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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ｉｅｎｃｅ等国际性专业杂志构成了转化医学的信

息网络中枢”１。目前国外无论是在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
均已对转化医学有了较为深刻的观察与研究，而我国对转化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医学的认识尚处于起步阶段。
医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改善人类健康服务，但是纵观

转化流行病学（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直到２０１０年

医学发展历程，每年的研究报告均呈几何级数增长，而真正

才由Ｋｈｏｕｒｙ等ｂ１提出，并描述其在ＴＲ所有阶段流行病学方

能成为新的有价值的干预措施，或可用于预防、诊断、治疗或

法的应用。目前在我国还未得到相应的关注。笔者在万方

预后的临床技术却非常少。如１９７９—１９８３年在基础医学国

数据库以“转化”和“流行病学”为关键词只搜索到３篇相关

际顶级杂志上发表的１０１项临床应用发明中，仅有５项用于

文献，其中２篇是关于克山病的监测，并未就转化流行病学

临床，而其中只有１项在随后的２５年内对临床医学产生了重

做出系统描述；另一篇文献主要描述了流行病学研究成果转

要影响…。就肿瘤分子研究而言，患者长期生存率实际上并

化的重要性及转化中要注意的几个问题。鉴此笔者复习转

未因此得到明显提高，主要还是依赖于早发现、早诊断和早

化流行病学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以期得到交流和提高。

治疗。如何将基础研究的成果及时转化为对疾病的预防和

１．转化流行病学的历史地位：科研成果的转化需要哪些

早期干预，并降低疾病负担呢？这种从基础研究到临床实践

过程和应用何种方法，流行病学又在此过程中扮演一个什么

应用之间的转化鸿沟被称为“死亡之谷”口］。而需要明确的

样的角色呢？Ｋｈｏｕｒｙ等”１曾提出流行病学应该处于转化研

是，基础研究的成果不可能轻而易举成为临床应用技术或方

究过程的中心位置的理念。流行病学不但是一门应用学科，

法，有应用前景的科学发现到临床实践的转化路程缓慢且不

同时也是一门方法学；不仅关注患者群体，同时也关注非患

确定”１。在此背景下，医学的转化研究（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者群体；不仅关注疾病状态，同时也关注健康状态；不但有助

ＴＲ）即转化医学（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应运而生ｈ］。前美国

于发现许多人类疾病的根源（危险因素），更关键的是提供数

国立卫生研究院（ＮＩＨ）院长Ｚｅｒｈｏｕｎｉ曾明确提出，转化医学

据将此发现转化为人群健康效益。流行病学方法以其独特

的核心是将医学生物学等方面的基础研究成果，迅速有效地

的群体观和概率观而在转化医学中发挥主导作用。

转化为临床实际应用的技术方法和药物研发等（Ｂｅｎｃｈ

ｔｏ

由于人类疾病的多水平（从分子到社会和生态）因素，团

Ｂｅｄｓｉｄｅ），同时在临床应用中及时反馈，使基础研究更进一步

队或跨学科科学越来越被视为关键阳３。近来Ｈｉａｔｔ“０］认为“在

深人（Ｂｅｄｓｉｄｅ

团队科学中流行病学处于核心地位，无论现有的是什么健康

ｔｏ

Ｂｅｎｃｈ）。也就是实现实验室与临床研究的

双向转化。
１９９２年Ｓｃｉｅｎｃｅ首次提出“Ｂｅｎｃｈ

问题”。如肿瘤研究中，毒物与生物大分子的加合物、癌基
Ｂｅｄｓｉｄｅ”（从实验室

因、抑癌基因、酶代谢基因改变与肿瘤发生的关系等，这些不

到病床）的概念”］，１９９６年Ｌａｎｃｅｔ首次刊出标题含有

仅需要流行病学在人群中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同时也需要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的评论文章№］，但直到２００３年时任美

在人群中研究它们是否可以作为一种标志用于筛选危险人

国ＮＩＨ院长Ｚｅｒｈｏｕｎｉ在ＮＩＨ路线图计划（ＮＩＨ Ｒｏａｄｍａｐ）中

群以及在疾病预防控制中评价效果。流行病学知识横跨了

才正式提出转化医学这一概念＂１。近年来转化研究的意义

临床医学和人群科学两大领域，其人群角度为转化科学提供

及其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２００５年美国ＮＩＨ专门设立了国家

了更广阔更适合的视野。

ｔｏ

临床和转化科学基金项目（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那么，流行病学在转化研究中扮演着什么角色？转化流

Ａｗａｒｄｓ，ＣＴＳＡ）。２００６年５月惠氏制药公司（Ｗｙｅｔｈ）进行国

行病学又如何定义？Ｋｈｏｕｒｙ等ｂ１在２０１０年首次指出，“转化

际合作，共同在苏格兰启动世界上第一个转化医学合作研究

流行病学”与“应用流行病学”、“临床流行病学”、“现场流行
病学”等一样，其概念部分重叠，但所用的方法不尽相同，根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３．０９．０１９

据流行病学研究的应用范围、研究目的、应用阶段、目标影响

作者单位：４１０００８长沙，中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因素和结局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转化流行病学正处于临床

通信作者：谭红专，Ｅｍａｉｌ：ｔａｎｈｚ９９＠ｑｑ．ｔｏｍ

医学和人群研究的交汇处，包括观察研究和随机对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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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为研究多种癌症的病因和原因未明疾病提供了典范。

我国学者也于２０１１年提出““，转化流行病学有两方面含

（２）Ｔｌ：是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新的诊断、治疗和干预措施

义，一方面是将流行病学理论成果转化为疾病防控和公共卫

的阶段。此阶段流行病学将利用Ｔ０的研究成果，提出可能

生产品或干预技术的过程；另一方面是疾病防控实践如何为

的诊断、治疗和干预措施，并应用实验流行病学方法加以验

流行病学研究提出问题、促进流行病学理论和方法发展的过

证，再根据大量流行病学研究数据和临床试验结果，得到科

程。两者相辅相成，构成转化流行病学的双向循环。笔者更

学的循证证据。此过程中，流行病学理论和研究方法起到至

倾向于认为转化流行病学是在转化研究的整个过程中，由基

关重要作用，如大型随机对照试验（ＲＣＴ），特别是大规模严

础科学发现到最终提高人群健康，降低疾病负担，以及由这

格设计的ＲＣＴ，具有很高的内部有效性。１９８６—１９９２年美国

些实践措施再到基础研究的反馈回路，将流行病学的原理和

著名的社区随机对照试验项目（ＣＯＭＭＩＴ），其干预措施包括

方法应用于此循环过程，促进研究成果的转化。因此，转化

戒烟、健康教育、卫生保健、社区动员和工作场所禁止吸烟

流行病学在转化医学中将处于核心地位。

等，为综合控烟奠定了基础”“。

２．转化流行病学的作用：早在２００２年就将转化研究分

（３）Ｔ２：其主要任务是评估Ｔ１产生的循证证据，即对第

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Ｔ１）是“将从实验室获得对疾病

一阶段产生的证据进行循证评价，其评估结果是做出循证决

机制的新认识转化成对诊断、治疗和预防的新方法”；第二阶

策的基础。评估干预措施的效果，最好最直接相关的证据来

段（Ｔ２）是“将临床试验的结果转化成日常临床实践和卫生决

自于对高质量ＲＣＴ的系统综述。如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运

策”。Ｗｅｓｔｆａｌｌ等“３］在２００７年又进一步划分ＴＲ的第二阶段

用循证医学系统评价了减少烟草使用和环境烟草烟雾暴露

（Ｔ２）为Ｔ２和Ｔ３，将Ｔ２定义为循证决策，Ｔ３定义为在实践中

的各项干预措施的效果，主要对３类干预策略进行评价——

贯彻和推广循证干预。同年Ｋｈｏｕｒｙ等＝。４１又增加了一个阶

减少烟草暴露；减少儿童青少年和成年人首次吸烟的机会；

段，即Ｔ４，侧重于在人群水平评估干预措施对健康的影响。

增加戒烟，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社区控烟指南。

２０１０年Ｋｈｏｕｒｙ等”１再次添加了一个新的阶段，定义一个新的

（４）Ｔ３：此阶段是将通过循证评估的措施推广实施。当

科学发现为Ｔ０，是指对疾病的病因、病理学或自然史的新认

循证决策从研究人群向普通人群推广时，除非研究人群与决

识和新发现，它可能来自实验室、临床和公共卫生学科。概

策的目标人群一致，否则将遇到很多实际困难和疑问，这就

括来说，Ｔ０是指一个新发现的研究成果，是整个转化研究的

需要通过流行病学方法对影响研究成果推广实施的社会、生

准备阶段，也是转化研究启动的基础；Ｔ１是将该研究成果转

物、环境因素做出系统分析。如同样的控烟干预措施可能在

化为新的诊断、治疗和干预措施，是转化研究的第一步；Ｔ２

不同性别和年龄人群、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社会经济环境中

主要任务是评估Ｔ１阶段产生的循证证据，所有新的诊治方

产生不同的效果，因此需要分析不同因素对烟草及其控制策

法和干预措施均要经过评估才得以推广；Ｔ３正是要将通过

略和措施的影响，以达到在不同人群和地区采取最经济、有

评估的循证决策推广实施；Ｔ４需要在实践中评估该决策对

效的控烟干预措施“７·”。。

人群的影响，为新的研究提供思路与方向。转化流行病学更

（５）Ｔ４：相当于一个真实世界的研究（ｒｅａｌ．ｗｏｒｌｄ ｓｔｕｄｙ），

看重将临床和基础研究转化为有效的人群健康干预措施，确

即在实践中评估该项措施对人群健康的影响。循证医学的

保新的治疗和研究成果能有效的运用到目标患者和人群中

证据均来自严格设计的随机对照试验研究，控制了所有混杂

去。以下按转化医学的不同阶段阐述转化流行病学的作用。

因素的影响，因此ＲＣＴ得到的是在理想条件或人群中干预措

（１）Ｔ０：即对疾病的病因和病理的认识阶段。由于病因

施的结果，但其实际效果如何？正如Ｏｇｉｌｖｉｅ等指出，转化研

研究的复杂性和长期性，相对于临床医学和基础医学，流行

究的真正重点，不是简单的将有效干预制度化，而是改善人

病学从群体角度探讨病因、指导疾病预防控制就具有特殊重

群健康状况。做出决策，并不是此过程的终点，当循证决策

要的意义。尤其是流行病学研究中的队列研究和病例对照

应用到实践后，需要对决策目标人群中产生的结局和影响进

研究，作为观察性研究方法，发现和初步检验的病因线索和

行后续评估，这种后续评估也是产生新循证证据的过程。在

新的危险因素将为基础研究深入契合临床问题，加快生物标

此阶段一般进行长时间的ｌ｜缶床观察或随访（设计方案包括观

志物的开发及转化应用，起到承前启后的桥梁作用。因此队

察性研究和分析性研究），以得到较好的健康结局评估。如

列研究和病例对照研究等观察性研究方法将立足于转化性

美国一项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加利福尼亚州于１９８９年

研究模式中的起始阶段，主要用于探讨病因线索并提出新的

实施烟草控制依赖项目以来，成年人每天吸烟率从１９９０年

研究问题““。

的１５．９％下降至１９９９年的１３．０％，心脏病死亡率与美国其他

Ｄｏｌｌ和Ｈｉｌｌ于１９４８—１９５２年采用回顾性配对病例对照

州相比有明显降低，每年减少２．９３／１０万”…。由此证明其禁

方法研究了吸烟与肺癌的关系，结果肺癌患者比对照者吸烟

烟措施在人群中得到了实际效果，对人群健康产生了积极的

多、吸烟量大、开始吸烟年龄早和吸烟时间长；１９５ｌ一１９７６

影响。

年采用前瞻性队列方法继续研究吸烟与肺癌的关系，表明吸

Ｌａｎｄｅｒ和Ａｔｋｉｎｓｏｎ—Ｇｒｏｓｊｅａｎ［２０］曾以一个有趣的例子简要

烟者发生肺癌多于不吸烟者，且吸烟量愈大、吸入肺部愈深，

概括了转化研究的阶段（Ｔ１至Ｔ４）：某医生发明了一个诊断

患肺癌的危险性愈大。开创了生活方式与疾病关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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