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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优势治疗技术标准体系框架分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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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规范中医学优势治疗技术的应用及推广，使其能够有序、高效、快速地发展，从整体

上宏观把控和调整标准化建设工作的进度与方向，保证标准制修订工作的一致性、延续性、预见性和系
统性。方法

搜集大量中医学优势治疗技术及相关具体标准，并对其进行分析、整理、归类，运用标准

化理论及方法进行中医学优势治疗技术标准体系框架构建研究。结果

中医学优势治疗技术标准体系框

架构建研究工作已经完成了第 1～4 级的分类研究，在此基础上，继续进行标准分类深入研究，形成了
中医学优势治疗技术标准框架第 1～8 级的分类目录。结论

中医学优势治疗技术标准体系框架以技术

为核心进行构建，为广大用户快速、准确地查找中医学优势治疗技术的相关标准提供便利，对于中医学
优势治疗技术的发展及推广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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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fication Study on Standard System Framework for Advantageous Therapy Techn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IAN Ya-juan, MAO Hai-fei, YANG Ji-hong
(Shanx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aiyuan Shanxi 030024,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andardize the application and promotion of advantageous therapy techn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and ensure its orderly, efficient and fast development; To overall control
and adjust the progress and direc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tandardization; To ensure the consistency, continuity,
predictability and systematicness of the amendment of standards. Methods This study collected a large number
of TCM advantageous therapy technology and relevant specific standards, conducted analysis, coll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and used standardized theory and method to study the construction of standard system framework
for TCM advantageous therapy technology. Results Previous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tandard system
framework for TCM advantageous therapy technology has been completed the first level to the fourth level.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continued to carry out in-depth study on the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and formed the first
level to the eighth level of classified catalogue. Conclusion This framework is constructed by taking the
technology as the core, which provides convenience for the vast number of users to quickly and accurately find
related standards of TCM advantageous therapy technology. It ha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motion of TCM advantageous therapy technology.
Key words: TCM advantageous therapy technology; standard system; standardization
随着人们对医疗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医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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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中医药标准化在推动中医药事业发展方面有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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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忽视的作用。中医学优势治疗技术作为中医学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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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已逐渐意识到标准制修订

系框架、推拿标准体系框架等[6]。这就导致了标准

及标准框架体系构建等工作对其推广及普及的重要

制定的级别、先后顺序、急迫程度、空白领域等方

性。在标准化工作开展几十年来，标准的数量、质

面无法从宏观上把控，使得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出现

量、覆盖范围等方面都有了长足进展，但框架体系

了一定的盲目性和突击性，继而导致目前的标准化

构建、标准明细表制定等方面仍然存在不足，导致

建设工作缺乏一致性、延续性、预见性和系统性。

[1]

标准化工作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和突击性 。中医学

具体的标准制定工作是基础，但其组成方式并不是

优势治疗技术标准框架体系构建是标准化发展的重

简单的罗列，不同的标准在内容和形式上存在着平

要组成部分，是保障中医学优势治疗技术质量稳

行和交叉的关系。如《GB/T 12346－2006 腧穴名

定、可控、有效和安全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一个长

称与定位》与《GB/T 22163－2008 腧穴定位图》，

期的、动态的、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的过程。

在内容上是互补的，但“针灸技术操作规范 第十

1 中医优势技术标准化相关概念

部分：穴位埋线”中，它们之间是平行的 [7] 。可

中医学优势治疗技术标准化是中医药标准化的

见，从整体上梳理和把控各项具体的标准，宏观上

一部分，是为便于中医学优势治疗技术的发展与推

统筹安排，建立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联系，对于推进

广，对中医学优势治疗技术的术语、诊断方法、辨

标准化建设尤为重要。因此，作为中医药治疗技术

证规律、治法治则、治疗指南、疗效评价及相关管

的一部分，中医学优势治疗技术标准化框架体系构

理和工作事项等一系列实际的或潜在的问题，而制

建工作迫在眉睫且意义重大。

[2]

订共同重复使用的规则的活动 。
近年来，为了贯彻落实《中医药事业发展“十

3 中医学优势治疗技术标准体系构建研究
3.1 标准化的相关理论知识研究

一五”规划》和《中医药继续教育“十一五”规

对中医学优势治疗技术体系框架构建研究起指

划》的有关要求，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从中医发展

导作用。研究包括标准化的基本概念、分类原则、

的战略高度出发，开展了“中医优势病种研究”

工作原理、构建步骤、体系框架设计及体系表编制

[3]

重大项目 。目前，国家相关部门尚未给出中医

方法等相关知识。

学优势治疗技术概念的明确定义，笔者翻阅了大

3.2 国内中医治疗技术标准化工作发展现状研究

量文献并对其相关概念做了深入研究。中医学优势

对标准体系构建的目的和意义、国内中医治疗

治疗技术相关概念包括中医优势病种、中医医疗技

技术的标准化发展水平以及标准相关法律法规等方

术、中医特色疗法等。在此基础上，将其进行归纳

面进行研究。了解目前中医治疗技术标准化工作现

总结。所谓中医学优势治疗技术，是对独具特色的

状及中医治疗技术标准体系构建情况，明确中医学

中医治疗方法进行总结，阐明其机制，并将其运用

优势治疗技术标准体系构建工作的方向和目标。

于疾病治疗过程中的一门技术。它是中医治疗学的

3.3 中医学优势治疗技术内涵和外延研究

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医学极具特色的重要内容之

到目前为止，国家对中医学优势治疗技术的内

一。具有应用方便、疗效显著、经济安全、适应症

涵和外延尚没有明确的界定，这将影响后期框架体

广等特点。《常见中医优势病种治法集粹》中指

系的构建研究。因此在研究之初，首先需要对其定

出，中医学优势治疗技术是指在疾病总体和疾病的

义及包含范围进行研究。查阅大量相关文献，深入

某一阶段、某一环节的防治上，中医的效果较西医

分析与其相关的概念，如国家已给出定义的中医优

[4]

为优的病种 。它是对独具特色的中医治疗方法进

势病种、中医医疗技术、中医特色疗法等，可以对

行总结，阐明其机制，并将其运用于疾病治疗过程

于中医学优势治疗技术的定义进行研究。

中的一门技术。是中医治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5]

另一方面，目前国家尚未公布哪些技术属于中

中医学极具特色的重要内容之一 。

医学优势治疗技术，而本研究的目的是要以中医学

2 构建中医学优势治疗技术标准化体系的重要性

优势治疗技术为对象进行框架体系构建研究。框架

目前，中医药标准化工作正在稳步前进，在标

体系的构建需要有大量的数据作为基础，再进行分

准数量、质量、人才培养各个方面都有了长足进

类。所以，在收集数据时，应尽量扩大范围，以保

展，但尚未制定中医药技术标准体系框架和各个部

证目前具有中医学优势的技术及将来会归入到此范

分的子框架，如中医药标准体系框架、针灸标准体

围的技术都能够顺利纳入框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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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所收集数据的全面性和准确性，笔者从

标准是表达若干标准间共性特征的标准。

以下 3 类国家已经发布的技术进行数据收集。⑴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临床适宜技术；⑵中华人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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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的研究已初步确立了中医学优势治疗技术
标准体系的第 1～4 级的框架架构[9]，见图 1。

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简称卫计委）面

中医学优势治疗技术标准体系框架

向农村和基层推广适宜技术（中医部分）；⑶中医
优势病种对应的中医治疗技术。

基础标准

在掌握标准体系相关理论知识，了解中医优势
技术的发展现状、明确标准体系在中医学优势治疗

技术标准

管理标准

预防保健 诊断操作 治疗操作 评价技术
标准
标准
标准
标准

护理技术
标准

工作标准

其他

技术中的重要性以及借鉴其他行业标准体系构建研
究的经验的基础上，收集和整理现行、在制、预制

针灸标准

中的中医学优势治疗技术标准，对中医优势病种

推拿标准

内治标准

外治标准

其他

图 1 中医学优势治疗技术中的技术 1～4 级标准体系框架图

176 项、中医学优势治疗技术 1100 项进行分析研

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究。进而确定中医学优势治疗技术的标准体系框架

发布的体系划分办法，遵循标准体系框架的划分原

和分类层次，提出顶层设计方案，并在专家指导下

则继续向下细分。在继续细分的过程中，汇总标准

进行整改，形成有利于中医学优势治疗技术规范、

制定方面的专家以及一线中医学优势治疗技术的使

推广及发展的标准体系。在构建出中医学优势治疗

用者及研究者的意见。经过数据分析发现，为了能

技术标准体系框架初稿的基础上，广泛收集专家意

够使具体的中医学优势治疗技术更加便捷系统地归

见，不断完善框架体系。通过专家咨询会、发放调

入本框架，在原先已分好的第 3 层与第 4 层中间又

查问卷、现场调研、远程咨询等多种方式大量收集

加入技术规范、操作指南、仪器设备标准等内容，

专家意见，确保中医学优势治疗技术框架体系的科

即共性标准层，因此新的分类将原来的第 4 层改进

[8]

为第 5 层。以治疗操作标准为例，第 4 层分为技术

学性、权威性、实用性和有效性 。
标准体系构建的主要工作内容包括：⑴层次结

规范、操作指南、仪器设备标准、教学标准、科研

构的确定；⑵分类组合的确定；⑶具体每一层内容

标准、推广技术标准、其他 7 大类。下一层即第 5

的确定。原则是从个性特征中寻找共性特征，每一

层以操作指南为例，其分为针灸疗法操作指南、推

层都是下一层的提炼，具有共性特征的标准处在同

拿疗法操作指南、内治疗法操作指南、外治疗法操

一层，最底层是个性标准层，即专用标准层。共性

作指南、其他五大类，如图 2 所示。

中医学优势治疗技术标准体系框架

技术标准

基础标准

预防保健标准

技术规范

针灸疗法操作指南

诊断操作标准

操作指南

治疗操作标准

仪器设备标准

推拿疗法操作指南

管理标准

评价技术标准

教学标准

科研标准

内治疗法操作指南

工作标准

护理技术标准

其他

其他

推广技术标准

外治疗法操作指南

其他

图 2 中医学优势治疗技术 1～5 级标准体系框架图

中医学优势治疗技术标准是标准体系建设的核

状核变性、心悸（心律失常）等。收集中医优势病

心。为有序、高效、快速和安全地推广中医学优势

种对应治疗技术 719 项、卫计委面向农村和基层推

治疗技术提供了技术支撑。在技术标准体系分类的

广适宜技术十年百项计划第 1～2 批共 143 项、中医

过程中，笔者借鉴中医针灸标准、护理标准、中药

临床适宜技术第 1～4 批共 238 项，如围绕泌尿生殖

标准等多项标准的分类方法，提出了中医学优势治

系统疾病、顽固性疼痛、下肢静脉曲张、过敏性疾

疗技术标准体系的分类方法。结合目前已收集优势

病、脑源性疾患、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小儿腹泻、

病种 176 项，如中风病（脑梗死、脑出血）、肝豆

湿疹、时疫病、急危重症、糖耐量低下等。并在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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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分析如《GB/T 21709.7－2008 针灸技术操作规范

案，即按照针具对针灸疗法操作指南进行分类研究。

第 7 部分：皮肤针》《GB/T 16751.3－1997 中医临床

技术标准的第 6 级框架以治疗操作标准类中的

诊疗术语 治法部分》等具体标准的基础上进行了归

中医学优势治疗技术操作指南为示范进行细分，将

类研究，用以验证分类方法的科学性、合理性和适

针灸疗法操作指南分为针疗疗法操作指南和灸疗疗

用性。本分类方法以中医治疗技术为研究对象，借

法操作指南两大类。第 7 级将针疗操作指南按照针

鉴针灸标准体系框架构建方法、中医临床护理标准

具进行分类，分为磁圆梅针操作指南、鑱针操作指

体系构建研究、基层卫生适宜技术标准体系构建研

南、圆利针操作指南等部分。灸疗操作指南分为艾

究等内容，分类方法与中医临床适宜技术、卫生适

灸操作指南和其他灸操作指南两大类。第 8 级又将

宜技术等中医药的其他技术具有兼容性。

艾灸操作指南分为艾炷灸操作指南、艾卷灸操作指

本研究确定了中医学优势治疗技术的标准体系

南、温针灸操作指南、温灸器灸操作指南 4 类。其

框架和分类层次，提出了顶层设计方案，并在专家

他灸操作指南分为灯火灸操作指南、天灸操作指

的指导下进行整改，不断地完善该体系。其中争议

南、其他操作指南 3 类。推拿疗法操作指南按照治

较大、修改时间较长的是针灸疗法操作指南中的针

法分为按法操作指南、摩法操作指南、推法操作指

疗操作指南的分类问题。最初的分类思路有 3 种，

南、其他 4 个部分。内治疗法操作指南按照治法分

⑴按照针具进行分类，如磁圆梅针操作指南、锋勾

为汗法操作指南、下法操作指南、吐法操作指南等

针操作指南、芒针操作指南等；⑵按照部位进行分

部分。外治疗法操作指南按照治疗方法分为中药外

类，如眼针操作指南、耳针操作指南、头针操作指

治操作指南、夹缚固定操作指南、牵引疗法操作指

南等；⑶按照刺法进行分类，如输刺操作指南、经

南等部分。中药外治操指南的下一级又分为敷贴法

刺操作指南、远道刺操作指南等。

操作指南、涂搽法操作指南、熏蒸法操作指南等部

为了在 3 种方法中选择最适合中医学优势治疗
技术发展和推广的分类方法，笔者采用专家咨询

分。如图 3 所示。
4 小结

法、调查问卷法，分别对山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笔者运用标准制定的理论方法，遵循标准制定

太原铁路中心医院、山西省中医药研究所以及地级

的基本原则，广泛征求专家意见，构建中医学优势

市的盐湖区中医院、新绛中医院、稷山中医院、万

治疗技术体系框架并逐级细化，形成了中医学优势

荣中医院等 53 家医院进行中医学优势治疗技术框架

治疗技术标准框架第 1～8 级的分类目录，构建了该

体系构建研究问卷调查。共发出问卷 315 份，收回

技术的标准框架体系，对于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有效问卷 278 份，有效率 88.26%。另外，还邀请山

具有指导意义。另外，将所收集到的中医学优势治

西中医药管理局、医院、药店、卫生所、医学院、

疗技术及相关具体标准进行了分析归类，完成了框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 7 名业内专家召开研讨论证

架体系的验证工作，也为下一步中医学优势治疗技

会。综合分析调研结果，最终选择支持率最高的方

术数据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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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复杂的、动态的工作，标准体系框架构建是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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