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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细胞中生化反应的总体趋势是能量物质氧化形成代谢终产物。细胞中连接能量物质和代谢终产物的所有代谢过程

大都是少阳经的生理基础。细胞内归属少阳经的代谢过程又可以划分为四个层次，分别归入少阳经的气分和少阳经的血分。新型

冠状病毒的复制和传播以及炎症介质、细胞因子的合成和释放都在少阳经的血分中完成，并具相同的代谢背景：细胞内的水热排

泄障碍；丰富的能量物质；氧气摄取障碍。杀灭病毒和灭活细胞因子依靠细胞内的氧化过程，包括细胞内自噬过程。由此，人体

肺部病毒繁殖和炎症风暴形成的中医辨证就是太阳伤寒合并阳明和少阳郁热。微汗法是清除病毒和阻止炎症风暴形成的基本治疗

原则。同时，太阳经证、表证寒气未除的情况下，不能单纯清解阳明经和少阳经中热邪，寒性食物和药物应成为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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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end of all metabolisms in a living cell is to oxidize all energy agents into end metabolites. Those pathways 
connecting the energy agents and end metabolite is defined as the physiology of Saoyang meridian. All metabolisms in Saoyang meridian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metabolic levels and also classified into qifen and xuefen in Saoyang meridian respectively. Both the proliferation 
of novel coronavirus (2019-nCoV) and the synthesis of all cytokines are conducted in the xuefen of Saoyang meridian with the same 
the metabolic background: attenuated dissipation of heat and water, sufficient energy agents and oxygen in short. It is the oxidation in 
a living cell to clear the virus and calm cytokine storm and the autophagy is the initial step in this process. So,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 proliferation of 2019-nCoV and cytokine storm can be diagnosed as cold in Taiyang meridian with heat retention in both 
Yangming and Saoyang meridian. Slight diaphoresis is an essential principle to erase the virus and calm cytokine storm. A contraindication 
is to therapy the heat retention in Yangming or Saoyang meridian when cold is still staying in Tiayng meri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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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初开始，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肺炎在湖

北武汉呈现爆发态势 [1-2]。公开数据显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病例呈现爆发式增长，不少患者出现重症肺炎的表现，胸

部 X 线和 CT 表现为肺部的渗出性病变 [3-4]，少数患者的病情

进展非常迅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和感染后引起的炎症风暴

是导致病情迅速进展的重要因素 [5-8]。抗新型冠状病毒药物仍

处于实验研究阶段，治疗炎症风暴的药物多考虑皮质激素。

从中医学角度看，微汗法可以成为治疗新型冠状病毒和预防

炎症风暴的基本法则，由此衍生出来的治疗药物和方法具有

简便、廉价、无毒或低毒的特点，适宜在疾病大规模流行期

间广泛使用。在此将结合细胞代谢模型探讨微汗法的生理学

基础。

1  细胞内气机运行机制

细胞中的生命本质是遗传信息指导下的能量代谢过程。

细胞中的能量代谢过程起点是单糖、氨基酸和脂肪酸等能量

物质，代谢终点为水、二氧化碳和含氮有机物等代谢终产物，

同时化学能将转化成热能。能量物质、氧气、代谢终产物、

热能和基因是维持细胞内能量代谢过程五个基本因素 [9-11]。这

是细胞内阴阳五行学说的基本框架。细胞获取能量物质的过

程是阳明经的生理学基础，水和代谢终产物排泄过程是太阳

经生理学基础。细胞中连接能量物质和代谢终产物的所有代

谢过程大都是少阳经的生理基础 [12]。细胞内归属少阳经的代

谢过程又可以划分为四个层次 [13]。

第一个层次是细胞内的代谢骨架。这个代谢骨架包括糖

酵解、β氧化、脱氨基作用、三羧酸循环，电子氧化（氧化磷

酸化）和鸟氨酸循环。人体内几乎所有细胞都具有上述代谢

骨架，细胞内所有有机物的合成通路都起源于这个代谢骨架，

大多数的有机物又都需要回归代谢骨架后氧化形成代谢终产

物。少数厌氧微生物缺乏氧化磷酸化过程，这是这类微生物

的生物学特征。能量物质是这个代谢骨架的底物，水、二氧

化碳和尿素是代谢终产物，能量物质所携带的 60% 以上的化

学能都在这条通路中转化成为热能释放。热能推动水液释放

到细胞或者说水液携带热能离开细胞，是推动了整个细胞内

代谢过程顺利进行的原动力。在这个代谢层次中，氧气只直

接参与了氧化磷酸化过程，但却是热能释放和代谢终产物生

成的关键所在。氧化磷酸化过程受到抑制，细胞内产热下降，

水液排泄就会受阻，这就导致细胞内太阳伤寒证形成。此时，



Clinical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2020  Vol.(12)  No.12中华医学·气证 • 新冠肺炎

细胞内热能可以逐步蓄积，强化生化反应以及氧化磷酸化过

程，恢复细胞内产热过程和水液排泄。在水热排泄严重受阻

的情况下，细胞内热能异常积聚，生化反应过度强化，这将

引起临床常见的发热或者体温升高。细胞还可以通过下三个

层次以此释放能量。

第二个层次是化学能向电能和机械能转化。在细胞代谢

骨架中，有不足 40% 的化学能用于合成三磷酸腺苷（ATP），
即氧化磷酸化过程。这些 ATP 将用于以下代谢通路。①作

用于细胞膜上的离子通道，建立细胞内外的离子梯度，形成

静息电位。或者在动作电位结束后恢复静息单位。②对细胞

内的蛋白质进行磷酸化。肌纤维蛋白质磷酸化过程是肌肉收

缩运行的基础，也是化学能向机械能转化的基础。细胞内信

号传导蛋白的磷酸化过程是细胞内信号传导的基础。③用于

细胞内有机分子的合成，如磷酸葡萄糖、蛋白质、核糖核酸

（RNA）和脱氧核糖核酸（DNA）等。这三条通路中，ATP 将

会转变成为二磷酸腺苷（ADP）或者单磷酸腺苷（AMP）和

磷酸（Pi），化学能转化成热能。在不同细胞中，上述代谢通

路增强的侧重点不同，临床表现也不同。如神经细胞就可以

出现动作电位增强，临床表现为神经系统兴奋的表现，严重

时可出现兴奋性抑制如昏迷等。心肌细胞不仅可以表现为心

电活动增强，也可以出现心肌收缩增强，临床表现为心率加

快、心脏搏出增加。肌肉系统可以表现为寒战等。

第三个层次是细胞内有机物合成和释放过程。细胞内所

有的代谢通路都起源于代谢骨架，即代谢骨架的中间产物

可以用于合成其他有机物，如丙酮酸合成乳酸；乙酰辅酶 A
（CoA）合成酮体、长链脂肪酸；炎症介质合成，如前列腺素，

白三烯等。细胞内大分子的蛋白质（包括细胞因子）、RNA
和 DNA 的合成也起源于代谢骨架。这些代谢过程本质上是化

学能之间的转化，初始底物是能量物质，这些代谢途径中的

产物大都回归到第一条代谢途径进行氧化。细胞利用这条代

谢途径合成有机物以存储能量物质，或者替代细胞内失活物

质如蛋白质、RNA 等以完成细胞结构更新。细胞也可以利用

这条途径将新合成的有机物释放到细胞外，从而大量消耗能

量物质，减少用于氧化的能量物质。释放的有机物成为细胞

的生物标志，如甲状腺细胞释放甲状腺素、胰岛 B 细胞释放

胰岛素、炎性细胞释放炎性因子（炎症介质和细胞因子）。病

毒的基本构成是核酸和胞膜，胞膜含有磷脂、蛋白质和多糖

等，这些物质合成都在细胞内的这一代谢层次完成。这也就

意味着，病毒的繁殖和传播与炎症介质、细胞因子的生成和

释放具有相似的代谢途径和代谢背景。

第四个层次是细胞分裂。细胞通过第三个代谢层次合成

足够的蛋白质、磷脂胞膜、RNA和DNA后，细胞将进行分裂，

生成两个子细胞。或者说，母细胞通过释放一个子细胞的方

式将堆积在细胞内的能量物质进行释放。生成的子代细胞如

果能获取到足够的能量物质，细胞将继续生长，并进入细胞

周期，否则细胞就会在竞争中死亡，降解形成能量物质后再

氧化形成代谢终产物。这一代谢层次是人体内干细胞分裂分

化或者细胞更新的基础。

上述四个代谢过程中，第一、第二层次几乎没有有形物

质的生成，是少阳经气分的生理学基础；第三、第四层次中有

大量有形成分的生成，属于少阳经的血分生理基础。在少阳

经血分层次中，基因表达过程参与其中，并逐渐占据主导地

位。能量物质是少阳经血分和气分的共同底物。细胞出现伤

寒后水热排泄受阻，少阳经气分代谢出现饱和，能量物质就

会被迫进入少阳血分代谢，这就形成有利于病毒繁殖和炎症

风暴形成的代谢环境。

2 病毒繁殖和细胞因子的合成需要以水液排泄受阻作为代谢

背景

RNA 病毒在侵犯宿主细胞时将病毒 RNA 注入细胞内，

借助细胞内酶系统和底物合成自身复制所需的蛋白质和反

链 RNA，然后以反链 RNA 为模板再复制病毒 RNA，随后以

病毒 RNA 为模板合成病毒蛋白和病毒胞膜，病毒胞膜包裹

RNA 后再释放到细胞外。这是 RNA 病毒的一种繁殖方式。

病毒在自我繁殖过程中将竞争性抢夺宿主细胞内的能量物质

和基因表达酶系，从而造成宿主细胞内能量代谢过程和基因

表达过程同时进入抑制状态，宿主细胞也失去对外界反应的

应激能力，更容易死亡。细胞死亡破裂后大量病毒将释放到

细胞外，形成病毒播散。抗病毒药物靶点多针对病毒入侵、

复制和释放途径，如奥司他韦（达菲）[14]。病毒变异非常频

繁，尤其是 RNA 病毒，抗病毒药物常常因为病毒变异而治疗

效果下降。奥司他韦就遇到这样的情况 [15]。其次抗病毒药只

能达到抑制病毒的效果，而无杀灭病毒的作用，临床常用抗

乙肝病毒的拉米夫定和阿德福韦酯均是如此。

细胞内杀灭病毒的过程是同基因表达过程相拮抗的氧化

过程。细胞自噬是这个过程的起点。细胞自噬体包裹病毒后

同溶酶体结合是杀灭病毒的公共途径，这条途径也是细胞降

解外源性大分子物质、内源性亚细胞结构和失活蛋白的途径 [16]。

这条途径的代谢终产物是能量物质，而能量物质再次进入代

谢骨架后氧化形成代谢终产物。从性质上看，这条途径应归

属于阳明经的生理基础，是内源性能量物质生成途径，并同

外源性能量物质形成竞争。充分供应的外源性能量物质使得

细胞代谢骨架处于代谢饱和状态时，能量物质将进入第三个

代谢层次进行代谢，推动细胞内有机物、大分子的蛋白质合

成与释放，同时也抑制细胞内的自噬过程。这就为病毒 RNA
混入细胞内基因表达过程提供的充分的物质保障。此时，病

毒入侵细胞都会造成病毒繁殖和播散。细胞内代谢骨架处于

饱和状态的原因也包括了细胞水热排泄受阻的伤寒状态。

炎症因子包括了小分子炎症介质如前列腺素、细胞趋化

因子和细胞因子，如白细胞介素、细胞坏死因子等。炎症因

子既有促进发热作用，也有强化细胞免疫作用。在通常情况

下，炎症因子都存在低水平表达的现象。炎症因子的合成与

病毒繁殖过程同属于细胞内第三个层次的代谢过程，是相同

代谢背景下和代谢通路中的不同过程，二者对代谢环境相同

要求包括：外源性能量物质增多、基因表达过程增强和水热

潴留现象产生。相对而言，炎性介质分子量小，对代谢背景

要求越低，如前列腺素合成要求水热潴留后细胞代谢骨架上

旁路开放即可。细胞因子都是蛋白质，合成过程对代谢背景

的要求更类似于病毒繁殖。炎症介质和细胞因子都是有机物，

灭活过程也是进入细胞内的氧化系统氧化过程，小分子的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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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介质可以被直接氧化，而细胞因子需要先降解成为能量物

质后再氧化形成终产物，这一过程与病毒清除过程同属于一

条代谢通路。

病毒繁殖播散过程中造成宿主细胞死亡，诱发炎性反应，

炎性反应进一步造成局部组织水肿、炎性细胞聚集和细胞因

子释放，加剧组织细胞坏死。此时，炎症细胞所处的环境是

有利于炎症因子合成和病毒繁殖，而不利于病毒杀灭和炎症

因子的降解，这就形成病毒大量繁殖和炎症风暴并存的现象，

这种并存现象发生在肺部就形成重症肺炎的表现 [4]，此时中

医辨证的治疗应该是：太阳伤寒，少阳郁热，而且太阳伤寒已

经从气分进入血分。从细胞水平来看，治疗仍需要通过微汗

法开通水液排泄通路，促使细胞内的有机物进入代谢骨架内

氧化形成代谢终产物，推动细胞内自噬过程内的氧化反应顺

利进行，形成有利于新型冠状病毒和炎症因子降解的代谢环

境。适度给氧也是病毒及细胞因子灭活的重要手段。抗病毒

药物也是有益的手段，但仍要将开启细胞内水液排泄和氧化

过程作为先决治疗手段。

3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性肺炎、炎性风暴和太阳伤寒

在新型冠状病毒形成早期是太阳伤寒表证、经证。太阳

伤寒循经传遍过程中，寒气深入，水热排泄平面下移的。如

果出现阳明热证，郁热就会推动水液上行停于上焦，从而导

致水热停于心肺的现象。此时，肺部代谢的内环境就会出现

的变化：水液排泄受阻，停留于肺部及呼吸道；丰富的能量物

质；氧气摄取出现障碍。这就为病毒繁殖和炎症因子的合成创

造了良好的条件。细胞内炎症介质和细胞因子合成和释放增

加是必然的，这会造成呼吸道及肺部轻度炎症反应，此时感

染新型冠状病毒就会有利于病毒繁殖和播散。由于能量物质

被用于合成细胞因子和病毒，到达体表的能量物质将可能出

现减少，体表抵御寒气的能力将进一步下降，更容易导致寒

气内陷。病毒感染和炎性反应是否会加重的关键就在于治疗

咳嗽症状。咳嗽是肺部机械运动增强的结果，也是少阳经出

现热证的早期表现。强烈的咳嗽会促使痰液咳出，炎性因子

和病毒都可以随痰液排出，减轻体内炎性因子负荷和病毒负

荷，避免病情恶化，但却容易造成病毒传播。虽然咳嗽是令

人不快的症状，但是咳嗽是否有力确实是判断病情是否进展

和预后的指标，即咳嗽有力、咳嗽声音洪亮会阻止病情进展，

预后较好。此时太阳经上寒气仍然存在，发汗止咳是首选治

疗原则，传统麻黄、杏仁、炙甘草等就成为止咳首选药物，

治疗过程加姜汁会提高疗效。

患者出现乏力症状需要加以重视，这个症状预示病情进

展。乏力表明人体内的机械运动受到抑制，一方面因咳嗽乏

力，炎性因子以及病毒难以排出，使得炎性因子和病毒负荷

进一步增加，病毒复制、炎性反应以及细胞死亡都会出现加

重。另一方面也表明细胞内少阳血分代谢增强，更加有利于

病毒繁殖和炎症因子的释放。

从新型冠状病毒繁殖及炎症风暴形成代谢机制来看，太

阳经寒气未解、阳明经和少阳经有热是造成这种病理现象的

代谢基础。治疗上仍需开通水热去路，然后才能清解阳明经

和少阳经的热气，治疗的法则仍然是微汗法为主。除大青龙

汤之外，《伤寒论》太阳病篇 144 条至 154 条的论述和方剂都

是应对这种情况的方剂。这些方剂包括：小柴胡汤，柴胡桂枝

干姜汤、半夏泻心汤、生姜泻心汤和甘草泻心汤。纵观这些

方剂，柴胡是和解少阳的药物；生姜、干姜都是方剂中的重

要佐使药物，甚至是主药，其目的仍然在于温解太阳经上寒

气；仅有黄芩是寒药，而柴胡仅微寒。这一系列的方剂表明，

治疗原则仍然是以温解发汗为主，寒凉清解为辅。微汗法也

是应对病毒繁殖和炎症风暴的首选治疗法则。此时进行的单

纯的止咳治疗和抗病毒治疗都是值得商榷的治疗方案。单纯

止咳治疗后，痰液、炎症因子和病毒都难以排出，这就加重

炎症因子和病毒在肺部聚集，加重肺部炎性反应和病毒复制，

诱发炎症风暴，导致病情恶化。抗病毒治疗虽然抑制了病毒

繁殖，但病毒繁殖和炎症因子的合成使用的是相同的代谢途

径、代谢底物和代谢背景，在病毒繁殖受到抑制的情况下，

能量物质和代谢途径都将向炎症因子合成方向开放，也就为

炎症风暴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总之，太阳表证、经证寒气未解，不可单纯清解阳明和

少阳经热，禁忌使用具有寒凉性质的药物、食物、饮料、水

果等。否则容易导致关门留寇，邪毒内盛，患者病情也将加

重，六经辨证也将进入三阴病阶段，患者仍将处于危重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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