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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评价方法：汇总分析及其在流行病学研究中的应用
张韶凯赵方辉乔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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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评价方法在临床医学和流行病学研究领域已有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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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有时统称为Ｍｅｔａ分析，但在流行病学研究中，基于原始数

（１）异质性检验：此为系统评价中一项很重要的问

据集的系统评价方法还是称其为ＰＡ，其中前瞻性ＰＡ与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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