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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讲座·
如何撰写高质量的流行病学研究论文
第一讲 观察性流行病学研究报告规范——ＳＴＲＯＢＥ介绍
王波詹思延
【导读】观察性研究是流行病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用于探索和检验疾病与暴露之间的
因果关联。观察性研究报告应当提供评价研究潜在偏倚和研究结论适用性的重要信息。不完整、不
规范的报告会限制对研究有效性的评价。本文分析了影响观察性流行病学研究有效性的主要因素，

在此基础上特别介绍了国际上为改善观察性研究论文的质量而建立的报告规范——加强观察性流行
病学研究报告的质量（ＳＴＲｏＢＥ）的制定过程及清单内容。
【关键词】观察性研究；质量；偏倚

加强观察性流行病学研究报告的质量（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和研究对象对源人群的代表性【２１。在研究报告中区别研究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印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ＳＴＲＯＢＥ）是

人群（目标人群）、样本人群（即目标人群中被选择纳入研究

由流行病学家、方法学家、统计学家、研究者和编辑组成的一

的人群）和分析人群（样本人群中可以获得数据从而纳入分

个国际性合作小组共同起草，主要目的是为观察性流行病学

析的人群）有助于读者评价结果的适用性，即研究结果对哪

研究论文提供报告规范，从而改进这类研究报告的质量。

个人群有效及可被推广的程度。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ｏｆ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１．影响观察性流行病学研究有效性的主要因素：在评价

观察性研究常常基于暴露组与非暴露组或疾病组与非

任何一个观察性流行病学研究结果时，主要的问题是判断观

疾病组之间的比较。为了获得有效的结果，正确选择比较组

察到的暴露与疾病之间的关联是否有因果关系，即这种关联

是很重要的¨ｏ。以病例对照研究为例，病例组的暴露状况应

是否由偏倚、随机误差或混杂所造成。选择研究对象的途径

与除不患有目标疾病以外其他方面均与病例组相似的人群

（选择偏倚）或信息获得的方式（信息偏倚）都有可能造成偏

的暴露状况进行比较。理论上，通过对源人群进行随机抽样

倚。当研究样本比较小的时候，随机误差就会产生重要的作

可以获得一个最好的对照组，但在实际的研究中很难实现。

用。同时，一个观察到的关联还可能是由于混杂因素的分布

这样一来，判断样本人群的选择是否引起偏倚就成为一个重

在比较组之间不一致且未进行统计学调整造成的。此外，还

要问题。读者需要知道研究人群和样本人群在年龄分布、居

需要判断研究结果的适用性。

住地、居住时间、种族和民族等方面的详细描述，以及样本人

影响观察性流行病学研究有效性的主要因素及当前报
告中存在的问题如下¨一：
（１）研究设计的选择：研究设计的选择直接影响着研究

群和分析人群的数量，从而能够确定样本人群是否为研究人
群的一个随机样本，即研究人群里的所有个体具有同样的概
率被选择进入样本人群。

结果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地回答研究问题。观察性研究

研究对象较少参与或不应答，可能威胁到研究结果的有

的主要设计类型是病例对照研究、队列研究和横断面研究。

效性，即无应答偏倚（ｎｏｎ—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 ｂｉａｓ）。一个高质量的观

研究设计的选择受诸多因素影响，如疾病／暴露是否罕见，时

察性研究报告应当描述研究对象的应答情况，但Ｓｌａｔｔｅｒｙ

间顺序是否已明确，是探索还是检验病因假设，是研究一种

等¨１注意到在已发表的研究报告中判断应答情况很难，因为

疾病的多种可能危险因素还是一种暴露的多种可能后果，可

各个研究在如何报告应答水平方面一致性很差，在应答的报

以使用的资源有多少（时间、经费和信息）等。因此，高质量

告方面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ｏ。ｏｌｓ。ｎ∞１对病例对照研究

的研究报告应当阐明选择研究设计的理由，以便读者能够判

的应答状况进行的综述也证实了这一点。

断这种选择是否合理。

观察性研究需要谨慎地确定样本量。样本量应该足够

（２）研究人群的定义和研究对象的选择：研究人群和研

大以使研究能够发现重要的关联，但又不能过于大以至超过

究对象的选择直接影响研究结果的代表性、适用性以及选择

所需要的。读者可以根据把握度和实际理由（如无应答率、

偏倚和随机误差的作用。一个研究的代表性取决于源人群

亚组分析等）判断样本大小是否合适。
（３）暴露或结局的测量：数据收集过程中，暴露或结局测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８３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生
统计学系
通讯作者：詹思延，Ｅｍａｉｌ：ｓｉｙａｎ—ｚｈａｎ＠ｂｊｍｕ．ｅｄｕ．ｃｎ

量工具的有效性可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信息偏倚，这种偏倚
是流行病学研究结果发生变异的一个重要来源。在病例对
照研究中，如果病例组和对照组使用同一个测量工具，则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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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非差异性错分偏倚。这种情况下，估计的关联值向无效应

缺陷，那么系统综述结论的真实性也会受到影响。然而，当

的方向偏倚。如果病例组和对照组的错分是不同的，则偏倚

前的调查表明［７］，即使在主流的医学期刊上，一些观察性流

的效应可能是夸大或缩小真实效应，甚至估计的关联与真实

行病学研究报告仍然存在着诸多的缺陷和不完整，从而导致

效应方向相反。如在病例组使用问卷进行暴露状况评价，而

可能错误的结论。因此，观察性流行病学研究必须完整、详

在对照组通过电话访问的方式。在队列研究中，如果一组使

细的报告与研究结果、偏倚、适用性等密切相关的重要内容，

用的是死亡证明而另一组使用健康保险资料，同样可能出现

使读者能够对研究的内部和外部有效性进行评价。这就需

差异性错分。通常，如果数据收集方法已经在预试验里进行

要规范观察性研究报告。

了验证，或者已经有研究对测量方法的有效性进行了评价，

２．ＳＴＲｏＢＥ的制定过程：

那么数据收集的质量会得到改善。因此，为了评价错分是否

２００３年，一些流行病学家、方法学家和医学统计学家提

发生以及由此导致的偏倚及其类型，读者需要知道数据收集

出ｓＴＲｏＢＥ项目¨“。他们通过检索数据库、查找参考文献

方法在两个比较组间是否一致，以及这种方法的有效性研究

等进行相关文献的汇总，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可能纳入观察

结果等信息。

性研究报告的条目表（草案清单）。这些条目在队列研究、病

在处理计量暴露时，研究者通常采用选择切点（ｃｕｔｏ“）

例对照研究或横断面研究中是重要的成分。２００４年９月在

对暴露进行分组。读者常常需要知道这种情况下是如何将

英国Ｂｒｉｓｔｏｌ大学召开第一次国际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就

计量资料转化为分类变量资料（通常是等级资料变量）的，以

是对草案清单中的每个条目进行讨论以达成共识。同年１２

及这种分类的依据。这对研究结果的解释以及研究之间的

月在伦敦，根据对第１版的意见和建议对草案清单进行修

比较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Ｐｏｃｏｃｋ等ｏ“在一些主流期刊中

改，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第２版清单。同样起草第３版时又考

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４２篇研究报告中有２０篇没有对计量

虑了进一步的评论和意见。由于观察性流行病学研究常常

暴露的分类情况以及分类依据进行报告和解释。

包含数种研究设计和诸多的主题，因此建议将ｓＴＲＯＢＥ限定

（４）统计学分析：统计学分析提供研究的主要结果，并有

在三种研究设计（队列研究、病例对照研究和横断面研究），

助于判断混杂对研究结果的影响。首先需要一个数据的详

并制定出一种通用的格式。以后可以进一步扩展到其他的

细描述，包括应答率、入选研究人群数量和纳入分析人群数

研究设计，如巢式病例对照研究（ｎｅｓｔｅｄ

量；之后需要反映疾病与暴露之间关联的分析和根据可能的

专门的主题领域，如遗传分子流行病学。同时，ＳＴＲｏＢＥ的

混杂变量分层分析的结果，其他统计模型的分析结果以及结

制定还是一个不断更新的过程，工作小组会根据评论、评价

果中由机会可能造成的差异。

和新证据定期推出更新的建议版本。

混杂可能是影响观察性流行病学研究结果真实性最重要

ｃ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０１

ｓｔｕｄｙ）和

３．ｓＴＲＯＢＥ清单内容：

的原因【８］。在混杂变量的控制方面，需要向读者交代潜在的

ＳＴＲｏＢＥ清单所涉及的条目分为题目和摘要、前言、方

混杂变量是如何选择的（如事先确定、事后选择或统计分析发

法、结果和讨论５个部分，共计２２个条目。其中题目和摘要

现的）。在效应修正的报告方面，应使读者知道这种效应的

１个条目，前言部分包括背景／原理和目标２个条目；方法部

“异质性”是否经过了统计学的检验。Ｐ０００ｃｋ等ｏ“的调查发

分包括研究设计、研究现场、研究对象、研究变量、测量、偏

现，６７篇对潜在混杂因素进行控制的研究报告中，大多未提及

倚、样本大小、统计方法、计量变量和资助情况等１０个条目；

潜在混杂因素是如何选择的。在３４篇声称发现了可能的效

结果部分包括研究对象、描述性资料、结局资料、主要结果和

应修正的报告里，只有８篇进行了交互作用的统计学检验。

其他分析等５个条目；讨论部分包括重要结果、局限性、可推

此外，观察性研究常常探讨几个暴露、结局或亚组存在

广性和解释等４个条目。所有条目针对三种主要的观察性

的关联，可能导致对假设的多重检验和假阳性结果概率增

研究类型（病例对照研究、队列研究和横断面研究）提出了各

多。在许多研究中【９ Ｊ，有２０％或者更多的结果可能有错误，

自的报告要求，其中通用的要求进行了合并，无法合并的则

远远超过了预期５％的假阳性概率。应向读者表明研究者对

各自表述（表１）。

多重检验可能导致的问题。

目前已有两家流行病学期刊（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和ｔｈｅ

（５）讨论部分：该部分集中体现作者的研究结果与现有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在给作者的建议里

观点、已有的研究结果是否～致，研究可能的偏倚和设计、数

推荐使用ｓＴＲＯＢＥ清单。国际医学期刊编辑委员会已把

据收集及统计分析方面的缺陷等，这有助于读者对该研究的

ＳＴＲＯＢＥ列为“生物医学期刊投稿的统一要求”。关于

偏倚、随机误差、混杂及结果的适用性做出最终评价。另一

ＳＴＲＯＢＥ的更多背景和详细内容可以从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ｒｏｂｅ．

方面，伦理学问题在流行病学研究中日益受到关注¨…。可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ｏｒ州获得。

见，观察性流行病学研究资料不完整妨碍了对研究结果的严

毫无疑问，随着ＳＴＲＯＢＥ的不断改进与广泛应用，特别

格评价与合理解释，并且使得循证医疗卫生和预防实践更为

是ｓＴＲＯＢＥ清单解释与说明文件的推出，观察性流行病学研

复杂。对研究质量的恰当评价，是进行干预研究和观察性研

究的报告将进一步全面、完善，从而改善观察性研究实施的

究系统综述及Ｍｅｔａ分析的重要步骤，如果“原始材料”就有

质量和结果评价，最终导致更科学的医疗卫生和预防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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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条目

ＳＴＲＯＢＥ声明：必需项目清单

题目和摘要

队列研究

第３版

（２００５年９月）

病例对照研究

１①在题目或摘要中有“队列研究”

横断面研究

①在题目或摘要中有“病例对照研究”

①在题目或摘要中有“横断面研究”

②摘要应当是全文的一个内容丰富、结构化的摘要，包括了清单里的重要项目
前言
背景／原理

２对所报告的研究背景和原理进行解释

目标

３阐明研究目标，包括任何预先确定的假设

方法
研究设计

４陈述研究设计中的重要内容，如果文章是来自正在进行研究的系列文章之一，应陈述原始研究的目的

研究现场

５描述研究现场、数据收集的具体场所和时间范围

研究对象

６

研究变量

①描述纳入和排除标准，研究对象①分别给出病例和对照的纳入和排除标描述纳入和排除标准，研究对象的
的来源和选择方法
准，来源和选择方法
来源和选择方法
②描述随访的时间范围和方法
②给出精确的病例诊断标准和对照选择
的原理
③对匹配研究，应描述匹配标准和每个
病例匹配的对照数
７对所有感兴趣的研究变量列出明确定义，并区分结局、暴露、潜在预测因子、潜在的混杂因子或效应修正因子

测量

８’对每个研究变量，描述详细的测量方法，还应描述各组之间测量方法的可比性

偏倚

９对可能的潜在偏倚进行描述

样本大小

１０描述决定样本大小的原理，包括统计学计算和实际考虑

统计学方法

１１①描述统计方法，包括控制混杂的方法
②描述对失访和缺失值的处理

．

②描述匹配和缺失值的处理

②描述设计效应和缺失值的处理

③如果可能，应描述亚组分析和敏感性分析的方法
计量变量

１２①解释计量变量如何分析，如怎样选择分组

资助

１３给出当前研究的资助来源和资助者（如果可能，给出原始研究的资助情况）

②如果可能，给出连续分析和分组分析的结果
结果
研究对象

１４＊①报告研究的各个阶段研究对象的数量，如可能合格的数量、被检验是否合格的数量、证实合格的数量、纳入研究的数
．量、完成随访的数量和分析的数量
②描述各个阶段未能参与者的原因
③推荐使用流程图
④报告研究对象征集的时间范围
⑤匹配研究应给出每个病例对应对照数
量的分布

描述性资料

１５。①描述研究对象的特征（如人口学、临床和社会特征）以及关于暴露和潜在混杂因子的信息
②指出每个研究变量数据的完整程度
③总结平均的和总的随访数量以及随
访天数

结局资料

１６。报告发生结局事件的数量或综合指标

报告各个暴露类别的数量

报告结局事件的数量或综合指标

１７①陈述未调整的和按照混杂因子调整的关联强度、精确度（如９５％ａ）。阐明按照哪些混杂因素进行调整以及选择这

主要结果

些因素，未选择其他因素的原因
②对计量变量分组进行的比较要报告每组观察值的范围或中位数
③对有意义的危险因素，可以把相对危险度转化成绝对危险度
④报告按照实际目标人群的混杂因子和效应修正因子的分布进行标化的结果
其他分析

１８报告进行的其他分析，如亚组分析和敏感性分析

讨论
重要结果

１９概括与研究假设有关的重要结果

局限性

２０①结合潜在偏倚和不精确的来源，讨论研究的局限性，以及分析、暴露和结局存在多样性时出现的问题；讨论所有可能
偏倚的方向和大小

可推广性

２１讨论研究结果的可推广性（外推有效性）

解释

２２结合当前证据和研究局限，谨慎给出一个总体的结果解释，并注意其他可替代的解释

②关于研究局限性的讨论不应取代定量的敏感性分析

＊在病例对照研究中分别给出病例和对照的信息，如果可能，在队列研究和横断面研究里给出暴露组和未暴露组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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