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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REQ（the enhancing transparency in report⁃
ing the synthesi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是一个可提

高定性研究合成（定性系统评价）报告透明度的指

南。对于定性研究合成方法的重视，始于认识到

提供以证据为基础的医疗保健和卫生政策，除了

定量研究系统评价的“理性主义”模型外 [1]，还需要

一系列定性资料的证据。定性研究合成的目的是

结合不同研究背景中的资料，产生新的理论或概

念模型，识别研究的差距，报告主要研究的结果，

并为卫生干预的决策、实施和评价提供证据。主

要定性研究结果的合成或“汇集”正成为医疗决策

的一个重要证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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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于近年来国内外对定性资料证据予以重视，发表的有关定性研究合成的文章数量也越来越多，

有必要规范报告的标准，提高报告的质量。ENTREQ 指南是国外最新研发的用于提高定性研究合成报告质量

的工具，就 ENTREQ的研发过程和相关评价条目等问题逐一介绍给国内研究者和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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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cause of the attention to the qualitative evidence at home and abroad and more and more papers on the
synthesiz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published in recent years, it is necessary to standardize the report standard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report. ENTREQ guide is currently developed as a tool to enhance transparency in reporting the
synthesi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his paper introduces ENTREQ to researchers and users in China, in view of
development procedure and assessment i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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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研究合成报告指南（PRISMA）有助于为系

统评价的撰写和报告提供参考标准[1]。构建定性研

究合成的报告指南也可帮助研究人员提高定性合

成研究质量及报告质量，并且能使终端用户更好地

理解定性研究合成的过程。虽然已有定量研究的

报告指南，但至今仍没有定性研究合成的报告指南

出版。目前，很多定性研究的合成已经由相关研究

者着手进行，研究结果也广为报道，而且越来越多

的与定性研究合成有关的方法论正在被研究人员

使用。因此在这个时期建立报告标准是很重要

的。本文的主要内容编译自 Tong等 2012年的文

献: Enhancing transparency in reporting the synthesi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ENTREQ[2]。

1 定性研究的定义

定性研究是近年来兴起的研究方法，在医疗

卫生研究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定性研究指在自

然条件下，通过现场观察、体验或访谈收集资料，

对社会现象进行分析和深入研究，并归纳总结出

概念，对事物加以合理解释的过程[3]。

2 《ENTREQ》及其制订、完善与发布

在使用、发表、审查和指导定性卫生研究合成

的过程中，研发小组确定定性研究合成报告指南

的需求，并在“2010年加拿大温哥华定性卫生研究

合成国际研讨会”和“2011年澳大利亚悉尼定性卫

生研究协作研讨会”之后分别进行了任务报告说

明。在初步的《ENTREQ指南》中，纳入标准清单

可以归纳为三方面：定性卫生研究的指南、开创性

方法学论文的撰写、定性合成研究的评价。

为了测试研发小组设计的初步框架并确定纳

入标准的每个条目，针对 40篇定性研究合成进行

初步测试。最初研发小组的三名成员针对其中的

32篇综述独立测试该指南。他们根据指南的每个

条目提取相关资料，并通过远程会议讨论测试结

果，最后对ENTREQ指南进行了一系列修改，包括

删除重复条目和阐述条目中有歧义的部分。改进

后的指南针对剩下的 8篇综述进行了测试但没有

作进一步的修改。

修改后的《ENTREQ指南》由 21个条目组成。

该指南的目的是提高定性研究合成报告的透明

度；帮助终端用户明确应用的核心步骤，并提供一

个评价工具，帮助澄清各种用于描述定性合成过

程中的概念和术语。ENTREQ指南主要针对定性

卫生研究的合成，也适合作为其他类型定性研究

合成报告的基础规范，尤其是对干预措施进行评

价的定性研究。同时，ENTREQ还适用于已发表

的定性研究合成的严格评价。

3 ENTREQ条目及其含义

ENTREQ指南包含 21个条目，分为五个主要

领域：背景、方法和方法论、文献检索和选择、评价

及结果的合成（见表 1）。该指南对每个条目提供

一个例子，阐述每个领域及其相关条目的原理。

为了提高该指南的可操作性，根据 ENTREQ研发

小组发表的论文对其解读如下。

3.1 背景

条目 1：指出一个合格的定性研究合成必须要

陈述研究问题及构建问题的方法。研究问题可以

根据 SPIDER模型进行构建，包括 S (sample)研究对

象，PI(phenomenon of interest)研究内容，D (design)
纳入研究，E (evaluation)评价内容和 R (research
type)研究类型五个方面[4]。

3.2 方法和方法论

条目 2：要求说明合成的方法学。指出支撑合

成的方法或理论框架，并根据选择的方法阐述原

理。最近对定性合成的评价，发现有 9个主要用

于定性研究合成的方法，包括:关键理论解释合成

（critical interpretive synthesis）、扎 根 理 论 合 成

（grounded theory synthesis）、Meta ⁃ 民族志（meta ⁃
ethnography）、Meta⁃研究（meta⁃study）、主题分析综

合法（thematic synthesis）、Meta⁃叙述性综合法（meta
⁃narrative synthesis）、内容分析法（textual narrative
synthesis）、框架合成（framework synthesis）以及生

态三角互证法（ecological triangulation）[5]。

3.3 文献检索和选择

条目 3：要求说明检索方法。指出检索是否预

先做计划及可重复性。全面的检索策略包括两个

方面。一是检索策略的要素要齐全。一项完整的

检索策略是指在充分理解相关问题的基础上，明

确检索目的和信息需求、选择数据库、确定检索

词、构造检索式，从而制定出较为完善的检索计划

或方案。一般每个数据库的检索策略均应详细给

出，至少应对检索词、检索式和日期有所体现。这

样既能方便证据使用者评价研究的质量，也能提

示研究者重视检索策略的制定。二是检索范围要

广 [6]。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信息资源的限制，完

美的全面检索很难做到。因此，ENTREQ要求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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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目

目的

合成方法学

检索方法

纳入标准

资料来源

电子检索策略

研究筛选方法

研究特征

研究筛选结果

评价的基本原理

评价条目

评价过程

评价结果

资料提取

软件

评价者数量

编码

研究对比

指导和描述

陈述研究问题及合成写法。

确定支撑合成的方法或理论框架，并根据选择的方法阐述原理（例如Meta⁃民族志、主题分

析综合法、关键解释合成、扎根理论合成、现实主义者综合法、累积Meta分析、Meta⁃研究、框

架合成）。

指出检索是否预先计划（包括制定全面的检索策略去寻找所有可用的研究）或可重复（寻找

所有可用的概念直到达到理论性饱和）。

详细说明纳入排除标准（如依据人口、语言、年份限制、出版物的类型、研究类型）。

当进行检索时，描述所使用的信息来源 [例如电子数据库（MEDLINE, EMBASE, CINAHL,
psycINFO, Econlit）、灰色文献数据库（数字论文，政策报告）、相关组织网站、专家意见、通用

网站搜索（google学术搜索）、手工检索、参考文献]；并提供使用这些资料来源的理由。

描述文献检索的过程（如提供带有与人口、临床或健康主题、经验或社会能力等方面相关术

语的电子检索策略，定性研究滤器和检索限制）。

描述研究筛选的过程（如依据标题、摘要或全文进行筛选，及筛选研究的独立评价者数量）。

说明纳入研究的特征（如出版年份、国家、参与者数量、资料收集过程、研究方法学、资料分

析方式及研究问题）。

确定筛选出来的研究数量并提供排除研究的原因（如进行全面的检索，提供纳入研究的数

量和排除研究的理由，并用图/流程图表示；重复检索并分别描述纳入排除标准是基于研究

问题的修改，和/或对理论发展作出贡献）。

描述用于评价纳入研究特征或选定结果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如行为的有效性和稳定性评

价，报告的透明度评价，结果的内容及效用评价）。

陈述用于评价研究和选择结果的工具，如现有的工具（CASP、QARI、COREQ、Mays、Pope）或

评价者开发的工具，并描述和评估研究小组、研究设计、资料分析及解释、报告规范等方面

的情况。

指出评价是否由多个评价者独立进行及是否需要达成共识。

说明质量评价的结果，如果有可能的话，指出哪些文章是基于评价衡量/排除的，并给出理由。

说明对主要研究的哪些部分进行了分析及资料如何从主要研究中提取（例如，所有文本标

题下的“结果/结论”都以电子信息的方式被录入计算机软件）。

如有，说明所使用的计算机软件。

确定参与资料编码和分析的人员。

描述资料编码的过程（如逐行编码每个检索概念）。

描述研究内部和研究之间如何设置对比（如：后续研究是被编码到预先存在的设想中的，新

设想是在必要时创建的）。

表 1 ENTREQ指南的条目、指导和描述

找所有可用的检索词直至达到理论性饱和（饱和

即研究者对下一个被访者的研究已经不能为其对

研究对象的理解提供更多的信息），以寻找所有可

用的研究。

条目 4：要求详细说明纳入排除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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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需要指出的是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并不是

互补关系，排除标准是在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中

进一步排除影响研究合成结果的文献。

条目 5：要求描述资料来源。进行检索时须指

明所使用的信息来源，如电子数据库、灰色文献、

专家意见、参考文献等，并说明使用这些资料来源

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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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目 6：说明电子检索策略。如提供与人

口、临床或健康主题、经验或社会能力等方面相

关术语的电子检索策略，定性研究滤器和检索

限制等。

条目 7：研究的筛选过程。主要目的是保证

选择研究对象和提取数据的可重复性。目前常

用的控制措施有多人选择、盲法选择和专业与非

专业人员相结合的共同选择。对于选择文献过

程中存在的意见分歧可通过集体讨论达成共识

或参考专家意见解决。文献资料的选择应分三

步进行：① 初筛：根据检出的引文信息，如题目、

摘要排除明显不合格的文献，对不能直接排除的

文献应查出全文再进行筛选。② 阅读全文：对可

能合格的文献资料，应该逐一阅读和分析，以确定

是否纳入。③ 与作者联系：对提供信息不全面、

有疑问或有分歧的文献应先纳入，通过与作者联

系获得有关信息后再决定取舍，或在随后的选择

过程中作进一步评价[6]。

条目 8：说明纳入研究的特征。该条目实际是

对结果中研究特征的评价。报告者应当描述每个

定性研究的特征，如出版年份、国家、参与者数量、

资料收集过程、研究方法学、资料分析方式及研究

问题等。这些信息既是研究者自身判断和梳理信

息的重要手段，也是使用者评价证据实用性的重

要依据。

条目 9：指出筛选结果。确定纳入研究数量并

提供排除研究的原因。

3.4 评价

条目 10：指出评价的基本原理。描述用于评

价纳入研究特征或选定结果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如行为的有效性和稳定性评价，报告的透明度评

价，结果的内容及效用评价。

条目 11：陈述用于评价研究质量的工具，如现

有的工具（CASP、QARI、COREQ、Mays、Pope）或评

价者开发的工具，并描述和评估研究小组、研究设

计、资料分析及解释、报告规范等方面的情况。

条目 12：说明评价过程。指出评价是否由多

名评价者独立进行及是否需要达成共识。

条目 13：说明评价结果。如果有可能的话，指

出哪些文章是基于质量评价结果排除的，并给出

理由。

3.5 结果的合成

条目 14：指出资料提取过程。说明对主要研

究的哪些部分进行了分析，资料如何从主要研究

中提取。例如，所有文本标题下的“结果/结论”都

以电子信息的方式被录入计算机软件。为了保证

资料提取的准确性，要求至少两名评价人员各自

独立提取资料，然后相互复核，准确无误并意见统

一后才能进行下一步。资料提取的准确性是保证

结果准确性的重要措施。

条目 15：说明所使用的计算机软件，如Excel、
SPSS等。

条目 16：指出评价者的数量，确定参与资料编

码和分析的人员。一般认为参与的评价者数量不

应少于两名。

条目 17：描述资料编码的过程，如逐行编码每

个检索概念。

条目 18：描述研究对比。指出研究内部和研

究之间如何设置对照措施。如：后续研究是被编

码到预先存在的设想中的，新设想是在必要时创

建的。

条目 19：指出主题的来源。解释主题或概念

的产生是采用归纳法还是演绎法。

条目 20：要求提供主要研究的引文以说明主

题/概念，并确定其是否为引文。

条目 21：指出合成结果。说明丰富的、引人注

目的和超越主要研究总结的新见解，如新的解释、

证据模型、概念模型、分析框架、新理论或构念的

发展。

4 ENTREQ指南讨论

4.1 介绍、方法和方法论

方法和方法论的选择通常被研究问题、刻意

的合成结果、研究者的哲学观点、研究背景以及研

究的目标受众所影响。同时，研究者可能会根据

获得的资料类型选择适合的方法。定性卫生研究

合成的常用方法包括：关键理论解释合成、扎根理

论合成、Meta⁃民族志、Meta⁃研究及主题分析综合

法，它们在哲学角度、文献检索、质量评价、分析方

法、合成结果及主题领域各自有不同的侧重点。

例如：在哲学角度上，关键理论解释合成和Meta⁃
研究持主观唯心主义观点，扎根理论合成和Meta⁃
民族志持客观唯心主义观点，而主题分析综合法

持批判现实主义观点。在文献检索中，关键理论

解释合成和扎根理论合成必须遵循理论抽样，而

主题分析综合法必须做到系统全面。

4.2 文献检索和选择

可重复和全面的系统检索是系统评价的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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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但是定性研究缺少新的文献检索方法，且对

是否需要系统检索尚缺乏共识。一个预先计划的

灵敏的检索策略，可能将人口、背景相关的检索术

语，健康或临床相关的术语及有关经验、社会能

力 (如知识、态度、信仰、理解力、爱好、观点)的术

语相结合，然后可能再结合定性方法和方法论术

语。定性研究方法检索滤器已经开发出来，但反

响和成效甚微。在MEDLINE、EMBASE、PsycINFO
和 CINAHL等电子数据库中定性研究的索引也不

相同。在发表的定性研究合成中，通常对检索过

程缺乏报告，既没有检索策略也没有数据库的细

节。为了全面报告文献检索和选择过程，推荐使

用 PRISMA流程图来报告。在灰色文献中通常可

以发现定性研究 (如技术报告、工作报告、论文出

版物等)。为了查找相关研究，评价者可以搜索相

关组织的网站、google学术搜索、论文数据库、专业

期刊或咨询相关领域的专家(研究人员、证据提供

者、决策者等)及图书馆员。

研究的纳入排除标准包括：人口特征、健康或

临床主题、方法和方法论、语言或者出版物的类

型。这些都是可以调整的。

4.3 评价

定性研究的质量评价富有挑战性，也存在很

大争议。就像没有统一标准评价所有定量研究的

质量一样，应用统一标准评价所有定性研究（包括

一系列的研究设计）也是不可能或不恰当 。支撑

质量评估的基本原理和用于评价质量的方法差别

很大，但可以分为三种方法：一是评价研究的方法

学质量，二是评价研究的报告，三是隐式判断结果

和内容对理论发展的实用性 (当评价研究结果的

时候，一些低质量的研究便被排除）。

一些评估工具已经在使用，包括：基于定性研

究的原则和假设进行评价，但不是一个成熟指南

的CASP评价工具；使用过程中一些常见问题需要

读者自己判断的QARI评价工具；唯一明确开发的

评估报告框架的 COREQ评价工具。此外,还有一

些评价者自己开发的评价工具，其框架是由现有

标准中的条目构成的，这些条目与研究课题特别

相关 ，并经研究小组讨论形成了共识 。

4.4 结果的合成

为了清晰地报告分析过程，评价者应该确定

纳入研究具体分析部分，并描述编码、比较和解释

资料的整个过程。软件使用的细节和参与编码及

分析的评价员数量有助于读者评估研究结果的可

靠性。这使读者能够评估资料是否以一种系统化

的方式进行管理。文章中引文的引入可能是为了

说明主题或确定概念。当报告和说明合成结果

时，目标受众应该被考虑。最后，合成应该产生丰

富的、引人注目的和超越主要研究总结的新见

解。在评估这些时，一些“隐式判断”和团队讨论

往往是必要的。

像其他的循证医学出版物一样，ENTREQ也将

被更新。研发小组鼓励作者评估该指南，明确其

是否有助于提高定性研究合成报告的完整性。定

性研究的合成是刚开始发展的方法学领域，为了

《ENTREQ指南》在内容、清晰度和可行性等方面

的持续发展和扩大，研发小组将重视所有利益相

关者的反馈，并作进一步完善。

5 结 论

《ENTREQ指南》是为研究人员和评价者提供

标准，以提高定性研究合成的报告质量工具。该

指南对于那些想要学习如何进行定性研究合成撰

写和阅读定性研究合成的研究者有重要的参考价

值。同时《ENTREQ指南》需要通过德尔菲法的检

验。研发小组鼓励支持《ENTREQ指南》的期刊，

在作者须知中引用该指南，并将 ENTREQ网站的

网址加入其中，同时邀请相关的编辑组织对

ENTREQ的使用提供支持并鼓励投稿者严格遵守

该指南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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