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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医学实施步骤

提出临床问题

寻找回答上述问题的 佳证据

评估文献的真实性、有效性和适用
性，从而得出科学证据

在临床上应用科学证据

对所做的工作进行评价



全世界医学文献发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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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医学资源分布及管理

系统综述和实践指南

经过评估的证据资源

综合性医学文献数据库

正在进行的科学研究

储存和管理信息



系统综述和实践指南

系统综述（Systematic Reviews）
针对某一具体临床问题、系统全面地检索文献，
按照统一科学标准，筛选出合格的研究，通过综
合分析和统计学处理，得出可靠的结论，用于指
导临床决策。

实践指南（Practice Guideline）
由各级政府、医药卫生管理部门、专业学会、学
术团体等针对具体临床问题，分析评价已有的科
学研究证据，提出的标准或推荐意见，可作为临
床医生处理临床问题的参考性文件，用于指导临
床医生的医疗行为。



经过评估的证据资源

由专家从所有相关期刊中发现 好的论文、选择
好的研究，提供结构式摘要和概要评述或总

结。一个评估报告通常包括4个方面的内容：
问题性质：评估证据的背景材料和依据；
证据来源：原始研究或综述性二次研究；
评估标准：评估证据质量、可靠性和适用性的标
准；
评估结果：报告形式可以是证据摘要、证据评述
和特定文献评估报告（CAT报告）。
ACP Journal Club、 Evidence-Based Medicine、
Clinical Evidence



综合性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

著名的生物医学数据库如 MEDLINE、
EMBASE、BIOSIS、OVID、ISI Web of
Knowledge、中国生物医学数据库、中
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知网) 、万
方数据资源系统等。

收录文献范围广、数量大，而且质量
参差不齐。

PubMed 设有 Clinical Queries 过滤筛选
符合循证医学的资源



正在进行的科学研究

正在进行的科学研究所涉及的问题往往是带
有普遍性的重要问题，近年来，临床试验已
逐渐引起医学专业人员的重视。Cochrane 
Controlled Trials Register收录和登记了世界

各国的临床试验，这些研究不仅是已完成并
发表的，还包括已启动但尚未完成和发表的
研究。



储存和管理信息

文献管理软件

EndNote Web、NoteExpress等

可从不同数据库直接下载文献

与常用的文字处理软件相兼容

可将撰写的论文转换成不同期刊的格式



制定检索方案

明确被检索的问题/主题

制定纳入和排除标准

确定特定专题资源

编制特定资源的检索策略



明确被检索的问题/主题

Population 病人/人群

Intervention 干预/暴露

Comparator 对照

Outcome 结局



采用PICO程式阐明问题

胆结石病人采用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是否
比体外碎石术更有效？

Population 人群： 胆结石病人

Intervention 干预：腹腔镜胆囊切除术

Comparator 对照：体外碎石术

Outcome 结局：安全、有效、成本、

生活质量等



制定纳入和排除标准

研究设计

研究环境

语种限定

文献所涉及的时间限制



制定纳入和排除标准

针对老年人流感疫苗接种问题

纳入标准：

65岁以上老年人群

随机对照试验

排除标准

实验性研究



确定特定专题资源

信息资源应尽可能全面

通常包括：

已出版的文献、灰色文献、手工检索期
刊、与专家互通信息，以及跟踪相关论文
的参考文献等一系列信息资源。



如何识别信息资源

哪些信息资源应该被完整地包括在
内？

Cochrane Collaboration 提出了系统检索
的基本原理，采用COSI模式来识别信

息资源。



COSI模式 (Core /Standard/ Ideal Search)

被检索的信息资源按预期效果

（单位时间内的回报）顺序排序

核心
检索

标准
检索

理想

检索

核心检索：
快且精确的获得 佳效果

标准检索：
较多灰色文献，成效较慢

理想检索：
查找范围大，无所不查,
耗时长但回报率低



哮喘患儿自我管理方案究竟有多大效果？

纳入标准：0-16岁儿童、所有语种

排除标准：病例报告、通信、新闻、样本少于
10个病人的研究

信息资源分成两类：

二次文献资源Secondary sources，Meta分析

一次文献资源Primary sources，原始研究

每一类资源再进一步分成两部分：

全球性 International
国家/地区性 National/local



核心检索

二次文献资源

A 全球性资源

Centre for Reviews and Dissemination  
National Information Center on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and Health Care Technology  
OVID Evidence Based Medicine Reviews 
Clinical Evidence
Bandolier  

B 国家/地区性资源

National guidelines registers/databases



核心检索
一次文献资源

A 全球性资源

OVID System (包括Cochrane Library、EDLINE等)
Web of Knowledge 
EMBASE 
PubMed
专题数据库（视主题而定）PsycINFO 等

B 国家/地区性资源

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

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知网)

万方数据资源系统



标准检索
在核心检索基础上增加以下检索内容

二次文献资源

不包括在核心检索中的其它guidelines sites
一次文献资源

A 全球性资源

NLM Gateway
Sociological Abstracts  
会议文摘ISTAHC 
跟踪相关论文的参考文献

全球性医学检索引擎 OMNI、HealthFinder 等



标准检索
在核心检索基础上增加以下检索内容

B 国家/地区性资源 (一次文献资源)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

国家书目：CALIS公共目录检索系统

地区/专题目录：华东地区西文生物期刊联合目录

大型医学院校图书馆网站

灰色文献索引 British Library reports
学位论文 ProQuest Digital Dissertation
官方政府网站 Health Canada, UK Department of Health
手工检索核心期刊（印刷版和电子版）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

由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工程技术图书馆、中国农业
科学院图书馆和中国医学科学院图书馆组成

网络服务系统于2000年12月26日开通

提供二次文献免费检索，注册用户可要求系统以各
种方式（电子邮件、传真、邮寄等）提供所需的一
次文献

提供一年365天，每天24小时的文献检索服务

普通全文提供服务二个工作日内完毕，遇节假日顺
延

加急全文提供服务一个工作日内处理完毕，遇节假

日顺延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 http://www.nstl.gov.cn







理想检索
在核心检索和标准检索基础上增加以下检索内容

二次文献资源：在此阶段通常已无二次文献资源

一次文献资源

A 全球性资源: Google (学术搜索）等

B 国家/地区性资源

专业学会、协会、学院网站

医药公司网站

消费者/病人联合会

期刊延伸至手工检索（包括印刷版和电子版）

与国内外专家、作者（在核心论文中）联系

参加与疾病或病人教育有关的E-mail列表和讨论组

国家/地区网络搜索引擎,如，Yahoo



编制特定资源的检索策略

不同的信息资源需制定不同的检索策略

必须遵循特定数据库的检索规则，正确选
用描述主题特征的检索词和逻辑组配符

在检索策略中还应包括相关的研究设计
（如随机对照试验，Meta分析等）



检出结果的选择和评价

初筛：浏览检出文献的标题或文摘，筛除明显不
合格的文献，对不能肯定的文献则阅读全文。

阅读全文： 对每一篇相关文献都应进行严格的
质量评估。

与作者联系：对文中观点有疑问或分歧，或提供
信息不全、可与作者联系获取有关信息后再决定
取舍。



阅读全文

分析论文中提及的研究设计对解决相关问题是否
恰当，其质量如何？

这些研究设计是：系统综述、Meta分析、随机对
照试验、病例对照研究、队列研究、现况调查、
决策分析、定性研究等。
对研究结果，诸如，可接受性、公平性、有效
性、安全性、病人对服务的满意度、成本效果、
服务质量、恰当性等方面进行考证和评估。

关注所研究的技术评估政策是否与本地区卫生服
务相关



应用文献时的注意事项

应充分估计到存在阳性偏倚的可能性，诸
如，文摘过于强调阳性结果；研究方法上有
缺陷，导致方法学偏倚；误导性结果表达方
式，引起高估效果的阳性偏倚。

应意识到数据库检索系统由于收录范围的局
限性和语种偏倚，所造成的检索遗漏现象。



应用结果时的注意事项

治疗措施效果的研究证据大多都具有普
遍意义

成本效益受一个地区或人群特有因素的
影响,在参考其他地区或人群的成本效
益研究结果时，必须认真分析它在本地
区的适用性。



选用 快捷的检索途径

原始研究
Studies

综述
Syntheses

概述性循证资源
Synopses

计算机决策支持系统
System

ACP Journal Club
Clinical Evidence

Systematic Reviews 
Guideline

Original Articles 
Medline



OVID 
OVID是著名的数据库提供商，2001年与Silver 
Platter Information公司合并，成为Kluwer公司的子
公司。
OVID提供300余种数据库,其中生物医学数据库为
80余种
订购OVID内容: Cochrane Library、ACP Journal 
Club 、 Evidence-Based Medicine 、 Medline 、
BIOSIS Previews，以及生物医学期刊和图书的全
文。
实现同一平台跨库检索，一次可选多个数据库，检
出结果具有去重功能
OVID强调超链接作用，可实现循证医学数据库、
Medline数据库、生物医学期刊和图书的全文之间
的相互链接



OVID循证医学数据库

The Cochrance Database of Systematic Reviews
系统评价数据库收录近50个专业组在统一工作手册指
导下完成的系统综述，包括系统综述全文及研究方案

Database of Abstracts of Reviews of Effectiveness
疗效评价文摘库由York大学英国国家卫生系统综述及
传播中心提供，主要为世界各国非Cochrane协作组发
表的系统综述评论性摘要，内容包括对论文的质量评
估、文摘、背景介绍以及简单评述，没有全文。

Cochrane Controlled Trials Register
临床对照试验注册资料库由世界各国Cochrane协作网成
员收集和登记的临床试验信息，并提供文献来源。



OVID循证医学数据库
Cochrane  Methodology Register
Cochrane综述方法学数据库收录有关系统综述方法学

和随机对照方法的论文。

NHS Economic Evaluation Database
国家卫生服务系统经济学评估数据库依据特定标

准，从各种相关电子数据库和印刷版期刊中，遴选出
与成本效益、成本效果和成本效用分析相关的经济学
研究，编制对卫生保健干预措施进行经济学评价研究
的结构式摘要。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收录国际卫生技术评估网络机构（INAHTA）成员正在
进行的项目，以及由INAHTA成员和其他卫生技术评价
机构已完成且公开出版的报告。



OVID循证医学数据库
Best Evidence(1991至现在)

收录ACP Journal Club和 Evidence-Based Medicine两种
循证医学期刊的全文，这两个杂志定期从全世界90多
个 好的临床期刊中，按照严格的研究设计标准，遴选
出一定数量的 新的系统综述和原始研究论文，然后由
相关领域的国际专家对论文的主要内容进行总结和评
述，属于经过评估的证据资源。这两中杂志还包括两个
十分有用的内容：

解读医学文献和利用证据进行临床实践的评论性文章。

循证医学中常见的流行病学、统计学术语和应用举例。



OVID循证医学数据库

Evidence-Based Medicine Reviews循证医学文献库

汇集了重要循证医学资源: 

Evidence-Based Medicine、ACP Journal Club、
Cochrance Database of Systematic Reviews、Cochrane 
Controlled Trials Register及Database of Abstracts of 
Reviews of Effectiveness等
实现了循证医学文献库、生物医学数据库及全文期
刊间的相互链接

能从概述性循资源链至相关的系统综述，以及文中
所涉及到的原始论文全文



OVID 检索规则

OVID支持布尔逻辑运算AND、OR、NOT
“ $ ” 无限截词符，代替任意字符

bacter$ 可检出 bacteria、bacterium等

“ # ” 检索复数形式

dog# 可检出 dog 和 dogs
“？” 可检出英美字母的不同拼法

colo?r 可检出 color 和 colour
“ ADJn ” 表示 A和B之间 多可插入n－1个其他单
词，且无先后顺序。

asthma adj3 diagnosis
可检出： asthma diagnosis 、diagnosis of asthma

diagnosis for bronchial asthma

























Clinical Evidence 临床证据

Clinical Evidence 是一本权威性的临床证据大

全，提供常见临床问题的 佳证据，由英国医
学杂志出版社出版。该书以提问形式解答临床
医学各专业中有关疗效及预防方面的问题，内
容涉及干预手段、疾病概述，治疗要点及疗效
利弊，以利于临床医生在选择治疗方案时做出
正确的决策。



Clinical Evidence 临床证据

收录650 余种临床病症和3100 余种治疗方案

证据来源于10,000余种同行评审期刊中的文献

提供干预手段、疾病概述、治疗要点及疗效利弊

参考文献可链接至PubMed 和Cochrane 等资源

提供用药安全通报、实践指南和 新研究证据



检索规则

检索词间默认逻辑关系为 AND
breast  cancer  chemotherapy
短语加引号 “ myocardial infarction ”
支持布尔逻辑AND、0R、NOT (逻辑符必须大写）

"myocardial infarction" AND aspirin 
截词符* 

bacter* 可检出 bacteria、bacterium



















PubMed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

由美国生物技术信息中心(NCBI)研制，是目前使用频
率 高的免费 MEDLINE网站

收录范围广、数据更新快

通过相关链接可直接链至DNA序列、蛋白质序列、蛋

白质三维结构

通过相关链接，部分期刊可免费获取全文

经Clinical Queries 可检索循证医学文献



检索规则

支持布尔逻辑符AND、0R、NOT
检索词间默认逻辑关系为 AND
短语加引号 “ tongue base cancer ”
著者检索： John Smith 写成 Smith J
截词符* 

bacter* 可检出bacteria、bacterium



期刊检索

主题词检索

获取循证医学信息

查询题录信息

自由词检索









特定的临床问题类型

Systematic Reviews 
Etiology 
Diagnosis 
Therapy 
Prognosis 
Clinical Prediction Guides



Systematic Reviews Ovid Version

REVIEW-ACADEMIC (use LIMIT)
REVIEW-TUTORIAL (use LIMIT) 
systematic$ and (review$ or overview$) 
(Textword) 
(meta?analy$ or meta analy$) (Textword)
1 or 2 or 3 or 4  (Comb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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