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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老中医医案研究现状、质量问题及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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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历代名医的学术思想和临证经验是中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凸显中医药的诊疗特色和优

势，是学术创新的重要源泉，而名医学术经验之精华集中反映于医案之中。医案在名老中医经验传承、中医
学术的传承和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学术地位，在中医的学习、临证、科研中，具有极其重要
的承启作用。医案内容丰富、传承久远、覆盖广阔，是中医记录、解析个案的诊疗全过程的、叙议结合的传统
临证文本，具体体现了中医理法方药的综合应用。而病历是医务人员对患者疾病发生、发展、转归，进行检
查、诊断、治疗等医疗活动过程的记录，是按规定的格式和要求书写的患者医疗健康档案。病历是资料性
的，是用于查阅、追询的医疗文本；而医案是学术性的，在收集诊疗重点内容的同时，经过整理提炼形成的，
常有按语，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用于总结和研究名老中医学术思想。病历是基础，属于数据范畴，而医案是
病历的升华，具有知识的特点。本研究结合近三十年来著名老中医传承项目成果，提出医案整理可促进名
老中医经验传承、促进有效方药发现和成果转化、促进形成创新理论、用于临床决策支持等，名老中医医案
存在的主要质量问题有信息不够完整、记录不规范、有叙无议、溯源性不够，循证证据不足、无法支持高水平
的成果转化等。应对策略可采用政策引导、加强管理，加强规范化建设，加强方法学研究、提高科研转化，以
及构建行业共建共享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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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老中医医案研究现状
名老中医代表了当代中医临证的最高水平，其数

十年临证中总结的典型医案，是其学术思想及临床经
验传承的范本，是中医药理论创新发展的源泉，是构
建和创新中医药理论的重要依据和支持。两千余年
来，历代学界都保存了先贤及当时名中医的医案，在

文献标识码: A

承；2002 年起北京市科技计划重大项目“基于信息挖
掘技术的名老中医临床诊疗经验及传承方法研究”启

动并得到滚动支持。2004 年启动“十五”国家科技攻
关计划“名老中医学术思想、经验传承研究”，之后“十
一五”及“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均立项资助，先
后对 227 位名老中医的经验进行传承研究；
“ 十二五”

传承和交流历代名医学术经验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

期间同时立项“名老中医经验传承研究方法与评价研

用，为当时以及后世医家研究与发展中医药事业留下

究”
“ 新安医学传承与发展研究”；在“十三五”期间，

了宝贵的财富。医案整理是名老中医经验传承研究

2017、2018 年中医药现代化研究重点专项立项“面向

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的关键技术和应用平台的系

工作的重要内容。

近 30 年来，国家及各级政府十分重视名老中医经

统化研究”及“基于‘道术结合’思路与多元融合方法

验继承工作，至今已开展六批共 3651 人次国家级师

以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启动 1600 余个全国名老中医

验传承工作，始自 1990 年的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

的名老中医经验传承创新研究”获立项支持。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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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传承工作室项目。2012、2014 年中国中医科学院

进行分析，做到画龙点睛、切中肯綮）。对文稿撰写提

中医经验进行了传承研究。此外，各省启动了名老中

见，保持名老中医学术传承研究的连续性和特色，尊

医经验传承的地方项目及数百个基层名医工作室的

重名老中医和各课题组的劳动成果和技术权益，注明

建设，如北京中医药薪火传承“3+3”工程项目，支持了

医案出处（名老中医姓名）及整理者姓名。

启动自主选题项目“名医名家传承”项目，对 65 位名老

100 余位名老中医传承工作。

出要求，要求病例资料完整、真实可靠，要尊重老师意

通过以上研究，出版了一系列名老中医医案专

在医案规范方面，2002 年立项的北京市科技计划

著，如“十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名老中医学术思想、

诊包括就诊日期、姓名、患者编号、性别、出生日期（年

典型医案（涉及病症 360 余种）汇编为内科（上、下册）、

重大项目实施中，制订了名老中医病历采集方案。初

龄）、民族、出生地、婚况、职业、联系地址、联系电话等
基本信息，以及主诉、现病史（包括发病诱因、发病时
表现）、诊疗经过（包括就诊单位、诊断、治疗方法、治

经验传承研究”项目，将全国 107 位名老中医 2311 则

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针灸推拿共 7 个分册，形成

了 200 余万字的《名老中医典型医案集》[1]。该书既全

面展示了当代名老中医临证思辨特点和处方用药经

疗用药、疗效、转归情况等）、目前本病的用药情况、刻

验，又为传承人学习、传承和推广名老中医的学术思

下症、既往史、个人史等其他病史。还有望闻问切或

想和临床经验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为项目形成的重要

体格检查（要求对主要症状及体征的程度进行测评）、

成果。
“ 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形成了《当代

检验检查信息、中西医诊断、辨证要点、治法、中医针

名老中医典型医案集》、
《当代名老中医经验方汇粹》

灸处方、用药/穴位信息、方药分析、其他治疗方法，以

共十册。 [2] [3] [4] 中国中医科学院“名医名家传承”项目

及医嘱（包括①饮食、起居、情志的宜忌；②进一步检

实施中，出版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名医名家学术传薪

从情况、四诊变化情况、检查检验、诊断、辨证要点、治

“3+3”工程项目出版了《医案求真》，上海市出版了《上

法、处方、中药、其他治疗、医嘱及结局评估及按语等。

海名老中医医案精选》。名家个人也出版了系列著

查计划；③其他。
）等。同时，还包括复诊病历记录依

集•医案集》内科及综合分册，[5] 北京中医药薪火传承

“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名老中医临床经验、学术思

作，如《近现代中医名家临证类案》
《张建夫名老中医

想传承研究”项目在“十五”科技攻关计划项目的基础

医案》
《张灿玾医论医话集》
《沈英森验方验案》
《名老

上，更加重视名老中医典型医案的整理研究工作，专

中医黄春林验案》
《赵文魁医案选》
《于己百医案精解》

门设置了“名老中医典型医案和经验方的整理研究”

《李振华医案医论集》
《张志钧验案精选》等，国家出版

分课题，进一步明确了名老中医典型医案的整理要

基金“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医大师

求。整理要求包括：选择能够反映或代表名老中医的

临床研究系列丛书”中也包括了医案分册。同时，出

学术观点、学术思想或临证思辨特点，能够体现名老

版了名老中医经验传承研究方法学专著，如“十二五”

中医诊疗经验的、资料齐全的、有明确的中西医诊断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形成的《十七位名老中医特色经验

的、有复诊或随访的、有治疗结局的名老中医诊疗优

临床应用规范》
《名老中医经验传承共性方法示范研

势病种案例，但其他能反映名老中医辨证思想和诊疗

究》等，为基于医案为主的名老中医经验传承研究提

特色的疑难或少见案例亦可选择；一般选择有效病

供方法学支撑。以上医案及方法学专著为当代名老

例，但亦不排除能反映名老中医辨证思维特点或具有

中医医案研究成果之代表。

重要启示作用的其他病案或无效案例。并且制定了
典型医案病例及书写要求，内容包括一般情况、关键

2

名老中医医案的利用

词、医案标题、病史摘要、辨证要点、本案特点（即《按

孙氏[6] 认为，医案研究首先要明确医案的地位和

语》就本案所涉及的名医在诊断、辨证、治疗或用药方

作用，采用传统研究与信息技术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大

面的特色和经验进行总结和分析）。要求要抓住诊疗

规模的医案研究。数据挖掘技术已在名老中医医案

的特色和经验，探求理论和规律，以期对该类病症之

分析中广泛使用，[7]可从学术思想、临床经验传承等方

辨证论治有所启迪。这一部分是本案的精华所在，内

面，基于医案开展理论、临床及基础研究，或提供临床

容不在于多而在于精，既要总结经验，又要从理论上

服务等。既可研究名老中医个体的医案，或从诊治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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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疾病的角度入手研究，也可研究群体的、流派的学
术特点；既可从学术思想角度综合分析，也可重点着
眼于方药等具体内容。 [8-17]
2.1

中医临床病历十分丰富，我国中医每年门诊量达

10 亿人次左右，但形成的医案数量却较少，医案的质
量也不高。其质量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五方面。

用于名老中医经验传承

名老中医临床经验体现在其鲜活的临床医案中，

3.1

信息不够完整
在上述科研项目中，建立的医案采集规范，对于

从师者多从跟师记录医案、总结医案入手，通过对名

课题实施中的数千或数万例医案的整理尚可推行，但

老中医医案的整理，传承人可以学习、领悟并掌握名

对临床实际中数以亿计的医案则很难落实，主要原因

老中医的临床思维，凝炼其学术思想，掌握名医的辨

在于目前医疗业务较忙，一般中医门诊诊治一位患者

证及用药规律、流派特点等。好的医案具有很好的重
复性，后学者通过继承学习，不断提高解决临床问题

的时长约 10 分钟，而整理一份高质量的医案所需时长
常需要数倍于此时间。为确保临床工作的效率，医者

的思辨能力，有利于提高传承人的临床能力和水平。

也很难在门诊的有限时间内及时整理出富含知识内

在名老中医经验传承中，医案成为名医传承的基础

容的医案。国家层面尚未对门诊病历，特别是门诊电

资料。

子病历的内容完整性、规范性等进行强制管理。临床

2.2

促进有效方药发现和成果转化

诊疗信息不完整的情况相当普遍，以北京市为例，门

有效经验方的总结，必须基于大量有效医案，方

诊医生工作站中仅按照医保要求，满足诊断与用药符

可明确其适应症、有效性及安全性等要素。针对名老

合即可，导致大量与中医理论及中药有效性、安全性

中医有效病例，可总结其临床经验方，形成有效经验

评价相关的的信息缺失，如缺少病史信息，有的起病

方应用指南，并可进行进一步的成果转化，如转化为

诱因，有的缺少脉证，特别是具有中医特色的四诊信

[18] [19]

基于有效医案，通过与无

息，复诊时患者病情变化信息，与患者疾病相关的临

效医案比较分析，既可形成有效的单味药、有效的配

床疗效评价信息普遍缺失，证候诊断常缺失或过于简

伍、有效的单体化合物，也可总结有效的治疗方案，如

单。近年来，部分医院对四诊摘要、辨证要求等提出

陈竺对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的系列研究，即肇始于

要求，但这些信息复制粘贴者相当多，医生在有限时

院内制剂、新药等成果。

1 例使用雄黄后治愈的典型医案。
2.3

[20]

促进形成创新理论

名老中医医案中蕴含着专家对疾病特征及本质

的认识，辨证及辨病思想，以及相应的治则治法、选方

间内难以完成个性化的、理法方药一体、叙议结合的
完整医案。
3.2

记录不规范
不同的研究课题、不同地区的医政管理部门、不

用药等，同时蕴含着名老中医在多年临床实践中反复

同的医疗机构对医案记录的要求不够统一、规范，导

思考形成的创新理论。通过对大量的名老中医成功

致临床、科研中总结、文献报道的医案记录的要素及

医案的总结，并与传承理论指标的医案进行比较，可

格式具有较大的差异性，规范性不足，表现在医案结

形成创新理论。

构欠规范，内容欠规范，如诊断未按传统或现代的标

2.4

用于临床决策支持

准进行记录，中药记录是基原而非饮片名称，缺失复

临床工作本身是医生采集临床信息，根据中医理

诊记录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医案的可用性。 [21]

论，确定诊断及治法，形成处方的决策过程。名老中
医医案多为临床疗效好的案例，对于指导临床工作具

3.3

有叙无议
医案是诊疗全过程的、叙议结合的传统临证文

有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数据挖掘、人工智能技

本。然而，受医院病历格式重事实记录、轻理论阐述

术的发展，使基于名老中医医案，不断进行机器学习，

的影响，加之辨证要点及按语等内容，常需要名老中

优化方案，构建具有较高的临床决策支持作用的临床

医及整理者投入大量时间进行思考凝练、补充修改，

决策支持系统成为可能。目前，许多公司及科研院

在繁忙的诊疗之余会增加大量的工作，也是导致目前

所，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但苦于缺少高质量医

中医药行业内叙议结合的医案常常是“有叙无议”或

案数据的支持，较难取得预期的成果。
3

“叙有余而议不足”，影响医案的可读性、理论性。

名老中医医案质量问题
〔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Materia Materia-Worl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3

★

3.4

溯源性不够，循证证据不足

需要从政策、管理、需求等方面入手，多层次多角度采

大量医案来源于门诊，国内对医疗行业门诊服务

取有效措施，方可提高。具体策略如下文。

中的电子病历及医案撰写尚未作强制性规范及完整
性的管理，医生业务繁忙，疏于相关记录，不少医案来

4.1

政策引导，加强管理
名老中医医案不仅是专家的个人资源，也是行业

源于跟诊者个人笔记，或传承人本人对医案的理解。

的重要财富，应引起行业及政府相关管理部门的高度

在医疗机构业务系统中，多数门诊电子病历信息未能

重视。中医药管理部门应制订加强中医医案记录管

与院内其他信息系统或其他医院的信息系统进行整

理的相关规章制度，将医案特别是门诊医案作为医院

合，使得门诊病历信息缺失现象较为普遍。由学生或

及医生考核的重要内容，从政策角度进行引导，加强

传承人手工记录的病历或者医案，往往不够完整，且

管理，提出医案记录的具体要求及实施方案，使行业

这些记录在业务系统中找不到溯源信息，有时还存在

内记录合格医案成为常态，高水平的医案成为考核及

部分检验检查、合并用药信息、中医诊断缺失等情况，

评价医生水平的重要依据，促进医案规范记录，并不

导致医案的循证证据不足。

断提高质量。

3.5

无法支持高水平的成果转化
由于医案总结者、研究者学术水平参差不齐，大

4.2

加强规范化建设
鉴于既往医案存在的质量问题，中医药行业学

量的医案完整性不足，特别是缺乏完整的中医四诊信

会，如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医案专业委员会等学会

息及疗效评价信息，导致基于医案的成果仍以个案报

组织，可从学术角度，借助古今中外医案记录的经验，

道、少量医案的分析、定性总结、著作出版等成果为

制订中医院医案记录基本要求及质量规范、质量分级

主，未转化为更高水平的科研成果。

标准等，助力医案的规范化管理，制定医案的共享机

形成以上问题的原因，既与医生临床业务繁忙的
客观因素有关，又与名老中医、传承人及整理者主观
上对医案质量重视不足有关，也与医院、诊所、科研管

制，促进医案知识的研究与经验传承。
4.3

加强方法学研究，提高科研转化
有了一定数量的高质量医案，通过中医药行业与

理部门及政府决策部门对医案质量的重视程度不足，

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专家合作，推进电子病

提出的解决问题的策略不够科学合理，以及缺乏相关

历信息整合，提升医案的利用效率，促进名老中医经

质量要求的强制规范有关。从行业来看，需要医院及

验的传承、有效方药的发现及评价、基于临床医案的

医生从满足社会对中医临床诊疗需求出发为主的体

临床决策系统的研发等，提高医案的科研转化能力和

制制度，逐步转变为临床与科研并重，将医案收集与

水平。在这项工作中，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将文

中医学术发展相结合，将医案质量及数量纳入医院及

本形式或半结构化形式记录的文本医案，转化为规范

医生绩效考核制度中，方可从根本上解决医案的质量

化、结构化信息是大势所趋，如何提高自然语言处理

问题。

形成的结构化信息的准确率是难点及重点。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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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医案质量及其研究水平应对策略

4.4

构建行业共建共享机制
医案是由专家在诊疗过程中记录并经专家整理

为提高名老中医经验传承的效率及效果，须从提

形成的，其知识产权归属于个人及所在医疗机构所

高医案质量着手，不断提升基于医案的科研水平及服

有，作为重要的知识资源，如果不加以利用，将是中医

务能力。孙氏等建议采用普查式对全国名老中医医

药行业的巨大损失。为促进中医药事业整体传承与

案进行研究,采用章节式进行类案整理研究,将医案明

发展，专家及相关机构应共同建立医案行业共享机

确为提要、案体、按语部分，并将每案特点予以提要。

制，政府可出台《中医临床医案利用管理办法》，规定

名老中医典型医案的撰写要对主诊者学术思想和临

医案利用的领域范围，制订各方普遍接受的共享机

证思辨特点有深入的研究，通过医案的叙议，成为一

制，进而实现资源共享、利益共享，从而调动整理者的

个有机的、缜密的、连续的和精炼的学术成果展示。

积极性，使医案成为促进中医药事业蓬勃发展的重要

同时，医案整理者还需要结合名老中医的访谈意见。

基础及原动力。

[6] [2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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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题组认为，提高医案质量是一个系统工程，

综上所述，医案研究工作在中医药行业内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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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问题。各级管理部门、行业学会、医疗机构、科研

用、成果转化等方面，任重而道远。

单位，在促进中医医案数量增加、质量提高、广泛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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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Status, Quality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CM Veteran Doctors’Case Records
Zhang Linli1 ，Zhang Runshun1 ，Yao Naili1 ，Wang Yinghui2＊＊ ，Xue Yanxing1 ，Zhou Xiaji1

(1. Guanganmen Hospital,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053, China；2.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ITCM),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CACMS),
Beijing 100700, China)
Abstract: The academic thoughts and clinical experience of veteran doctors in the past dynastie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which can highlight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of TCM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and i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academic innovation. In modern times, Zhang Taiyan has said, "Among the

achievements of TCM, the veteran medical case is the most inportant part. to seek the experience of the predecess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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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l case has the most clues to find, follow this study, twice the result with half the effort. Therefore, medical cases
have an extremely important and irreplaceable academic status in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xperience of

veteran TCM doctors and the academic research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play an extreme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study,
clinical experience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of Chinese medicine.The medical case is rich in content, long in inheritance
and broad in coverage. It is a traditional clinical text that records and analyzes the whole process of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individual cases and combines description with discussion. It embodies the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of
Chinese medical theory, treatment method and herbs. The medical record is the record of the medical activity process
such as examinatio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as well as the medical records of the patients written according to the

prescribed format and requirements. Medical record is usually used for medical text records fror consulting, tracing; the
cases records are academic, while collecting the key contents of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they are formed through sorting

and refining in the later stage. They often have introductory remarks and analyze with important academic value, which
are used to summarize the academic thoughts of veteran doctors of TCM. Medical record is the foundation and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of data, while medical record is the sublimation of medical record and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knowledge.
Based on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famous TCM heritage project in the past 30 years,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medical
case arrangement can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of famous TCM experience, promote effective prescription discovery and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innovative theory, and be used for clinical decision support. The
main quality problems are lack of incomplete information, records are not standardized, there is no narrative, traceability

is insufficient, evidence-based evidence is insufficient, and high-level results transformation cannot be supported.
Coping strategies can adopt policy guidance, strengthen management, strengthen standardized construction, strengthen
methodological research, improve scientific research transformation, and build a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mechanism
for the field.

Keywords: Case records of TCM veteran doctors, quality problems,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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