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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撰写高质量的流行病学研究论文
遗传风险预测研究报告规范——ＧＲｊＰＳ介绍

第一讲

聂晓璐吴涛詹思延
【导读】

随着遗传流行病学的兴起，复杂疾病的遗传风险预测日益得到关注。近年来，遗传

风险预测研究层出不穷，但其在报告的质量和完整性方面存在很大差别。对该类研究结果的正确
评价有赖于规范、准确的报告：本文介绍加强遗传风险预测研究报告质量声明（Ｇｅｎｅｔ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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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遗传风险预测研究：２０世纪以来基因组学蓬

风险模型的预测能力较差，一方面是因为明确与疾

勃发展，特别是全基因组关联研究（ｇｅｎｏｍｅ—ｗｉｄｅ
ｓｔｕｄｙ，ＧＷＡＳ）的出现，极大促进了与复

病相关的遗传危险因素较少；另一方面，由于许多发
表的文献缺乏足够的细节信息，导致读者很难评价

杂疾病有关的单核苷酸多态性（ＳＮＰ）的发现。如何

研究的优劣。４巧一。ＡＲｉａ等Ｊ一对３７篇关联研究进行

将基础研究的成果转化到医疗卫生实践中来，例如

Ｍｅｔａ分析后指出，现有的关联研究对方法学关注较

将遗传危险因素应用于复杂性疾病的个体预防、诊

少，流行病学家和遗传学家有必要共同就此开展深

断以及治疗干预，正是当前转化医学关注的焦点。

入研究，完善研究报告的质量。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目前，ＧＷＡＳ成果的应用转化主要集中在疾病遗传

２．ＧＲＩＰＳ的制定过程和用途：加强遗传风险预

风险预测研究方面。遗传风险预测研究包括构建某
种复杂疾病（如前列腺癌、乳腺癌和２型糖尿病等）

测研究报告质量声明（Ｇｅｎｅｔｉｃ

的风险预测模型以及对预测模型进行评估这两方面

由风险预测研究、流行病学、遗传学、方法学、统计

内容”。３ｌ。该类研究常用于预测个体的发病风险，也

学、编辑等多学科总计２５名专家共同参与讨论制

可用于预测疾病预后。模型涉及的遗传危险因素通

定。讨论组成员从现有的遗传关联性研究报告规范

常为ＳＮＰ，但也包括其他诸如插入／缺失等染色体异
常、单体型和拷贝数变异等。风险模型可以仅基于

（ＳＴＲＥＧＡ）、肿瘤标记物预测研究报告规范

遗传危险因素构建，也可同时包含遗传和非遗传危

（ＳＴＡＲＤ）中提取与遗传风险预测研究有关的条目，

险因素。

并形成ＧＲＩＰＳ草案。８。１…，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由美国疾病

Ｒｉｓｋ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ＧＲＩＰＳ）正是为了规范该类报告而发起的，

（ＲＥＭＡＲＫ）和诊断试验准确性研究的报告规范

模型的构建和评价不仅与待评价的遗传标志物

预防控制中心组织专家进一步讨论完善，并广泛听

有关，也受到多种其他因素影响，如研究人群选择、
研究设计和方法、缺失值处理等。许多现有的遗传

取同行专家意见。为与原有的各规范保持一致，该

声明的每个条目仍采用与先前相同的表述和解释，
其内容也尽量与原先有关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风险

ＤＯＩ：１０

３７６０１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３

０５．０２６

基金项目：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７１１１００６）

预测评价标准一致ｎ１＇１…。目前该声明已在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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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制定ＧＲＩＰＳ的目的是为辅助作者撰写高质

２３）及其他信息（条目２４、２５）。

量的遗传风险预测研究，指导编辑及相关人员如何

为了协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应用该清单，

评审文章和读者如何系统评价文献。由于ＧＲＩＰＳ

ＧＲＩＰＳ工作小组还对清单的２５个条目从选取原因、

中未列出遗传风险预测研究的设计以及实施和执

方法学背景等方面逐一进行解释说明¨…。同时在每

行的标准，因此对该类研究还不能进行方法学的质

个条目的解释前均给出专家组认为是高质量的报告

量评价。

例文或例表。以下选取其中一些条目进行解读。

３．ＧＲＩＰＳ清单及其解读：共包含２５个条目（表
１），包括题目和摘要（条目１）、前言（条目２、３）、方法

条目１（题目和摘要）为方便查找和索引，确
保读者可以准确检索到相关文章，作者需要注意题

（条目４～１３）、结果（条目１４～２０）、讨论（条目２１。

目、摘要的写法和ＭｅＳＨ主题词的使用。在摘要部

表１
内容与主题

条目

描

ＧＲＩＰＳ清单（条目１～２５）
述

注：条目４～７、１４、１５、１７要求对研究中各人群给出相应信息报告ｍ

（鬈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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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建议使用“遗传（或基因组）”、“风险”、“预测”等

否进行匹配和如何匹配，因为过度匹配可影响模型

关键词明确该研究为遗传风险预测研究，如题为

对危险因素的预测能力。应避免将严重的病例和非

“基于遗传、人口学与环境因素年龄相关性黄斑变

常健康的对照进行匹配ｎ６＇”］。尽管严格的选择策略

性患病率与发病率预测模型研究”ｎ５Ｉ。ＭｅＳＨ主题

在基因筛检方面很有效，但将其用于遗传风险预测

词检索是检索此类文献的另一种方法，为方便以后
总结该类文献，推荐该类研究至少应使用的ＭｅＳＨ

研究时会高估结果。研究对象来源是指在普通人群

主题词有“疾病的遗传易感性”、“风险评估”和“试

取或为随机选取。

验预测值”。

中选择研究对象，还是基于某个特定地区或医院选
条目６（研究变量）应明确定义所有研究对象

条目２（背景部分）应告知读者关于该主题的

的特征、遗传因素和非遗传因素以及研究结局（如可

研究现状，以及立题依据和可能填补的知识空白。

能，给出参考的诊断标准），并说明遗传或非遗传危

背景介绍应包括的内容：首先介绍遗传因素对所研

险因素的选择方法。应阐明是否纳入了所有已知的

究疾病发生风险的影响，特别是描述纳入预测模型

危险因素，如剔除了一些已知危险因素，应说明其原

具体的遗传变异，如简述相关遗传变异的数量及其
效应值范围；其次，介绍关于该疾病现有的其他风险

因。研究中描述遗传变异应使用规范术语ｎ ８。。如研
究采纳了替代位点，还需定量表示其与预期位点之

预测模型，评价这些风险模型可为评估当前研究的

间的相关性（如尺２）。若相关位点的基因型是通过填

价值提供参考。推荐作者简要系统回顾研究现状，

补测算（ｉ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而得，则还需要描述其具体方
法、参考数据库、填补测算的质量控制。

并描述如何基于现有的证据开展当前研究。
条目３（研究目标）应明确研究人群、研究所

条目７（变量评价）

数据来源、变量评价及测

处环境、结局指标和所使用的预测模型。此外，还需

量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研究质量，并与危险

阐述研究旨在探讨构建新的风险模型还是对已有模

因素或疾病结局的错分和基因型准确划分相关。测

型的验证性应用，并相应描述研究中涉及的亚组分

量方法是指研究应用的特定技术或问卷。应尽量详

析、交互作用。

述测量生物标记物的实验过程，以便读者日后可重

条目４（研究设计）

关键要素包括研究类型、

复实施及评价预测模型的可推广性。对于非广泛使

研究现场和具体场所。研究设计类型可以是队列研

用的测量方法，如研究人员自行设计的问卷和方法，

究、横断面研究或病例对照研究；研究现场是指研究

还需提供测量方法的信度和效度信息。当基线和随

对象的招募渠道，如来自医院、门诊、监测中心或者

访采用不同方法时需要给予特别说明。

登记注册人群；具体场所指开展研究所在的国家、地

条目８（变量编码）应详述遗传危险因素的分
析方法。有多种分析遗传变量的方法，例如回归模

区和城市。明确提供研究者信息收集的起止时间要
优于仅给出随访时间段（特别是在诊断方法、基因型

型可为显性遗传或隐性遗传模型，遗传变异可为等

或其他危险因素测定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研

位基因（采用加法模型或对数加法模型）或基因型。

究者应阐述收集的数据是用于建立风险预测模型，

另外，综合遗传危险因素的遗传风险评分也可作为

还是既往研究中基于其他目的而收集的数据，这将

回归模型的自变量。采用遗传风险评分时，应明确

有利于解释研究的局限性。

各比较组的具体等位基因或基因型，以便读者重复

条目５（研究对象）入选标准、来源和选择方

研究过程从而验证或改进风险模型。定量变量可当

法可提示读者研究人群和样本对总体人群的代表
性。选择标准的制定对于评价模型有效性和结果外

做连续变量或分类变量处理。当结局和变量之间不
存在线性关系时，需要指明变量的转换方法。在对

推有重要意义。选择标准应包括纳入标准和排除标
准及人群重要特征，如年龄、性别、系谱、种族、地理

连续变量进行分组时需明确其界值，特别是在分界点
与常用的临床或流行病学研究分组方法不一致时。
条目９（模型构建）

由于风险模型构建方法的

环境等信息。其中队列研究适当的选择标准应包括
年龄、性别、种族、特定危险因素、疾病诊断、病程、疾

多样化，作者需要按照实际操作描述构建模型的方

病阶段和合并症；对于病例对照研究，选择标准需指

法和研究使用的数据，以及选择该种方法的原因。

明疾病谱。诊断标准必须明确，最好按照现有公认

阐明选择备选变量和确定纳入模型的变量方法。如
果最终纳入分析的研究人群与纳入研究对象不一

的疾病诊断标准制定，还需说明依据何种疾病诊断
标准选择病例和对照。此外，应说明病例和对照是

致，也需予以说明。还应阐明变量赋值的方法、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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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选择、对纳入模型各因子问交互作用的处理，进
行亚组分析的原理和依据以及说明风险预测的时间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ＩＤＩ）是评价模型改进程
度的简便方法。近来也有研究通过用分类表计算再

跨度等。对于较为复杂的风险预测模型，例如支持

分类优化差值（ｎｅｔ

向量计算法、随机森林法等最好给出较为详细的解

ＮＲＩ），以评价风险模型预测能力是否优化。如需划

释过程，以便读者可使用这一模型在其他人群中予
以验证。

分风险类别（对再分类表测量计算），还应说明界值
的取值原理。

条目１０（模型验证）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应用风险模型在源人群

条目１４（研究对象）应报告各阶段中研究对

中评估要比独立人群更易得到阳性结果ｎ ９｜，因此模

象的数量，如人选人数以及最终纳入分析的人数，并

型评价时有必要用其他独立数据重新验证模型的评

说明不符合纳人分析的原因，以便读者判断研究中

估能力（特别是将模型评估结果用于医疗卫生保健

人选标准的人群是否有代表性。还应指出任何非随
机的缺失，如未进行基因型检测的人数及其原因。

时）。包括两种主要的验证类型：在源人群中评估内

条目１６（模型估计）应报告各因素的模型估

部有效性和在独立人群中评估外部有效性。内部有
效性评估是防止对模型预测性过高，但无法证明模

计参数，如比值比（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ＯＲ）或风险比（ｈａｚａｒｄ

型在其他人群中使用效果，且许多内部评估法如交

ｒａｔｉｏ，ＨＲ）以及考虑所有危险因素时单个因素的

叉验证法，即便使用正确，依然有可能过高估计模型

９５％ＣＩ，以便读者判断当模型中其他危险因素改变

分类的准确性。作者需要报告是否进行了内部或外

时结果的变化程度。当使用回归模型方法预测风险

部有效性验证以及描述检验步骤。例如，针对内部

时，还需报告纳人所有自变量模型的截距以便此后
验证和重复该模型。

有效性，作者需要分别描述用于构建和验证模型的

条目２１讨论需综合研究结果，并考虑到研究

人群以及是否使用交叉验证或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ｉｎｇ重抽样
法。对于外部有效性，需描述用于验证的人群，特别

的局限性。该部分内容可包括研究人群的特征、研

是其与构建模型人群的可比性。如果既往研究已验

究对象的选择、数据收集方法、随访时间、缺失数据、

证过模型有效性，也应予以说明。

可影响结果的潜在偏倚和混杂及其效应大小等。

条目１１（处理缺失数据）数据缺失在观察性研

条目２２应与其他研究进行比较，参比对象可

究中不可避免。作者需要说明缺失数据所占比例，

以是具有相同结局的遗传风险预测模型，也可为仅

并从理论或依据经验解释这些缺失数据是否具有非
随机性，以及用何种方法处理缺失数据（如完整病例

基于传统非遗传危险因素构建的模型或遗传与非遗

分析、填补测算、重新加权等）并给出处理方法的假

传因素相结合的模型。除比较主要结果，还可对比
研究设计和实施过程等方面。

设条件，包括数据分布、数据是否完全随机缺失或是

条目２３研究可推广性是指研究的外部有效

与其他变量或研究结局有关等信息。
条目１２（统计方法）

性或者预测模型在其他人群中的应用。对于研究外

完整的风险预测模型评

推的讨论可就研究人群代表性与开展验证研究的目

估应包含模型对现有数据的适合程度及其预测能力

标人群进行比较，特别是比较关键的人口学特征，如

两方面内容。２０’２“。还需说明研究所用的评价方法。
模型拟合优度的测量方法有Ｈｏｓｍｅｒ Ｌｅｍｅｓｈｏｗ统计

性别、年龄和种族以及其他重要的危险因素等方面

检验、尺２、对数似然比和赤池信息量准则（Ａｋａｉｋｅ

４．结语：ＧＲＩＰＳ致力于提高遗传风险研究报告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ＡＩＣ）等方法；预测能力的测量

的透明度、质量和完整度。尽管该清单现还仅适用

方法（分类方法）包括ＲＯＣ曲线下面积（ＡＵＣ）、判别

于核查该类报告是否包含必要的内容，但相信随着

斜率和Ｂｒｉｅｒ评分法等。可附表格、数字说明，包括
校准图、风险分布图、ＡＵＣ图、判别图和预测度曲线

ＧＲＩＰＳ的不断改进和广泛应用，遗传风险预测研究
的报告质量将不断完善，其研究结果将更有效地转

等。研究者还需报告是否使用９５％Ｃ１以及使用何种

化为临床和公共卫生实践。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方法判断其有无统计学意义。若报告Ｐ值，需要明
确判断有统计学意义的Ｐ临界值。如比较两种风险
模型，且其中一种是另一种的扩展时，对每个模型的

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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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１８—１６２７．

【４ｊ

（１７）：２４０８—２４１６．

ａ１．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ａｎｃｅｒ Ｉｎｓｔ，２０１０，１０２（２１）：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ｅａｒ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９．１１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１ １ ３］Ｊａｎｓｓｅｎｓ

ＲＰ，Ｒｈｅｅｓ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ｒｉｓｋ：ａ ｓｃｉｅｎｔｉｔｉｃ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ｏｖｅｌ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２０１０．７０（１６）：１７２９—１７３８．
１３ｊ

·５３５·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Ｍａｙ 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５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ｇｅｎｏｍｅ—ｗｉｄｅ

ｔｈｅｉｒ

Ｊ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一０１—２１）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本文编辑：张林东）

读者·ｇｆＺ者＂·编者
关于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投稿网址的声明
为维护广大读者和作者的权益以及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的声誉，防止非法网站假冒我方网站诱导作者投稿、并通过骗取
相关费用非法获利，现将中华医学系列杂志稿件管理系统网址公布如下，请广大作者加以甄别。
１．“稿件远程管理系统”网址：中华医学会网站（ｈａｐ：／／ｗｗｗ．ｃｍａ．ｏｒｇ．ｃｎ）首页的“业务中心”栏目、中华医学会杂志社网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ｅｄｌｉｎｅ．ｏｒｇ．ｃｎ）首页的“稿件远程管理系统”以及各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官方网站接受投稿。作者可随时查阅到
稿件处理情况。
２．编辑部信息获取：登录中华医学会杂志社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ｅｄｌｉｎｅ．ｏｒｇ．ｃｎ）首页，在《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一览表》中可
查阅系列杂志名称、编辑部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
３．费用支付：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视杂志具体情况，按照有关规定，酌情收取稿件处理费和版面费。稿件处理费作者在投
稿时支付；版面费为该稿件通过专家审稿并决定刊用后才收取。
欢迎投稿，并与编辑部联系。特此声明。
中华医学会杂志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