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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系统评价的撰写方法介绍定性系统评价的撰写方法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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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循证医学强调将医师的经验、最佳的研究证据与患者的价值观相结合以保证最佳的防治效果。“证
据”是循证医学的核心，定量系统评价能够综合高质量的干预性研究，但不能提供患者的需求、观点与态度等证

据综合结果，定性系统评价则可弥补此类不足。随着定性研究及其系统评价方法学的发展，定性研究数量逐年增

长并为公共卫生、社会工作、管理学、教育学的循证实践提供证据支持，同时为决策者知证决策提供证据。国际上

Cochrane协作网、Campbell协作网和 3ie等研究机构已经有成熟的定性系统评价撰写方法，但国内缺少定性系统
评价撰写方法介绍。本文将简要介绍定性系统评价的撰写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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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Evidence-based medicine (EBM) emphasizes the combination of the physician’s experience, the best 
research evidence and patient’s values to ensure the best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effect. Evidence is the core of the EBM, 
and quantitative systematic review can synthesize interventional studies; however, it can’t provide synthetic evidence for 
patients’ demands, opinions and attitudes and so on. Qualitative systematic review can offset these limitation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ethodology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systematic review of qualitative studies, the number of qualitative 
studies increased year by year and they provided more and more evidence for decision making in public health, social work, 
management and education.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cluding the Cochrane Collaboration, the Campbell 
Collaboration and the 3ie have mature methods for qualitative systematic review; however, few studies introduced how to 
write it in China. Therefore, this paper briefly introduces how to write the qualitative systematic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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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评价是指针对具体问题，采用科学的、规

范的方法全面收集、严格筛选、客观评价和科学分

析纳入研究，得出综合可靠结论的研究方法 [1]。随着

循证医学的不断发展，大量基于定量研究的系统评

价被广泛用于指导临床实践，许多研究者认为系统

评价即定量系统评价。实际上，系统评价是一种二

次研究方法，其纳入的研究为定量研究、定性研究

或者定量和定性皆有的研究，纳入研究类型取决于

研究问题。定性系统评价（定性证据合成）即针对研

究问题，进行系统检索后纳入定性研究并对其客观

评价、分析得出结论的研究类型。定性研究指通过

观察法、个人访谈、焦点组讨论以及参与性研究等

方法，或是分析文字或影音记录资料等方法获取资

料，目的是从研究对象的角度去了解与解释如行为、

观点、态度和经验等现象 [2]。定性系统评价能够从不

同角度观察、分析问题，例如能够定性地探究某种

干预措施的执行与持久程度的影响因素等问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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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者基于实际情况的决策提供可靠依据。同样，

针对某种干预措施，定性系统评价也能够提供参与

者对其接受程度和依从性证据，为定量研究提供前

期理论基础，弥补单纯定量研究的不足。定量系统

评价与定性系统评价的比较见表 1。本文将从提出
问题、检索证据、评价证据、综合证据等方面介绍定

性系统评价的撰写方法。

1 提出及构建问题

系统评价由提出问题、确定纳入排除标准、检

索证据、评价证据、分析、结论及讨论组成。撰写系

统评价前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研究问题。构建一个具

有实际意义的研究问题可以帮助研究者深入认识研

究问题，有助于制定科学合理的检索策略。定量干

预性系统评价常用的问题构建模型是被人们所熟知

的 PICO模型。然而相对于定量研究，定性研究具有
样本量小、注重研究对象的经验与体会的特点，故而

PICO模型不适用于定性系统评价，需要对其进行改
良。SPIDER模型是由国内外相关研究者 Cooke等
基于 PICO模型进行改良，适用于定性系统评价的模
型 [3,4]，其将人群（Population）修改为研究对象（Sam-
ple），干预措施（Intervention）则改为侧重于探究个人
需求、观点、态度、经验的研究内容（Phenomenon of 
Interest）。具体 SPIDER模型参见表 2。

通过对 PICO模型的一系列拓展，SPIDER模型
能够更加系统、合理地构建定性系统评价问题。

例如社会工作者希望研究社区内老年抑郁症患

者对药物治疗的依从性影响因素，可使用 SPIDER模

型来构建问题：S（Sample）：社区内老年抑郁症患者
及其家属，社区医生等工作人员；PI（Phenomenon 
of Interest）：实施或接受药物治疗的经历，但依从性
不佳；D（Design）：焦点组访谈法、个人访谈法；E
（Evaluation）：来自患者的因素，来自社区工作人员的
因素，其他外部因素；R（Research Type）：定性研究。

除了 PICO模型和 SPIDER模型外，澳大利亚的
循证护理中心倡导运用 SPICE（Setting，Population，
Intervention，Comparison，Evaluation）模型构建问
题 [4]；健康法规与管理领域则倡导采用 ECLIPSE
（Expectation，Client Group，Location，Impact，Profes-

sionals，Service）模型 [5]。研究者根据研究需求选择适

合的研究问题构建模型。

2 制定纳入与排除标准

具有明确的纳入排除标准是系统评价区别于传

统综述的第一个重要特征。定性系统评价的纳入对

象是有过某种经验或者经历的个体，必须事先制定

相应的纳入与排除标准。完成文献检索后，研究者

需要基于纳入与排除标准通过阅读研究的文题、摘

要等进行文献筛选。纳入标准指符合研究要求的一

系列指标或者条件，排除标准指在满足纳入标准范

围内排除某些在研究对象或研究方法上会影响研究

结果的研究。制定纳入排除标准时可以考虑被纳入

研究的特征，利用 SPIDER模型制定定性系统评价
的纳入排除标准。

3 文献检索

表 1 定量系统评价与定性系统评价比较

内容 定量系统评价 定性系统评价

研究问题 干预措施的利与弊、诊断方法的准确性 个人的需求、观点、态度、经验等

构建问题及制定
纳入与排除标准

推荐 PICO模型 推荐 SPIDER模型

文献检索 建议检索MEDLINE、EMbase、CBM、CNKI、Th e Cochrane 
Library

还应额外检索 CINAHL与 PsycINFO

证据合成 Meta分析，描述性系统评价 Meta-人种志，CIS，主题综合

结果与讨论 以Meta分析形式展示结果，讨论中应分析讨论实施偏倚
等多种混杂因素对系统评价结果的影响

以描述性的语言展示结果，由于定性研究实施过程的多样性
不需要讨论发表偏倚对结果的影响

表 2 定性系统评价研究问题构建的 SPIDER模型

SPIDER模型 特点

S（Sample）研究对象 定性系统以观察和访谈为主，以个体为单位，故而样本比群体更加适用

PI（Phenomenon of Interest）研究内容 定性研究注重于探究研究对象的需求、观点、态度与经验等

D（Design）纳入研究设计方法 观察法、焦点组访谈法、个人访谈法等定性研究方法

E（Evaluation）评价内容 定性研究评价内容是无法量化的主观指标

R（Research Type）研究类型 定性研究、定量研究、混合型研究均可以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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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全面地收集所有相关的文献资料是系统

评价的第二个重要特征。目前文献检索都采用电子

数据库检索，手工检索可以作为补充检索。检索过

程中，首先应用 SPIDER模型构建研究问题，随后选
择数据库并应用制定的检索策略进行检索。检索定

性研究主要使用 Cochrane协作网定性研究小组推
荐的 PsycINFO、MEDLINE、EMbase与 CINAHL四
个外文数据库（表 3），中文数据库主要使用 CNKI
和 CBM。

针对不同数据库制定相应的检索策略极为重

要，一个好的检索策略能够平衡检索结果的敏感性

与特异性。使用泛指性较强的检索词（如上位主题

词）能提高敏感性，但特异性下降；使用专指性较强

的检索词（如下位主题词）能提高特异性，但敏感性

下降。所以检索策略需要根据研究的需求、检索结

果的文献总量以及电子数据库的特点综合选用。

为了提高检索结果的敏感性与特异性，检索过

程中需要使用方法学过滤器。过滤器是一种标准化

的检索策略，它能够有效地从文献中排除不符合纳

入标准的研究设计，查找到符合需要的研究设计，

其原理就相当于将滤器的检索结果与主题检索用布

尔逻辑运算符 AND连接并输出结果。方法学过滤
器的使用分为两步：① 利用主题词、自由词等进行
主题检索，并将分步检索结果应用布尔逻辑运算符

进行组配；② 使用过滤器筛选出适合于定性系统评
价的原始研究设计。

考虑到过滤器的敏感性与特异性，在此推荐在

英文数据库中平衡敏感性与特异性的最佳过滤器：

PsycINFO：Experiences.tw. OR interview:.tw. OR 
qualitative.tw. [6]

MEDLINE：interview:.mp. OR experience:.mp. 
OR qualitative.tw. (Ovid’s search engine) [7]

EMbase：interview:.tw. OR exp health care organ-
ization/ OR experiences.tw. (Ovid’s search engine) [8]

CINAHL：interview.tw. OR audiorecording.sh. 
OR qualitative stud$.mp. [9] 

4 文献筛选

根据事先制定的纳入排除标准，通常由两位或

两位以上的研究人员背对背完成文献筛选，以降低

纳入文献时的选择性偏倚。研究员通过背对背阅读

检索的文献题目、摘要和全文，参考纳入标准，筛

选符合纳入标准的研究。然而实际情况具有复杂

性，纳入标准与排除标准之间存在灰色区域。考虑

到不同的研究者或许对同一研究有不同的认识，被

排除的文献需要记录在被排除的文献清单中并注

明原因，发表论文时以附件形式提交。文献检索和

筛选过程可参考系统评价文献检索和筛选流程图

PRISMA [10]与 Campbell系统评价的文献检索和报告
标准 ERICAR [11]。

5 质量评价

对纳入研究的质量进行评价是系统评价的第三

个重要特征。定性研究的评价要点包括研究目的（研

究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开展研究）、研究方法（能

否解释或说明参与者的行为或经验）、研究设计（研

究者是否选择了合适的研究设计）等方面，同时还

包括如何评价风险偏倚和如何在系统评价结果分析

中处理和报告风险偏倚。风险偏倚评估的主要目的

是尽可能找出风险偏倚的来源及分析其对系统评价

结果的影响。

评价定性研究风险偏倚时，可以使用的评估工

具有 CASP（Critical Appraisal Skills Program）、ETQS
（Evaluation Tool for Qualitative Studies）、JBI（Joanna 

表 3 Cochrane协作网定性研究小组推荐检索的外文数据库及其特点

数据库名称 收录范围 特点 开发商 网址

PsycINFO 收录 19世纪至今完整及回溯甚久的二
次文献。包括了书目引文、摘要及在各
种行为和社会科学学术出版物的参考文
献索引

最享盛名的心理学文摘数据库，
其更新周期为一周，获取数据库
信息需要通过订阅

美国心理学会 http://www.apa.org/pubs/
databases/psycinfo/

MEDLINE 涉及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环境医学、营
养卫生、职业病学、卫生管理、医疗保
健、微生物、药学、社会医学等领域

当前国际上最权威的生物医学文
献数据库，可通过 PubMed进行
检索

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 http://www.ncbi.nlm.nih.
gov/pubmed

EMbase 囊括了 70多个国家 /地区出版的 7 000
多种刊物，涵盖了大量欧洲和亚洲医学
刊物，覆盖各种疾病和药物信息 

可供同步检索 EMbase网络数据
库和MEDLINE数据库，检出记
录不重复，并有有较成熟的主题
词表

爱思唯尔 （Elsevier） http://www.embase.com/

CINAHL CINAHL完整收录来自美国职能治疗协
会及美国糖尿病协会出版品及 1 300多
种期刊，同时亦收录逾 4 000种护理相
关期刊、论文以及研讨会论文索引摘要

数据库的资源来自于由美国国家
护理联盟及美国护理学会提供的
期刊及相关出版物。是护理医疗
研究领域上不可或缺的研究工具

EBSCO https://www.ebscohost.
com/nursing/products/
cinahl-databases/cinahl-
comp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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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ggs Institute）等。CASP是由 10个筛选问题以清
单模式构成的严格评价工具，对每个标准都做了注

释，是许多评价员青睐的工具，但是 CASP对原始
研究的方法学评估相对而言并不突出 [12]；JBI评价
工具是一个计算机程序软件包，需要两名独立的研

究员分别进行评价，但很多评价条目没有给予解释，

因此它更适合于定性研究专业分析员使用 [13]；ETQS
相对于 JBI来说对其标准做出了更多细节性的说明。
定性研究的评估工具各有千秋，研究者可以根据研

究特点选用不同的工具进行严格评价（表 4）。

6 资料提取

定量研究中各项指标可以量化，数据的提取是

一个相对的线性过程，可以通过某种模板对需要的

数据进行提取 [11]。定性研究的证据多是用文字描述

个人的行为或者经验，提取定性资料有不同方式，可

提取所有合格的信息以避免遗漏原始研究中的重要

信息，也可有针对性地提取特殊形式的证据，例如只

提取直接通过访谈所得的证据；可以只提取定性研

究的核心设定，例如研究问题、研究设计等；也可收

集该研究中提供的所有信息，包括该研究收集与分

析数据的方法，作者对其数据的解释等；还可选择使

用一个理论框架以指导数据提取，将纳入研究的结

果经过转化以便于合并主题的综合分析 [14]。但是框

架法对选择的理论框架要求较高，如果该框架并不

适用于某些证据的提取，则需要对该框架进行修改。

具体定性证据提取方法的选择需要针对该研究的情

况以及系统评价的需求自行设计。例如在劳埃德琼

斯提出的基于框架方法进行定性资料的提取中，首

先对研究方法是否能够满足研究目的以及是否能够

准确地实施做了要求，在提取详细的调查计划内容

中，该框架要求对问题清单、文献回顾、研究人员的

纪律性、倾向性，以及数据收集与分析策略等各大要

素进行详细划分，并在最后利用几个问题对研究的

正确性与其报告形式的合理性进行探讨。

7 资料综合

定性系统评价所研究的问题具有多样性，其纳

入的研究设计类型也具有多样性，因此定性系统评

价有其特有的资料综合方法（表 5）。例如Meta-人种
志（Meta-ethnography）致力于确定各定性研究之间的
关系，主要针对结果相互支持的研究、相互对立的研

究，也可以列举两个相关研究的论据进行对比，此方

法适用于教育学与部分护理学领域 [15]。CIS（Critical 
Interpretive Synthesis）改编自Meta-人种志，适用于提
取广泛的研究对象的定性研究，如对弱势群体的医疗

保健和社会工作的可行性，最终目的是合成研究中的

论点以提出新的学说或者概念。主题综合（Th ematic 
Synthesis）是通过分析主题的方式，首先对纳入的研
究进行信息提取以形成描述性或者分析性观点，再通

过综合各研究之间的观点，对分析的研究提出新的解

释与说明。面对越来越多的与定性合成有关的方法

论，建立定性合成研究报告标准和证据分级方法可以

进一步提高研究报告质量和促进证据转化。ENTREQ
（Th e Enhancing Transparency in Reporting the Synthesi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是一个提高定性研究合成报
告透明度的指南 [16]。CERqual（Certainty of Qualitative 
Studies）工具是由挪威知识转化中心为主的研究人员
组织国际相关机构及人员制定的定性系统评价的分

级系统，旨在为全球性的指南小组使用定性证据合成

提供支持 [17]。

8 结果与讨论

表 4 定性研究偏倚风险评价工具对比

评价内容 JBI CASP ETQS

筛选问题 – + –

理论框架 + – +

研究设计的合适度 + + –

资料收集过程 + + +

资料分析 + + +

研究结果 + + +

环境 + – +

研究者的影响 + + +

可信度 + – +

伦理学 + + +

评价 /结果 + – +

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 + +

注：其中“+”表示有进行相关筛选或评价，“–”表示未提及相关内容。

表 5 定性系统评价资料综合方法对比

资料综合方法 适用范围 综合方法 结果

Meta-人种志 适用于综合互相支持或互相对立的研究 列举论据进行对比 新的见解与新的视角

CIS 适用于提取广泛的研究对象的定性研究 对研究进行转化 新的学说或者概念

主题综合 适合由果及因的推断 综合各研究之间的观点 对分析的主题提出新的解释与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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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系统评价的结果部分需要对检索以及筛选

结果进行说明，描述纳入研究的特征并分析纳入研

究的主题。不同于定量系统评价以统计图表描述合

成结果，定性系统评价纳入的多为叙述性证据，因

而结果也是以描述性的语言表达。定性系统评价的

结果描述需要应合理运用上文介绍的资料提取与综

合方法，提出新的学说概念或者探讨对原始研究的

新看法，并对所使用的方法进行简要的介绍与分析。

需要对合并分析结果的可信度进行评估时可使用

CERqual工具，关于结果报告的规范可以参考上文
提到的 ENTERQ工具以有效提升定性资料综合的透
明度。

在总结本次系统评价研究的主要结果后，应在

论文的讨论部分客观地分析本系统评价与相关研究

或者相关系统评价之间的关系，并说明其结果在实

际运用中应当注意的方面或者可能存在的挑战。定

性系统评价存在一定的争议与局限性，作者在讨论

部分也应当客观地阐述本次系统评价存在的局限

性，并阐述有关纳入研究的质量、语言等的限制，以

及相关偏倚可能对本次评价的影响，还需要客观说

明本系统评价的结果对于未来研究和实践的指导价

值和意义，提出具体的提高未来相关研究质量的指

导意见。

9 示例：产科机构在中低收入国家应用的
影响因素研究的定性系统评价 [18]

2010年，在全球范围内约有 287 000例产妇死
亡的事件。研究提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与南亚

地区死亡的产妇占据了总数的 85%。以证据为基础
而实施的临床与预防干预措施中，有一项为增加专

门的产科机构来减少母婴死亡率。高质量的产科机

构能够有效地减少母婴的死亡率，然而这些地区产

科机构的使用率很低。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估

算，2014年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48%的妇女在
产科机构内分娩，南亚地区为 44%，中东与北非地
区为 71%。在最不发达的地区，2014年产科机构内
分娩占比平均只有 43%。

尽管基于人群的调查能计算产科机构内分娩人

数占总人数的比例，但是不能收集妇女对此事的看

法与做出该决定的原因。因此，需要通过定性研究

了解影响妇女选择分娩方式的因素。通过定性研究

能够探究妇女在选择分娩方式时的想法、对分娩的

理解以及各种因素对其决定的影响程度。本定性系

统评价通过综合定性资料，研究中低收入国家妇女

对产科机构内分娩的看法及该方法推广的障碍。

9.1 文献检索
在 PubMed与 CINAHL中的检索词中包含以下

三部分：孕妇保健、围产期保健与产科机构内分娩；

中低收入国家；定性研究方法学。另外，在WHO、
Global Health Library、Th e Cochrane Library、DARE、
Google Scholar、CRD、OpenGrey与 ETh Os中检索未
出版文献或者灰色文献。

9.2 文献筛选
由三名独立的研究员通过阅读文题与摘要的方

式进行初步筛选，再通过阅读全文进行二次筛选。

9.3 纳入研究数据提取
两位研究者利用标准化的数据提取方法对每一

个研究进行数据的提取，包括以下方面：研究背景

与人口统计数据、研究对象、研究设计、数据综合与

分析方法、主题、结论。

9.4 纳入研究定性评估
两位研究员利用改编后的 CASP定性评估工具

通过研究目的、方法学、研究设计等方面对纳入的

定性研究方法学进行评估（由于传统 CASP量表对
方法学的评估并不突出），分为“高”、“中”、“低”三

个等级。此外，利用 CERqual工具对研究结果的可
信度进行评估。

9.5 研究结果
通过数据库与其他渠道共检出 2 283篇文献，

其中 34篇被纳入。经过 CASP定性评估工具评价。
影响产妇分娩方式的选择因素可以归为以下几类：

① 文化因素：在传统文化与社会文化影响下，
许多人认为分娩是自然现象，分娩是女性的天赋，

在产科机构内分娩不符合逻辑。

② 个人因素：妇女惧怕面对陌生的与非自然的
分娩方式，如剖腹产与会阴切开术，并且在家庭之

外的地方分娩会让她们觉得自己的隐私受到侵犯。

部分产妇因为有过传统分娩经验，她们便会认为利

用设备分娩是多此一举。

③ 家庭因素：产妇丈夫与其他家庭成员，特别
是已有自然分娩经历的家庭成员能影响产妇对分娩

方式的选择。甚至有些情况下分娩方式不是由产妇

决定，而是由其家人决定。

此外，政策、资源与费用也是影响因素之一。

9.6 结论
产妇选择分娩方式受到许多的客观因素与主观

因素的影响。政府、公共卫生项目与健康工作者鼓

励妇女在产科机构分娩，但是由于隐私、经验等问

题，产妇更倾向于在家中分娩，而且普通分娩方式

在几代人之间的延续性也是决策的因素之一。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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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分娩的便利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

地域因素与经济因素也是推广产科机构分娩的极为

重要的障碍。政策与保险方案或者其他公共卫生项

目往往不能有效地缓和此类客观障碍，因此需要决

策者与执行者进行协调，缓和上述障碍以增加在产

科机构内分娩的妇女的数量。如开放医疗保健系统

与社区的交流，通过提供详细信息与告知产科机构

内分娩的潜在的优势，让产妇及其家属接受这一分

娩方式。

总之，定性系统评价与定量系统评价的主要结

构和撰写步骤相似，但二者在关注研究问题、问题

构建、证据检索、证据评价和合成方法等方面不同。

随着定性系统评价方法学不断完善，其在指南推荐、

卫生决策等方面的知证决策将发挥重要作用，研究

者有必要尽早掌握此种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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