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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相关系数与关联规则分析的中医药防治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用药规律研究
王金虹，马斌，李艳彦*
山西中医药大学，山西 太原 030024
摘要：目的

运用数据挖掘方法对国家及各省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诊疗方案的中药复方进行分

析，挖掘用药规律与特点。方法

检索并整理 2021 年 4 月 14 日之前国家及 24 个省份的中医诊疗方案

的中药复方，建立数据库，基于相关系数和关联规则算法，采用 python 编程，从中药频次、性味、归
经、功效及配伍等方面对用药规律进行分析。结果

共纳入 30 首中药复方，涉及中药 95 味，得出频次

≥6 的高频药物 19 味，药性以温、寒、平性为主，药味以苦、辛、甘味为主，多归属于肺、胃、脾
经；功效以宣肺化痰、化湿（燥湿）与利水渗湿、补益及健脾和胃为主。相关系数与关联规则分析显
示，具有高度与显著相关药对 19 个、药物关联规则 16 条。结论

中医药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用药多

选用宣肺、降肺、清肺等调肺药物及健脾、祛湿、活血药物，以解表为主，重在调肺，次以健脾、祛
湿、化痰，具有解表为主，兼以扶正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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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se data mining methods to analyze the TCM prescriptions in the pevention and
treatment plans of COVID-19 with TCM in the country and provinces; To explore the medication rules and
characteristics. Methods TCM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plans of the country and 24 provinces before 14th April,
2021 were retrieved and sorted out to establish database. Based on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nd association
rule algorithm, python programming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medication rules of TCM prescriptions from the
aspects of frequency, property and taste, meridian, efficacy and compatibility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Results A total of 30 TCM prescriptions were included, involving 95 types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and 19
high-frequency medicines with a frequency of ≥6 were obtained. The properties were mainly warm, cold and
moderate; the tastes were mainly bitter, spicy and sweet, which mainly belonged to lung, stomach and spl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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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idians; the efficacy was mainly ventilating the lung to resolve phlegm, reducing dampness (eliminating
dampness with herbs dry in property) and urine excretion to strain off dampness, reinforcing and tonifying
spleen and stomach. The results of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nd association rules showed that 19 medicinal
pairs with highly and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and 16 medicinal association rules were obtained.
Conclusion Medication of TCM for COVID-19 mainly chooses regulating-lung medicines with the efficacy of
ventilating the lung, descending lung, clearing lung, and medicines with the efficacy of tonifying spleen,
eliminating dampness and promoting blood circulation, which were mainly releasing the exterior and focusing
on regulating lung, accompanied with tonifying spleen, eliminating dampness and reducing phlegm, which have
the features of releasing the exterior and reinforcing the healthy qi.
Key words: COVID-19; TCM; medication rule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ssociation rule
从 2019 年 12 月初开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

1 资料与方法

下简称“新冠肺炎”）持续肆虐，该病具有强烈的传

1.1 数据来源

染性，严重危害人民生命健康安全。根据国家卫生

选择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新型冠状病

健康委员会每日信息发布及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

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四版）至试行第八版修

学疫情实时监测系统显示，截至 2021 年 5 月 11 日，

订版，以及 2021 年 4 月 14 日之前黑龙江、吉林、

我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 90 799 例，治愈出院 85 861

辽宁、北京、上海、天津、内蒙古、河北、山西、

[1]

例，死亡 4 636 例 ；全球累计确诊 159 305 473 例，
[2]

陕西、山东、河南、江苏、湖北、湖南、甘肃、宁

治愈 95 353 247 例，死亡 3 312 199 例 ；美国累计

夏、四川、江西、广东、广西、浙江、云南、海南

确诊 32 773 387 例，治愈 26 554 485 例，死亡

共 24 个省份发布的新冠肺炎诊疗方案，共提取中药

[2]

582 791 例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全球及

复方 30 首。

美 国 新 冠 肺 炎 确 诊 病 例 治 愈 率 分 别 为 94.56% 、

1.2 数据规范

59.86%、81.02%。结合人口数量可以计算，我国、

参照 2020 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12]、

全球及美国新冠肺炎感染率分别为 0.006%、2.1%、

《中药大辞典》[13]对复方中涉及的药物名称进行规

9.93%。我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超 90%的确诊患

范，如“生地”规范为“生地黄”；整理药物性

者使用了中医药，中医药总有效率 90%以上，见证

味、归经、功能与主治。

[3]

在此基础上，共生成包含 30 首复方涉及 95 味

了中医实力 。
[4]

新冠肺炎在中医古籍中并无对应病名 。中医

中药的数据表及中药药性、药味、归经、功能与主

认为其基本病因为外感寒湿，临床以发热、咳嗽、

治 5 张数据表，对各表数据进行数据类型转换，将

口干、口苦、周身酸痛、舌淡、舌边有齿痕、苔

所有数值转换为能够参与分析的“0”“1”标准数

腻、脉浮紧多见

[5-7]

。患者多以脾阳不足、湿邪内盛

为主，感受风寒邪气而发病，或兼有寒湿化热

[8-9]

。

据，“1”表示该药存在或出现，“0”表示不存在。
1.3 数据分析

病变早期以湿毒为主，湿毒秽浊之气从口鼻而入，

1.3.1

或上犯肺卫，或直中中焦脾胃，多有寒湿袭表、阻

中，对药物进行频次统计，筛选频次≥20%的药物。

肺、困脾的临床表现，如恶寒发热、头身疼痛、胸

1.3.2

[5,10]

高频药物

在包含所有方剂与药物的数据表

药物相关性

为准确描述各药物之间的相关

；中期有化热倾向，湿郁化

程 度 ， 找 出 显 著 相 关 的 药 对 ， 采 用 python 语 言

热，湿热蕴蒸，热毒闭肺，患者肺气闭阻进一步加

pandas 库中的 corr()方法，对药物进行 spearman 相

重，表现为身热不退或往来寒热、腹胀便秘、胸闷

关系数[14]47,[15]分析计算。

气促等；后期邪陷心包，内闭外脱，耗伤正气，疫

1.3.3

闷气短、脘痞纳差等

[11]

毒闭肺是其焦点病机

。本研究汇总国家及 24 个省

药物关联规则
[14]113

Apriori 算法思想

利 用 python 语 言 基 于

编程实现药物间关联分析，找

份新冠肺炎中医诊疗方案，从数据挖掘角度分析中

出复方中的药物配伍规律，深入了解中医药治疗新

医药防治新冠肺炎组方用药规律，以探究中医预防

冠肺炎的辨证机理及用方特点。

新冠肺炎的特点和思路。

设定最小支持度为 70%、最小置信度为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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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为主，如图 3 所示。

关联规则模型所需数据结构，然后扫描药物，找出所
有支持度≥70%的频繁项集，最后由最大频繁项集中
置信度≤75%的项集产生关联规则。实现过程如下：
⑴通过连接和剪枝相互融合，找出所有支持度≥
0.7 的药物频繁项集。①连接：目的是找到 K 项
集。对给定的最小支持度阈值（0.7），分别对 1 项
候选集 C1 剔除小于该阈值的药物项集，得到 1 项频
繁集 L1，再由 L1 自身连接产生 2 项候选集 C2，保

图 1 30 首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复方高频药物药性雷达图

留 C2 中满足约束条件的药物项集，得到 2 项频繁集
L2，继续由 L2 与 L1 连接产生 3 项候选集 C3，保
留 C3 中满足约束条件的项集，得到 3 项频繁集
L3……直至得到药物最大频繁项集 Lk。②剪枝：目
的是在产生候选项 Ck 过程中减少搜索空间。由于
Ck 是 Lk-1 与 L1 连接产生的，根据 Apriori 算法性
质，频繁集的所有非空子集也必须是频繁项集，所以不
满足该性质的项集不会存在于 Ck 中。

图 2 30 首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复方高频药物药味雷达图

⑵由频繁集产生强关联规则：从过程⑴产生的
频繁项集中将置信度≤75%的项集剔除，结果即所
需药物强关联规则。
2 结果
共提取中药复方 30 首，涉及中药 95 味。
2.1 高频药物统计
95 味药物总频次为 394 次，其中，频次≥6 的
药物有 19 种，依次是苦杏仁、麻黄、生石膏、葶苈

图 3 30 首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复方高频药物归经雷达图

子、大黄、瓜蒌、桃仁、甘草、黄芩、赤芍、苍

功效雷达图显示，以宣肺化痰（解表、理气、

术、草果、槟榔、法半夏、桑白皮、藿香、厚朴、

化痰止咳平喘、泻肺平喘、消肿）、化湿（燥湿）

茯苓及玄参，使用频次见表 1。

与利水渗湿、补益及健脾和胃药物使用较多，其中
宣肺化痰药物 21 次（40.4%），化湿（燥湿）与利

表 1 30 首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复方高频药物（频次≥6）
药物

频次

苦杏仁

28

麻黄

药物

频次

药物

频次

甘草

14

法半夏

8

26

黄芩

13

桑白皮

7

生石膏

25

赤芍

13

藿香

7

葶苈子

22

苍术

13

厚朴

7

大黄

19

草果

12

茯苓

7

瓜蒌

15

槟榔

10

玄参

6

桃仁

14

水渗湿药物 10 次（19.2%），补益与健脾和胃药物
8 次（15.4%），如图 4 所示。

性味雷达图显示，药性以温（7 次，36.8%）、
寒（6 次，31.6%）、平（4 次，21.1%）为主，药味
以苦（13 次，40.6%）、辛（9 次，28.1%）、甘（8
次，25.0%）为主，如图 1、图 2 所示。

图 4 30 首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复方高频药物功效雷达图

2.2 相关系数分析
采用 python 语言对药物进行 spearman 相关系数

归经雷达图显示，高频药物以入肺经（14 次，

分析。相关系数(r)≥0.8 为高度线性相关，有茯苓-

73.7%）、胃经（11 次，57.9%）和脾经（10 次，

藿香（0.81）、苍术-草果（0.80）；0.5≤r＜0.8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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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机特点为“湿、热、毒、瘀、闭”。从数据挖掘
角度发现新冠肺炎治疗用药特点如下。

表 2 30 首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复方显著相关的药对

3.1 高频药物不离肺脾，以辛、苦、甘味为主

r

药物

r

草果-槟榔

0.72

玄参-薏苡仁

0.54

高频药物（频次≥6）有苦杏仁、麻黄等 19

麻黄-苦杏仁

0.68

豆蔻-玄参

0.54

种。从药物功效、性味及归经分布情况来看，宣肺

苦杏仁-生石膏

0.60

玄参-重楼

0.54

化痰、健脾和胃、化湿（燥湿）药物使用频繁，药

葶苈子-桃仁

0.56

玄参-石菖蒲

0.54

物归经以肺、胃、脾经为主，其中宣肺、清肺、泻

大黄-生石膏

0.59

玄参-枳壳

0.54

肺等调肺用药频次居多，如麻黄宣肺平喘、发汗利

厚朴-法半夏

0.56

玄参-丹参

0.54

尿，生石膏清泄肺热，苦杏仁宣肺降气、止咳平

藿香-法半夏

0.56

赤芍-甘草

0.53

喘，瓜蒌润肺化痰等 [10,17]；还有茯苓健脾祛湿、半

玄参-生地黄

0.54

槟榔-苍术

0.52

夏燥湿化痰及桃仁、赤芍等活血之品。药味以辛、

黄连-玄参

0.54

药物

苦、甘味为主，药性以温、寒、平性为多。辛入肺
经，能散能行，具有发散、行气行血的作用；苦入

2.3 关联规则分析
采用 Apriori 算法，通过 python 程序对复方中所

心经，能泄、能燥、能坚，具有清泄火热、泄降气

有药物进行关联分析。得到复方中最小支持度为

逆、通泄大便、燥湿、坚阴等作用。新冠肺炎病机

70%、最小置信度为 75%的药物关联规则 16 条，见

特点是“湿、热、毒、瘀、闭”，故辛、苦之品能

表 3。

升能降，共奏清热祛湿、化瘀泄火之功。甘入脾
表 3 30 首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复方高频药物关联规则

经，能补能和能缓，具有补益、和中、调和药性的

（最小支持度 70%、最小置信度 75%）

作用。新冠肺炎早中期呈现邪阻肺、湿困脾的证候

麻黄

置信度/%

特点，用辛、甘之品有宣肺散邪、运脾祛湿之功，

86.67

100.00

使脾主运化升清及肺主宣发、通调水道功能正常，

药物

支持度/%

苦杏仁

生石膏

苦杏仁

83.33

100.00

则困脾之湿能被化而不滞留，闭表之邪可一散而解。

生石膏

麻黄

80.00

96.00

故用辛甘合化之阳，使脾健湿化，湿邪自祛[16]。可

葶苈子

麻黄

70.00

95.45

见，高频药物与新冠肺炎之证候高度吻合。

葶苈子

苦杏仁

70.00

95.45

3.2

苦杏仁

麻黄

86.67

92.86

为治

生石膏

80.00

92.31

从相关系数和关联规则分析结果来看，茯苓-藿

83.33

89.29

香、苍术-草果药物之间存在高度相关；草果-槟榔、

70.00

80.77

大黄-生石膏、麻黄-苦杏仁、生石膏-苦杏仁、麻黄-

70.00

75.00

生石膏、苦杏仁-葶苈子、葶苈子-麻黄等药物之间存

麻黄
苦杏仁
麻黄
苦杏仁

生石膏
葶苈子
葶苈子

药对及组方以宣通肺气、祛湿化浊、解毒通络

麻黄，生石膏

苦杏仁

80.00

100.00

在显著关联。本证肺气被闭，阳气内郁，不得宣

麻黄，葶苈子

苦杏仁

70.00

100.00

发，郁而化热，使肺失宣降而致喘咳。故用麻黄、

苦杏仁，葶苈子

麻黄

70.00

100.00

苦杏仁、生石膏、甘草，此四药为《伤寒论》麻杏

苦杏仁，生石膏

麻黄

80.00

96.00

石甘汤的组成成分，有辛凉宣肺、清肺平喘之功。

苦杏仁，麻黄

生石膏

80.00

92.31

喘咳还可加葶苈子泻肺平喘，治疗痰涎壅滞之发

苦杏仁，麻黄

葶苈子

70.00

80.77

热、气喘等表证和呼吸道症状[10]；苦杏仁、葶苈子

3 讨论

伍用出自祝谌予五子定喘汤，用于治疗支气管哮

新冠肺炎是人体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而引起的一

喘。肺与大肠相表里，通腑可泻肺热，故用生石

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从临床特点分析，其属于中

膏、大黄、苦杏仁、瓜蒌，为吴鞠通《温病条辨》

医“疫病”“温疫”等范畴，一般从口鼻而入，通

宣白承气汤的组成成分，具有宣肺化痰、泄热攻下

过呼吸道侵入人体，临床表现有发热、咳嗽等与肺

之功效；湿热秽浊内阻膜原，故用槟榔、厚朴、草

相关症状及腹泻、乏力等与脾相关症状，其病变部

果，此三味药是《温疫论》达原饮的重要组成成

位主要在肺和脾[11]，核心病机为“疫毒夹湿”[16]，

分，具有开通膜原、祛秽逐湿之功，为治疗湿邪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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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枢纽失职的常用组合[16]；并用藿香、半夏、茯

[5] 成颜琦,陈希,吴雨沁,等.基于分型数据挖掘的中医药防治非危重型

苓、厚朴，此四味药是清代《医原》藿朴夏苓汤的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组方用药规律探析[J].上海中医药杂志,2020,

重要组成药物，具有芳香化浊、行气渗湿之功，可

54(5):32-39.

治疗纳呆、恶心呕吐、腹泻、大便不爽等消化道症
状

[10]

。由此可见，治疗新冠肺炎的方剂是由麻杏石

甘汤、宣白承气汤、藿朴夏苓汤、达原饮等加减化
裁，诸方合用以宣通肺气、祛湿化浊、通腑泻热。
综上所述，中医治疗新冠肺炎主要从肺、胃、
脾等脏腑入手，其用药具有解表、化痰、泻热、健
脾、祛湿的特点，体现了中医治疗以解表为主，重
在调肺，兼以健脾祛湿、化痰活血的用药思路。本
研究通过相关系数与关联规则分析总结中医药治疗
新冠肺炎的用药规律，可为新冠肺炎临床治疗提供
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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