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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医学已引起了医药卫生领域的重大变革，

果，指出问题，为未来的报告规范制定工作提供可

并在全球普及推广，改变了医学决策和实践的传统
模式，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国循证医学的发展在

借鉴的思路[10]；《真实世界研究中如何关注中西药
相互作用的安全性评价》一文针对目前临床中西

本刊主编李幼平教授的倡导、带领下多年来取得长
足进步，影响深远。随着循证医学广植于医药卫生

药普遍合并使用的现状，提出在真实世界研究中应
该基于医疗系统互通的大数据分析、与精准医疗、

领域的各个方面，循证中医药研究[1, 2]近年来也茁壮
成长，国际关注度得到显著提高，中药复方临床随

主动监控等前瞻性设计方案相结合来对中西医药
物联用的安全性进行评价[11]；《中药新药临床试验

机对照试验报告规范的发布也极大推进了中医药
循证研究的规范化和国际化进程[3]；越来越多的中

中安慰剂的模拟效果评价》一文以中药临床试验
中安慰剂的模拟为切入点，通过一个实例评价中药

医药临床研究成果在国际高水平医学期刊上发表，
为中医药循证临床实践指南的制定提供了基础[4, 5]。

安慰剂的模拟效果及盲法实施中存在的实际问题，
为中药安慰剂的效果评价及临床试验施盲操作提

值得指出的是，中医药的特殊性必将使得循证中医
药的发展呈现复杂化、多元化的特点：① 如何制定

供方法学借鉴[12]；《研制中医学不良反应编码术语
集》一文基于当前中医学不良反应编码术语的编

中医药多元化治疗手段的报告规范，如推拿、拔
罐、刮痧等？② 如何制定中医药临床试验注册报告

制现状，提出制定国际公认的中医学不良反应编码
术语集的基本路径[13]；《从循证视角观小儿推拿的

规范和实践指南的报告规范？③ 如何理性分析和
利用中药复方（经典名方）新药上市前数十年（甚至

机遇与挑战》一文系统阐述全球小儿推拿的种类
及其在新生儿生长、情绪问题、疼痛、呼吸系统、消

数千年）的人用历史的数据[6]？④ 如何解决中药复
方新药（或中药注射剂）临床试验中安慰剂模拟的

化系统、黄疸、大脑神经系统等领域的循证应用[14]；
《大数据技术在中医药领域中的应用现状及思

难点？⑤ 具有中国特色的大量中西药联用的真实
世界研究如何关注疗效和监测安全性[7]？⑥ 如何关

考》一文关注大数据在中医药领域中的循证应用
现状[15]；《中医药动物实验系统评价的 PubMed 文

注中药复方新药国际临床试验中对中医“证候”的缺
失？⑦ 如何促进中医药临床试验数据共享，提高

献检索策略和实践》一文采用示例剖析的方法，展
示了如何在 PubMed 数据库中进行中医药动物实验

临床试验的透明化[8]？为深入探讨循证中医药的理
论与实践，由本刊刘玥编委组织和邀请前沿研究团

系统评价的检索策略[16]；《中西医结合老年医学研
究：进展与思考》一文以全球老龄化为切入点，较

队撰写系列文章，探讨循证中医药学研究领域的重
要热点问题。

为全面地阐述了老年医学在中国的发展及中西医
结合老年医学发展现状，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17]。

该专题刊登的 9 篇文章集中展现了循证中医
药领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研究近况。《活血化瘀

这 9 篇专题文章，主题多样，述议结合，展示
了循证医学在中医药各个领域的应用现状和前沿

药物防治冠心病：循证与展望》一文以中西医结
合领域代表性重大研究成果为切入点，梳理了 60

问题，在循证医学时代发出中医药的声音，希冀为
推动中医药循证研究的规范化及国际化进程做出

余年来活血化瘀中药防治冠心病的系列临床循证
证据，并为未来的深入研究指明了方向 [9]；《中医

尝试。

药临床研究报告规范体系的研究》将目前中医药
临床研究报告的规范做了较为完整的整理，肯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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