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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病异治与异病同治是中医治疗的两个法则#而同证异

不是针对同一疾病的不同证候而采取的不同治法#而是针对

治的提法却很少见#在古籍当中也未见明确记载#但是无论是

同一证候的标本之别而采取相异的治法#达到相同的治疗目

从理论的角度还是临床的角度#同证异治都是客观存在的#也

的#他认为同病异治不是中医治疗学的普遍规律#而应用范围

应是中医治疗的法则之一#且近年来陆续有所研究$ 现将近

主要是标本互见之证$

($ 年的有关研究总结归纳如下%

(!同证异治的理论依据
对于同病同证异治#一氏 &&' 认为#疾病同#证也同#但由于

%!同证异治的内涵及与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辨证关系
&%#('

认为#同证异治是指用不同的方法治疗相

地理+水土的不同#或素体的强弱+情志的忧乐#因而病机上有

认为同证异治#即是指%多种具体治法和与之

区别#治疗也就不同$ 张氏 &%$' 则认为同病同证如异质或异因

相应的多种疗法及其体现形式#或一种具体治法和与之对应

则应异治$ 孙氏 &(' 则从证与治的关系出发#阐述同证异治内

的多种疗法及其体现形式#均可治疗某一特定的证候并获效$

涵#认为同证之所以异治是因为证形成中遗漏了许多与治疗

舒氏和孙氏
同的证$ 万氏

程氏

&)'

&+'

则认为是( 用不同的方法调理相同的病机) $ 其含义

有关的重要因素#诸如体质+性别+年龄+职业+居住环境+发病

应包括异病同证异治和同病同证异治两个方面$ ( 不同的疾

时令等#诸如此类#要求我们对相同证型的不同个体采取同证

病#虽然表现的证相同#但治法和方药仍有不同#此即异病同

异治的方法$ 李氏 &%%' 提出#证同病不同治有不同#证同病同

证异治*疾病相同#所表现的证也相同#但却可以用不同的治

治有不同#病同人不同治有不同#亦认为同证异治分异病同证

法或方药达到使疾病痊愈的目的#这就是同病同证异治$) 相

异治和同病同证异治两种情况$ 对于异病同证异治#是因为

对而言#前者是常法+定法#后者是变法+活法*前者体现了辨

病变基本矛盾的不同#决定了传统辨证下的同证#在微观病理

证论治的原则性+普遍性#即同证因异病而必定有异治之处#

改变上必有不同之处$ 临床上也必然相应而异#从而必须异

后者反映了辨证论治的灵活性+特殊性#即同病同证也可异

治$ 舒氏 &%' 具体从病因不同+病理不同+病位不同+症状不同

&#'

提出同证异治#亦包括同证一法而多方$ 因为

) 个方面做了说明#认为这种异病同证异治实质上体现了异

药物有性味相近+功效相若+可取而代之者#医者有经验不同

病异治的精神$ 赵金铎 &#' 提出%( 证候的内容常由一种或多种

而遣药组方不一者#此皆为一法多方之由#亦可在同一治法的

病机要素所构成#这是一切证候赖以存在的基础$ ,,临床

治$ 赵金铎

指导下#因人而异#随证而施$ 衷氏等

&"'

从异病的角度提出同

所见的具体证候#多半以复合的形式出现$) 构成证候的各因

证异病#因主症+次症及特征性表现不同#治疗大法虽同#具体

素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环环相扣#结为一体$ 故断其一个或

应用及方药有异即所谓同证异治$

多个环节#则可能导致证候解体#而针对不同环节的治法自不

&)'

认为同病异治+异病同治是辨证论治规律中的普

相同$ 证候既是多因素多环节之高度整合#就可能难以反映

遍形式#而同证异治则是在辨证论治规律上进一步发展出来

病情之全貌#仅反映疾病某一层次之本质#而更深层次之内部

程氏

的特殊法则#是一种特殊形式$ 孙氏 &(' 认为同证异治是同病

联系不能全面揭示$ 是故同一证候#其内部关系尚有差异#而

异治+异病同治的补充#只有三者之和才能概括辨证论治的全

治法因之各异$ 机体自身调节作用#作为治疗方案中的一个

部外延#三者相辅相成#使辨证论治的内容更加得以完善$ 一

重要因素#在临床过程中往往易被忽视,,治疗不求除恶务

氏 &&' 将同证异治作为同病异治+异病同治 ) 种情况中的一种$

尽+斩草除根#缘于机体自身之调节功能可依赖也$ 而同证异

同证异治与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区别在于是从辨证出发还是

治正是借此机能#在证候解体之后#以终其善$

从辨病出发#从辨证出发可以同病异治+异病同治*以辨病为

+!同证异治的实验研究

中心#可以异证同治+同证异治 &,' $ 另有学者 &-' 认为同病异治

- &--

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同证之间是有区别的$ 如上海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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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于 %-&- 年发现同是阴虚火旺证#%$ 例心火旺者尿儿茶酚

同证异治是临床上客观存在的#深入探索同证异治取效

胺值高于正常值#尿 %& 羟值正常#而 %% 例肝火旺者尿 %& 羟

的原因#找出规律#既可以更好地指导临床治疗#而对中西医

值高于正常#尿儿茶酚胺值正常*" 例心肝火旺者#有 ) 例尿

结合尤其是病证结合在理论上的探讨也有重要意义#更重要

%& 羟值和儿茶酚胺均增高 &%(' $ 有学者还从病与证的结合上

的是还可进以一步完善辨证论治理论体系$

指出异病同证必须异治$ 如王阶等 &%+' 提出#血瘀证因病种不

!

但就笔者所及#对此进行的研究甚少#特别是机理的研究

同#症状体征和实验室检查都反映出差异$ 如舌质紫黯+舌下

不够深入$ 因此笔者认为#在当前#西医诊病中医辨证的治病

脉曲张+口唇齿龈暗红等是血瘀证的共同表现#但显示该病特

模式在临床上被广泛应用#而在证候研究过程中#当单纯从证

异反应和指导临床用药的却是另外的体征$ 如冠心病心绞痛

候进行研究难以找到研究的切入点#从异病同证异治的角度#

是其特异症状*脑栓塞和脑出血#以肢体麻木+瘫痪为特征*干

采用病证结合的证候研究思路#深入探索异病同证异治取效

燥综合征则以口燥渴+但欲漱水不欲咽为特征*妇科疾患以经

的原因和规律#有望决解决上述证候研究面临的困境#从而使

血色黑而有血块为特征$ 在血液流变学检查上#同是血瘀证#

中医证的研究在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手段的同时也不脱离

因病种不同而有差异%如冠心病心绞痛多表现为全血粘度和

中医特色$

血小板异常型血瘀*脑栓塞和脑出血多表现为血栓型血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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