｅｓｔ。中药组服用中药前后生活质量及

位比例构成，与全香港医院工作者的实际情况极为相
结

似，见表１。
表１

中药组和全香港医院工作人员工作
岗位比较［名（％）］

１

ＳＡＲＳ感染率比较

果
中药组１ ０６３名无感染

ＳＡＲＳ者，发病率为０，而对照组１５ ３７４名中有６４名
感染了ＳＡＲＳ，发病率为０．４％，经Ｆｉｓｈｅｒ’ｓ

ｅｘａｃｔ

ｔｅｓｔ

检验，Ｐ＝０．０１４。
２中药组服药前后生活质量（情绪、活力）评分比
较
２

预防方法

中药组服用抗毒补肺汤，由桑菊

饮¨。和玉屏风散¨一加减组成：桑叶、菊花、杏仁、连翘、
薄荷、桔梗、生甘草、芦根、黄芩、大青叶、黄芪及防风。
文献记载这些中药无明显毒性或不良反应Ｈ’。抗毒补
肺汤选用优质道地药材，参考传统中医制药原理，遵循
现代药物制造规范（ＧＭＰ）先浓煎，然后冷却干燥至颗

见表２。中药组情绪评分与第０天比较，第１４

天、第２８天均显著提高，差异有显著性（Ｐ＜０．０１），但
第２８天与第１４天比较差异无显著性（Ｐ＝０．２８４）。
活力评分第２８天与第１４天比较，显著性降低（Ｐ＜
０．０５），但与第０天比较，第１４天、第２８天都有明显提
高，差异有显著性（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表２

中药组服药前后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分，ｉ±ｓ）

粒状¨。，每包４９，含生药量为４５．７５９。每天１包冲服，
连续服用１４天。
３观察项目及检测方法
３．１

ＳＡＲＳ感染率

我们在２００３年４月１７

日一２００３年８月１７日期间对所有中药组成员进行了

万方数据

注：与第０天比较，。Ｐ＜０．０５，“Ｐ＜Ｏ．０１；与第１４天比较，６Ｐ＜
Ｏ．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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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组服药前后感冒样症状评分比较

３

见表

３。服药后第１４天与第２８天时僵硬感觉无明显改善

讨

论

（Ｐ＞０．０５），在第２８天时发热症状也无明显改善（Ｐ＞

本次研究结果说明中医药可能是一种有效的治疗

０．０５），但是服药后其它各种症状显著减少，与服药前

ＳＡＲＳ的方法，抗毒补肺汤可能具有对抗病毒的预防

比较，差异均有显著性（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作用。尽管血清学检查并没确认无症状的医务人员呈

表３

中药组服药前后感冒样症状

ＳＡＲＳ血清阴性，但是另一个近期进行的血清流行病

评分比较（分，孑±ｓ）

学调查并未发现同一批医务人员中有无症状的ＳＡＲＳ
患者。这样我们认为这两组之间具有不同的感染率的
结论是可信的。同时本次研究显示，３７名ＳＡＲＳ研究
室技术员连续使用抗毒补肺汤１４天后，出现短暂的
ＣＤ４／ＣＤ。比值上升及持续的Ｂ淋巴细胞减少，可能与
使用中药有关。我们由此推测，抗毒补肺汤可能可以
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ｔ ７】。生活质量与症状的相关数据

注：与第０天比较，＋Ｐ＜０．０５，“Ｐ＜Ｏ．０１；与第１４天比较，ｏＰ＜

也显示本方对高风险的个体有较好的保护作用，可以
作为ＳＡＲＳ的预防措施在临床推广。

Ｏ．０５．△△Ｐ＜Ｏ．０１

中药组服药前后中医温病证候变化比较

见

很多中药方剂被报道可以有效预防诸如感冒之类

表４。除了大便习惯和大便状况外，其它症状均得到

的疾病，但是这些研究极少使用了科学的随机对照双

了改善（Ｐ＜０．０５，Ｐ＜０．０１），服药到第２８天，除了不

盲原则旧’。本次研究最大缺陷在于没有采用随机分组

规则的大便与睡眠问题外，其余各症状都持续性地减

的方法，因为我们在香港ＳＡＲＳ高峰期进行该项研究，

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香港医药管理局希望有尽可能多的第一线医务人员服

４

表４

中药组服药前后温病证候变化比较

（％）

用抗毒补肺汤，时问紧迫，无法实行科学规范。没有迹
象表明，低风险感染ＳＡＲＳ的人员更愿意服用中药。
如果实际情况恰恰相反，高风险感染的人员更愿意服
用中药，那么参加者偏倚就不会降低我们结论的可靠
性。本研究的另一不足就是领取了中药的人只有
４０％寄回了问卷。但我们调查了ＳＡＲＳ登记处，证实
所有领取中药的２ ６０１名医务人员无人感染ＳＡＲＳ。
如果失访人员中有人按规定服完了中药，把这些人加

注：与第Ｏ天比较，”Ｐ＜０．０５，”Ｐ＜Ｏ．０１；与第１４天比较，“Ｐ＜
０．０５．△△Ｐ＜０．０１

著性差异。本次研究还有不足之处，就是对照组缺乏
中药组１ ０６３名参加者中，除３名

生活质量及证候评估，使得解释结论产生困难及结论

敏感者，必须停服外，均未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只有

的说服力降低。但是综合本次研究结果，提示抗毒补

１９名（１．８％）有轻微不适，包括腹泻、咽喉痛、头晕和

肺汤对于改善症状和生活质量是有作用的。两组当时

恶心，其中９名停服抗毒补肺汤，３名用量减半，另７

承受感染风险的实际情况，如工作岗位、面对的病毒来

名继续按时按量使用。

源、工序的威胁性等，都未能纳入本研究范围，以至结

５

不良反应

入我们的中药组，则两组间发病率的比较应具有更显

６免疫调节作用参加抽血的３７名志愿者中有

论只属科学观察，不宜作出定论。

２名因为第２天觉得头痛头晕退出了本观察，其余３５

目前研究比较ＳＡＲＳ预防措施的有效性和检验在

名无明显不良反应。生化检查均无改变，白细胞与淋

预防ＳＡＲＳ措施中中药使用的研究缺乏。由于中药是

巴细胞也无异常，但是在第１５天时，Ｔ淋巴细胞ＣＤ。／

相对安全和便宜的，效果如能证实，可用于ＳＡＲＳ和其

ＣＤＲ比值从实验前的１３．１±０．５显著上升到１４．１±

它温病的预防。“治未病”是中医学重要的预防与治疗

０．６（Ｐ＜０．０５），并在第２９天时恢复到实验前水平。

原则，根据这个思想，我们研究中心将进行另一项大规

而在第１５天与第２９天时，Ｂ淋巴细胞计数却从２８２±

模的临床试验，针对不同感染流行性感冒风险的人群

１４２分别降到２６２±９９（Ｐ＜０．０５）与２４７±９４（Ｐ＜

使用抗毒补肺汤，观察该方剂预防流行性感冒的效果。

０．０５）。

将完全按照循证医学的要求去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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藿香正气软胶囊治疗夏季空调综合征２８例
王秀刚

孙世安

近年来暑湿季节长时间在空调环境下工作与学习的现象

表１

临床疗效分析

日趋普遍，夏季空调综合征也一跃升为常见病、时令多发病。
笔者白２０００年始用藿香正气软胶囊治疗２８例，取得较好疗
效，现总结如下。
临床资料２８例为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在本院中医科门诊就诊
患者，有长期或长时间在空调环境下工作、学习、居住、睡眠史；
主证为：周身困倦乏力，肢体沉重酸痛，头晕昏沉，胸满痞闷，舌
苔白滑，脉象滑数或濡者，兼有１～２个次证（发热偶伴恶寒，体
温３７．５～３９℃；恶心呕欲，纳呆口中无味；腹部胀痛，便溏或排

讨论空调综合征属于中医学暑湿外感范畴。本治疗

出不爽）。其中男１２例，女１６例；年龄２６～５４岁，平均（３４．０

采用藿香为君，辅以紫苏、白芷芳香辛散之品，发表宣里、辟恶

±５．３）岁；病程１～２个月，平均（４６．３±７．２）天。

祛邪；大腹皮行水散满，破气宽中；姜枣和营卫；白术、甘草补土

治疗方法予藿香正气软胶囊（天津达仁堂制药厂生产）
口服，每次２粒，每日２次，治疗１周。
结
ｌ

健中；半夏、陈皮、茯苓化痰除湿。更以桔梗宣肺，厚朴平胃，以
鼻通于肺，而口达乎胃。从肺胃着手，疏风散寒，发表宣里，三
焦气机调畅则清升浊降，水湿得以输布，所以在短期内空调综

果

疗效评定标准（１）症状、体征轻重程度评分标准：无

合征主、次证能得以在４～５日内迅速消除与缓解。然而由于

（包括舌淡苔薄白，脉平）：０分；轻度：２分；中度：４分；重度：６

该方化湿胜于解表，适用于内伤暑湿，外加风寒的恶寒重而伴

分。（２）临床疗效评价以证候总积分计算。痊愈：证候积分减

低热者。所以对≤３８℃的发热有显著的解表退热疗效，但对３

少＞９５％；显效：证候积分减少７０％～９５％；有效：证候积分减

例≥３８．５℃发热患者，虽解表但退热不净。临床症状显示，３例

少５０％～６９％；无效：证候积分减少＜５０％。

高热者均伴有舌苔黄厚腻。笔者认为身壮热皆因秽湿着里，气

２临床疗效分析

见表ｌ。藿香正气软胶囊对空调综合

征主、次证的改善均有明显疗效。

机不宣，湿中蕴热所致，其不同于湿郁卫表的身热不扬，不是藿
香正气软胶囊的适应证，这是对于发热总有效率偏低的主要原
因。对此治疗当临证辅以清热利湿，苦辛寒凉的三石汤（《温病
条辨》）加减为宜。

作者单位：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中医科（天津３０００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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