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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关联研究Ｍｅｔａ分析中文文献方法学
质量评价
李帅方凯孙傲伊孙可欣胡永华
【摘要】

目的评价遗传关联研究Ｍｅｔａ分析中文文献的方法学质量。方法检索中国生物

医学数据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ＣＮⅪ）、万方数据资源系统和维普中国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前的遗传关联研究Ｍｅｔａ分析文章。２名研究者独立按纳入排除标准进行文献筛选，
意见不一致时咨询第三位研究者。运用系统综述评价工具（ＡＭＳＴＡＲ）量表对入选文献的方法学
质量进行评价。结果共纳入４４０篇文献。方法学质量得分平均为５．７７分（满分１１分）。没有文
章符合ＡＪＶｌＳＴＡＪ≈量表全部Ｉｌ项条目的要求。人选文章中，８９．５％有前期设计方案，３８．６％在纳入
文献和信息提取方面有可重复性，７２．７％实施了广泛文献检索，１４．８％考虑了文献发表状态，
１０．９％提供了纳入和排除文献清单，９２．５％描述了纳入文献特征，３２．０％评估了文献质量，５０．０％将
文献质量用于结论推导，９３．２％合并文献结果方法恰当，８２．３％评估了发表偏倚，０．５％声明利益冲
突。结论遗传关联研究Ｍｅｔａ分析中文文章方法学质量中等，在文献的筛选和信息提取、考虑文
献的发表情况、提供纳人和排除文献清单、对文献进行质量评估、声明利益冲突等方面需要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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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关联研究Ｍｅｔａ分析已成为探索疾病与基

内容。由２名研究者独立进行信息提取及评价。所

因关联的常用研究方法…。此方法不仅可以综合不

有研究者均熟知遗传流行病学和系统评价的基本原

同的研究以获得较多信息，还可以发现不同研究之

理和方法。对提取的信息和评价进行交叉核对，不

间潜在的异质性陋’３Ｉ。遗传关联研究Ｍｅｔａ分析方法

一致之处咨询第三位研究者。

学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其结果真实性和可信

６．统计学分析：采用ＳＰＳＳ １９．０软件进行统计

度。已有研究发现，此类分析存在许多方法学质

学分析。描述纳入文章符合ＡＭＳＴＡＲ量表各条目

量问题Ｈ“］，但这些研究均针对英文文献进行评价，

的比例以及方法学质量得分分布情况。分类资料

中文文献的方法学质量尚有待分析。
已有一些规范针对遗传关联研究Ｍｅｔａ分析进

的差异检查采用￡检验，定量资料的差异采用独立
样本ｔ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方法

行指导＂＇８Ｉ。但是运用这些规范进行评价存在一定

学得分计算方法：每个条目评价结果为“是”赋１分，

困难，如没有成形量表，选取什么条目进行评价没有

其他结果赋０分，１１个条目得分相加为总方法学质

统一标准，操作不如量表简便。本研究采用系统综

量得分，范围为０。１１分¨１Ｉ。得分越高，说明方法学

述评价工具（ＡＭＳＴＡＲ，Ａ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质量越好。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Ｔｏｏ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ｓ）凹～１０１对遗

结

传关联研究Ｍｅｔａ分析中文文献方法学质量进行评

果

价。ＡＭＳＴＡＲ是针对Ｍｅｔａ分析方法学质量的评价

１．文章筛选：共检索到２００３篇文献，去除重复

量表，由Ｓｈｅａ等¨玑“３于２００７年在综合几种标准的

文献９１４篇，通过阅读题目和摘要初步纳入４８８篇；

基础上得到。目前已有不同研究者验证了此量表
的科学性ｍ－”］。

通过阅读全文，最终纳入４４０篇。

资料与方法

２．纳入文章一般情况：４４０篇文章中，作者单位
为大专院校的占３４．８％（１５３／４４０），医院占６１．６％
（２７１／４４０），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占１．８％（８／４４０），研究

１．检索：检索中国生物医学数据库（ｃＢＭ）、中国

所占１．４％（６／４４０），其他单位占０．５％（２／４４０）。最早

期刊全文数据库（ｃＮⅪ）、万方数据资源系统和维普

的中文遗传关联性研究Ｍｅｔａ分析文章发表于１９９７

中国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收录的公开发表的中文

年ｎ４１；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年没有此类文章发表；２００８年之

文献，检索式为（“基因”或“遗传”或“变异”或“突变”

后，此类文章迅速增多。纳人参考文献数目中位数

或“位点”或“多态性”）和（“系统评价”或“Ｍｅｔａ分析”

为１０（３～６１）篇。１５０篇文章的关注人群为中国人，

或“系统综述”或“荟萃分析”），检索项目为题名或关

占３４．１％；３６３篇文献有阳性结果，占８２．５％。

键词，时间为数据库起始时间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
２．纳入和排除标准：纳入标准：①公开发表于中
文期刊；②遗传关联研究Ｍｅｔａ分析；③研究对象为

３．ＡＭＳＴＡＲ各条目符合情况：对纳入的４４０篇
文章，按ＡＭＳＴＡＲ量表进行评价，结果见表１。
表１

４４０篇文章符合ＡＭＳＴＡＲ量表各条目情况

人类；④文献研究设计为病例对照研究、队列研究或
全基因组遗传关联研究。排除标准：①外文文章或
外文文章翻译；②没有明确的基因；③研究的暴露因
素为基因表达或其产物；④重复发表的文章（仅选择
最近发表的１篇）。

３．筛选：由２名研究者独立对检索得到的文献
进行筛选，意见不一致时，咨询第三位研究者。搜集
纳入文章的全文，难以直接获得全文者，向原作者联
系以取得原文。

４．方法学质量评价工具：采用ＡＭＳＴＡＲ量表评
价纳入的文章。此量表含有１１个条目，每个条目的
评价为“是”、“否”、“不清楚”和“不适用”４项。
５．信息提取及评价：运用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软件建立
数据库，包括文章一般信息和ＡＭＳＴＡＲ量表各条目

入选文章均有明确研究问题，８９．５％（３９４／４４０）
有明确纳入标准，５８．６％（２５８／４４０）有明确排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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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９

１０．０％（４４／４４０）既无明确纳人标准也无明确排除标

期设计方案、文献纳入排除和信息提取具备可重复

准。４７．３％（２０８／４４０）有至少２名研究人员进行文献

性和考虑文献发表情况方面，均好于单位为非医院

筛选，３８．６％（１７０／４４０）提供解决不一致意见的方法。

的文章。两类单位文章在其余条目上的差异无统计

入选文章提供的检索电子数据库数目中位数为

学意义（Ｐ＞０．０５）。

４（０～１７），９９．３％（４３７／４４０）报告了所用的数据库，
９０．５％（３９８／４４０）报告了检索时间范围，８０．２％（３５３／
４４０）报告了检索策略或关键词，４５．７％（２０１／４４０）运
用文献追溯进行文献补充，１９．１％（８４／４４０）运用手工
检索进行文献补充。１５．０％（６６／４４０）纳入灰色文献，
９０．２％（３９７／４４０）纳入不同语言（汉语和英语）文献。
９７．５％（４２９／４４０）提供纳入文献清单，１１．６％（５１／４４０）
提供排除文献清单，１．８％（８／４４０）两者均未提供。
４０７篇运用一览表描述人选文献特征的文章
中，９１．２％（３７１／４０７）报告了作者，７８．１％（３１８／４０７）报

图１

４４０篇文章方法学质量得分分布

告了文章发表时间，９６．３％（３９２／４０７）报告了样本量，
７４．２％（３０２／４０７）报告了基因型频率。１４１篇进行了
质量评估的文章中，３６．２％（５ｌ／１４１）采用自定标准；
６３．８％（９０／１４１）采用已有标准。６８．８％（９７／１４１）说明
了评价标准内容；４７．５％（６７／１４１）说明了质量评估操
作方法。２２０篇将文献质量用于结论推导的文章
中，４８．２％（１０６／２２０）没有明确表明对文献进行过质
量评估，却在讨论中出现了质量评估结果。
４１０篇有异质性检验的文章中，７２．４％（２９７／４１０）
存在异质性。其中，１１．１％（３３／２９７）分析了产生异质
性的原因，９８．０％（２９１／２９７）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

注：因１９９７年只有１篇文章，绘图时去除，其得分为３分；４４０篇
文章方法学质量平均分为５．７７分；误差条为９５％Ｃ１

图２不同发表时间文章方法学质量得分

结果合并，２．７％（８／２９７）进行Ｍｅｔａ分析。共有１９８篇
文章纳入文献数目＜１０篇，１５４篇文章评估了发表
偏倚，占７７．８％。１．７％（６／３６２）分析了发表偏倚的原
因，８１．２％（２９４／３６２）采用漏斗图进行评估，３６．２％
（１３１／３６２）只采用漏斗图进行评估。声明利益冲突

表２不同单位发表的文章ＡＭＳＴＡＲ条目符合情况
条

目

①提供前期设计方案

。！劈１）（ｎ非＝医１６院９）
２４（９１．９）

声明入选文献的潜在资助来源。
４．方法学质量得分：４４０篇文章中，方法学质量

１４（８５．８）

②妻孽篓全篓除和信息提取１２５（４６．１）４５（２６．６）
有可重复性
‘”

的２篇文章均声明自身文章无利益冲突，但是均未

③实施广泛文献检索

…７

……

１６．６９１＜ｏ．００１
０．７４０

Ｏ．３９０

１６（９．５）

６．１３４

０．０１３

２２（１３．Ｏ）

１．２５５

Ｏ．２６３

０．７４９

Ｏ．３８７

２６（９．１）

（５．６１～５．９３）分。人选文章得分分布情况见图ｌ。

⑦评估纳入文献质量

９３（３４．３）４８（２８．４）

可见，方法学质量得分平均分有随着年份增加而增

０．０４３

⑤提供纳入和排除文献清单

２５３（９３．４）１５４（９１．１）

不同发表时间文章的方法学质量得分见图２。

尸值

④考虑文献发表情况４９（１８．１）

⑥描述纳人文献特征

４４０）。

４．１１４

２０１（７４．２）１ １ ９（７０．４）

得分平均为（５．７７±１．６８）分，９５％置信区间（讲）为
可见，入选文章得分主要为４～８分，占８６．１％（３７９／

ｆ值

１．６７２

０．１９６

７７（４５．６）

２．１６２

Ｏ．１４１

２５２（９３．ｏ）１５８（９３．５）

０．０４１

０．８３９

２７７（８３．８）１３５（７９．９）

１．０７６

０．３００

＜０．００１

１．０００

⑧将文献质量用于结论推导１４３（５２．８）

⑨合并文献结果方法恰当
⑩评估发表偏倚
⑧声明利益冲突

１（ｏ．４）

１（０．６）

注：括号外数据为频数，括号内数据为百分比（％）

大的趋势。２０１２年发表的文章平均分最高。
５．不同单位发表的文章质量：按文章的第一作

单位为医院的文章方法学质量得分平均为

者单位情况，将作者单位分为两类：医院和非医院。

（５．９７－ｔ－１．５８）分；非医院的文章方法学质量得分平均

不同单位发表的文章符合ＡＭＳＴＡＲ条目的情况见

为（５．４４±１．７９）分，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２。由表可知，作者单位为医院的文章，在提供前

３．２５５。Ｐ＝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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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９

制定的标准，这种小规模研究组制定的标准，科学性
讨

论

难以验证，故其评定的文献质量难以保证。虽然文

Ｍｅｔａ分析在检索和收集文献、筛选文献、资料

献质量对Ｍｅｔａ分析的影响存在一定争议乜０｜，但它会

提取和利益冲突等方面容易产生偏倚。任何方面操

影响研究偏倚大小和结果真实性，故应对纳人文献

作不科学均会影响最终结果的可信性。遗传关联研

进行质量评估，对不同质量文献进行敏感性分析，观

究Ｍｅｔａ分析中文文章数目逐年增多，这些文章方法

察其对结果的影响。

学质量好坏，直接关系其偏倚有无和大小，进而影响
其结果真实性。

由于不同种族间遗传特异性，研究对象为不同
种族的遗传关联研究之间难免存在异质性，故遗传

检索和收集文献过程的偏倚主要是文献检索过

关联研究Ｍｅｔａ分析需要更加注意异质性问题。此

程偏倚、发表偏倚和限制语种偏倚等。本研究发现，

类Ｍｅｔａ分析在异质性处理方面，探寻异质性原因可

７２．７％人选文章实施了广泛文献检索，在数据库名

能比盲目合并不同文献结果更有意义乜１’２２｜，单纯进

称、检索策略和时间范围三要素中，有明确检索策略

行文献结果合并可能因为种族混杂的存在而造成结

的文章所占比例最少。只有不足ｌ／２文章运用了其

果不准确。Ｔｈａｋｋｉｎｓｔｉａｎ等乜¨建议，对所有基因型间

他检索方法。１５．０％人选文章纳入灰色文献，接近

的两两比较进行异质性检验，除非均不存在异质性，

１０％文章进行了语种限制，提示遗传关联中文文章

否则不进行数据合并。

在文献检索方面仍有待提高。广泛文献检索是防止

发表偏倚评估意指判断纳入文献是否存在发表

文献选择偏倚的一个重要步骤，应检索尽可能多的

偏倚。漏斗图是常用方法之一，但是由于对称性的

数据库，以便广泛搜集文献。电子数据库检索方便，

判断存在很大主观性瞳３’２４Ｉ，故并不提倡单纯使用漏

但并不能保证包括所有文献，如Ｍｅｄｌｉｎｅ数据库，其

斗图进行评估。本研究发现３６．２％文章只使用漏斗

覆盖范围因领域不同而不同ｎ“，故应在电子检索同

图，此问题需引起重视。有研究发现，单纯一种评估

时，辅以其他检索方法进行补充。

方法并不足以进行发表偏倚评估ｎ５｜，故建议同时采

文献发表偏倚和限制语种同样会造成文献选择

用多种方法。此外，若Ｍｅｔａ分析纳入文献少于１０

偏倚。只选择发表的文献可能会造成阳性结果选择

篇，由于统计效力低等问题并不适合进行发表偏倚

偏倚。由于观察性研究没有像随机对照实验那样的

评估陋６Ｉ，但有７７．８％文章进行了评估。

记录，故查找观察性研究Ｍｅｔａ分析灰色文献更加不

纳入文章方法学质量得分平均为５．７７分，分数

易。同时检索各种会议汇编和硕膊士论文库有助

至少为８分的文章仅有７２篇，占１６．３％。虽然文章

于解决这一问题。研究发现，中国研究者更倾向于

得分随发表时间有增高趋势，但２０１２年发表的文章

将有统计学意义的结果发表于国际期刊”６。，提示若

平均分也仅为６．２７分。提示纳入文章整体方法学质

限制语种则可能会造成严重偏倚。因此，进行此类

量中等，有待进一步提高。

研究时，应至少同时检索中文和英文文献；若有条
件，还应该检索其他语种文献。
文献筛选过程的偏倚主要是文献纳入标准和排

在提供前期设计方案，操作的可重复性和考虑
文献发表情况方面，作者单位为医院的Ｍｅｔａ分析文
章要好于为非医院的文章。

除标准偏倚，筛选者偏倚等。明确的纳人和排除标

本研究存在局限：第一，未涉及遗传关联研究特

准可以保证对相似文献进行结果合并，从而降低纳

有内容。本研究只关注传统Ｍｅｔａ分析方法学内

入文献间异质性；至少有２名研究者进行筛选可以

容。第二，方法学质量得分可能不合理。有的研究

避免单个研究者主观作用的影响。本研究发现，

者认为，ＡＭＳＴＡＲ可以提供质量评价，但是难以提

４７．３％文章有至少２名研究人员进行筛选，但只有

供定量的质量评价，故将ＡＭＳＴＡＲ量表各条目量

３８．６％文章有解决不一致意见的方法。提示遗传关

化，衍生出了Ｒ—ＡＭＳＴＡＲ乜７｜，但其实用性仍待验

联研究中文文章在文献筛选过程存在许多问题，后

证。第三，ＡＭＳＴＡＲ量表主要用于针对随机对照实

续研究应重视这个问题。

验Ｍｅｔａ分析，而遗传关联研究为观察性研究，为非

本研究发现，只有３２．０％文章对文献进行了质量

随机研究。研究小组认为，利用ＡＭＳＴＡＲ量表评价

评估。目前，已有８０多种观察性研究质量标准ｎ ７｜，有
些专门针对遗传关联研究ｎ８＇１９。。但本研究发现，在

非随机研究Ｍｅｔａ分析可能会导致发表偏倚；目前，
此小组正在考虑针对观察性研究对ＡＭＳＴＡＲ量表
进行修订乜８Ｉ。

进行文献质量评估的文章中，多于１／３文章采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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