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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满足证据使用者对定性系统评价的需要，有必要建立定性系统评价的证据分级系统。CERQual
（Confidence in the Evidence from Review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是为定性系统评价开发的证据分级工具。CERQual
工具基于 4 个方面进行评价：① 方法学局限性：指原始研究设计和实施中存在的问题，需借鉴定性研究方法学质

量评价工具对纳入研究进行评价；② 相关性：指纳入研究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等方面与系统评价要解决问题的

相符程度；③ 一致性：指合并结果与相应原始研究结果的相符程度；是否解释了合并模型的合理性即原始研究结

果间的差异；④ 数据充分性：针对某一系统评价结果，与其相关资料的丰富性和数量。最后综合以上各部分的评

价结果对系统评价单个结果给出信度分级——高、中、低、极低。本文将详细介绍 CERQual 工具的具体内容，并

举例解释如何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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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meet the evidence users’ requirement for qualitative systematic review,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n 
evidence classification system for it. The Confidence of the Evidence from Review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CERQual) 
approach was developed for evidence classification of qualitative systematic review. Four components contribute to the 
assessment in CERQual: (1) Methodological limitations: Refer to problems in the design or conduct of the primary studies 
which need to be evaluated by specific tools used for methodological assessment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 Relevance: 
Relevance is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objective, population etc. of included studies are applicable to the review question. 
(3) Coherence: It is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review finding is consistent with the results in primary studies or the patterns, 
differences across primary studies, were explained reasonably. (4) Adequacy of data: Refer to the degree of richness 
and quantity of data supporting a review finding. Finally, integrate each of the components and rate the confidence of 
individual review finding as high, moderate, low or very low confidence. CERQual provides a transparent method for 
assessing the confidence of evidence from review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It may facilitate the use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evidence-informed decision making and guideline development processes. This article will introduce CERQual approach 
in detail and give an example to explain how to us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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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循证医学诞生以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意识到

证据分级在循证实践和知证决策方面的重要性 [1]。

GRADE 系统是当前证据质量和推荐强度分级的国

际标准之一，被卫生领域的相关人员应用在定量系

统评价、循证临床指南以及卫生技术评估等方面。

GRADE 系统目前主要对干预性定量系统评价进行分

级，并不适用于定性系统评价的分级。近年来，定性

系统评价数量不断增加 [2]，且定量系统评价无法很好

地提供关于干预措施可接受性和可推广性的证据 [3]，

不能满足研究者和决策者等证据使用者的需要 [4]，因

此建立定性系统评价的证据分级系统成为了一种必

然。本文将介绍专门为定性系统评价证据开发的证

据分级工具 CERQual [5]，并举例解释如何应用。

CERQual（Confidence in the Evidence from Re-
view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工具最早开发于 2010
年，由挪威知识转化中心的 Claire Glenton、Simon 
Lewin 教授联合 Cochrane 协作网、Campbell 协作网、

GRADE 工作组和世界卫生组织（WHO）等国际相关

机构制定的定性系统评价分级系统，旨在为国际指

南小组使用定性系统评价证据提供支持。2010 年，

WHO 制定了关于卫生工作者在围产期角色转化的

指南（OPTIMIZEMNH） [6]，主要探索如何使高水平

的卫生工作者面向基层服务，以应对基层卫生工作

者缺乏这一全球难题。由于涉及到工作群体的转化，

可接受性和可行性是影响干预措施有效性的重要因

素，因此指南制定小组决定全面分析可接受性和可

行性的证据，并制作了 3 个相关的定性系统评价 [7-

9]。作为一项开创性的工作，该小组遇到了定性系统

评价中纳入的研究质量不一，结论互相矛盾，一些

证据只来自特定地区或利益相关者的研究等问题，

为分析这些因素对系统评价的影响，指南制定小组

着手开发了针对定性系统评价证据的分级工具——

CERQual [10]。

2 内容

对于同一研究问题，有不同类型和级别的研

究证据，基于不同级别研究证据解决同一问题的效

果不同，故有必要研发科学透明的证据分级和推

荐系统 [11]。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针对定性系统评价

的 CERQual 分级工具（图 1）与定量系统评价的分

级工具 GEADE [12] 具有相似性，两者都旨在评价证

据的信度（confidence），并用高、中、低、极低四个

等级表示系统评价证据级别。CERQual 分级工具

与 Goldsmith 等 [13] 研究使用的定性研究评价方法

有相似之处，均为通过评估单个纳入研究的方法学

局限性、研究结果的一致性、相关性和数据充分性

对定性系统评价总体质量进行分级。CERQual 中的

证据信度是指系统评价结果与所研究问题真实情况

的相符程度。其评定的标准目前需要研究者自行确

定，整个评价过程应当透明并呈现在系统评价总结

表中。CERQual 工具基于 4 个方面 [8] 评价定性系统

评价证据：① 方法学局限性（methodological limita-
tions）；② 相关性（relevance）；③ 结果一致性（coher-
ence）；④ 数据充分性（adequacy of data）。下面将进

行解释。

2.1 方法学局限性

方法学局限性指原始研究设计和实施中存在的

问题，需借鉴相关的定性研究方法学质量评价工具

对每一个纳入研究进行评价。“ 定性研究 ” 范畴囊

括大量的研究问题和多样的研究设计。正如评价定

量研究方法学质量时提出的问题一样，评价定性研

究方法学质量时，我们会提出同样类型的问题。如，

研究结果的效度有多大？研究结果准确度的变异性

有多大？以及研究结果的应用范围有多广？然而，

由于定性研究中研究问题和研究设计的多样性，以

及不同学科构建和评价定性研究的方法不同，不能

简单地将评价定量研究的方法应用到定性研究中。

正因如此，研究者们已经致力于构建评价定性研究

本系统的总体目标：评价定性系统评价单个结果的信度

方法学局限性 相关性 结果一致性 数据充分性

最终由高、中、低、极低四个等级来表示系统评价证据级别

图 1 定性系统评价证据分级系统（The CERQual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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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学质量的理论和方法，涵盖了定量和定性研究

者共同的关注点，并能有效地用于评价各种定性研

究。

鉴于定性研究设计没有证据等级之分，其方法

学局限性应基于每一个研究的方法学优劣势来评

价。CERQual 借 鉴 CASP（Critical Appraisal Skills 
Programme） [14] 评价定性研究的方法学局限性，但

不排除使用其他定性质量评价工具（如 UKGC-
SRO [15]）。因为系统评价的结果由众多原始研究数据

所支撑，所以评价方法学质量如何影响研究结果时，

应考虑每一个纳入研究的方法学局限性，并基于此

给出方法学局限性的总体评价。当纳入的原始研究

具有重大的方法学缺陷时，系统评价结果的信度便

会降低。原始研究的方法学局限性可能仅影响系统

评价的某一特定结局指标，但对另一结果却可能没

有影响。此部分的评价结果对系统评价的意义在于：

当针对某个特定问题的系统评价所纳入研究的方法

学质量低时，表明需要开展更多关于此类问题的高

质量原始研究或更清晰地报告所用的研究方法。

2.2 相关性

相关性指纳入研究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等与

系统评价要解决问题的相符程度。一般情况下，定性

系统评价的纳入标准与研究问题相一致，因此纳入

研究的相关性较强。但是也有相关性较低的情况，可

归纳为：① 间接相关，例如研究人们对禽流感的看

法，但是由于缺乏相关研究，因此纳入猪流感的相关

研究；② 部分相关，例如研究欧洲地区幼儿园儿童

的生活模式，但是只纳入挪威地区的研究；③ 相关

性不确定，即纳入研究与定性系统评价需要解决的

问题相关性不大，或者对相关性的解释不明。当有以

上情况出现时，系统评价结果的信度将会降低。

相关性的评价结果对系统评价有两方面意义：

① 相关性不强时，提示针对该研究问题需要在不同

环境下开展更加多样化的原始研究及对研究结果做

出更好的报告；② 相关性不强也可能提示系统评价

所关注的问题在特定环境下并不突出或非普遍现

象。

2.3 一致性

一致性是指综合结果与相应原始研究结果的相

符程度及是否解释了原始研究结果的差异。特定的

合并模型要能够通过原始研究提供的资料或者作者

（原始研究或系统评价的作者）提出的假说来解释。

当原始研究中出现无关或反常的情况，不支持甚至

与系统评价结果相悖，且此不一致难以解释时，系

统评价结果的信度降低。

合理解释研究结果间的差异是评价一致性的关

键，其理论基础可以是内部产生的（如源自原始研

究）、外源性的（如基于已建立的概念或理论）或者

原创的（如作者在综合结果过程中提出的理论）。这

种差异有时很难被解释从而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包

括：① 有效数据不足 [16]；② 没有深入探讨无关或

反常情况的原因；③ 系统评价作者对该领域了解不

充分，不能给出合理的解释；④ 系统评价中提及的

理论有缺陷或不完整；⑤ 系统评价的研究样本不理

想。对研究样本及探讨无关或反常情况的原因的评

价也可能出现在方法学局限性部分。对一致性的评

价有助于作者明确自身合并模型的适用程度，使其

能够对该模型和反常案例做出更加合理的解释。需

要指出的是，CERQual 的目的不是消除不一致性，

原始研究资料间的共性和差异对综合结果的得出都

有重要意义，综合结果时作者不应该只看到相一致

的部分而忽略一些有重要意义的反常案例。

一致性的评价结果对系统评价有以下三方面意

义：① 系统评价作者应当考虑是否能够从有差异的

结果中，提出有关问题新的假说或理论；② 当特定

系统评价结果缺乏一致性时，可能提示该领域需要

更多的原始研究，并且应当及时更新系统评价；③ 
当系统评价通过抽样方式纳入研究时 [17]，系统评价

的更新可以通过重新设计抽样方法来探索结果不一

致的原因。

2.4 数据充分性

数据充分性指针对定性系统评价某一结果，对

其相关资料的丰富性和数量做出的综合评价。数据

丰富是指原始研究能够提供充分详细的信息来描述

研究状况使其易于理解，如理解参与者对特定话题

的观念和经验。相反，数据单薄则不易于理解研究

状况，也将降低系统评价结果的信度。另外，原始研

究数量不足或研究人群过少，观察结果不足时，系

统评价结果的信度也会降低，因为此时便无法确定

是否存在其他研究得出了相类似的结果。

评价数据充分性时，需要综合考虑其丰富性和

所提取资料的数量（研究数量、研究人群和观察结

果等），任何一方面的缺陷都会降低系统评价结果信

度。但是对此并没有固定的评判准则，作者可以从

数据的饱和原则去考虑，也可以通过评价其他研究

资料对系统评价结果的影响程度对数据充分性做出

评价 [18-21]。另外，评价者也应关注反常案例。需要注

意的是，评价数据充分性并不是旨在增加原始研究

的数量，更多的是让评价者关注哪些地方资料不足

或存在局限性。少量而概念丰富的研究或许比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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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但数据稀缺的描述性研究更加有说服力。

数据充分性的评价结果对系统评价有以下两方

面意义：① 当数据不充分时，提示该领域需要更多

的相关原始研究；当原始研究发表时，需要及时更

新系统评价；② 数据不充分也提示可能该系统评价

关注的问题过窄，应当考虑适当扩大问题范围，或

纳入更多解决相似问题的原始研究。这可能关联到

相关性的评价。

2.5 总体评价

单独对以上 4 个部分进行评价后，综合各部分

的评价结果给出证据等级——高、中、低、极低，各

个评级的意义如表 1 所示。具体来说，首先将所有

系统评价结果的初始证据级别视为高级别，然后依

据上述 4 个方面，进行降级，得出定性系统评价单

个合成结果的最终证据级别。也就是说，在没有其

他因素影响证据信度的情况下，系统评价的每一个

结果都应被认为是所研究问题真实情况的高度反

映。需要指出的是，总体评价是针对系统评价单个

结果的总体评价，而非针对系统评价所有结果。应

注意 4 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避免重复降级。具体

的评级需要由多名研究人员（包括方法学家）讨论后

决定。

整个评价过程应当透明，最后需呈现在预先设计

的定性系统评价结果总结表（Summary of Qualitative 
Findings Table）中。这里的“定性结果总结”表与在

Cochrane 系统评价中使用的“结果总结表”相似——

总结描述综合结果及其证据分级和纳入研究情况，提

供定性证据信度评级的解释（参见应用举例）。

3 应用举例

以 Bohren 等 [22] 在 PLoS Medicine 上发表的关

于产妇在分娩机构中受到不平等待遇的系统评价为

例，具体说明 CERQual 在证据分级中的应用。

3.1 背景

研究表明，在全球各地，产妇在医疗机构中分

娩时受到了不平等待遇，包括被虐待、被忽视、缺乏

尊重等。关于产妇在医疗机构中受到的不平等待遇，

目前还缺乏全面的分类标准，识别标准及操作定义，

这方面的不足将使这一领域的深入研究难以开展。

此系统评价通过综合定性和定量的证据，明确产妇

在分娩机构分娩时受到不平等待遇的种类和原因，

旨在促进有关该现象的类型学的发展。

3.2 方法

采用预先制定好的检索策略全面检索有关产妇

在分娩机构中受到不平等待遇的定性、定量及混合

性研究，无地域及收入水平差异的限制。运用主题

分析法综合定性研究结果并采用 CERQual 方法对每

一个综合结果进行信度分级。本例仅关注该研究的

定性综合部分，其余部分不作过多描述。

3.3 结果

共纳入涵盖 34 个国家的 65 篇研究，其中定性

综合结果从以下 6 个方面进行归纳分析：① 躯体

暴力；② 语言暴力；③ 侮辱和歧视；④ 非专业护

理；⑤ 关系不和谐；⑥ 机构环境设施差。共对 34
个综合结果做出了信度分级，此处分别就限制自

由（physical restraint）、不正当评论（judgmental and 
accusatory comments）和不实施镇痛措施（refusal to 
provide pain relief）3 个结果进行描述和证据分级。

3.3.1 限制自由 产妇在分娩机构中人身自由受到

限制，如被绑于床上和封口。该结果共包含 2 个研

究，方法学质量分别为高和低，故方法学局限性整

体评价为高度局限性；2 个研究的研究目的、对象等

均与研究问题呈中度相关；因研究资料不足，故一

致性不清楚；2个研究来自2个国家，资料单一有限，

数据充分性整体不足。综上考虑，将该系统评价结

果信度由初始的“高”降为“低”。

3.3.2 不正当评论 产妇的性行为受到医护人员的

不正当评论而使之蒙羞，尤其在少女和未婚女性中

多见，这让本身处于弱势地位的产妇感到屈辱，以

致让她们觉得医护人员对其不尊重、冷漠和粗鲁。

该结果共包含 10 个研究，2 个方法学质量为高，6 个

为中，2 个为低，故方法学局限性整体评价为中度局

限性；相关性的评价中 4 个呈高度相关，5 个呈中度

相关，1 个为低相关，整体为中度相关；研究间较相

似，尤其是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研究，故一

致性为高；10 个研究分别来自 8 个国家，包括亚洲

（1）、中东和北非（1）、北美（1）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

区（7），其中中、高收入国家各一个，数据充分性为

中。综上考虑，该系统评价结果信度为“中”。

3.3.3 不实施镇痛措施 产妇分娩时，医护人员未

对其采取镇痛措施，在资源匮乏的机构常常是因为

药品缺乏或患者医药费支付不足，但在资源充裕的

机构患者的镇痛诉求也被拒绝。该结果共包含 11 个

表 1 定性系统评价结果信度的 CERQual 评级意义

信度级别 意义

高 我们很有把握研究结果真实反映客观现象

中 我们有中等把握研究结果真实反映客观现象

低 我们有有限把握研究结果真实反映客观现象

极低 我们没有把握研究结果真实反映客观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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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5 个方法学质量为高，6 个为中，方法学局限

性整体评价为轻微局限性；相关性的评价中 4 个呈

高度相关，5 个呈中度相关，2 个为低相关，整体为

中度相关；因研究间的差异在文中给出了合理解释，

故一致性为高；11 个研究分别来自 9 个国家，包括

亚洲（1），欧洲（2）、中东和北非（2）、北美（1）和撒

哈拉以南非洲地区（5），其中高收入国家 3 个，中等

收入国家 2 个，数据充分性为高。综上考虑，该系统

评价结果信度为“高”。

最终将系统评价结果及 CERQual 分级通过“结

果总结表”呈现出来，见表 2。结果总结表简单直观，

且能够使整个评价过程尽可能透明展示，我们提倡

CERQual 使用者能够使用结果总结表来呈现系统评

价结果及其证据分级。

目前，CERQual 作为 GRADE 工作组中的一个

小组 [23]，主要针对定性系统评价的证据分级，尝

试对定性系统评价的质量评价进行了规范和发展。

CERQual 正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其未来的发展方向

主要包括：① 制定 CERQual 的详细使用指南；② C 
ERQual 对不同定性合成方法的适用性；③ CERQual
四个方面的交互作用及评价顺序；④ 是否增加“发

表偏倚”（dissemination bias）这一评价条目等。虽

然 CERQual 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需要不断完善并

发展定性证据推荐系统，但随着患者偏好、干预可

推广性以及医学人文问题（如文化、信仰、生活方式

对医学选择的影响）越来越受重视 [24]，定性原始研

究越来越规范，CERQual 将会有更广阔的应用空间。

本课题组后续将通过系列论文详细介绍 CERQual 的
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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