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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讲座·
如何撰写高质量的流行病学研究论文
第五讲

医院感染暴发报告和干预研究的

透明报告规范——ＯＲＩＯＮ介绍
张越伦张欢詹思延

【导读】

医院感染已成为增加医疗负担的重要原因。随着医院感染问题日趋严重，越来越多

的研究者开展相关领域的研究，以期为医院感染防控工作提供参考和建议。然而相关研究的报告
质量参差不齐，限制了这些研究结果的理解和进一步利用。本文介绍“医院感染暴发报告和干预
研究的透明报告规范”（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ｏｆ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Ｎｏｓｏｃｏｍｉａｌ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ＯＲ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并解读报告规范中一些重要的条目。

【关键词】医院感染暴发报告和干预研究的透明报告规范；医院感染；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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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ＯＲＩＯＮ报告规范背景：随机对照试验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ｏｆ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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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的金标准，此类文章的透明报告规范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ＯＲＩＯＮ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ｄ

Ｔｒｉａｌｓ，ＣＯＮＳＯＲＴ）

旨在提高医院感染领域内的流行病学研究质量和发

也广为接受。但在医学研究中，也存在一些不适宜

表标准，使读者能够把相关研究和自身工作实践相联

使用ＲＣＴ评估或研究的疾病、结局和研究环境，此

系，促进该领域内研究进一步发展，有效影响政策和

时需要使用非随机对照试验（或类试验研究）、队列

医疗实践，最终找到解决耐药和院内感染等问题的有

研究、病例对照研究和横断面研究等设计。此前本

效方法。该报告规范由伦敦大学学院、英国感染性疾

系列讲座也解读了相应的报告规范…，如非随机设

病研究中心、伦敦卫生与热带病学院等机构的学者起

计评价透明报告规范（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ｔ

草，其基本构架来源于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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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发报告和干预研究报告规范。ＯＲＩＯＮ报告规范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ｏｆ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适用于医院环境中医院感染相关类试验设计、病例

ＳＴＲＯＢＥ）幢’。然而，由于感染性疾病的固有特征，直

系列设计和暴发报告的评价。目前ＯＲＩＯＮ报告规

接应用上述报告规范到医院感染领域可能并不恰

范已经获得国际临床微生物学会（Ⅵｎ删．ｉｄｍ．ｏｒｇ／

当。因此需要制定一个专门的医院感染领域使用的

ｏｒｉｏｎ．ｐｈｐ）和英国抗感染与化疗学会（ｗｗｗ．ｂｓａｃ．ｒｏｇ．
ｕｋ）的支持和认可，可以预计未来会有更多学术机构

报告规范来增加报告的透明性。
医院感染暴发报告和干预研究的透明报告规范

和杂志社认可并推广Ｏ对ＯＮ报告规范。
２．ＯＲＩＯＮ报告规范的内容：ＯＲＩＯＮ报告规范包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４．０２．０２４
作者单位：１００１９１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生统计

含２２个条目的清单（表１）。除应用清单中２２个条

学系（张越伦、詹思延），北京大学中国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张欢）

目对研究进行评价外，ＯＲＩＯＮ报告规范还强烈推荐

通信作者：詹思延，Ｅｍａｉｌ：ｓｉｙａｎ—ｚｈａｎ＠ｂｊｍｕ．ｅｄｕ．ｃｎ

应制作一个描述研究人群、临床环境和干预及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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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条目编号

ＯＲＩＯＮ报告规范条目清单
具体说明

评估项目

１

题目和摘要

２

前言

·２０９·

描述研究的主题是暴发报告还是干预研究
如果是干预研究阐明其研究设计（包括对照组的时间序列设计，无对照组的时间序列设计，横断面研究等）
简要描述主要的干预措施和主要结局

从科研和临床角度介绍研究背景和原理

背景

描述病原流行强度

３

文章类型

描述研究主题是干预研究还是暴发报告
如果是暴发报告，应说明感染发生例数

４

日期

说明研究的具体起止日期

５

目的

暴发报告中说明研究目的，干预研究说明事先研究假设

６

方法
设计

研究设计部分建议采用ＥＰＯＣ分类方法“。

研究时序性，是回顾性、前瞻陛还是双向研究
暴发报告和干预措施是否受到结局指标的影响
研究是否按照事先制定的计划和终点事件实施

７

研究对象

报告感染暴发中或干预研究中人组的病例数；描述全部病例的年龄和住院时间分布；如有可能，应具体描述入
组病例来自其他病房、医院、护理站或国外等来源的比例；说明潜在发生感染的危险因素；说明研究对象的纳
入和排除标准；暴发报告中应有感染病例的定义和判定标准

８

环境

基本描述科室、病房和医院环境；如研究在医院进行，应说明包含哪些病房
介绍感染控制科室病床和人员数量及人员职称

９

干预措施

ｌＯ

病原体培养和分型

１１

感染相关结局

干预研究中详细列出干预前后两阶段的明确定义和起止时间、具体干预措施及各阶段实施情况
提供培养基介质、抗生素选择及参照菌株的具体信息；如果涉及到环境采样，应介绍其细节
主要和次要结局指标包括感染发病率、定植率及菌血症发病率等；每个研究时段应按照固定的时间间隔定期
汇报，如每天、每周或每月报告上述数据，而非仅报告研究时段内的总体水平；每个研究时段内推荐至少报告３
个时点上的结局指标；对常见的两时段前后对比研究，最好报告前后时段每月的数据，同时应明确给出分母数
据，如人院病例数、出院例数、住院日等；如有可能，应同时报告同一时间段内感染现患率和新发率；提供对于

人院判断感染、定植、感染直接导致死亡、全死因死亡的判别标准；对于短期研究和暴发报告，使用表格来描述
病例住院时间及检测到病原的具体时间
如报告中具有正式的经济学分析，则应当对经济学分析的结局指标进行定义，描述实施干预措施耗费的资源，

１２

经济学指标

１３

内部真实性

１４

样本量

陈述合理统计效力的计算过程

１５

统计方法

报告进行不同时期或不同组比较时采用的统计学方法；应提供亚组分析的具体情况；应重点指出任何研究计

提供耗费物资的单价，并陈述经济学分析的研究假设
报告已纳入、记录并被调整的潜在混杂因素，包括住院时间、患者比例、病床占用情况、工作人员职称、手卫生
执行情况、抗生素使用、病原分型、菌株分离季节等；为避免偏倚，描述研究应采取盲法、结局指标评估标准化、
提供标准化的治疗护理措施

划外（试验性分析）的统计学分析；如研究结局指标不是独立的，应使用调整非独立性的统计学方法，并同时调
整混杂因素；暴发报告应注意使用恰当的统计学方法
１６

结果
研究对象招募

对判断关联性研究，如交叉设计或有病例排除标准，应使用流程图描述各研究时段内病例入组和出组情况，并
明确定义病例招募的时间点和随访时间

１７

结局效应估计

给出主要结局的效应值及精确度（采用９５％ＣＩ值）；对于不独立的结局指标应使用图表描述其结局

１８

辅助分析

说明是否已确定亚组分析；同时采用调整混杂的统计学方法

１９

潜在风险

研究时应定义各组病例发生不良反应的分类和判断标准；在抗生素策略研究中这些不良事件可能包括药物不

讨论
结果解释

干预研究中应对支持和反对研究假设的证据进行评估及讨论，对可能影响研究结论推断力度的问题加以评估

外推性

估计研究的外部真实性（即研究结果可重复在其他环境和人群中使用）及评估长时期实施某种干预措施的可

良反应和病死率（粗率及疾病专率），在隔离研究中可能是机会成本
２０

２１

并报告可能的偏倚（例如使用汇总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时应讨论可能出现的偏倚）；暴发报告应当考虑研究的临
床意义并解释研究假设

行性
２２

与其他研究一致性与现有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并解释

具体情况的总结表格（表２）。此外，ＯＲＩＯＮ报告规
范建议使用流程图表明研究各阶段中患者入组的情
况。以下讨论ＯＲＩＯＮ报告规范中涉及的要点。

中条目２～４对研究背景做了详细要求。
（２）研究目的和基本原理：医院感染的干预通常
是在出现超过正常级别感染时实施，而这种超出正

（１）医院感染暴发报告和干预研究背景介绍：

常水平的感染本身就有向均数回归的趋势，如果不

ＯＲＩＯＮ报告规范建议，在文章的背景部分应该清晰

阐明使用特定干预的原因和目的，而把感染水平的

的引出研究问题。该研究仅是描述医院感染暴发，

下降简单归于干预的效果，可能带来偏倚。因此，对

还是定量评价一种控制感染干预措施的效果。表１

于医院感染干预研究，应当在摘要和题目中说明干

·２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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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的目的，并且说明研究的时序性（前瞻、回顾、双

报告规范推荐１篇研究作为表达相关术语的参考ｂ１，

向）。亚组分析计划、研究起止时间、数据分析是否

同时在附件中提供了对于医院感染一些常用词汇表

遵循原方案进行等内容的报告有助于避免向均数回

达方式的建议。

归造成的偏倚。表ｌ中条目４～６针对这些问题给出
了具体建议。

（５）控制潜在混杂和偏倚：由于受研究设计的限
制，医院感染暴发报告不可避免存在混杂和偏倚因

（３）总结性表格：为了避免在医院感染报告中忽

素。ＯＲＩＯＮ报告规范建议应当对预估、控制这些因

略研究对象、医院环境和干预细节的介绍，ＯＲＩＯＮ

素的方法进行报告。在研究设计阶段应考虑如何预

报告规范建议使用总结性表格（如表２所示）来描述

防偏倚出现。在涉及两组间比较的研究中应当考虑

这些内容。发表文章应当说明如何定义使用干预前

到选择偏倚的可能。对非随机对照试验设计，盲法同

和干预后的时间截点。在每个时间段内，病例隔离

样重要，即便在很多医院感染研究中无法对临床实践

情况、筛查感染、灭菌措施、手卫生、抗生素限制使

者和患者实施盲法，但对结局评估者而言仍应采用盲

用、病房关闭情况等均应有明确定义。

法，如果盲法不能应用则应明确说明。诸如住院天数

（４）干预措施的描述：在医院感染发表文章中，

的变化、床位占用情况、工作人员职称和工作强度、季

诸如“肠道预防”、“皮肤预防”等词汇非常常见。即

节因素、抗生素使用变化、手卫生、病房停用等均有可

便这些词汇出自相关临床指南，仍然不能准确清晰

能成为医院感染报告中的混杂因素，如有可能应在分

的表达干预措施的具体内容。例如，“皮肤预防”具

析中进行调整。在可能的混杂因素信息不可获得的

体是如何实施的；是仅针对医护人员进行皮肤干预，

情况下，作者仍然应该提供总结性表格，其提供的研

还是同时干预了患者；采用了何种干预方法，消毒、

究基本信息有助于判断研究结果的可用性。

隔离，还是防护等。因此ＯＲＩＯＮ报告规范建议作者

与其他疾病相比，实验室检测结果对研究结局

采用清晰、易于理解、描述性的表达方式来描述研究

影响非常大。同一种病原体感染往往存在不同的特

中的干预措施。例如，对于医护人员的干预措施，可

性和临床表现。基于此点考虑，ＯＲＩＯＮ报告规范中

以描述穿着隔离服及佩戴手套等。这有助于读者理

单独列出条目１０和１１来讨论这个问题。

解具体的干预措施内容。表１中条目９对干预措施

（６）采用适当统计学方法：在研究实施前，
ＯＲＩＯＮ报告规范建议最好能就研究结果的统计分

的描述进行说明。对于相关术语表达方式，ＯＲＩＯＮ
表２

研究人群、干预情况、临床环境举例汇总

项目
环境

内容举例
１

２００张床位３级医院；３个老年急诊病房７８张床位；平均０．３名全职感染控制医生和４．５名感染控制护士

日期

１９９９年９月１日至２００３年３月３１日

人群特征

连续纳入６ １２９例≥８０岁急症患者；月均住院１１．９３～１３．５３ ｄ；ＣＤＩ及Ｅ—ＭＲＳＡｌ５和１６型感染；未发现院内传播

主要感染控制措施变化

干预前阶段从１９９９年９月１日起至２００１年６月３０日止；干预后阶段从２００１年７月１日起至２００３年３月３１日止。
干预前阶段感染控制措施为头孢菌素限制策略，每２～３个月反馈报告；干预后阶段感染控制措施为窄谱抗生素
使用策略，每２～３个月反馈报告，并分发写有当前感染控制措施的小卡片

抗生素使用策略：第１阶段

头孢菌素控制策略（见参考文献［６］）

抗生素使用策略：第２阶段

窄谱抗生素策略，将抗生素使用策略写在卡片上随身携带陋１

反馈

以每月为时间单位，每２～３个月反馈１００名住院病例ｌ周内抗生素使用情况，报告每月ＣＤＩ病例数和ＭＲＳＡ新发
病例数

隔离措施（ＣＤＩ）

所有证实ＣＤＩ感染者均实行病房隔离；接触病例时均穿着隔离服和手套

隔离措施（ＭＲＳＡ）

所有发现定植或感染者均实行病房隔离；接触病例时均穿着隔离服和手套

头孢菌素限制措施：第１阶段 疾病／用药策略：社区获得性肺炎／阿莫西林；尿路感染／甲氧氨苄嘧啶；蜂窝织炎／氟氯西林及氨苄青霉素；社区
获得性吸人性肺炎／氨苄青霉素、甲硝哒唑；严重社区获得性肺炎、医院获得性吸人性肺炎，伴肾功能衰竭的尿路
感染／头孢曲松；伴休克的尿路感染，无显性感染表现或腹腔内感染的败血症／庆大霉素合并氨苄西林及甲硝哒
唑；对青霉素类药物过敏时可使用红霉素
隔离具体信息

３个病区内共有１０间隔离病房，其中１间ＭＲＳＡ隔离病房，每间病房内均置４张病床，并有液体肥皂及手消毒设
备（普通病房内均备有液体肥皂，２００２年１月后普通病房增加手消毒设备）

ＭＲＳＡ筛检策略

对护理院转入的病例及有既往ＭＲＳＡ感染史的病例，入院时即进行鼻腔、会阴、伤口和随身物品的采样；与新发
ＭＲＳＡ同室病例也应进行ＭＲＳＡ筛检

ＭＲＳＡ灭菌策略

鼻腔内使用莫匹罗星，体表使用洗必泰洗液，如无伤口则使用浴液清洁；连续３次拭子检测阴性则判为已清除ＭＲＳＡ

ＣＤＩ阳性判定标准

腹泻样本毒素试验阳性，无需进行培养分型确认

ＭＲＳＡ新发感染标准

入院４８ ｈ通过筛查或临床样本检测出ＭＲＳＡ；Ｅ—ＭＲＳＡｌ５及１６型需要分型，其他类型ＭＲＳＡ不需分型

注：ＣＤＩ为梭状芽孢杆菌；ＭＲＳＡ为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４年２月第３５卷第２期Ｃｈ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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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４，Ｖ０１．３５，Ｎｏ．２

析方法应征求一名相关领域统计专家的意见。一般

ＲＣＴ以及其他观察性研究设计中使用，因为ＯＲＩＯＮ

来说，传统的统计学方法（女Ｈｚ２检验、Ｆｉｓｈｅｒ精确概率
法、线性回归等）均假设研究对象的结局间相互独

报告规范中有对医院感染研究中一些特别的要求和

立，而感染性疾病中一例患者罹患可增加其他人患

医院感染相关内容说明的缺陷。因此研究中应予以

病风险，从而导致结局不独立，在医院感染数据分析

灵活使用。

关注，这恰好补充了ＣＯＮＳＯＲＴ等报告规范中缺乏

中这些方法应尽量避免使用。

尽管如此，ＯＲＩＯＮ报告规范仍有改进空间。首

对于时间序列设计，干预措施前后的结局变量

先，由于涉及到医院感染领域，在报告规范中采用了

应该有详细的描述。为了增加证明研究假设成立的

大量的专业词汇，非医院感染领域的研究人员使用

力度，对于时间序列设计，如果不能在比较干预前后

ＯＲＩＯＮ报告规范时可能会在一些条目中有理解上

效果时纳人超过３个时间点的数据，那么应该设立对

的困难。其次，该报告规范涉及研究设计类型较少，

照组来排除时间趋势的影响。３个时间点是ＯＲＩＯＮ

研究者在设计、实施、报告其他设计类型的医院感染

报告规范中规定的最少的数据收集时点个数。在理

研究时如使用ＯＲＩＯＮ报告规范可能会产生困惑。

想的情况下，应当在干预前后１年，共２年内每月收集

最后，ＯＲＩＯＮ报告规范中各条目均以描述为主，少

结局变量数据，以获得充分的数据支持排除向均数回

见实例解析，这样在不同人员使用时对同一条目的

归的自然趋势。在能够获得每个时点的具体数据时，

理解可能会产生偏差。就此，国内同行可以进一步

应当避免使用平均水平（如均数）的数据。

对ＯＲＩＯＮ报告规范展开讨论，切实提高ＯＲＩＯＮ报

在暴发报告中，对纳入研究个体的住院天数、病

告规范的可读性和易用性，扩大其适用范围，与全世

原体检测时间及相同暴露但未感染者的信息应采用

界范围医院感染控制工作者一起共同提高研究质量

表格描述可以使报告更加清楚。对于暴发报告，可

和报告质量。

不采用统计学方法分析数据，仅对患者情况进行描
述性报告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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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告质量乃至研究质量。此外，该规范也可以在

（本文编辑：张林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