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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临床科学研究推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医发展
许家杰

张卫军

传统医学在中国包括传

府和权威学术机构的加入，进一步扩展传统医学在美

统中医学以及少数民族医药

国的发展机遇。１９９２年成立替代医学办公室，１９９８

如蒙医、藏医、苗医等；在美国

年升级为围立互补替代医学中心，提供ＣＡＮ发展的

包括传统中医学、印度医学、

学术指导意见，并通过科研经费的形式来引导科研方

阿拉伯医学、本土印地安土著

向。２０００年囡应民众的要求，利益集团的游说和国会

医学等等，又被称为互补替

议员的支持，当时的克林顿总统成立１７人的白宫互

代医学（ＣＡＭ）。传统医学与

补替代医学政策委员会来指导使用ＣＡＭ，这份报告

当地的文化、社会和历史密切

在２００２年发表¨。。２００５年美国国立医学研究所（Ｉｎ－

相关；同时，因为传统，所以

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往往存在与现代医学不一致

研究ＣＡＭ在美国的发展方向，这份报告强调ＣＡＭ应

的概念。由于历史、文化和经济的原因，传统医学在

该接受象主流医学一样严格的标准，但也要考虑其独

一些国家仍然占很大的比重，如中医在中国的卫生系

特性。并要求相关卫生部门需采取确切的方法支持将

统中的比重大约占４０％…；在欧美国家传统医学所占

ＣＡＭ纳入主流医学，形成结合医学的临床体系，同时

的比重尽管很小，但近２０年来呈逐步增长的趋势，其

发展研究机构和教学项目来扩大结合医学队伍¨。。

中不仅仅有来自民众和市场的强烈需求，还有来自学

２００９年ＩＯＭ主持结合医学高峰会议，邀请美国多学

术界和政府方面的支持，利用传统医学中的个性化治

科知名专家专门讨论结合医学的教学、临床和科研工

疗和注重预防的特点可以弥补西医中的弱点，吸收其

作的发展策略，同时讨论如何对美国健保改革提供有

价廉有效的治疗来降低日益高涨的医疗费用¨。。。但

结合医学参与的可能解决方案∽。。

许家杰教授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ＩＯＮ）召集ＣＡＭ和结合医学专家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我们认为传统医学最大的挑

在美国的结合医学发展过程中，学术界和政府机

战是在保持安全和有效的基础上，怎样同主流的西医

构针对结合医学的科研和教育问题讨论很多，认识上

结合使用的问题。

也日渐成熟。尽管中美两困的医疗环境和卫生系统有

中医药是目前在美国替代医学体系中研究最为广

很大的不同，我们相信有效借鉴其适合中医学和结合

泛和深入的替代医学体系，以针灸、推拿和中药为其

医学发展的部分，可以为中医发展，尤其是中医罔际

主要治疗手段。针灸诊所主要以个体经营为主，偶有

化提供了极好的机遇。本文将根据美国结合医学发展

与西医联合开业的情况。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开

过程中科研问题的讨论，结合我们对中国中医和中西

始，美国的医院开始谨慎地吸纳一些针灸师提供针

医结合的了解，提出几点关于发展传统中医和结合医

灸、推拿等医疗服务¨’，与此同时，结合医学中心在

学的的策略，供中国的中医和结合医学学者讨论。我

大学中相继建立，提供结合医学临床和教学，也从事

们将其中的几点思考简述如下：

结合医学临床和基础研究，１９９３年在洛杉矶加州大学

ｌ

确立科研方向，深化多学科合作

成立的东西医学中心就是其中最早的一批。２０００年

中医在几乎所有的疾病治疗及不同阶段中都被使

北美几所大学医学院所属结合医学中心联合组成结合

用，有些效果不彰，有些效果非常好。在医疗和科研

医学合作中心联盟，到２０１０年共有４４所著名大学加

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确立科研范围非常重要。其中在

盟，包括哈佛大学、杜克大学、斯坦佛大学、洛杉矶加

与西医联合使用或者结合使用中存在的有效性和安全

州大学等的结合医学中心，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Ｈ’。
结合医学中心以及结合医学中心联盟的建立为传统医
学在美国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发展平台和机遇。而政

性问题，一直以来有讨论，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证
据充分的情况下，掌握中医的使用范围和优势病种，
充分考虑成本效益，完善临床指南；丰富预防医学的
内涵等方面是我们认为的关键方向。其中需要多学科

作者单位：洛杉矶加州大学东西医学中心

万方数据

合作的模式，我们将上述方向简述如下：（１）疗效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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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最近由美国国会以提供医疗信息和降低医疗费
用为由倡议疗效比较研究（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ｒｅ－

防疾病与社区医学研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中医
的预防观念较之更细腻，也有个体化措施，根据中医

ｓｅａｒｃｈ），由相关政府机构和学术组织大力推动，其主

“治未病”理论指导饮食，调整情志、睡眠和针对性锻

要目的是提供临床人员和患者具有证据的关于相关治

炼，往往也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如能结合现代公共

疗方法的医疗信息，帮助他们选择最符合个体患者的

卫生的措施和中医的预防观念，可望获得更好的效

治疗需求和偏好¨们。在１００个优先研究的列表中，

果。（７）临床指南需考虑中医的成本效益：中西医结

有５个项目与结合医学密切相关…。，中西医结合５０

合５０多年来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临床经验，据文献

多年来的临床科研以比较疗效为特色之一，已经取得

报道，目前已经建立１１个疾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指

很多的成果，可以作为中国结合医学界科研方向的参

南¨“，在治疗指南的完善中疗效比较研究可以发挥

考。（２）确立优势病种，甄别无效和不安全的治疗方

很好的作用，应该在此基础上采用新的国际认可的研

法和药物：在科研方法认定可靠和可信的情况下（如

究方法和实验设计来进一步完善。随着医疗保险的全

上述科研方法），不仅需要了解什么是有效和安全的

面展开，中医素有“效、便、廉”的美名，中医治疗的成

干预手段，如确立优势病种，同时也需要甄别什么是

本效益在确立临床指南中一定要考虑。因此多学科协

无效和（或）不安全的治疗方法和药物以便去芜存菁。

同研究是必须的，需要社会学、卫生经济学、法律和公

后者同样重要，既维护了中医的科学性，也减少无谓

共卫生人士参与。

的医疗费用增长。（３）中医药与西医药联合使用的安

２应用适合传统医学／结合医学的临床科研方法

全问题：在安全性上，主要考虑其使用后是否存在不

确立了明确的研究方向后，采用适合结合医学或

良反应以及与临床上当前西医标准治疗的相互作用。

者中医学的科研方法来进行科学研究可以进一步促进

前者在以往的研究多有涉及，如含马兜铃酸的木通的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医发展。国际社会在首先接触到中

肾毒性就是这种思路的产物，但也有不同的见解，如

医或者其他的传统医学时，最开始的反应是中医应该

麻黄在美国因为被认定为兴奋剂而禁止，结论是临床

严格按照西医的科研方法来设计实验。初期在权威医

使用不安全，但按照中医学理论，在方剂中联合使用

学杂志上发表的中医药的研究，均基本完全按照西医

并无此弊端，那么应该从机理上阐明。中西医结合医

既有的方法，如严格的随机对照试验（ＲＣＴ）、系统评

学不可避免地出现中药和西药合用后的反作用和不良

估，等等，没有考虑ＣＡＭ的特点，有些研究呈现阴性

反应，需要系统的研究。（４）注重针灸的大型临床研

结果，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后来逐步认识到既有的

究：针灸是目前中医在国际上最有群众基础的ＣＡＭ治

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应该探讨新的研究方法¨。。现在

疗手段，临床与机理研究均有一定的基础，需就优势

广泛采用的ＲＣＴ如果能够不削弱中医治疗的特点，

病种采用上述研究方法进一步研究，确立在中国该治

仍然是重点，本文中不赘述，重点讨论以下几种近年

疗手段临床研究的优势地位。（５）在较少安全性考量

得到结合医学界鼓励和认可的几种临床科研方法：

的治疗手段上寻求突破：非中药治疗，如针灸、推拿

（１）卫生服务研究（ｈｅａｌｔｈ

和气功等，能在西方广泛使用，提示如果没有安全性

广，是从卫生服务的供方、需方和第三方（如保险）及

的顾虑或者此方面的顾虑较少，中草药也可以得到足

其相互关系出发，研究卫生系统的结构，医疗过程和

够的关注和使用，例如在中国广泛使用，也有一定证

效益；研究在一定的卫生资源的卫生系统，怎样向个

据支持的皮肤科疾病中药外用。２００６年由美国ＦＤＡ

体和群体提供医疗、预防、保健、康复等卫生服务的过

批准的治疗尖锐湿疣的绿茶提取物ｖｅｒｅｇｅｎ即是１

程。因此不仅包括一般意义的生物医学研究，还包括

例¨“。（６）在社区医学中突出中医的预防观念：西医

卫生经济学、卫生法律和政策研究，以及医学社会学

的预防观念主要从公共卫生、社区卫生中体现，强调

等¨…。结合医学界也逐步采纳卫生服务研究来研究

群体健康，因此健康的生活方式，如戒烟、控制饮食和

结合医学的治疗过程，医疗保险的影响Ⅲ３和成本效

提倡运动就成了预防疾病和促进健康的重要措施。以

益分析¨“。（２）整体系统研究法（ｗｈｏｌｅ

冠心病为例，常见的危险因子包括高血压、高血脂、吸

ｓｅａｒｃｈ，ＷＳＲ）起源于２００２年在温哥华召开的第一届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包括范围很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ｒｅ—

烟、肥胖和家族史。研究表明通过社区推广健康的生

国际替代医学系统研究方法大会。采用不同于传统的

活方式，可很好地控制甚至逆转危险因子，从而导致因

ＲＣＴ设计，但考虑结合医学特点的实验设计，治疗结

冠心病死亡人数下降２２％…。。近期出现的以分子医

局评估参考中医的整体观，指标也包括局部和全身改

学为主要特点的个体医学、分子流行病学在西医的预

变。应用在中医学和结合医学研究中，可以体现在其

万方数据

不仅能不影响实际治疗的特点，还能评估联合使用几

以互补。ＣＡＭ在美国发展的规模和深度远远不能与

种临床干预手段后的临床效果¨…。（３）务实的ＲＣＴ

中医在中国的发展相比，后者具备其他任何国家所没

与观察性研究主要特点是充分考虑到实际的临床状

有的规模和基础设施。这些硬件提供了大规模使用和

态和治疗环境，多用于评估临床治疗的安全性和性价

研究中医以及中西医的条件，同时具有在卫生系统改

比，两者对中医药研究都是很重要，因为它们体现了

革中提供中医治疗参与的卫生系统优化模式的潜力。

实际的治疗环境，从而克服了传统实验设计中对外部

我们相信采用可靠的研究方法和合理的研究方向，合

效度（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的限制旧１。其他的一些设计方

理设计和有效收集卫生经济学，比较疗效和医疗保险

法在２００５年的ＩＯＭ报告¨。上有详细讨论。学术界希

影响下的中医及中西医结合治疗数据对中医和结合医

望在结合医学研究中能大力推广，达到既可以满足证

学在卫生系统改革和发展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也是

据的层级，也应该照顾结合医学的特点的要求。

中医国际化的重要契机。

３

优化和构建大型临床数据库，构建信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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