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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论坛·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国际合作项目
立项情况分析与思考
张子隽

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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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咏梅

【摘要】 本文通过分析中国中医科学院 2006－2017 年立项的国际合作项目，从合作类型、合作国
别、热点领域等方面进行计量分析，对该院国际合作的规模、合作成果、合作特点及趋势进行解读，为
科技管理人员及科研人员开展国际合作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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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的国际合作是中医药国际化的必然要

国别、研究领域等方面的内容进行计量分析，总

求和有效途径。然而，在中医药走出去的过程中，

结合作特点及趋势，为决策者、广大科技管理人

面对国际上对中医药安全性、有效性所存在的质

员提供决策、投标立项参考，为中医药科研人员

疑，需要加强海外对中医药的深入了解，充分利

有的放矢地开展国际合作提供借鉴。

用世界科技资源，推动中医药理论、文化、服务
和产品走向世界，这对于解决制约中医药发展的
[1]

1

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瓶颈问题，促进中医药创新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

1.1

笔者通过对中国中医科学院 2016－2017 年立项的

所属 7 家研究单位(中药研究所、针灸研究所、中

国际合作项目进行统计，并对项目的类型、合作

医基础理论研究所、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

DOI: 10.3760/cma.j.issn.1673-4246.2018.01.001
基金项目：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一带一路”合作专项
（GH2017-09）
作者单位：100700 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国际合作处(张子隽、
宋坪、张咏梅)；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情报研究室
(刘扬)
通信作者：刘扬，Email: dingmm0727@163.com

数据来源：收集中国中医科学院院直机关及

医学实验中心、中药资源中心、中医药信息研究
所)、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广安门医院、西苑医院、
望京医院、眼科医院)的科研或管理部门提供的
2006 年 1 月－2017 年 7 月获批立项的各级各类项
目统计表、年度科研成果报告、合作项目任务书及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合专项工作进展报告(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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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来源：国际组织(WHO/国际工程院组

发展规划(2016－2020)》及本院“十三五”规划，

织)，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

首次设立支持中医药国际合作的专项基金，使得

务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国务院台湾办公

2017 年新增 27 项院级项目。此外，2017 年获批

室、国家自然基金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国

商务部援外项目增至 12 项，促使 2017 年国际合

中医科学院级、附属医院和研究所级项目。

作项目数激增。

1.3 分析方法：通过 Excel 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2.2 项目类型及经费分析：从横向看，中国中医科

以表格方式表示。

学院所承担的项目主要分为 6 大类：
科研类(64 项)、
援外培训类(42 项)、国际会议类(11 项)、中医药

2

标准类(19 项)、合作中心类(6 项)、文化类(6 项)。

结果
共汇总 12 家单位各级、各类项目共计 148 项

科研类是指有明确外方合作单位，以联合研究中

(不含选派科研或临床人员出国接受教育培训类

医药为目标的项目。援外培训类，指由国家商务

项目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艾滋病专项)。

部、科技部立项支持、对发展中国家传统医学管

2.1 时间数量趋势分析：2006 年以来，中国中医

理或执业人员提供中医药培训类项目。国际会议

科学院及其附属各单位获批各级、各类的国际合

类，指项目主要内容、方式为在境内外主承办中

作项目数基本呈逐年增加态势。2008 年，中国中

医药领域的国际会议类项目。中医药标准类项目，

医科学院与奥地利欧亚太平洋学术网(该网建于

指与具有行业权威性国际组织及区域性国家组

2000 年，由奥地利科技部及成员单位赞助。全球

织，开展中医药国际标准化合作类项目。合作中

共有 162 个成员机构，中国中医科学院于 2005 年

心类，指通过与境外相关机构合作，在海外建设

加入该机构)开启了第一阶段中奥项目合作，中国

中医药中心类项目。文化类项目，是指通过制作

中医科学院附属 6 家单位与欧亚太平洋学术网下

和出版多种形式、载体的中医药文化知识相关资

属 6 所大学以中医药治疗老年性疾病为目标共同

料，举办中医药国际文化论坛、中医药文化巡展

开展了 10 项子课题的合作研究，使该年合作项目

和中医药知识海外巡回讲座等活动，在国际上宣

数明显增长，见表 1。

传推广中医药类项目。

表1

中国中医科学院 2006－2017 年立项数量表

纵向看，项目主要来自国际组织 2 项、部级项
目 76 项、局委级 21 项、院所级(含自主选题)49 项。

年份

立项数

年份

立项数

2006

1

2012

6

在项目类别中，中国中医科学院所承担的科研类

2007

8

2013

13

2008

14

2014

14

项目数最多，经费以科技部项目经费额居首位；

2009

4

2015

17

从批准立项单位看，商务部的援外培训项目数量

2010

11

2016

13

最多，且呈逐年上升趋势。见表 2。

2011

7

2017

40

2.3

主要合作国家、机构及研究内容：据统计，

自 2012 年以来，中国中医科学院承担项目数

与中国中医科学院开展合作的国家，遍布欧洲

呈上升态势。2015 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根据“一

(41 项)、亚洲(13 项)、美洲(9 项)、非洲(2 项)

带一路”战略目标，首次设立支持中医药国际交

及大洋洲(2 项)。2006－2017 年，与中国中医科

流与合作的中央财政专项，中国中医科学院于

学院开展国际科技合作的主要地区为欧洲，其次

[2]

2015 年承担 3 项、2016 年承担 2 项 。2016 年底，

为亚洲、美洲。以下主要列出其中合作有连续性

中国中医科学院根据国家《中医药“一带一路”

的 4 个国家、研究机构及合作内容。①奥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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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奥地利的合作项目位列首位，2005－2017 年中

匈牙利的合作建立了以自身免疫性疾病特异性基

国中医科学院及附属单位与奥地利欧亚太平洋学

因为靶标的新药筛选技术平台，通过引进技术，

术网下属的 6 所大学共开展 3 个阶段合作，内容

有效解决自身免疫性疾病候选药物有效性预测准

涵盖中医药的基础理论、中药、临床研究等领域。

确性低、药物筛选难度大等新药创制过程中的关

②美国：与美国的合作方主要是美国国立卫生研

键技术问题。与澳大利亚合作研制出“塞络通胶

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分别于

囊”，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是中国国内第１个符合

2013－2015 获批科技部国际合作专项，于 2015－

国际规范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临床试验

2016 年连续获批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合作专项，合

研究，为我国首个在海外生产注册的创新中药。

作目标是探索中医药对肿瘤复发和转移的防治作

②援外培训类：2007 年 9 月－2017 年 7 月，项

用，筛选不同治法中药干预肿瘤干细胞后发生变

目承担单位承办了商务部援外培训项目 37 项，共

化的目标基因，探索中药不同治则对肿瘤的整体

培训发展中国家卫生领域管理者、传统医学从业

调节作用。③匈牙利：与匈牙利的合作机构是佩

者近 800 人次，涉及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内容涵

奇大学的免疫及生物技术系，项目承担单位分别

盖中医药文化、中医药诊断治疗方法、临床应用

于 2010 年、2013 年获批科技部国际合作专项，内

及疗效、优势病种特色疗法，以及中医药养生保

容是中药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研究。④澳大利

健等内容 3 。援外培训项目提升了周边国家对中医

亚：2003 年与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辅助医学研究

药文化及知识的关注度，促进传统医学从业人员

中心开展中药治疗肠易激综合征、血管性痴呆等

使用、推广中医药，增强了被援助国传统医学管

慢性病的药效研究，其中以“抗中药塞络通胶囊

理人员的管理技能。③标准类：无论是中医药产

的研究”为重点研究内容。

品还是服务，要得到更多国家认可，标准的提升不

2.4

国际合作成果：本文重点分析科研类、援外

可或缺 4 。截止 2017 年 7 月，由中国中医科学院专

培训类及标准类的合作成果。①科研类：在 64 项

家主持制定 7 项国家标准(人参种子种苗、中药材重

合作项目中，与奥地利、美国、匈牙利、澳大利

金属限量、中医药学语言系统语义网络框架、中医

亚的合作较有代表性。通过与奥地利近 10 年的合

药文献元数据、中医药信息标准体系框架与分类、

作，双方构建了基于中医药治疗慢性病的理论体

针刺操作的语义分类框架标准、中医临床术语系统

系、物质基础、作用机制及临床研究四大协作平

分类框架)，实现了中药国际标准的零突破。其中

台。与美国 NIH 的肿瘤研究助推项目承担单位牵

“人参种子种苗国际标准”是首个 ISO 中药国际

头建立了国际中医药肿瘤联盟(International

标准；“植物类传统药材的重金属国际标准”，给

Consortium for Chinese Medicine and Cance,

出了中药材重金属危害风险评估方法，为中药材

ICCMC)，出版了《恶性肿瘤中医诊疗指南》。与

重金属含量的最高限额提供了参考，消除了中药

表2

[ ]

[ ]

2006－2017 年中国中医科学院所承担的各级项目、经费额及所占比例

拨款单位类别

拨款单位

经费(万元)

所占比重(%)

国际组织

国际组织

2

51.2

0.5

国家部级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2

75.0

0.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台办

3

15.0

0.2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部

34

4 078.0

45.7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37

3 300.0

37.0

5

228.0

2.6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16

770.0

2.9

中国中医科学院及各二级院所

49

912.0

10.2

局委级单位
研究院所

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

立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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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国际贸易中重金属技术壁垒，对维护中医药的
[5]

国际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
2.5

合作开发疗效确切、质量标准完善、安全、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新药作为国际合作的主要目标。

合作热点领域：根据中国中医科学院学科目

录，64 项科研类项目又细分为中药(35 项)、临床

4 结语

(19 项)、基础(5 项)、针灸(4 项)、综合(1 项)5 类。

中国正在构建以自主研发为主、兼顾开发合

在科研分类中，中药领域的合作最多，包括药效机

作的科技创新模式。中医药要进入主流医学需遵

制研究、有效成分筛选、质量控制、安全性评价等。

循此模式。通过国际科技合作，统筹运用国内外

这些研究项目涉及中医药机理的阐明和中医药防

资源，全方位、多层次吸引全球人才、技术、资

治重大疑难疾病等问题，同时，也是世界补充替代

金等资源，必将有助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 10 。
[

医学领域关注的重点 6 。针灸领域的合作相对较
[ ]

少，不符合欧美国家已对针灸立法的现实。

]

随着国家对中医药支持力度的提升，中国中
医科学院作为国家级中医药科研单位应承担更多
种类国际合作项目，为中医药国际化做出贡献。

3

国际合作项目存在的问题

利益冲突申明

本文未涉及任何利益冲突

3.1 合作类型：相对于科研类、援外培训类项目，

作者贡献声明

张子隽：论文设计、执笔；刘扬：数据的统计分析；

合作中心类、文化类和标准类项目起步较晚、数

张咏梅、宋坪：收集资料、对文章的知识性内容进行审阅与修改

量较少、合作成果不显著，此类项目涉及中医药

参

的话语权、主导权等国家利益，距《中医药合作
和交流中长期规划纲要 2011－2020 年》提出的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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