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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肾脏病临床研究的几个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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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医肾脏病的临床研究长期以来争议较多，关键在于临床研究方向不甚明确。基于长期的中医

肾脏病临床研究实践，我们主张将肾脏病分成复合证型，有利于研究的设计与统计分析，可提高临床研究的实

际操作性；治法方面，温阳药的应用、祛风湿法与清热解毒利湿法的鉴别，扶正法的地位，治则的组合及其应用

时点等值得进一步研究。相关中药的研究是较为常见的切入点，临床疗效评价体系尚有待进一步健全。总之，

中医临床研究要从临床需求出发，以问题为导向设计方案，有体系、有步骤的实施，才能提高研究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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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在治疗肾脏疾病方面具有很好的疗效和优

势，受到了广泛的肯定，但中医肾脏病的临床研究却争

议颇大，从研究设计到结论都能得到行业内认可的中

医肾病临床研究少之又少。究其原因，除了研究设计

缺陷和实施操作过程中的不严谨之外 [1]，最重要的是

没有真正明确临床研究的问题。做这项研究的目的是

为了解决临床中什么问题？这是临床研究的意义所

在，而对于临床问题的提炼是广大中医临床医生的短

板。笔者思考如下：

1 证型规律

对于疾病中医证型规律的总结是中医临床常见的

研究方向。中医肾脏病证型规律的研究，不仅可以调

查人群中各证型的分布比例 [2]，还可以通过对患病比

例的探索得到各种证型发病和预后情况，这对于肾脏

病的防治有重大意义，因此，该方向的中医临床研究非

常有意义。“三高”（发病率高、伴发的心血管病患病率

高、病死率高）和“三低”（全社会对慢性肾脏病的知晓

率低、防治率低、伴发心血管病的知晓率低）[3]是肾脏

病的特点，提示了肾脏病治疗的迫切性和复杂性。中

医药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证明，在延缓慢性肾脏病疾

病进展、抑制激素和免疫抑制剂毒副作用等方面有很

大优势。中医将肾脏病的发病机理诠释为“本虚标

实”，病位在肺、脾、肾。“本虚”既涵盖了病位，又包含

气、血、阴、阳，“邪实”包括水湿、湿热、瘀血、浊毒等，所

以中医对肾脏病的辨证是非常复杂的。各时代的医家

对肾脏病的分型都有独到的见解，辨证方法多样，包括

六经辨证、阴阳辨证、病因辨证、脏腑辨证、分期辨证、

本虚辨证、标实辨证等等 [4]，众说纷纭，很难统一。复

杂多样的分型分期可以更好的对临床病例进行诊断分

析，对每一个本虚、标实的因素进行研究，同时对证型

出现频率和规律的研究，对临床的治疗有重要指导作

用。但复杂多变的临床证型，对于开展RCT等证据级

别较高的中医临床研究的操作性很差，患者的纳入和

治疗，很难统一标准，这是复杂分型进行临床研究的一

个弊端。

通过总结临床经验，笔者认为肾脏病基本病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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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概括为“肾虚湿（热）瘀”[5]，在疾病过程中，随着疾病

的进展，各个证型会交替出现，但均离不开“脾肾气虚，

湿热瘀滞”这个大框架，只是在不同阶段，正虚邪实的

侧重不同。肾脏病早期，可由于先天不足、后天失养导

致脾肾亏虚、水湿内停，故偏重于“肾虚湿浊”之证；病

情进展，水湿郁久化热，故偏重于“肾虚湿热”；病情后

期，瘀毒内蕴证型偏重于“肾虚湿瘀”。在疾病的整个

过程中，肾虚始终存在，并且由轻到重，而湿、热、瘀也

同时存在，只是随着病情的进展逐渐明显。所以可以

说肾脏病只有这“一个证型”。

将肾脏病简单的分成一个复合证型，有利于临床

研究的设计，对于患者的纳入较为宽容，容易纳入病

例，并且对于患者的治疗更易统一方药，结果的统计也

更易实施，所以简捷的分型提高了临床研究的实际操

作性。肾脏病是一个难治复杂疾病，临床中变化多端，

简捷分型是否适用于实际患者，还需要进一步论证。

并且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对所有涉及的证型同步进行研

究，我们只能将主要的、常见的、易操作的证型研究透

了，形成经验和范式，就可以拓展到其他证型的研究。

2 治法探索

肾脏病的中医治法探索一直是临床研究的热点，

但大多数仍局限在某个专方治疗肾脏病的疗效研究[6]，

没有能从疾病的规律和药物的特性来归类这种治法的

意义，加上样本量有限，这类的临床研究只能是昙花一

现，不能对临床治疗起到整体指导作用。从目前中药

在肾脏病的运用中来看，这几个治疗点是值得探索的：

①温阳药的应用地位；②祛风湿法和清热解毒、清热利

湿法；③扶正法则的地位；④法则的组合和应用时点。

2.1 温阳药的应用地位

肾脏病以慢性病居多，对于久病体虚，多数学者认

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故对于肾脏病的治疗，尤其

是中后期的肾病，通常以益气养阴、活血化瘀为主 [7]。

但临床中我们也发现，肾脏病患者使用这些药物疗效

并不理想，我们发现还是因为患者阳气不足。阳气不

足的原因可能跟先天禀赋不足、后天饮食失养或久病

损伤阳气有关，而阳气不足一般以脾肾阳虚为主，尤

以肾阳不足为著。肾阳为诸阳之本，阳气温煦功能减

退，经络、脏腑的某些功能活动也因此受到抑制，气血

津液运行迟缓，水液不化、阴寒内盛。故慢性肾脏病

患者也常可见面色晄白，畏寒肢冷，小便清长，舌淡脉

迟缓等症状。对于使用激素的患者，我们也常发现

“有热像方生效”，如果患者使用激素来治疗，患者出

现面色潮红、气虚变粗、皮肤湿疹、舌红苔黄等“热”

象，通常说明激素治疗有效，而如果用后患者仍“波澜

不惊”，则提示激素疗效较差。这也和肾阳不足抑制

脏腑功能有关 [8]。由此可见，温阳药在肾脏病中还是

很有研究前景，应该通过中医临床研究，明确温阳药在

肾脏病治疗中的地位。

2.2 祛风湿法和清热解毒、清热利湿法

肾脏病病机复杂，病程中夹杂的邪实和病理产物

也很多，如何鉴别这些发病因素和病理产物也是中医

临床研究很值得探讨的方向[9]。有些发病因素会转化

为病理产物继续损伤肾脏，而有些病理产物相互之间

很难鉴别，这些都是研究目的。如很多人会误将祛风

湿法和清热解毒、清热利湿法相互混淆，风湿二邪合二

为一作用病体，这里的风湿是外邪，而清热解毒和清热

利湿都是针对热毒、湿热的病理产物而言。水湿、湿

浊、湿热、热毒、溺毒、浊毒[10]等等病理产物如何鉴别和

治疗，也是临床中急需解决的问题，所以这类中医临床

研究也很有必要。

2.3 扶正法则的地位

中医疾病基本病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

凑，其气必虚”，可以看出“正虚”是疾病发病的根本环

节，尤其在肾脏疾病中，肾脏病多以肾虚为主，因而治

疗过程中扶正必不可少，“补益”治疗一直以来也是肾

脏病治疗中不可撼动的方面[11]，所以如何运用扶正法

则也是一个中医临床值得研究的方面。中医的药物治

疗的针对性不足、力度不够，中医调治更多的是从激发

人体自身的愈病机制，这是中医的优势所在。但是扶

正的侧重在何处？补气还是温阳，补血还是养阴？不

可能绝对地单一化、同等化，需要继续深入探索。

2.4 治则的组合和应用时点

对于中医治疗来说，通常不会是一个单纯的治

则。肾脏病病机复杂，治则往往也是扶正祛邪的复合

疗法[12]，而多重疗法如何组合就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方

向。治则的组合通常还是以病机为依据，适当根据临

床经验进行辨证加减，既可治疗现有证型，还可预防可

能出现的并发证型，临床上治则的合理组合和应用时

点是反应医术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这方面的中医临

床研究对于肾脏病的治疗具有很大的指导作用。

3 药物研究

肾脏病治疗的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也常常会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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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作为切入点，最常被研究的是雷公藤 [13]、青风藤 [14]、

大黄 [15]、冬虫夏草 [16]等等。这些中药有较好的基础实

验基础，都可以检索到很多细胞实验研究和动物实验

研究的相关论文，对于药物的成分、结构、病理以及毒

理都有了较深的认识，对于治疗某种疾病的动物模型

疗效也有一定的报道，具备了进行更深层次的临床研

究基础。通过对这类中药的研究，既可以证实药物治

疗肾脏病的疗效，还可以研制某些中成药或者院内制

剂，例如已经广泛运用的雷公藤多苷片[17]等，既可以解

决临床问题，还能创造经济效益。

4 评价体系

肾脏病的中医临床研究方向，除了肾脏病的诊断

与治疗外，疾病的疗效评价也十分重要。因为长期以

来中医临床研究一直为人诟病的就是疗效评价不能

“权威”、“客观”[18]。中医临床研究通常对于疗效的评

价是通过治疗后症状积分来评判是否显效，这就存在

症状积分不统一、没有一个权威的证候量表、实际操作

性差等很多问题 [19]。所以对于肾脏病的疗效评价体

系，也是一个很好的研究点。

4.1 短期疗效和长期疗效的关系

肾脏病与其他疾病不同的地方是慢性病居多，临

床研究不能像其他疾病短期内即可看出疗效，想让患

者的蛋白尿或者肾功能短期内恢复，是非常困难的。

而我们治疗慢性肾脏病的目标是“延缓进展、延迟透析、

延长生命、提高生活质量”，这“三严一提高”很好的概括

的肾脏病的疾病特点，短期内患者可能会出现腰痛、水

肿、头痛等症状改善，但临床诊断指标如蛋白定量、血肌

酐、肾小球滤过率等很难在短期内看出疗效。短期疗

效和长期疗效的判定也是肾脏病临床研究中的难点。

4.2 长期疗效的评价方法

对于慢性疾病如何评价长期疗效，绝不能简单以

一个化验指标来判定[20]。以慢性肾脏病为例，结合我

们治疗的目标，可以通过观察慢性肾脏病从 2期进展

到 3期、从 3期进展到 4期、从 4期进展到 5期、从不透

析进展到透析、从透析到死亡的时间来判断治疗是否

有效。但是可以看出，肾脏病的疗效评价必然是一个

很长期的过程，需要长时间、大样本的统计，才能得到

令人信服的研究结果。

4.3 中西医结合的位点和时点

肾脏病的治疗不是单纯的中医或西医治疗，通常

都是中西医结合治疗。对于并发的高血压、糖尿病、贫

血、血小板凝聚等通常用西医对症治疗。而对于改善

患者的临床症状、降低激素或者免疫抑制剂的毒副作

用，还需要加上中医药治疗[21]。中西医结合的位点和

时点也是临床的研究方向。他们之间不应该是无所谓

如何结合，而是必定有某些时点和位点可以既提高临

床疗效、预防并发症发生，又可以降低医疗成本，减少

患者经济负担，而这样的时点和位点就是我们一直研

究探索的方向。

4.4 简单指标和复合指标

近些年，肾脏病的生物标记物是基础研究的热点，

临床上以肌酐为判断肾功能的指标已经不能满足需

要，所以又发现了胱抑素C、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

质运载蛋白、肾损伤分子-1[22]等等。肾脏病生物标记

物的发现和临床研究将对临床诊断有很大帮助。但我

们还要看到，肾脏病通常病程长、病情复杂，患者性别

年龄和自身生活质量情况各不相同，是否可以简单通

过某一个生物治疗来判断疾病病情？这也是我们可以

研究的一个方面。

4.5 生物学指标和社会学指标

临床研究最终是要解决临床问题，所以肾脏病患

者的诊治不但要通过生物学指标来判断，也要通过社

会学指标来评价 [23]。一个 20岁慢性肾炎的患者和 70
岁肾炎的患者诊治方案绝不会相同，一个年轻无基础

疾病的慢性肾衰竭的患者和一个70岁有高血压、糖尿

病的慢性肾衰患者的症状表现和治疗也不能一样，所

以从实际出发，肾脏病的中医临床研究不但要从生物

学指标着眼，也要考虑社会学指标。

5 展望

除了以上几个方面，中医肾脏病的临床研究方向

还有很多，包括慢性肾衰时高尿酸血症的治疗、慢性肾

衰病人高血压的管理、低蛋白饮食治疗时中医药的促

氮平衡作用、慢性肾衰控制中全程中西医结合治疗策

略、中西医指南和共识的临床应用等，还有中医治疗中

的经验细节问题，如中医治疗时蛋白尿降至多低才有

助于保护肾功能、不“依赖于降蛋白尿”的作用的中药

保护肾功能方法等等。

中医临床研究不是单纯的数十例病例的疗效评

价，首先要提出临床需求，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带着问

题去设计方案，就会有方向、有体系、有步骤的去实施

中医肾脏病的临床研究，但有两点是需要明确的：肾脏

病的临床研究需要多中心、长疗程、大数据；肾病的基

础研究需要现代技术、更需要切合中医特色，这是不可

偏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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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ral Key Issues on Clinical Research Direc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Kidney Disease

Zhao Jing, Sun Wei

(Department of Nephrology, Jiangsu Province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anjing 210029, China)

Abstract: Clinical research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kidney disease is controversial for a long time due to
the unclear clinical research direction. Based on the long-term TCM clinical practice of kidney disease, we proposed that
the kidney disease should be simply divided into a composite type, which was easier for the research design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It also improved the actual practical ability in the clinical research. In the treatment aspect, further
research should be conducted on the application of warm medicine, method of eliminating wind-dampness, method of
clearing heat, detoxify and removing dampness, the role of strengthening the body resistance, as well as the combination
of therapeutic principle and its application time. Related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research is a common breakthrough
point. The clinical efficacy evaluation system should be further improved. In a word, TCM clinical research should be
from the clinical demand and followed by problem-oriented design. The implementation should be systematic and step by
step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research level.
Keywords: Kidney diseas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linical research, regularity of syndrome types, therapy explo⁃
ration, drug research, evalu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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