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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 传统、补充和整合医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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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词表
AI
CT
GACP
GMP
HPLC
ICTRP
ICU
IRCH
NATCM
PICO
RCT
RTO
RWD
SDGs
SOPs
T&CM
TCI
TCM
UHC

人工智能
计算机断层扫描影像
药用植物种植和采集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良好生产规范
高效液相色谱法
国际临床试验注册平台
重症监护室
国际草药监管合作组织
（中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人口、干预、比较、结果
随机对照试验
回顾性治疗结果
真实世界数据
可持续发展目标
标准操作程序
传统和补充医学
传统、补充和整合医学
中医药
全民健康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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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 2022 年 1 月 17 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与中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日内瓦举行
高级别政策对话后，世界卫生组织决定召开一次专家会议，评估中医药在治疗新冠肺
炎中的作用。其后，关于中医药抗击新冠肺炎专家评估会于 2022 年 2 月 28 日至 3 月 2
日的每天欧洲中部时间 13:00 至 16:00 在线召开。
来自世界卫生组织六个地区的 21 名国际专家参加了会议，包括世界卫生组织专家
咨询小组的五名成员、世界卫生组织八个合作中心的代表、世界卫生组织国际草药监
管合作组织的三名成员以及中国中医科学院的成员。来自世界卫生组织总部、区域和
国家办事处的技术人员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审议了三份由中国国家专家组提供的关于中医药和新冠肺炎的报告，包括临
床服务、科学研究和循证评价的报告，以及已经注册和发表的 12 项随机对照试验
（RCT）。本次会议的目标是：
n

了解编写三份报告所采用的方法

n

回顾、分析三份中医药研究报告及新冠肺炎病情进展各阶段的随机对照试
验研究

n

评估中西医结合疗法在治疗新冠肺炎方面的作用

n

讨论如何有效提升传统医学对全球疫情防治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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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开幕式由世界卫生组织传统、补充与整合医学部主任张奇博士主持。张博士
对与会者表示欢迎，并介绍整合医疗服务司司长鲁迪·埃格斯博士致开幕词。埃格斯
博士说，世界卫生组织认为传统和补充医学是整合医疗服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埃
格斯博士指出，传统医学在世界各地备受欢迎，并指出传统和补充医学是过去一年中
从世界卫生组织网站下载材料次数最多的议题之一。中医药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官方支
持，希望这次会议的结果将使人们更好地了解传统医学在应对未来疫情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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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于文明博士对世界卫生组织持续支持传统医学表示欢
迎1。他说，中医药不仅在治疗 SARS 时取得明显的成效，而且是中国防治新冠肺炎、控
制疫情蔓延的重要因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提出要同时促进现代医学和中医药，
最新的促进中医药（和治疗方案改进）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于 2017 年
生效。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医药主管部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选派中医专家赴武
汉调查，并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第一时间对病人进行治疗。总结筛选出“三药三方”
等方药和治疗方法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些治疗方法目前已被优化以治疗新的新冠
病毒变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将继续优化中医诊断和治疗方案，筛选配方，评估疗效，
并对有效配方进行分析，努力从科学上解释疗效机制。于博士补充说，中国愿意协助
其他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加强传统医学在其卫生系统中的作用。

,世界卫生组织张奇博士提议该小组的两名成员担任联合主席，另两名成员担任联
合会务报告员。据此，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药学院的 Harry Fong 教授和巴西
南里奥格兰德联邦大学卫生基础科学研究所的 Elaine Elisabetsky 教授当选为会议的
联合主席。当选为联合报告员的是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的
Charlie Xue 教授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 Heather Boon 教授。与会者被告知，中国中
医科学院院长黄璐琦博士将担任会议期间的临时顾问。
张博士概述了世界卫生组织现行传统医学战略的宗旨，即：（1）传统和补充医学
对卫生、健康、以人为本的医疗保健和全民健康覆盖的潜在贡献;（2）通过对传统和
补充医学产品、做法和从业人员进行管制、研究以及酌情将传统和补充医学纳入卫生
系统，促进传统和补充医学的安全有效使用。截至 2018 年，约 170 个世界卫生组织会
员国承认使用传统和补充医学，55%的国家表示他们设有国家办事处，负责传统、补充
和整合医学的政策和监管。
世界卫生组织传统、补充和整合医学团队的使命为促进和支持有效使用和公平获
得高质量的 TCI 产品和卫生服务，这些产品和卫生服务在整个生命历程、护理整个过
程和各个环节都是安全的、整合的和以人为本的，以便为全民健康覆盖和实现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世界卫生组织国际临床试验注册平台（ICTRP）显示有 369
项关于传统医学的试验，另有 138 项关于中医药的试验。2022 年 2 月下旬，世界卫生
组织 COVID-19 研究数据库包含 3986 篇关于传统医学的文章和 1441 篇关于中医药的文
1
例如，2008 年世界卫生组织关于传统医学的《北京宣言》；2009 年第 62 届世界卫生大会的《传统医学》决议
（WHA62.13）；2013 年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战略（2014-2023）》；以及 2019 年在 ICD-11 中纳入传统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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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世界卫生组织还组织了关于传统医学和新冠肺炎的讲习班，与各国和专业组织分
享传统和补充医学的知识和做法。
专家会议的与会者包括研究、临床、草药、流行病学和统计学方面的专家。与会
者被告知，会议将以协商一致的方式得出结论。预计结论和建议将涵盖中医药的六个
方面，即：1）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的有效性/疗效；2）中医药的安全性；3）中医药
的作用是否在整个护理过程中得以体现；4）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法是否是一个好的模式；
5）对中国和/或国际层面未来开展研究的建议；6）关于与其他国家分享经验的建议，
在新冠肺炎治疗与防控、医疗系统从当前疫情中恢复，以及做好应对未来疫情的准备
方面加强国际协作/合作的建议。

中医药与新冠肺炎相关报告演讲
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黄璐琦博士介绍了三位报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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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熙博士

在中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第一阶段（截至 2020 年 4 月 28 日），采取中西医结
合的治疗模式。中医药尤其被用作集群感染的干预措施。在第二阶段的应对措施中
（从 2020 年 4 月 29 日起），中医药在疾病的早期阶段被应用于省市医院，中医和西
医专家在病房探访和咨询中密切合作，共同制定诊断和治疗方案。
中医药认为核心原理和操作（按：核心发病机制）不变，在国家方案的基础上，
根据不同的模式调整治疗方案。早期中医药干预很重要，因为它有助于减少严重疾病
的发展，包括老年患者。在对轻度或中度新冠肺炎患者进行治疗（包括中医药物结合
特定的针灸、艾灸、透皮疗法和太极运动）之后，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对于病情
严重和处于危急状态的患者，中医药作为常规药物的辅助治疗手段。人们注意到，在
接受中医药治疗的病人中，发展为严重疾病的比例似有所下降。并提供了一些经过中
医药治疗后康复的病例作为例子，尤其是针对厌食和倦怠症状的干预。
提出中医药可以帮助预防新冠肺炎。在武汉的长期封锁期间，鼓励公众保持健康
的生活方式，确保个人卫生，而且还鼓励他们遵循中医食疗，如中国山药、红枣和枸
杞等。中医团队成员带着中医药材供应到社区，并将中医药物品送到病人家门口。随
着人们从新冠肺炎疫情中恢复过来，许多出院的人仍然有疲惫、厌食、气短、失眠和
情绪不稳定等并发症。因此，中医药也被用来缓解不适和促进康复。
综上所述，发言人指出，中医药在病毒感染的各个阶段都有作用，具体如下。
6

预防：在封锁期间，许多人自愿选择食用与食物同源的植物和草药。他们这样做

因为食物可以帮助刺激免疫系统促进健康。
轻度和中度疾病：随机双盲对照实验数据表明，中医药缩短了症状缓解的时间，

清除了病毒，并减少了病人发展为严重疾病的比例。
严重和危重疾病：患者在接受常规治疗的同时，还接受中医治疗。人们认为，这

种中西医结合疗法既缩短了在重症监护室的停留时间，又减少了机械通气的时间。据
称，中医药降低了危重病人的死亡率。
康复期：在这一阶段，中医药成为护理的主要支撑。中医药干预被报告为可以改

善临床症状和生活质量。
报告人表示，中医药在疫情下的优点包括草药原料可及性强，以及中医药在疾病
早期阶段可用于干预的速度。目的是在病毒感染之前增强免疫系统，并在确实发生严
重疾病的情况下，通过减少败血症及稳定情绪来帮助康复。最后，中国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的方法基于中西医结合。因此，中医药在减少疫情影响方面发挥了并将继续发挥
关键作用。

,- A/*01BC6789<DEFG)
商洪才博士

疫情发生以来，中国政府通过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拨出资金（约相当于 5000 万美元）
用于研究这种新的感染性疾病。一个专门的中医药研究小组负责在三个方面启动抗击
大流行病的项目，即 1）筛选有效的药物和配方；2）预防、治疗和康复的临床和基础
研究；以及 3）开发中医药和天然药物产品。其总体目标是促进中医诊疗的优化。
作为世界卫生组织国际临床试验注册平台的一部分，截至 2022 年 3 月，中国临床
试验注册中心注册的新冠肺炎临床研究有 859 项，70%的项目注册时间集中在 2020 年 1
至 5 月。在这些中国临床试验中，有 213 项与中医药有关。这些试验包括一系列的研
究，共同解决与新冠肺炎疫情感染相关的不同阶段的六个目标群体，即：1）普通社区
群体；2）密切接触者；3）疑似病例；4）；轻度/中度患者；5）严重/危重患者；以
及 6）康复期患者。实施了各种干预措施—所有干预措施都来自于临床实践，有现有
的有效性证据，采用标准的治疗方案，质量可控。
鉴于在中国临床研究中的轻度症状，106 项研究结果提示中医药可改善新冠肺炎
患者的发热症状，103 项研究提示中医药可改善新冠肺炎患者的咳嗽症状，94 项研究
提示中医药可改善新冠肺炎患者的乏力症状。提供了一个涉及多中心随机对照实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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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来自中国 9 个省份 23 家医院的 284 名病人服用了中药胶囊剂2。总的来说，报告
显示，实验中服用药物的病人比没有服用药物的病人在更短的时间内恢复了症状，因
此判断中医药缩短了新冠肺炎临床症状的改善时间。21 项研究提示中医药有助于缩短
新冠肺炎患者的核酸转阴时间，还有 43 项研究表明中医药可降低新冠肺炎非重症患者
的转重率。与这一发现相一致的是，另一项非盲、整群随机临床试验，招募了 408 名
新冠肺炎轻型患者，用另一种中药颗粒剂治疗，降低了新冠肺炎轻型患者转重的可能
性。
许多研究还研究了中医药对重症患者 ICU 住院时间和机械通气时间的影响。例如，
一项针对 15 家医院 8939 名患者的全国性回顾性队列研究发现，在接受中医药的患者
中，新冠肺炎病死率为 1.2%，在未接受中医药的患者中为 4.8%，研究人员从而得出结
论，中医药可降低住院死亡风险3。更多研究（包括一项多中心双盲随机对照试验，该
随机对照试验在 5 家医院纳入 131 例新冠肺炎康复期患者4）显示，运动量和胸部计算
机断层扫描影像学表现有所改善。结论是，中医药可能对新冠肺炎康复患者的生理活
动产生较强的康复作用，可减轻疲劳症状，提高运动耐量。在整个研究中，没有观察
到与中医药相关的严重不良事件。借此机会了解了更多有关某些中药成分的药理学信
息，重点关注其与治疗新冠肺炎相关的属性，例如抗病毒和抗炎症的作用。一些产品
已在其他国家注册，研究正在进行中。

,- H/IJ<KLMNOP<+QE)
孙鑫博士

截至 2022 年 2 月下旬，没有发现治疗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效药。中医药产品在降低
严重疾病进展，缩短病毒清除时间并加快恢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还没有这方面
的功效研究，因此成立了一个循证调查小组。小组审查了证据类型（随机对照试验），
中医药类型（固定程序，国家标准），出版物类型（同行评审），质量（设计，实施，
报告），注册（伦理批准，注册平台）和结果。使用了人口、干预、比较、结果资格
标准，并检索了八个数据库以及新冠肺炎存储库。

2

Hu K, Guan W-J, Bi Y, Zhang W, Li L, Zhang B et 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Lianhuaqingwen capsules, a
repurposed Chinese herb, in patients with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a multicenter, prospective,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Phytomedicine. 2021;85:153242. doi: 10.1016/j.phymed.2020.153242.
3
Zhang L Zheng X, Bai X, Wang Q, Chen B, Wang H 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use of Qingfei Paidu Tang and
mortality in hospitalized patients with COVID-19: a national retrospective registry study. Phytomedicine.
2021;85:153531. doi: 10.1016/j.phymed.2021.153531.
4
Chen Y, Liu C, Wang T, Qi J, Jia X, Zeng X et 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Bufei Huoxue capsules in the
management of convalescent patients with COVID-19 infection: a multicentre, double-blind, and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J Ethnopharmacol, 2022;284:114830. doi: 10.1016/j.jep.2021.114830.

8

检索了约 150522 份报告，并选择了 12 项随机对照试验（附件 3）。其中包括 2020
年在中国的 2066 名住院患者。所有 12 项试验（11 项关于新冠肺炎非重型患者，一项
关于重型患者）都发表在经同行评议的期刊上。样本量从 40 到 400 以上不等，所有试
验都使用基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南的诊疗方案。总体上，中医药似缩短了发烧，
咳嗽和乏力消退的时间。一项针对 780 名患者的队列研究表明，中医药缩短了新冠肺
炎恢复的几个阶段，如核酸转化和症状消退时间，并降低了非重型患者转重率5。然而，
评估指出，缺乏中医药对重型患者影响的证据。因此，报告认为，关于治疗轻度和中
度新冠肺炎疗效的证据充足，但对治疗重型或危重型患者的疗效证据只是初步的。与
会者对今后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建议，并认为加强国际合作和多中心研究可为将来提供
更好的证据。

问答
专家小组成员感谢三位发言者的报告，并了解到临床试验是在紧急情况下进行的。
小组成员就发言和纸质报告提出了一系列问题。

RSTU/JVWXYZ[\])
小组成员对选择中医药配方时所采用的标准提出了疑问。有人指出，选择应基于
质量，功效和安全性，但尚不清楚中国研究中使用的标准是什么，因为这些配方可以
由许多植物组成，因此也包含多种化学成分。对此，回答指出，根据患者的分级和严
重程度，有不同的处方，并且中国药典内对研究中使用的药物有质量标准。对于药材，
植物和草药按照药用植物种植和采集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ACP）种植和收集，按照标
准操作程序（SOP）进行加工，并按照良好生产规范（GMP）生产。主席提醒与会者，
世界卫生组织出版过关于药用植物采集和加工的指南。在回答随后关于质量控制和成
分一致性的问题时，回答指出，这可能因地理和季节而异，但都可以控制并达到官方
标准。关于中医药可能产生的任何不良反应，注意到该药物在给予艾滋病毒感染者和
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上没有不良反应的报告。

5

Shi N, Liu B, Liang N, Ma Y, Ge Y, Yi H 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early treatment with Qingfei Paidu decoction
and favorable clinical outcomes in patients with COVID-19: a retrospective multicenter cohort study.
Pharmacol Res. 2020;161:105290. doi: 10.1016/j.phrs.2020.105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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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01<`Ba@)
小组成员提出的一个问题，关于一些中药配方可能抑制病毒的提法。与会者询问，
有哪些证据支持这种抗病毒潜力。对此，回答指出，已经有研究结果表明具有抗病毒
的潜力6。
专家小组的一名成员问到，当药物可能提供给数十万人时，如何确定个人在几百
人中进行预防的可能性。特别是，由于孕妇和儿童使用中医药抗击新冠肺炎的安全性
的信息有限，因此采取了哪些标准进行大规模临床试验？对此，回答强调，到目前为
止，孕妇和儿童都接受过某些中医药治疗，没有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一项没有提交
会议且尚未发表结果论文的研究，专门研究了过去两年中在六个省份不同时间接受中
医药治疗的 202 名儿童，没有不良反应报告。回答指出，与常规医学一样，中医药对
孕妇有一定的禁忌症，并根据年龄和体重调整剂量。（然而，一位与会者指出，根据
世界卫生组织关于药用植物的一份文件，如果没有事先数据，这些物质不能应用于妇
女和儿童。）注意到，12 篇提交的随机双盲对照实验也排除了孕妇。

*01bcdYe^f)
有人对一项研究发表了评论，该研究报告了约 20%患者的肝功能问题7。事实上，
此项研究中的实验组和对照组患者都发现了肝酶升高。回答认为，这可能是由于使用
常规药物以降低患者体温导致的，因为某些降低体温的药物可能对肝脏有影响。然而，
常规医疗也可能与肝功能问题有关，新冠肺炎不仅是一种肺部疾病，还可能对肝脏产
生一些影响。

FG*<gQ)
另一个提出的问题是关于在一项使用了安慰剂的研究实验中中医药干预的盲法8。
回答解释到，血必净注射剂是使用盐水稀释后进行注射的。这种盐水也是在对照组中
所使用的安慰剂。血必净盐水溶液和安慰剂盐水溶液都放置在棕色的注射袋中，并通
过使用全套棕色的注射设备来确保两者看起来一样。

6

Zhao C, Li L, Yang W, Lv W, Wang J, Guo J et al. Chinese medicine formula Huashibaidu granule early
treatment for mild COVID-19 patients: an unblinded, cluster-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Front Med. 2021;16
Sept. doi.org/10.3389/fmed.2021.696976.
7
Hu K, Guan WJ, Bi Y, Zhang W, Li L, Zhang B et 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Lianhuaqingwen capsules, a
repurposed Chinese herb, in patients with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a multicenter, prospective,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Phytomedicine. 2021;85:153242. doi:10.1016/j.phymed.2020.153242.
8
Luo Z, Chen W, Xiang M, Wang H, Xiao W, Xu C et al. The preventive effect of Xuebijing injection against
cytokine storm for severe patients with COVID-19: a prospective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Eur J Integr Med.
2021;42:101305. doi: 10.1016/j.eujim.2021.10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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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hFGijk)
在研究中询问了有关辨证的问题。对此的回应是，大流行病具有共同的症状，因
此如有必要可以提出一个标准处方，针对不同患者条件和不同地区等变化进行调整。
鉴于人们对定制医学越来越感兴趣，有人评论说需要鼓励发展这些做法。有人提议进
行一项机理研究，以调查特定中药配方的抗病毒效果。

lm)
在第一天讨论结束时，主席（Elisabetsky 博士）提醒与会者注意会议的既定目
的。由于专家们根据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的不同患者群体获得了大量复杂的数据，因
此对 12 项研究进行深入分析并不是一种有用的方法。因为专家们获得了一系列数据，
这些数据显示了研究设计、队列规模、主要和次要结论的显著异质性，这些结论用于
评估不同专利（品牌）中药的疗效，每种中药的成分都不同且复杂，而且，由于专家
们收到了大量复杂的数据，这些数据基于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不同患者群体，所以
对这 12 项研究进行深入分析并不是一种有用的方法。相反，根据已经提出的内容，要
回答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在未来提高中医药领域研究？”。与会者注意到，需要提出
如何优化数据库分析以及如何促进中医药国际试验合作的想法，并要求第二天继续进
行开诚布公的讨论。

789<;
根据主席的邀请，报告员（Heather Boon 博士）总结了第一天的情况，并再次提醒与
会者会议的目标及预期结果
预计结论和建议将涵盖中医药的六个方面，即：1）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的疗效；
2）中医药的安全性；3）中医药的作用是否在整个护理过程中得以体现；4）中西医结
合治疗方法是否是一个好的模式；5）对中国和/或国际层面未来开展研究的建议；6）
关于与其他国家分享经验的建议，在新冠肺炎治疗与防控、医疗系统从当前疫情中恢
复，以及做好应对未来疫情的准备方面加强国际协作/合作的建议。

no)
专家小组的成员承认，此次研究的结果。即通过中西医结合用药，能够缩短实验
中新冠肺炎患者的疾病周期。但同时也对患者随访时间提出疑问。专家小组成员认为，
应该通过长时间观察这些长期新冠肺炎患者，来进行可回溯、可信度高的研究。

11

专家小组成员还要得到更加全面的结果分析，例如: 1)合并的分析或者(a)所有可
用的随机对照实验(b)更加细分的子类别(复方药或单方药);2)对此实验结果的数据评
估（尤其是长期随访患者的数据）；和/或 3)对症状的治疗:包括(a)治疗症状的周期
(包括总时间和每项症状的具体时间)(b)症状治愈的比例，以便为临床实践和研究提供
有意义的支持。另外，本试验设计需要进一步优化以对个性化干预方案进行严格的研
究，以便能够准确找出导致特异性结果的因素。因此成员建议可利用人工智能分析得
到的数据(例如安全性、临床结果及与实验室数据的相关性)。
参与者被告知，来自研究的数据已经汇集在一起，研究人员还研究了具有类似方
法的试验。
会议主席提出了“食欲不振”的问题，食欲不振是中国专家提出的使用中药治疗
新冠肺炎之后产生的症状之一。而这个问题在西方通常被忽视，但很可能非常关键。
尤其是处在新冠肺炎康复期的背景下，食欲不振很可能持续数个月甚至一年。某些中
医药与常规药物之间会发生反应，这也将是国际临床试验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人们目前越来越了解新冠肺炎对大脑的影响，这可能成为国际研究的进一步课题。
2019 冠状病毒疾病对脑的影响越来越大，而对使用的脑电刺激物具有抗神经炎症的特
性和/或对脑血流的影响，则是有意义的。此外，如果某些中医疗法和常规药物之间存
在相互作用，这也是国际试验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常规的治疗方法与实
验中所使用的方法是不同的。各位专家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国家政策是同时使用中
医药和常规药物的。
黄璐琦博士在会议上表示，去武汉的首个中医药团队试图减少使用常规药物。研
究表明，利用中西医结合可有效地对抗新冠肺炎疫情，并可以减少常规药物的不良反
应。回答指出，常规药物侧重于药品标准化，不会临时改变药物成分份量。虽然中药
产品也有固定的标准，但在治疗时，临床医生可能会临时改变剂量或调整成分的平衡，
以达到量身定制。然而，会议指出，过去的经验表明中医药相比于常规药物，更具有
灵活性。
为了强调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张卫东博士概述了现有的证据。
他介绍了现有的数据，如下:
n

从 71 项清单中选出 12 项可靠的随机对照试验供专家小组审议，在 79 项队列
研究中有可靠的真实世界证据。

n

关于缩短非重症患者症状消退时间的证据，有 7 项随机对照试验，涉及 1000
多名患者。

n

减缓从非重症到重症疾病进展速度的证据有五项随机对照试验和两项真实世
界证据研究的支持，共涉及 2179 名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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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在 5 项随机对照试验中报告了非重症患者核酸转化所需的时间，共 826 名患
者。

n

有三项随机对照试验和一项真实世界研究，有证据表明非重症患者的住院时
间减少，还有一项随机对照试验和五项真实世界证据研究（11676 名患者）支
持降低重症患者死亡率的论点。

n

一项包含 58 名患者的随机对照试验显示，中医药产品可显著降低危重病例的
转化率、机械通气率和 ICU 住院时间，并缩短症状消退的时间。

n

中医药可以减少资源的使用，也有证据表明中医药可能有助于防止将疾病传
播给密切接触者。在扬州对检疫设施的 5686 人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医药
治疗组 3438 人的阳性感染率为 0.29%，而未治疗组的 2248 人的阳性率为 1.73%。

主席建议将这些数据发表在一份国际期刊上，以期进一步讨论和分析。
与会者认为，目前有足够的数据让本会议作出“谨慎乐观”的判断，中医药可能
有助于治疗新冠肺炎。有人建议对研究进行荟萃分析，以便纳入高影响力期刊，但由
于此类期刊中的草药研究很少，因此不太可能发表。
中医药对活性化合物的理解是建立在对动物数据进行修饰的基础上的。建议对此
进行药理学研究，因为了解这些治疗方法为何有效是很重要的。通过更多地了解有效
药物，就能更多地了解这种疾病。黄璐琦博士说，中医药可以教我们更多关于疾病和
生理学的知识。
随着第二天的讨论结束，主席提醒与会者，第三天的重点是最后的建议。

789=;,,
报告员向与会者总结了前一天的讨论要点。她再次展示了会议的目标和五项预期
成果：中医药在治疗新冠肺炎的功效、安全性、在整个护理过程中是否有益；中西医
结合模式，开展国际研究和与其他国家分享经验的重要性；分享经验教训以及加强国
际合作和医疗系统的建议。

./#
专家们一致认为，所提交的研究采用了恰当和严谨的方法。尽管这些试验涉及不
同的环境，但数据显示，中医药与常规抗病毒药物相结合，既安全又有益。专家们一
致认为，关于中医在降低新冠肺炎轻型和普通型病例加重率方面的益处，有一些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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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的数据。然而，关于中药注射剂对重症病例的益处的证据是有限的，亟需进一步
评估。回答指出，在这方面有更多的数据，但会议只能依据已经提交的研究报告。
主席（Elisabetsky 博士）提交了一套结果、建议和意见草案，供世界卫生组织
及其成员国参考。与会者随后对这些结果进行了讨论，他们承认这些研究显示了中医
药的益处，但呼吁进一步调查这些产品在其他人群中的有效性。与会者指出，所介绍
的大多数试验都是用有商标的中药进行的，这些中药是按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安全
要求以一致的方式生产的。在这方面，大家同意明确表示，协商的结果和建议是以向
会议所提交的材料为基础的。
会议认为，应促进国际合作和试验，报告应符合国际报告标准，以便结果能够令
人更广泛地获取。这可以与中国以外的中医医院一起进行，并与世界卫生组织 TCI 合
作中心合作，确定潜在的合作伙伴来重复最有前景的研究，并进行全面分析。在所有
阶段都必须保证质量管理，而且必须遵守世界卫生组织指南的规范。需要更加明确研
究设计的重点，需要制定一般准则并提供足够的安慰剂。会议要求世界卫生组织考虑
为此目的编写一份技术文件。
随后，专家会议与会者通过了经修正的结论、建议和意见。

012345/#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中方所提交的证据评估报告，从方法学上来说是恰当且
缜密的，并且这些报告确认了当前临床证据的等级，以及在临床试验中使用相关中药
进行干预治疗的安全性。
——专家承认，纳入评估的临床试验包含了不同背景、不同类型患者以及不同疗
效判定指标。
——研究结果表明，除常规疗法外，纳入研究范围的中药能有效治疗新冠肺炎，
且根据临床疗效判定指标显示对轻型和普通型病例尤其有效。
——数据显示，中医药能有效降低轻型-普通型病例转为重症的风险。
——中药注射液治疗重型病例有效的证据有限，尚需进一步的严格评估。
——对于轻型与普通型病例，有振奋人心的证据表明，与单纯的常规治疗相比，
纳入研究范围的中药在作为附加干预措施时，可缩短病毒清除时间、临床症状缓解时
间和住院时间。
——相关中医药的临床试验结果并未证实在疫情期间，使用了中医药总体框架以
外的任何特定植物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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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常规治疗的同时，使用已纳入研究范围内的中医药方法进行干预，不
仅耐受性良好，其安全性相较于单纯的常规治疗亦相仿。
——有振奋人心的证据表明，尽早使用中医药可改善轻型和普通型新冠肺炎患者
的临床预后。
——尽管存在着固有的局限性，但此次评估选定的随机对照试验结果表明，需要
加大对临床试验的投入，以评估这些选定的中药在新冠肺炎疫情管理方面的潜在效益。

建议措施
9€ •‚ƒ„…†‡Gˆ‰Š
——根据子类别进行汇总分析（例如，共有的中药混合配方、单味中药（如果可
用）、个体——症状缓解、症状缓解率/比例、住院时间、ICU 住院天数、转阴率、病
毒清除情况）
——对新冠肺炎后遗症进行回顾性治疗结果（RTO）研究
——使用人工智能来细致审查数据的重要相关性
——探索数据/样本/队列分析的人工智能潜力
L€ ‹Œ•Ž•AGHIZ[ŠŠ
——从开始就重视对研究的设计，特别是重要细节，如样本量、随机分配、盲法
和随访等方面。
——为规范新临床试验制定一般性指南，包括统计和研究设计。
——为内服中药提供合格的安慰剂，以便开展双盲试验
——将中医理论框架纳入试验设计过程，以促进研究结果向实践转化。
——共享临床试验中的原始数据，确保开放性、透明度和共享度，以促进世界范
围内对中医药的认可。
——强化安全数据。
——采取整体控制方法确保临床试验药物批次间的一致性（产品质量控制）。
——将定性测量纳入临床试验设计，以深入了解中医药对新冠肺炎患者的整体益
处。
S€ ‹Œ>•HIZ[‘’kŠ
——按照国际临床研究报告标准（CONSORT 和/或中药配方临床随机对照试验报告
规范 CONSORT 声明扩展）报告所开展的研究, 以便全面准确地评估质量，并确保透明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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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以外的现有中医院开展合作。
——与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合作中心合作。
——确定潜在的合作伙伴，用特定的中成药复制最有前景的研究。
——对组成所研究中药中的各单味药，开展与新冠肺炎相关生物数据的综合分析。
——鼓励对患者实际服用中药剂量中的潜在毒性化合物(如麻黄碱等)进行定量分
析。

对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
专家会给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

——考虑到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演变特性，应及时与成员国分享此次评估的成果。
——鼓励成员国在其卫生保健体系和监管框架中考虑将传统医药干预措施，如中
医药，纳入新冠肺炎临床管理规划中。
——为成员国提供技术支持以在临床实践和进一步研究中应用中医药，
——促进国际临床试验，以进一步评估在新冠肺炎治疗全过程中，采用中医药干
预措施的潜在效益和安全性。
——鼓励成员国考虑中国形成并应用的中西医结合模式（整合医学模式）。

对成员国的建议
专家会给成员国的建议：

——考虑在其卫生保健系统和监管框架内采用中医药管理新冠肺炎的可能性。
——分享经验教训，尤其是从该中医药研究项目中主动获取的经验教训，以及中
国的临床经验。
——在临床和机理研究方面积极合作，以进一步评估并阐明中医药在新冠肺炎管
理中的临床效益和安全性。
——开展合作，在可行的情况下制定一致的方法，完善医疗保健体系，有效管理
当前疫情并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全球疫情做好准备

赞赏
专家会议的与会者:

——对中国专家分享使用中医药与常规医学结合在新冠肺炎管理中所获得的研究
数据和临床经验表达了赞赏。
——对中国政府及其研究人员自 2020 年疫情爆发以来为增进知识、发展新冠肺炎
疗法所做出的巨大投入和所付出的巨大努力表示了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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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进一步开展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的相关研究，目前取得的进展也为国
际协作与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种合作将可以促使中医药更有效、更恰当地用于
新冠肺炎的治疗，进而有益于全人类的健康。
——感谢世界卫生组织为实施本次咨询会所发挥的领导作用。

6%&
会议联合主席感谢所有与会者的贡献，并对中国专家组和口译员深表感谢。所有
参与会议的人都做出了非常有价值的贡献。
黄璐琦博士对有机会向世界卫生组织介绍中国中医药从业者和生产者的努力表示
感谢。他感谢专家们为改进中医药研究提出的宝贵建议，并强调中国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随时准备协助其他国家促进传统医学的使用。
张奇博士代表世界卫生组织向与会者表示感谢，并指出主要结论和建议涉及各种
重要事项。他告诉专家们，世界卫生组织的传统、补充和整医学组还有一个制定世界
卫生组织国际草药药典的项目，并计划提供进一步的文件和指导。
会议于欧洲中部时间 16:20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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