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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cision medical, a mew noun, including many kinds of meanings, has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from modern medicine. It is also differen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 treasure of Chinese
culture, is inheriting and developing by people. Combining differentiation of syndrome and disease, TCM has accumulated thousands of years of experience as a treasure of Chinese culture. TCM
has two fundamental features: Concept of holism and treatment based on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s a whole, precision medical and treatment based on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re inextricably link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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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精准医学，一个新生代的名词，是现代医学的继承与发展，涵盖了多方面的内容，意义也是与众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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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作为中国文化的瑰宝，其精华被继承并发展着，作为古老中华的宝库，中医在辨病辨证的治疗方面
积累了数千年的宝贵经验；中医的两大基本特点，一是整体观念，二是辨证施治；精准医学和辨证施治
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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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社会的飞速发展，使得医学也不断地前进，人们对于医学的要求不再局限于一成不变的治疗模式，
而对于其精准程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与此同时精准医学便诞生了：精准医学必然要求精准，讲求的是
通过个体化的医疗来实现个性化的治疗方案；精准医学不仅是循证医学的继承与发展，更是人们对于新
时代个体医学的展望，浓缩着人们的情感与期待。

2. 精准医学的背景
精准医学最早是由美国总统奥巴马在 2015 年 1 月 20 日提出来的，
在同年的 1 月 30 日开始正式启动，
美国的最初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了解疾病的形成机制，进而为实现“精确施药”铺平道路，并希望以此
“引领一个医学新时代”[1]。
美国所提出的精准医学[1]，是以个体化医疗为基础，随着基因组测序技术快速进步以及生物信息与
大数据科学的交叉应用而发展起来的新型医学概念，本质上是通过基因组、蛋白质组等组学技术和医学
前沿技术，对于大样本人群与特定疾病类型进行生物标志物的分析与鉴定、验证与应用，从而精确寻找
到疾病产生原因和治疗的靶点，并对一种疾病不同状态和过程进行精确亚分类，最终实现对于疾病和特
定患者进行个性化精确治疗的目的，提高疾病预防与诊治的效益。简言之精准医学就是要根据每名患者的个
人特征，量体裁衣式地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

3. 精准医学的概念
“精准医学”主要有两方面的涵义[2]：一是常规意义上对“精准”的理解：精确、准确，对于以治
病救人为宗旨的医学来说，就是“精准”地诊断，“精准”地了解药物作用，“精准”地运用药物，以
达到“精准”的治疗效果；二是“精准”的目标，不是对所有人制定统一的目标，而是以真实地掌握个
体化的状态为“精准”的诊断目标，以制定最恰当的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纠正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
病理状态为“精准”的调控目标。精准医学的理想标准[3]包括五个方面：根据个体病患在分子生物学水
平上的异常状况确定靶点、靶点是独一无二的、治疗有明显效果、不产生明显的副作用、效价比经济合
理。精准医疗包括四要素[4]：精确、准时、共享、个体化。

4. 中医的辨证施治
中医学是一门起源于中国地域的研究人类生命过程以及同疾病作斗争的学科，中医学具有独特的理
论体系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中医学十分注重“天人相应”，“形神合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两大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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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就是整体观念和辨证施治。辨证施治，就是指在整体观念的指导下，分析四诊收集的临床资料，探
求致病原因，针对病因制定治法，它包括同病异治、异病同治。例如：同为感冒，风寒束表证和风热束
表证因病因、病机的不同，治法和方药也不同，此为同病异治；而对于胁痛和咯血，病机若都为肝胆火
盛证，都可以用龙胆泻肝汤治疗，此为异病同治。辨证施治作为中医学的精髓，一直在中医学的发展中
扮演者重要的角色，它十分注重个体的诊断，并给予相对应的治疗。

5. 精准医学和辨证施治的关系
5.1. 精准医学和辨证施治的联系
精准医学的短期目标是为癌症找到更多更好的治疗手段，长期目标则是为实现多种疾病的个性化治
疗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这与传统中医学的辨证论治理念是一脉相承的。中医学的理论本身就具有精准的
成分，中医学走向“精准”是技术层面升级客观地依症状、体征辨证，准确地依证用药遣方，辨证论治，
在中医界，是自古以来，中医学家们一直恪守的行医准则，也是中医学区别于西方医学最重要的特征[2]。
精准医学的理念与中医“同病异治”的理念是相通的，即病是相同的，但因为病人的不同，带来了
治疗的不同。清代名医徐灵胎提出：“天下有同此一病，而治此则效，治彼则不效，且不唯无效，而反
有大害者，何也？则以病同而人异也。”治疗要考虑“病同而人异”，这体现了个体化的思想[5]。
精准医疗与辨证施治都强调个体差异是个性化医疗的基础：辨证施治强调个体差异，每个人(或患者)
的阴阳气血、脏腑经络、体质不同，病因、病机、发展转归不同，因而需要个性化治疗，因人而异，因
病而异，因证而异，因时而异。不能一刀切，一个方子包治所有患者；精准医疗也强调个体差异，每个
人(或患者)的基因组、蛋白质组、代谢组学等内在因素及外在影响不同，因而需要个性化预防方案和治疗
方案。此外，精准医疗与辨证施治都强调个性化医疗：异病同治，是个性化医疗的基本规律。辨证施治
强调同病异治，是因为同一疾病在不同人体上，可有不同的“证”，因而需要有不同的治法。反之，异
病同治是因为不同疾病可有相同的“证”，需要异病同治。其实质是“同证同治”、“异证异治”，“证”
是辨证施治、个体化医疗的基础[6]。

5.2. 精准医学和辨证施治的区别
纵观中医从古到今，一直是一个脉枕、一把草药、一根针，未引入任何先进的检测仪器，对中药药
性的了解，也是局限于传统的四气五味、性味归经和略显粗浅的功用主治描述。从这一点来说，中医学
又远不够“精准”[2]。
精准医疗也强调同病异治，是因为相同疾病的不同个体，其基因组、蛋白质组、代谢组学等内在因
素及外在影响不同，因而对不同患者需要同病异治。而不同患者的不同疾病可有相似的基因组等内因、
外因因素，因而可以异病同治。其实质是同“基”同治，异“基”异治，辨“基”(基因组、蛋白质组、
代谢组学等的简称)施治。“基”是个性化医疗的基础。因此，两者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原则相同，一
个是辨“证”施治，另一个是辨“基”施治。原则相同，方法手段不同[6]。
辨证施治是中医学的精华与核心，是中医学的生命力所在。因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医辨证方法
手段不够先进，精细准确的程度受限。当望、闻、问、切四诊手段收集不到临床信息时，在无症可辨时，
临床上很难作出证候分析，有一定的不清晰性及随机性，易受假象干扰，易受主观因素的影响。辨证施
治理论结构不够精确，有较大的随意性，这成为辨证施治的主要不确定、不规范因素；缺乏对微观层次
的认识和辨证方法；属经验医学范畴，有一定的局限性；精准医疗则是以基因组、蛋白质组、代谢组学
等内在因素及外在影响为主，以辨“基”施治为主。充分运用现代科学的理论、方法、手段，直接观测
人体内在的、本质的变化。以客观、定量的方法作为精准医疗的基础，以微观分析为主。其精细准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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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优于同病异治，异病同治，是个性化医疗的基本规律。于传统方法，体现了古为今用、青出于蓝而胜
于蓝的科学发展规律。两者指导思想相似，方法、手段、精准程度不同。所以两者不能划等号[6]。

6. 中医精准医学的雏形
中国传统医学中就蕴含着精准医学的理念，在辨证治疗过程中体现了个体化医学，如中医学在诊断
疾病中强调辨证，强调个体特质对疾病的影响；在治疗疾病时又有“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的区别；
考虑到环境、季节以及个体的差异性，在治疗时结合“因地制宜”、“因时治宜”、“因人治宜”[7]。
东汉时期，张仲景的理论中已蕴含了早期精准医学的思想，他在治疗肺痈病时就已经对其进行分阶
段的精准辨证，并明确了肺痈发病中的三个病理过程：表证期、酿脓期、溃脓期，并针对不同的时期分
别采取宣肺解表、清肺化痰、祛瘀排脓的治疗方法。如《千金苇茎汤》清肺化痰，活血排脓，治“咳有
微热，烦满，胸中甲错[8]。”而“咳而胸满，振寒脉数，咽干不渴，时出浊唾腥臭，久久吐脓如米粥者，
为肺痈，桔梗汤主之[8]。”中的桔梗汤则是针对肺痈排脓时期的基础方剂；又如仲景辨小建中汤：“虚
劳里急，悸，衄，腹中痛，梦失精，四肢酸疼，手足烦热，咽干口燥，小建中汤主之。”[8]。小建中汤
为治脾胃阴阳两虚虚劳里急的名方，仲景细致地对小建中汤的临床症状进行了辨证，阴阳两虚，则可有
寒热错杂之证，偏于热，则为衄，手足烦热，咽干口燥；偏于寒，则为腹痛，里急。阴虚不内守则梦失
精，气血不足，不能营养四肢，则酸痛，对汤证的症状均做出了比较精准的分析，而对于小建中汤也是
进行了一番精准的斟酌：饴糖、大枣、甘草缓急止痛，桂枝、生姜通阳调卫，芍药和营止痛，共奏调和
阴阳、甘温补脾之效。虽和现代的以个性化医疗、基因医疗为主的精准医学有所差距，但已有了精准的
雏形。

7. 精准医学和辨证施治的现代结合
自精准医学提出以来，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他们将精准医学与中医的辨证施治紧密
结合起来，提出了一些新思路。

7.1. 九体医学
国医大师王琦将精准医学与中医的辨证施治紧密结合，提出了“九体医学”的概念：中国人群中存
在平和质、气虚质、阳虚质、阴虚质、痰湿质、湿热质、血瘀质、气郁质、特禀质 9 种体质类型，经过
体质辨识与健康评估后，可进行生活行为指导、养生保健、医疗干预和个体化顺势健康管理服务，从而
能更有效地防治慢性疾病。
精准医学的利器是“基于基因测序的靶向治疗”，除基因组测序以外，其也开始关注机体的系统性，
如还有代谢组、微生物组、环境加生活方式等。有望对肿瘤等重大疾病防治迈向新的一步。而九体医学
的利器是 9 种体质辨识与调理，是全因素、全过程、全图景、系统化、整体化的利器。不仅有遗传、表
观遗传，生物学指标，多种维度指标还有疾病预测，疾病预防和干预；不仅体现“同病异治”，还体现
“异病同治”。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实施九体医学健康计划，将走出一条自己的路[9]。

7.2. 新证素体系
精准医学对于中医治已病，提高疗效有很大的作用。与此同时，朱文峰等提出的新证素体系[10]：认
为人体有 50 项共性证素，即病位证素 19 项，心、脑、肺、脾、肝、肾、胃、胆、大肠、小肠、膀胱、
胞宫、胸膈(上焦)、下焦(少腹)、表、半表半里、经络、肌肤(皮肤、肌肉)、筋骨(关节)。病性证素 31 项：
(外)风、寒、暑、湿、(外)燥、火(热)、痰、饮、水停、虫积、食积、脓、气滞、气闭、血瘀、血热、血
寒、气虚、气陷、气不固、气脱、血虚、阴虚、亡阴、阳虚、亡阳、精(髓)亏、津(液)伤、阳浮、阳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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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内)风等，是我国中医精准医疗的研究部分。

8. 体会
精准医学是根据每名患者的个人特征，量体裁衣式地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 ，辨证施治是在整体观念
的指导下，分析四诊收集的临床资料，探求致病原因，针对病因制定治法，精准医学和中医辨证施治的
最大联系，便是两者都非常注重个体化的治疗，这是“感冒就用抗生素”所不具有的个体化的对症治疗。
而精准医学本身就可以理解为一种辨证施治的概念，精准强调准确性，辨证施治强调个体化，个体化的
准确性，便是两者的互通互用；用中医辨证施治的完整体系与现代精准医学互相沟通，便是两者的互补
互用。
精准医学的发展，体现了时代的发展与医学的进步，中医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医学文化的瑰宝，中医
的辨证施治也随着医学的发展而不断地完善着，精准医学和中医的辨证施治之间更是有着亟待研究的临
床意义。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应该努力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互补互用，真正地做到为每一位病人选
择最合适的诊疗技术，为每一位病人提供最合适的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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