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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系统地论述了中医古籍证据质量评价标准与分级标准的相关研究现状，分析了中医药领
域古籍证据质量评价与分级面临的主要问题与研究难点。循证中医古籍证据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尤
其在古籍证据的评价体系建立及评价指标的设置方面尚需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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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discussed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of the evaluating and grading of
evidence quality of ancient TCM books, and analyzed the main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in the evaluating and
grading of evidence quality of ancient TCM books. The research on the evidence of ancient TCM books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especially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ancient book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evaluation index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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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古籍是指 1911 年（包括 1911 年）以前编
[1]

的坚实基础与重要保障。据统计，《中国中医古籍

撰出版的以手工纸为主要文字载体的中医书籍 ，

总目》收录了 1911 年以前中医古籍 8927 种，来自

它是中医药知识的重要载体，承载着历代医家宝贵

全国 151 家图书馆[2]，其所包含的临床诊疗证据更

的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是中医药得以传承和发展

是浩如烟海。中医药研究证据主要有古代医籍中的
证据和现代临床研究证据两大来源。现代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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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快速发展，一些学者借鉴循证医学理论与研究思

为古籍的事实性证据与证据间的关联关系构建的证

路对中医古籍证据的评价与分级进行了探索性研

据链是古籍循证的核心，并将古籍证据分为物理、

究，本文对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整理与论述。

内容、历史及关联证据。

1 中医古籍证据质量评价标准的研究进展

在具体研究内容上，不同学者均结合中医古籍

中医古籍证据循证评价的关键是筛选出适合中

的特点和目前研究现状提出了相关评价建议。钱静

医古籍证据评价的评价指标，但是由于中医古籍文

华等 [7] 认为，由于古医籍证据的特殊性，在构建证

献的特殊性，该项研究具有一定困难。

据评价体系时可以按照循证医学中的 GRADE（推

目前，相关研究多是建议或阐述研究思路，如

荐分级的评价、制定与评估）系统方法学 [8] 的研究

刘迈兰等 [3] 在其研究中，对中医古籍证据的评价提

步骤，从证据检索到证据推荐形成全面的、符合循

出 2 条建议：一是借鉴现代期刊中引用率的计算，

证医学思想的综合阐述。其建议应用德尔菲专家调

并可按照引用率的计算结果排序后作为证据分级的

查法对中医药证据的一些客观评价指标等进行筛

依据；二是对研究方法的建议，即在研究过程中组

选，将得到的专家共识结合具有中医特色的结局指

织国内外相关领域专家结合其经验研制相对客观化

标构建完整的中医药证据质量评价体系。李焕芹

的标准，然后对古籍证据分级。该建议结合现代研

等 [9] 认为，传统中医学与现代医学不同，在评价时

究中的思路与手段，从具体细节即引用率的计算及

应有其特殊性，提出了“古籍循证”一词，不仅综

总体的研究方法即专家咨询法提供研究思路，对古

合分析了中医古籍在中医临床循证中的优势与存在

籍证据的质量评价研究具有很好的启发性。

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对如何构建中医古籍证据评价

[4]

在针灸证据研究方面，任玉兰等 应用现代循

体系，以利于其更好地应用于中医循证临床实践指

证医学思想及方法初步构建了针对针灸证据的评价

南的制定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古籍证据质量的评

体系。在其构建过程中认为，古代针灸医籍中包含

价应从患者自评、医家评价及他评 3 个角度进行，

的临床诊疗经验是针灸临床决策中不可忽视的重要

并参与证据质量的分级。王凤兰[10]认为，中医古籍

证据，因此提出在其评价体系中将中医古籍关于针

知识作为一个研究个体，在对其海量知识进行评价

灸的证据与现代针灸临床证据结合进行证据质量的

时需借助有关古籍知识库，使知识的评价成为可

评价与分级。在其研究中将中医古籍中的证据称作

能，可以完成知识的定量化研究。其评价依据主要

“古籍转录证据”。在古籍评价方面，主要从以下

是分析知识的创造性、被引率，并结合后世的“他

几方面对证据进行评价：一是来源可靠性，评价内

评与自评”等要素，综合完成对知识的评价。同

容主要包括证据来源的古医籍是珍贵医籍还是古代

时，其认为对中医古籍知识的评价，离不开对古

针灸经典著作（珍贵医籍指王雪苔教授主编的大型

籍、医家的评价，总体构成“三维一体”的构架体

丛书《针灸古典聚珍》中收录的 67 种针灸医籍，古

系。张磊等[11]构建了古籍循证评价框架，主要对评

代针灸经典著作指《素问》《灵枢》《难经》《针灸甲

价指标的筛选及确定做了系统阐述。其首先将古籍

乙经》）；二是应用强度，评价内容主要为证据内容

证据分为知识类证据和案例类证据，各类证据主要

是否为历代沿用；三是医家资质，评价内容主要是

从古籍证据的来源和证据本身进行评价，评价指标

内容所论述医家是不是针灸名医，并附有 33 位针灸

确定后进行权重确定、分值赋予及最终进行专家共

名医作为评价依据；四是证据内容的性质，评价内

识得出研究结果，为该方面研究提供了较为清晰的

容为证据记载是医案还是论述；五是证据内容记载

研究思路。

的完整性，评价内容主要考虑疾病的发病原因、病

2 中医古籍证据质量分级标准的研究进展

理机制、治疗方案及疗效。上述研究从整体上对针

现代研究证据的报告形式与内容较为规范，证

灸证据的评价与分级进行了设计，对中医古籍证据

据的研究类型也较为明确，在循证研究中对证据级

的全面研究具有参考和借鉴作用。

别的划分主要根据临床研究类型进行分级。在中医

在研究古籍证据具体评价方法前，需首先对研
[5]

药证据研究领域，部分研究者借鉴其思路，将中医

究对象进行定义。夏翠娟等 从我国全古籍的角度

古籍证据作为证据塔的某一级别。如刘建平 [12] 将

出发，通过对循证实践与循证社会学内容 [6] 的研

“长期在临床上广泛应用的史料记载”即有关中医

究，借鉴其思想对“古籍循证”做了具体定义，认

古籍证据划分为Ⅳ级，但其在近期更新的研究中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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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中医古籍证据与现代临床研究证据由于内容、

级证据。刘迈兰等 [3] 提出，可以组织国内外权威临

体例等多方面差异，两者用同一尺度来衡量是不恰

床专家对中医古籍证据制定较为客观的标准，按照

当的

[13]

，所以新版主要针对中医药现代临床研究证

该标准对一致认可的证据划分为Ⅰ级，有争议的证

据制定了分级标准，并对现代临床研究证据的分级

据为Ⅱ级，已被时代淘汰的证据为Ⅲ级。吕中茜

在

等 [17]根据古代文献源流出处和应用将中医古籍中的

考虑中医药领域“专家意见”的具体情况，尤其是

经典著作及官修医籍等划分为Ⅰ级，历代医家著述

中医古籍证据的基础上，对相关标准进行了适当地

等为Ⅱ级，名家经验等为Ⅲ级，规范的医案医话等

修订，将数千年积累下来的中医古籍证据写入标准

为Ⅳ级。

中，并应用于中医药临床实践指南的制定，最终将

3 讨论

及升级、降级标准给予了详细说明。汪受传等

[14]

中医古籍中的相关证据由之前标准中的Ⅳ级提升为

中医作为我国传统医学，是现代医学体系的重

Ⅲ级，并将该修订后的标准应用于《中医儿科常见

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本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病诊疗指南》的制定中。

的防控救治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18-19]。在循证医

随着该领域研究的不断深入，在研究中逐渐注

学框架下，任何证据的使用都必须先行通过评价。

重结合古籍的独特性进行证据级别的划分。何庆勇

中医古籍作为证据的一种，也需要对其进行评价，

就中医临床证据分级评价体系构建问题，采用

特别是在临床实践指南的制定/修订时[20]，如何对该

专家调查法对相关领域专家进行意见征询，选择的

类证据进行评价与分级是需要思考的问题。然而，

专家均是在中医或中西医研究领域中工作 5 年以

综合以上文献的整理与分析可以看出，目前针对中

上、具有（副）高级职称的研究人员或临床医师，

医古籍证据的评价与分级尚未形成完善的体系。

等

[15]

同时在地域分布上也尽量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尽量

我们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两点：一是在有关古籍

保证研究结果具有较强的可靠性与说服力。在该研

证据评价研究中缺少具体的评价指标内容，难以建

究问卷调查结果中，被作为最高级别证据的是当前

立评价架构，而当前已有的、公认的方法学质量评

正在广泛应用于研究的四大经典医籍，医案医话为

价工具难以直接用于评价中医古籍的证据 [21] 。因

该评价分级体系中最低级别证据。衷敬柏[16]对目前

此，对古籍证据质量的评价是目前研究的重点也是

中医临床指南中使用的评价方法进行总结与分析，

难点，尤其是在具体评价指标的设置上。尽管研究

结合中医药证据的特点，认为应将中医药证据分为

者均提出了较为关键的思路与建议，但缺乏详细而

2 类，即理论性证据与研究性证据，并根据证据类

具体的评价指标内容及量化方式的设置，这是今后

别不同分别进行分级。其研究主要按照中医古籍形

进行相关研究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二是在分级研

成年代进行级别划分，具体将东汉及其之前论著中

究中，或将中医古籍证据作为中医药研究证据的一

的证据划分为最高级别的证据，如《黄帝内经》中

部分，将其划分为较低等级的证据，或将中医古籍

所包含的证据；将晋到清代医家相关的论述，但传

证据较为笼统地按照中医古籍成书年代划分级别

承存在不一致的划分为Ⅱ级证据等，该研究也给出

等。因此，对中医古籍证据制定具体而完善的评价

[7]

了具体的推荐意见。钱静华等 在制定治未病中医

分级体系是中医古籍证据能够得到深度挖掘与应用

临床实践指南的过程中发现了中医临床证据构建的

的形势所趋与所需。

特殊性，建议中医临床指南证据评价系统应以
[8]

再者，经济学证据也是中医古籍需要考虑的。

GRADE 系统方法学 得出的结论为前提，将名老中

有研究表明，2017 年和 2018 年我国发布的中医药

医经验及中医古籍中的内容作为证据体系中的主

领域的临床实践指南中对经济学证据的考量整体情

体，将运用现代科学研究手段获得的专家共识结果

况很不理想 [22-23]。临床实践指南有利于推动中医古

作为证据体系的补充，同时辅以具有中医特色结局

籍证据的传播与应用，而卫生经济学分析通过对卫

指标的评价体系。在其研究中，将中医古籍证据分

生投入和健康结果进行比较，使有限的卫生资源得

为四级：将经典医籍、官修医籍中的证据划分为最

到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是指南制订中考虑的因素

高级别；多次出现的、具有传承价值的历代医家论

之一[24]。因此，在今后针对中医古籍证据的循证评

著为Ⅱ级证据；国医大师、全国名中医经验集为Ⅲ

价标准研究中，除继续研究当前的证据质量评价标

级证据；其他古代医案、专家经验、个案报道为Ⅳ

准和证据分级标准外，开展中医古籍证据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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