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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Campbell协作网是一个关注社会学领域生产、保存、传播高质量系统评价的国际性非营利性学术组
织，是Cochrane 协作网的姊妹组织。目前我国循证医学的思想和方法在临床医学领域已被广泛使用，但在教育学、
社会学等非医学领域，循证实践的理念和系统评价方法很少被了解和应用。本文通过介绍 Campbell系统评价的
撰写步骤和技巧，使我国研究者初步了解如何使用系统评价的方法解决非医学领域的问题，鼓励相关学者尝试使

用、撰写 Campbell系统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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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ampbell Collaboration is an international nonprofit academic organization which concerns about 
production, storage and transmission high quality systematic reviews of the effects of social interventions, and it is called 
the sister organization of Cochrane Collaboration. Now the thinking and methods of Evidence-based medicine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the field of clinical medicine, but its application in non-clinical medicine fields such as education and social 
area is rarely understood and used. This paper introduced the writing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 of Campbell Systematic 
Review (C2SR), and to make the researchers preliminary understand how to resolve the problems in non-clinical field 
using the systematic review, and to encourage researchers try to use and write C2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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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我国循证医学的思想和方法在临床医

学领域已被广泛使用，但循证实践的理念和系统评

价方法在教育学、社会学等非医学领域很少被了解

或应用，故我国研究者和决策者有必要应用 Camp-
bell的理念和方法促进循证研究和循证决策发展。
课题组将撰写系列论文介绍 Campbell系统评价的
方法学。此文作为系列论文之一介绍 Campbell系统
评价的撰写方法。

系统评价是指基于具体问题，全面收集全世界

所有相关研究，通过严格筛选和客观评价后，对其

进行综合分析，从而得出可靠结论，并定期进行更

新，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系统评价可以研究包括

病因、诊断、治疗、预防、预后以及经济学等问题
[1]。如今系统评价在医学领域的应用日趋成熟，但

许多研究者并不了解其方法在非医学领域的应用。

Campbell系统评价是系统评价方法在教育、司法犯
罪、社会福利和国际发展领域的应用，研究社会干

预、行为干预及公共政策，提供相应的证据并进行

质量审查和综合评价，关注宏观的干预措施或政策

的有效性，研究影响其结果的干扰因素，包括实施

过程、干预措施和干预对象等。Campbell协作网是
Campbell系统评价的载体，旨在制作、保存和传播
社会学（包括教育、刑事司法、社会政策和社会关

爱）相关干预措施效果的系统评价，为公共卫生决

策及教育提供高质量、可靠的证据 [2]。Campbell协
作网有 5个专业组：教育组、司法犯罪组、社会福利
组、国际政策发展、方法学组、知识推广与应用组。

传统系统评价的基本内容包括：明确的纳入 /
排除标准、明确的检索策略、纳入文献的质量评价、

在同质的情况下进行Meta分析。而 Campbell系统
评价与传统系统评价存在一定的不同：① 为避免发
表偏倚，在 Campbell系统评价中，证据检索必须包
括未公开发表的灰色文献。② Campbell系统评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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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不限定研究地区，关注国际范围内的研究。③ 必
须提前制定计划书并经过同行评审。④ 至少需要两
名研究者单独完成纳入文献和对文献编码分类工

作，并进行结果比较。⑤ Campbell系统评价必须经
过同行评审和协作网编辑评审 [3]。

撰写一篇 Campbell系统评价要经过注册题目，
发表计划书以及撰写全文三个基本步骤，各步骤间

既相互联系，又各有侧重。题目注册阶段：联系相应

的专业组填写题目注册表，内容包括题目的价值和

可行性论证、纳入排除标准、研究团队。其中纳入排

除标准需要以研究目标、干预措施、结局指标、研究

类型等方面进行详细阐述，需要与编辑多次讨论后

确定。研究计划撰写阶段：主要完善研究主题和研

究方法等，一般通过补充论文中的相关内容，进一

步阐述注册题目，确定题目实施的具体步骤。研究

计划可保证评价工作对其他研究人员的透明性，方

便后期改进工作步骤，其中同行评审是质量评价过

程的关键步骤，有经验的研究者可保证方法学和结

果部分的内容质量。全文撰写阶段：按照研究计划

进行纳入研究质量评价，撰写结果及讨论部分，将

相关文献的结果合并，并撰写全文。本文将具体介

绍 Campbell系统评价每一步的撰写方法，旨在让国
内更多的研究者了解其撰写方法并尝试撰写相关论

文。

1 如何明确研究目的及制定计划书

为了避免重复研究，研究者需要与一位专家

组成员讨论并确定研究目的。通过全面、系统的证

据检索，了解针对研究问题的系统评价是否已存

在，如存在，进一步评价此研究质量，如果现有的

系统评价已过时或质量不高，则可考虑进行更新或

重新撰写一篇新的系统评价。若选定的研究目的与

Cochrane系统评价的主题有所重叠，可以通过联合
评审解决。关于 Campbell系统评价选题的适用性问
题，可联系 Campbell合作网站（http://www.camp-
bellcollaboration.org/coordinating_groups/index.php.）
得到解决。

研究目的确立后，研究者需要制订系统的且符

合实际的研究计划。制定一个相对详细的计划书，

便于审稿人提供指导建议，减少研究过程中的具体

实施问题，并确保最终的研究质量符合协作网标准。

其包括研究题目名称、背景资料、研究目的、方法学

（检索文献策略、纳入 /排除文献标准）、研究进度
表、研究更新计划、致谢内容、利益声明、引用文献

和流程图，并且对每一条内容都应有简短的说明。

2 如何撰写方法学

方法学部分可以灵活描述系统评价的撰写步

骤，其与一般研究报告的区别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2.1 确定纳入与排除标准
可从以下 5方面准备：① 研究主题的重要特征；

② 文献纳入 /排除标准；③ 文献的纳入或排除流程
（通过阅读标题、摘要还是全文）；④ 筛选研究的人
员；⑤ 如何评估纳入、排除标准的可靠性，研究者
应说明被纳入或排除的文献类型。

研究者应首先考虑随机对照试验（RCT），当同
时有 RCT和非随机对照试验（non-RCT）时，按研究
设计不同进行亚组或敏感性分析。

2.2 检索文献 
研究者应根据研究计划，基于项目需求检索文

献。可列表说明检索方式（如：参考文献、研究对象

特征、联系作者方式、手工检索），并说明文献来源，

尤其说明对不同来源文献的互补性，以减小检索结

果潜在的偏倚。可采用以下方式检索：① 检索已在
C2-SPECTR（Campbell建立的社会、心理、教育与
犯罪对照试验注册资料库）注册或未注册的社会、

心理、教育与犯罪领域的 RCT；② 从参考文献中追
踪查询相关文献；③ 手工检索相关期刊；④ 与相关
研究者进行访谈、交流。  

为便于读者了解检索的具体情况，研究者需要

说明检索文献来源、检索策略的关键词和检索文献

的年限。详细的检索策略有助于编辑评估检索的完

整性以及发现潜在偏倚等问题，也可以从研究计划

书中确定相关结论的可信度。同时，需要描述灰色

文献的检索方法。

2.3 筛选文献 
检索所得文献应由两位以上的研究者严格按纳

入与排除标准独立进行筛选，并详细记录文献排除

原因。研究者首先应确定纳入何种研究设计类型的

文献，多数 Campbell评价只纳入 RCT和半随机对
照试验（qusi-RCT）。初步筛选时，可适当扩大纳入
范围，对不确定是否纳入的文献可先行纳入。文献

筛选者除来自专业内人员外，还应有非专业人员的

参与，以避免专业人员先入为主的看法而导致在评

估文献相关性和真实性时出现偏倚。此外，文献筛

选前还应对评价员进行培训，以确保其在文献筛选

上的一致性 [4]。

2.4 资料提取及质量评价
研究者应设计资料提取表，并进行预提取，以

修改和完善资料提取表。资料提取过程中，应对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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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文献作者、资助和来源期刊施盲。由于工作量大，

资料提取过程极易出错，为确保研究质量，应由两

人分别单独进行资料提取，然后进行交叉核对。资

料提取内容一般包括：① 一般资料：如评价员姓名、
研究题目、原始文献作者姓名、原始文献编号和来

源、评估日期等；② 研究内容：如干预措施、疗程，
试验组和对照组的患者数、年龄、性别、治愈人数、

好转人数、无效人数、死亡人数、失访人数等，必须

记录具体的人数；③ 研究特征：如研究的设计方案
和质量、纳入与排除指标、分析偏倚的措施等。对于

缺失的资料，应与作者联系予以补充。

3 如何分析和描述结果

定量研究：研究者需要选择合适的软件和数学

模型进行数据分析，应考虑以下 8方面：① 选择合
适的分析软件；② 选择合适的效应量模型；③ 决定
是否需要调整变量以降低因素对结果的影响；④ 解
决数据丢失问题；⑤ 合并多个试验效应；⑥ 如果不
能定量合并，提供合适的备选方案；⑦ 如何评价、
分析结果；⑧ 如何进行敏感性分析。这部分内容应
该包括选择每个分析软件和分析原则，并且研究者

要清楚该选择是否会影响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定性研究：在 Campbell系统评价中，相关领域
的定性研究可以较精准地定义干预措施，从而在相

似的措施中发现更有效的干预措施；可以帮助选择

结局指标和扩大研究目标范围；可以帮助读者理解

研究结果中相关的异质效应。如果采用定性研究方

法，研究者应按以下步骤逐步实施：文献的纳入与

排除标准、原始研究的方法学、单个研究的确定标

准和定性研究中纳入文献标准。

为了更好地展示结果，应采用以下措施：用表

格形式展示文献检索流程；检测已制作好的图表；

分析异质性来源；考虑所有试验或亚组试验的Meta
分析；进行敏感性分析；列出被排除的研究文献；分

析研究过程中某些步骤出现的问题和原因。

4 如何对研究结果进行讨论

4.1 研究文献的发表偏倚
由于系统评价是对文献的二次研究，所以发表

偏倚重要但难以避免，需要在结果中讨论其对结果

的影响。系统评价是否存在发表偏倚可通过漏斗图

来判断。但漏斗图不对称并非完全由发表偏倚所致，

还应考虑其他原因。 
4.2 证据的强度

讨论部分最好首先说明纳入研究的证据强度和

系统评价方法的局限性，这可能会影响决策制定及

未来开展相关研究。例如，在论述不同土地产权制

度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投资生产率的影响时，可能

会纳入发达国家的研究，则在结果中必须明确指出

所参考的证据是否经过全面评价。

4.3 间接证据
间接证据有助于对干预措施和主要结局指标

之间可能的因果关系进行讨论，包括有关中间结果

（如结果风险的生理或生化指标）的证据，不同种群

（包括动物）的研究证据，以及相似证据（如类似干

预）。因为对干预效果强度的结论本质上是因果推

论，因此研究者应了解评估因果推论强度的标准，

需要考虑以下几点：① 纳入研究的质量；② 结局指
标及意义；③ 不同研究间的一致性；④ 是否有明确
的量效关系；⑤ 是否有间接证据支持；⑥ 是否对其
他可能情况做了解释。

4.4 结果的适用性
Campbell系统评论的使用者必须判断证据的适

用性。首先要明确评价中潜在利弊信息是否准确，

判断纳入研究的受试者与实际情况和自身情况是否

相似。此外，考虑纳入研究的干预特征，评价证据的

适用性。适用性的评价取决于对特定情况的了解。

在阐述系统评价结果的适用性时，研究者切记不要

假定实际情况与纳入研究中的情况相似。研究者关

注干预措施适用范围以及预计不同情况所出现的

结果将有助于决策的制定。通常并不是简单地说明

某一证据的适用范围，而是要研究这一证据为何不

适用于某些特定情况。研究者可以通过对证据的某

些重要特异性进行说明来帮助决策，这些特异性包

括：① 生物特异性和文化特异性，生物特异性包括
病理生理学的多样性（如性别差异可导致疗效反应

的差异性）和病原体（如疟疾）的多样性。对于如精

神疾病等卫生保健方面的问题，文化差异有时可能

是影响结果适用性的因素之一。② 依从特异性，服
务提供者和接受者的依从特异性也会影响结果的适

用性。依从特异性取决于经济条件或观念差异，这

可能会导致干预措施在某些情况下（如发展中国家）

无法开展。③ 基线特异性，主要考虑系统评价纳入
研究间的基线一致性和整体代表性。首先要确定干

预措施的利弊和适用性，其次考虑干预措施效果差

异的限度，例如，NNT（取得 1例有利结果所需干预
的人数）的确定有助于对照组基线风险范围的观察。

研究者不可能对全球范围内的特异性逐一论述，但

可以对所研究的人群已知的特异性加以说明，最重

要的是应避免其他人群同样适用的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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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其他与决策相关的信息
例如费用﹑当前的实际情况、统计效能（一个

试验的统计效能同时取决于该试验的样本量和患者

的价值观及意愿）以及说明对未来研究的意义 [5]。

5 总结

总的来说，一篇规范的 Campbell系统评价的撰
写步骤包括 [6-9]：① 准备阶段：注册题目，撰写计划
书，为评价研究质量打基础；② 实施阶段：按照计
划书撰写全文，其保证了系统评价的质量；③ 讨论
阶段：按照要求对研究结果进行讨论，反应系统评

价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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