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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试验证据评价与临床应用诊断试验证据评价与临床应用

陈世耀陈世耀

复旦大学临床流行病学复旦大学临床流行病学//循证医学中心循证医学中心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1

Focus onFocus on

诊断试验案例：阅读并评价文献诊断试验案例：阅读并评价文献

论文报告标准论文报告标准论文报告标准论文报告标准

设计案例设计案例

诊断试验临床应用诊断试验临床应用

22

文献评价内容文献评价内容

先进性评估：是否首先报道先进性评估：是否首先报道 (First one)(First one)；是；是

否科学评价否科学评价(Last one)(Last one)

真实性评估真实性评估：是否纳入全部患者或代表性如何：是否纳入全部患者或代表性如何

结果大小：灵敏度结果大小：灵敏度//特异度特异度//似然比似然比

科学性评估：科学性评估：…………

33

临床案例临床案例11：：

男性，男性，3535岁岁

既往有乙型肝炎病史，既往有乙型肝炎病史，HBsAgHBsAg(+)(+)、、HBeAbHBeAb(+)(+)
、、HBcAbHBcAb(+)(+)，一年前肝肾功能、甲胎蛋白，一年前肝肾功能、甲胎蛋白( )( ) 年 肾 胎蛋年 肾 胎蛋
(AFP)(AFP)检查结果正常，血常规检查结果正常，血常规((包括血红蛋白、包括血红蛋白、
血小板、白细胞血小板、白细胞))正常正常

本次检查，本次检查，AFPAFP高于正常值高限高于正常值高限22倍倍((定义为阳定义为阳
性性))，肝脏，肝脏BB型彩超检未发现占位。这位患者来型彩超检未发现占位。这位患者来
到门诊就诊，门诊医师该如何处理呢？到门诊就诊，门诊医师该如何处理呢？

44

循证实践的步骤循证实践的步骤

①依据患者问题提出临床可以回答的问题；①依据患者问题提出临床可以回答的问题；

②文献检索或者查找证据②文献检索或者查找证据②文献检索或者查找证据②文献检索或者查找证据

③文献评价，即证据是否科学③文献评价，即证据是否科学

④应用证据，即证据是否适应我们目前的患者④应用证据，即证据是否适应我们目前的患者

⑤⑤ 后效评价，即临床问题是否解决后效评价，即临床问题是否解决

55

案例分析：案例分析：AFPAFP诊断肝癌情况分析诊断肝癌情况分析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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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的临床诊断依据肝癌的临床诊断依据

(1)(1) 慢性肝病病史，患者存在乙型肝炎基础，是重慢性肝病病史，患者存在乙型肝炎基础，是重
要的病史依据；要的病史依据；

(2)(2) 肝病体征，该患者没有；肝病体征，该患者没有；(2)(2) 肝病体征，该患者没有；肝病体征，该患者没有；

(3)(3) 肿瘤标准物，肿瘤标准物，AFPAFP升高是肝癌重要标志物，该升高是肝癌重要标志物，该
患者为阳性，提示肝癌；患者为阳性，提示肝癌；

(4)(4) 影像学检查肝内异常占位，该患者影像学检查肝内异常占位，该患者BB型彩超没型彩超没
有发现异常占位，不符合肝癌诊断。有发现异常占位，不符合肝癌诊断。

77

临床问题临床问题

通过进一步检查明确或排除该患者是否是肝癌。通过进一步检查明确或排除该患者是否是肝癌。

选择选择CTCT检查是否能帮助我们确定或者排除该患检查是否能帮助我们确定或者排除该患
者肝癌的诊断？者肝癌的诊断？者肝癌的诊断？者肝癌的诊断？

或者，选择或者，选择CTCT检查诊断或者排除该患者肝癌，检查诊断或者排除该患者肝癌，
其诊断肝癌的灵敏度和特异度是多少？其诊断肝癌的灵敏度和特异度是多少？

88

CTCT诊断肝癌情况分析诊断肝癌情况分析

99

黄金标准黄金标准

病例组病例组 非病例组非病例组

诊断诊断 阳性阳性 ((真阳性真阳性)a)a b(b(假阳性假阳性)) a+ba+b

试验试验 阴性阴性 ((假阴性假阴性)c)c d(d(真阴性真阴性)) c+dc+d

诊断试验的四格表诊断试验的四格表

试验试验 阴性阴性 ((假阴性假阴性)c)c d(d(真阴性真阴性)) c+dc+d

a+ca+c b+db+d
a+b+c+da+b+c+d

灵敏度灵敏度=a/a+c=a/a+c 阳性预测值阳性预测值=a/a+b=a/a+b

特异度特异度=d/b+d=d/b+d 阴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d/c+d=d/c+d

准确度准确度=a+d/a+b+c+d=a+d/a+b+c+d

患病率患病率=a+c/a+b+c+d=a+c/a+b+c+d

1010

评价诊断试验的指标评价诊断试验的指标(1)(1)

灵敏度灵敏度(Sensitivity )(Sensitivity )

–– 灵敏度指病人组中经诊断灵敏度指病人组中经诊断

试验查出阳性人数的比例试验查出阳性人数的比例

特异度(Specificity )

– 特异度指非病人组中经诊断

试验查出阴性人数的比例试验查出阳性人数的比例试验查出阳性人数的比例

(a/a+c)(a/a+c)；；

–– 病人组中经诊断试验查出病人组中经诊断试验查出

阴性人数的比例阴性人数的比例(c/a+c)(c/a+c)即即

为假阴性率，又称漏诊率；为假阴性率，又称漏诊率；

–– 假阴性率＝假阴性率＝11－灵敏度－灵敏度。。

是 否

阳性 a b

阴性 c d

(d/b+d)；

– 经诊断试验查出阳性人数的

比例(b/b+d)即为假阳性率，

又称误诊率；

– 假阳性率＝1－特异度。

1111

评价诊断试验的指标评价诊断试验的指标(2)(2)

预测值：预测值：

–– 阳性预测值指诊断试验阳性阳性预测值指诊断试验阳性

结果中真正患病的比例结果中真正患病的比例

是 否

阳性 a b结果中真正患病的比例结果中真正患病的比例

(a/a+b)(a/a+b)

–– 阴性预测值指诊断试验阴性阴性预测值指诊断试验阴性

结果中真正未患病的比例结果中真正未患病的比例

(d/c+d)(d/c+d)

阳性 a b

阴性 c d

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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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值的特点预测值的特点

灵敏度越高的试验，阴性预测值越高；灵敏度越高的试验，阴性预测值越高；

特异度越高的试验，阳性预测值越高；特异度越高的试验，阳性预测值越高；

患病率的高低对预测值的影响更大。患病率的高低对预测值的影响更大。

1313

评价诊断试验的指标评价诊断试验的指标(3)(3)

似然比似然比(Likelihood ratio, LR)(Likelihood ratio, LR)

–– 试验阳性结果的似然比系真阳性率试验阳性结果的似然比系真阳性率

和假阳性率之比和假阳性率之比

–– 试验阴性结果的似然比系假阴性率试验阴性结果的似然比系假阴性率

和真阴性率之比和真阴性率之比

1414

似然比的计算似然比的计算

例例. . 监护病房监护病房CKCK诊断心梗诊断心梗(CK<80=CK(CK<80=CK--))

心梗心梗 无心梗无心梗

CK+CK+ 215(93.48%)215(93.48%) 16(12.31%)16(12.31%) 231231 +LR=7.6+LR=7.6

CKCK-- 15(6.52%)15(6.52%) 114(87.69%)114(87.69%) 129129 --LR=0.07LR=0.07

TotalTotal 230230 130130 360360

1515

似然比的特点和应用似然比的特点和应用

比灵敏度和特异度更稳定，不受患病率影响；比灵敏度和特异度更稳定，不受患病率影响；

用于估计疾病概率。用于估计疾病概率。

1616

诊断试验评价中的常用基本概念诊断试验评价中的常用基本概念

疾病概率＝病人疾病概率＝病人/(/(病人＋非病人病人＋非病人)    =a/a+b)    =a/a+b

疾病比率＝病人疾病比率＝病人//非病人非病人 =a/b=a/b疾病比率 病人疾病比率 病人 非病人非病人

验前比＝验前概率验前比＝验前概率/(1/(1--验前概率验前概率)    =(a/a+b)/[1)    =(a/a+b)/[1--

a/(a+b)]=a/ba/(a+b)]=a/b

验后比＝验前比验后比＝验前比××似然比似然比 =a/b=a/b××LR=a1/b1LR=a1/b1

验后概率＝验后比验后概率＝验后比/(1/(1＋验后比＋验后比)) =(A/B)/(1+A/B)=A/A+B =(A/B)/(1+A/B)=A/A+B 

1717

诊断试验似然比应用举例诊断试验似然比应用举例

例：女例：女45y, 45y, 典型心绞痛就诊典型心绞痛就诊, , 患冠心病概率多少？患冠心病概率多少？

–– 文献资料，患病率文献资料，患病率11％％

–– 若患者有典型心绞痛，其似然比若患者有典型心绞痛，其似然比=100=100

–– 验前概率＝验前概率＝11％％

–– 验前比＝验前比＝0.01/(10.01/(1--0.01)0.01)＝＝0.010.01

–– 验后比＝验后比＝0.010.01××100100＝＝11

–– 验后概率＝验后概率＝1/(1+1)1/(1+1)＝＝0.50.5＝＝50%50%

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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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然比应用举例似然比应用举例

例：女例：女45y, 45y, 典型心绞痛典型心绞痛, , 心电图检查心电图检查STST段压低段压低

2.2mm2.2mm，患冠心病概率为多少？，患冠心病概率为多少？

–– 文献资料，文献资料，STST压低压低2.22.2，似然比＝，似然比＝1111

–– 患者有典型心绞痛，估计患病概率患者有典型心绞痛，估计患病概率=50=50％％

–– 验前概率＝验前概率＝5050％％

–– 验前比＝验前比＝0.5/(10.5/(1--0.5)0.5)＝＝11

–– 验后比＝验前比验后比＝验前比××似然比＝似然比＝11××1111＝＝1111

–– 验后概率＝验后概率＝11/(111/(1＋＋11)11)＝＝9191％％
1919

处理综合试验结果处理综合试验结果

验后比验后比

＝验前比×试验＝验前比×试验11似然比×试验似然比×试验22似然比似然比验前比 试验验前比 试验 似然比 试验似然比 试验 似然比似然比

2020

文献评价内容文献评价内容

先进性评估：是否首先报道先进性评估：是否首先报道 (First one)(First one)；是；是

否科学评价否科学评价(Last one)(Last one)

真实性评估真实性评估：是否纳入全部患者或代表性如何：是否纳入全部患者或代表性如何

结果大小：灵敏度结果大小：灵敏度//特异度特异度//似然比似然比

科学性评估：科学性评估：…………

2121

临床案例临床案例22：食管癌术前分期诊断评估：食管癌术前分期诊断评估

临床问题：临床问题：

–– 如何确定食管癌术前分期（如何确定食管癌术前分期（TNMTNM））

种分期诊断方法如何选择种分期诊断方法如何选择 增强增强–– 三种分期诊断方法如何选择：三种分期诊断方法如何选择：EUS/EUS/增强增强CT/PETCT/PET--CTCT

2222

案例分析：食管癌术前分期诊断评估案例分析：食管癌术前分期诊断评估

研究问题：研究问题：

–– 参考试验（金标准）是什么？参考试验（金标准）是什么？

–– 实验设计？实验设计？实验设计实验设计

2323

研究报告摘要研究报告摘要

目的：目的：

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结果：结果：

结论：结论：

2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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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试验诊断试验科学性评价科学性评价

评价评价试验是否与金标准试验进行了独立、盲法试验是否与金标准试验进行了独立、盲法

比较？比较？

所研究患者样本是否包括临床试验中将使用该所研究患者样本是否包括临床试验中将使用该所研究患者样本是否包括临床试验中将使用该所研究患者样本是否包括临床试验中将使用该

诊断试验的各种患者？诊断试验的各种患者？

评价试验结果有无影响参照标准检查的实施；评价试验结果有无影响参照标准检查的实施；

诊断试验的精确性诊断试验的精确性

2525

http://www.stard-statemen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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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题目//摘要摘要//关键词关键词

1. 1. 把文章标记为诊断准确性把文章标记为诊断准确性((推荐使用推荐使用MeSHMeSH主题主题
词“灵敏度与特异度”词“灵敏度与特异度”))
题目题目(Title)(Title)：： ComparisonComparison of EUS, PET, and CT in the of EUS, PET, and CT in the 
preoperative preoperative locoregionallocoregional staging of staging of resectableresectable esophageal esophageal 
cancercancer

摘要摘要(Results): The (Results): The sensitivitiessensitivities for N staging were 42% for for N staging were 42% for 
EUS, 49% for PET, and 35% for CT, and their EUS, 49% for PET, and 35% for CT, and their specificitiesspecificities were, were, 
respectively, 91, 87, and 93%.respectively, 91, 87, and 93%.

关键词关键词(Keywords)(Keywords)：：Computed tomography,  Computed tomography,  EndosonographyEndosonography
Esophageal cancer,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Tumor Esophageal cancer,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Tumor 
stagingstaging

2727

介绍介绍

2. 2. 陈述研究问题或目的，如估计诊断准确性或比陈述研究问题或目的，如估计诊断准确性或比
较不同试验或不同病例群体之间准确性较不同试验或不同病例群体之间准确性

This large postoperative study aimed to This large postoperative study aimed to compare the compare the 
 f EUS i  i h h  f PET d CT  f EUS i  i h h  f PET d CT accuracy of EUS staging with that of PET and CT accuracy of EUS staging with that of PET and CT 

staging staging using postoperative pathologic staging as a using postoperative pathologic staging as a 
gold standard.gold standard.

It also aimed to It also aimed to determine the impact of EUS determine the impact of EUS in in 
preoperative preoperative locoregionallocoregional staging of staging of resectableresectable
esophageal cancer.esophageal cancer.

2828

方法：研究对象方法：研究对象

3. 3. 描述研究人群：纳入和排除标准，数据收集的描述研究人群：纳入和排除标准，数据收集的
机构和场所机构和场所

没有具体排除标准，如术前放疗排除等没有具体排除标准，如术前放疗排除等((结果有结果有))

2929

方法：研究对象方法：研究对象

4. 4. 描述研究对象的募集：募集基于表现的症状，描述研究对象的募集：募集基于表现的症状，
还是以前试验的结果，还是研究对象已经接受过还是以前试验的结果，还是研究对象已经接受过
目标试验或参考标准的事实目标试验或参考标准的事实??

研究对象已经接受过目标试验和参考试验研究对象已经接受过目标试验和参考试验

回顾性研究：可接受切除手术的食管癌患者回顾性研究：可接受切除手术的食管癌患者--一段一段
时间、一个单位的总体时间、一个单位的总体

3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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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研究对象方法：研究对象

5. 5. 描述研究对象的抽样。研究人群是一个根据第描述研究对象的抽样。研究人群是一个根据第
33项或第项或第44项定义的选择标准下的连续系列吗项定义的选择标准下的连续系列吗??如如
果不是，说明研究对象是如何选择的果不是，说明研究对象是如何选择的

对象选择偏移：对象选择偏移：

连续活检证实食管癌连续活检证实食管癌--评估可手术评估可手术((评估的诊断试评估的诊断试
验影响手术验影响手术))--患者接受手术患者接受手术--回顾性检查待评估的回顾性检查待评估的
试验试验--排除手术未获得标本排除手术未获得标本((如探查不可切除如探查不可切除))

3131

方法：研究对象方法：研究对象

6. 6. 描述数据收集：数据收集的计划是在目标试验描述数据收集：数据收集的计划是在目标试验
和参考标准实施之前和参考标准实施之前((前瞻性研究前瞻性研究))，还是之后，还是之后((回回
顾性研究顾性研究)?)?

数据收集在之后数据收集在之后((回顾性研究回顾性研究)) 收集信息偏移如缺收集信息偏移如缺数据收集在之后数据收集在之后((回顾性研究回顾性研究))--收集信息偏移如缺收集信息偏移如缺
失、不确定等失、不确定等

3232

方法：试验方法方法：试验方法

7. 7. 描述参考标准和它的原理描述参考标准和它的原理

参考试验：手术参考试验：手术++病理检查病理检查

3333

方法：试验方法方法：试验方法

8. 8. 描述所使用的材料和方法的技术说明，包括何描述所使用的材料和方法的技术说明，包括何
时、如何进行测量，列出目标试验和参考标准的时、如何进行测量，列出目标试验和参考标准的
引用文献引用文献

描述，非盲法，目标评价试验之间存在互相影响描述，非盲法，目标评价试验之间存在互相影响

3434

方法：试验方法方法：试验方法

9. 9. 描述目标试验和参考标准结果单位、截断值和描述目标试验和参考标准结果单位、截断值和
／或分类的定义和原理／或分类的定义和原理

3535

方法：试验方法方法：试验方法

10. 10. 描述实施目标试验和参考标准以及阅读结果描述实施目标试验和参考标准以及阅读结果
的人员数量，培训情况和经验的人员数量，培训情况和经验

测量偏移 未描述测量偏移 未描述测量偏移：未描述测量偏移：未描述

3636



2014/10/15

7

方法：试验方法方法：试验方法

11. 11. 描述目标试验和参考标准里读取结果的人是描述目标试验和参考标准里读取结果的人是
否对另一个试验的结果设盲，描述任何读取结果否对另一个试验的结果设盲，描述任何读取结果
者可以获得的临床信息者可以获得的临床信息

测量偏移：未设盲测量偏移：未设盲

诊断试验相互影响，诊断试验本身影响手术诊断试验相互影响，诊断试验本身影响手术

手术取材（如淋巴结清扫）依据诊断试验手术取材（如淋巴结清扫）依据诊断试验

病理取材、切片、读片受手术影响（清楚全部临病理取材、切片、读片受手术影响（清楚全部临
床信息）床信息）

3737

方法：统计方法方法：统计方法

12. 12. 描述计算或比较诊断准确性测量结果的方法，描述计算或比较诊断准确性测量结果的方法，
以及对结果不确定性定量的统计方法以及对结果不确定性定量的统计方法

不确定结果未说明处理不确定结果未说明处理

3838

方法：统计方法方法：统计方法

13. 13. 如果可能，则描述计算试验可重复性的方法如果可能，则描述计算试验可重复性的方法

未报告试验重复检查或者审查报告，未采用计算未报告试验重复检查或者审查报告，未采用计算
重复性方法 如均数 多数法则重复性方法 如均数 多数法则 值等值等重复性方法，如均数、多数法则、重复性方法，如均数、多数法则、KpaKpa值等值等

3939

结果：研究对象结果：研究对象

14. 14. 报告研究完成的时间，包括征集研究对象开报告研究完成的时间，包括征集研究对象开
始和停止的日期始和停止的日期

作者在方法学中介绍了时间，可以确定，该研究作者在方法学中介绍了时间，可以确定，该研究
为回顾性研究 部分患者缺少某项试验或者术前为回顾性研究 部分患者缺少某项试验或者术前为回顾性研究；部分患者缺少某项试验或者术前为回顾性研究；部分患者缺少某项试验或者术前
化疗化疗//放疗等影响同样说明回顾性放疗等影响同样说明回顾性

4040

结果：研究对象结果：研究对象

15. 15. 报告研究人群的临床和人口学特征报告研究人群的临床和人口学特征((如年龄、如年龄、
性别、症状谱、其他伴随疾病、当前治疗、征集性别、症状谱、其他伴随疾病、当前治疗、征集
中心中心))

4141

结果：研究对象结果：研究对象

16. 16. 报告满足人选标准进行或未进行目标试验和报告满足人选标准进行或未进行目标试验和
／或参考标准的研究对象的数量，描述研究对象／或参考标准的研究对象的数量，描述研究对象
未能参加试验的原因未能参加试验的原因((强烈推荐强烈推荐使用流程图使用流程图))

4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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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试验结果结果：试验结果

17. 17. 报告从目标试验到参考标准的时间间隔，以报告从目标试验到参考标准的时间间隔，以
及期间采取的任何治疗措施及期间采取的任何治疗措施

测量偏移 缺少盲法比较 诊断试验相 影响测量偏移 缺少盲法比较 诊断试验相 影响测量偏移：缺少盲法比较，诊断试验相互影响，测量偏移：缺少盲法比较，诊断试验相互影响，
放化疗影响手术分期放化疗影响手术分期

评价试验在先，参考标准在后，但没有具体间隔评价试验在先，参考标准在后，但没有具体间隔
时间说明时间说明

需要比较的试验之间的先后顺序以及间隔时间也需要比较的试验之间的先后顺序以及间隔时间也
没有说明没有说明

4343

结果：试验结果结果：试验结果

18. 18. 有目标状态的研究对象，报告疾病严重性的有目标状态的研究对象，报告疾病严重性的
分布程度；对没有目标状态的，描述其他的诊断分布程度；对没有目标状态的，描述其他的诊断

疾病轻重程度的分析 本例中分期诊断 在 种疾病轻重程度的分析 本例中分期诊断 在 种疾病轻重程度的分析，本例中分期诊断。在一种疾病轻重程度的分析，本例中分期诊断。在一种
分期状态下，仍然有不同程度会有影响。如对远分期状态下，仍然有不同程度会有影响。如对远
处转移的不同部位描述、淋巴结转移的不同部位处转移的不同部位描述、淋巴结转移的不同部位
描述描述

诊断试验影响处理（部分阳性不手术，剔除诊断试验影响处理（部分阳性不手术，剔除--选择选择
偏移）偏移）

4444

结果：试验结果结果：试验结果

19. 19. 报告根据参考标准结果的目标试验结果报告根据参考标准结果的目标试验结果((包括包括
不确定和缺失的结果不确定和缺失的结果))的交叉表；对连续型结果，的交叉表；对连续型结果，
报告根据参考标准结果的目标试验结果的分布报告根据参考标准结果的目标试验结果的分布

4545

结果：试验结果结果：试验结果

20. 20. 报告实施目标试验或参考标准期间的任何报告实施目标试验或参考标准期间的任何
不良事件不良事件

真实性评估：真实性评估：

回顾性收集资料，未报告，如回顾性收集资料，未报告，如CTCT过敏、麻醉过敏、麻醉
意外、内镜操作损伤或者出血等意外、内镜操作损伤或者出血等

4646

结果：结果估计结果：结果估计

21. 21. 报告诊断准确性估计结果和统计学不确定性报告诊断准确性估计结果和统计学不确定性
的测量结果的测量结果((如如9595％％CI)CI)

缺少估计结果（缺少估计结果（ ））缺少估计结果（缺少估计结果（95%CI95%CI））

4747

结果：结果估计结果：结果估计

22. 22. 报告目标试验里不确定结果，缺失结果和异报告目标试验里不确定结果，缺失结果和异
常结果是如何处理的常结果是如何处理的

没有具体交待 按照缺失处理没有具体交待 按照缺失处理 病例数不同病例数不同没有具体交待，按照缺失处理没有具体交待，按照缺失处理(EUS(EUS病例数不同病例数不同))

4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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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结果估计结果：结果估计

23. 23. 报告诊断准确性在不同亚组，不同读取结果报告诊断准确性在不同亚组，不同读取结果
者或不同中心之间差异的估计者或不同中心之间差异的估计

测量偏移测量偏移 单中 顾性研究 缺少估计 直单中 顾性研究 缺少估计 直测量偏移：测量偏移：单中心，回顾性研究，缺少估计，直单中心，回顾性研究，缺少估计，直
接使用临床报告结果接使用临床报告结果

不同读取结果者之间的差异如何估计（重新检查不同读取结果者之间的差异如何估计（重新检查
评估评估--读片）读片）

4949

结果：结果估计结果：结果估计

24. 24. 如果可能，则报告试验可重复性的估计结果如果可能，则报告试验可重复性的估计结果

理论上可以，未报告理论上可以，未报告

对每一试验计算对每一试验计算KpaKpa值，包括参考试验值，包括参考试验

5050

讨论讨论

25. 25. 讨论研究结果的临床适用性讨论研究结果的临床适用性

人群特征与代表性（不可切除，狭窄不能超声）人群特征与代表性（不可切除，狭窄不能超声）

5151

总体评价总体评价

选择偏移：选择偏移：

–– 可切除患者可切除患者

–– 食管狭窄患者食管狭窄患者

测量偏移测量偏移

–– 金标准客观，但未实现盲法评估金标准客观，但未实现盲法评估

–– 诊断试验之间影响诊断试验之间影响//放化疗对金标准影响放化疗对金标准影响

–– 时间间隔影响时间间隔影响//报告人之间影响报告人之间影响

处理：全部试验重新盲法双评价，计算处理：全部试验重新盲法双评价，计算KpaKpa

5252

如何评估诊断试验结果测量重复性如何评估诊断试验结果测量重复性

评价方法：评价方法：KappaKappa值计算值计算

KappaKappa值是排除了机遇一致率后的观察一致率值是排除了机遇一致率后的观察一致率

5353

KappaKappa值计算值计算

甲、乙医生阅读同样甲、乙医生阅读同样100100张胸部张胸部XX线片的诊断一致性线片的诊断一致性

甲医生

肺门淋巴结核 正常

乙医生 肺门淋巴结核 46         a         b      10 56(r1)

正常 12 c d 32 44(r2)正常 12         c d     32 44(r2)

58(c1) 42(c2)

观察一致率(po)= a+d/N                                   po= 46+32/100=78%

机遇一致率(pc)= ((r1  c1)/N+ (r2  c2)/N)/N pc=((5658)/100+(4442)/100)/100 
=51%

非机遇一致率=1-pc                                           非机遇一致率=100%-51%=49%

实际一致率=po-pc                                            实际一致率= 78%-51%=27%

Kappa值=po-pc/1-pc Kappa值 =27%/49%=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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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如何进行诊断研究设计问题：如何进行诊断研究设计

胃癌是一种常见恶性肿瘤，通过胃镜检查胃癌是一种常见恶性肿瘤，通过胃镜检查++活检确诊。活检确诊。

处理包括早期胃癌的内镜下治疗、进展期胃癌的根治处理包括早期胃癌的内镜下治疗、进展期胃癌的根治

性手术治疗和晚期胃癌的化疗。采用何种处理方式，性手术治疗和晚期胃癌的化疗。采用何种处理方式，

除了根据患者意愿、病人状态，最主要的依据是胃癌除了根据患者意愿、病人状态，最主要的依据是胃癌

的分期。目前临床上用于胃癌分期的分期。目前临床上用于胃癌分期(TNM(TNM分期分期))的手段的手段

主要包括超声胃镜主要包括超声胃镜(EUS)(EUS)、增强、增强CTCT。。

请设计一项临床研究，比较请设计一项临床研究，比较EUSEUS、增强、增强CTCT检查用于胃检查用于胃

癌侵犯深度和是否周围淋巴结转移的分期诊断价值。癌侵犯深度和是否周围淋巴结转移的分期诊断价值。

5555

设计要求设计要求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研究设计类型：研究设计类型：

人群与病例选择人群与病例选择人群与病例选择：人群与病例选择：

诊断试验金标准：诊断试验金标准：

金标准与诊断试验的实施方法：金标准与诊断试验的实施方法：

评价指标：评价指标：

5656

设计要点设计要点--11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比较超声胃镜、增强比较超声胃镜、增强CTCT检查用于胃癌侵犯深度检查用于胃癌侵犯深度比较超声胃镜、增强比较超声胃镜、增强CTCT检查用于胃癌侵犯深度检查用于胃癌侵犯深度

和是否周围淋巴结转移的分期诊断价值和是否周围淋巴结转移的分期诊断价值

5757

设计要点设计要点--22

研究设计类型：研究设计类型：

–– 诊断试验评价诊断试验评价((病例病例--非病例对照非病例对照))：：22个评价试个评价试
验之间无相互影响验之间无相互影响 22个试验联合应用时相互个试验联合应用时相互验之间无相互影响，验之间无相互影响，22个试验联合应用时相互个试验联合应用时相互
作用大小作用大小

–– 比较比较(RCT(RCT研究研究))：增加样本，减少患者损害，：增加样本，减少患者损害，
或者或者22个诊断试验之间有明确相互影响个诊断试验之间有明确相互影响

5858

RCTRCT设计设计--比较诊断试验之间相互影响比较诊断试验之间相互影响

5959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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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comeOutcome 设计要点设计要点--33

人群选择：人群选择：

胃癌或者其他检查确诊的胃癌患者，包括早期胃胃癌或者其他检查确诊的胃癌患者，包括早期胃
癌、进展期胃癌，是否纳入晚期胃癌根据金标准癌、进展期胃癌，是否纳入晚期胃癌根据金标准癌、进展期胃癌，是否纳入晚期胃癌根据金标准癌、进展期胃癌，是否纳入晚期胃癌根据金标准
实施确定，但推广应用与选择人群需要一致。实施确定，但推广应用与选择人群需要一致。

样本量估计样本量估计

6262

设计要点设计要点--44

金标准：金标准：

采用手术探查或者切除结合病理分析，将胃癌按采用手术探查或者切除结合病理分析，将胃癌按
局部侵犯和淋巴结转移分别进行分期局部侵犯和淋巴结转移分别进行分期(T(T分期和分期和NN部 淋 转 分别 行分期部 淋 转 分别 行分期(( 分期分期
分期分期))。。

手术探查的指证不依据本次增强手术探查的指证不依据本次增强CTCT检查结果或检查结果或
者超声内镜检查结果（如可以采用者超声内镜检查结果（如可以采用MRMR或者或者PETPET
等检查结果）等检查结果）

6363

设计要点设计要点--55

诊断试验实施：诊断试验实施：

超声胃镜检查和超声胃镜检查和CTCT检查，两种检查在手术治疗前检查，两种检查在手术治疗前
完成完成((如如22周内，术前放化疗剔除周内，术前放化疗剔除))，两种检查独立，两种检查独立
进行 互相不知道对方结果 检查结果的判定均进行 互相不知道对方结果 检查结果的判定均进行，互相不知道对方结果，检查结果的判定均进行，互相不知道对方结果，检查结果的判定均
需要至少两名有经验的专业医师做出，有争议时需要至少两名有经验的专业医师做出，有争议时
采用第三方观点。采用第三方观点。

如果如果RCTRCT设计，一定做到随机化分组（分别接受设计，一定做到随机化分组（分别接受
其中一种诊断试验）及随机化隐藏。其中一种诊断试验）及随机化隐藏。

针对两名判断者，计算针对两名判断者，计算KpaKpa值值

6464

设计要点设计要点--66

评价指标：评价指标：

采用灵敏度、特异度、似然比等指标评价，结论采用灵敏度、特异度、似然比等指标评价，结论
为两种手段的比较，何种更好，或者相似。为两种手段的比较，何种更好，或者相似。

6565

临床应用临床应用--11：诊断试验结果的代表性：诊断试验结果的代表性

研究人群研究人群

–– 入选与排除标准入选与排除标准

关注剔除人群关注剔除人群关注剔除人群关注剔除人群

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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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应用临床应用--22：诊断试验结果大小：诊断试验结果大小

结果是否适用于并可提供给我自己的患者？结果是否适用于并可提供给我自己的患者？

–– 阳性预测值很高，明确吗？阳性预测值很高，明确吗？

诊断试验结果是否改变了对患病率的估计？诊断试验结果是否改变了对患病率的估计？诊断试验结果是否改变了对患病率的估计？诊断试验结果是否改变了对患病率的估计？

–– 患病可能性多大？患病可能性多大？

诊断试验结果是否改变了对患者的处理？诊断试验结果是否改变了对患者的处理？

–– 如何进行科学决策如何进行科学决策

6767

诊断试验应用理论－治疗理论诊断试验应用理论－治疗理论

–– 不要问：不要问： 这个试验有多好？这个试验有多好？

–– 而要问：而要问： 这个治疗有多好？这个治疗有多好？

治疗原则 如果好处多于坏处治疗原则 如果好处多于坏处 进行治疗进行治疗治疗原则：如果好处多于坏处治疗原则：如果好处多于坏处，，进行治疗进行治疗

试验原则：如果有改变处理的潜在可能试验原则：如果有改变处理的潜在可能，，试验试验！！

情况：情况：

–– 不确诊病例而只有一种试验可用不确诊病例而只有一种试验可用。。

–– 不确诊病例不确诊病例，，而有而有22种或种或22种以上的试验可用种以上的试验可用

6868

确诊疾病确诊疾病(1)(1)

结果结果

DiseaseDisease疾病疾病 TreatTreat治疗治疗 活活 死亡死亡

PresentPresent存在存在 YesYes 8080%% 2020%%PresentPresent存在存在 YesYes 8080%% 2020%%

PresentPresent存在存在 NoNo 5050%% 5050%%

BenefitBenefit收益：收益：

＝＝8080％％－－5050％％＝＝3030％％

6969

不确诊疾病不确诊疾病(2)(2)

结果结果

DiseaseDisease疾病疾病 TreatTreat治疗治疗 活活 死亡死亡

PresentPresent存在存在 YesYes 8080%% 2020%%

PresentPresent存在存在 NoNo 5050%% 5050%%

AbsentAbsent无无 NoNo 100100%% 00%%AbsentAbsent无无 NoNo 100100%% 00%%

AbsentAbsent无无 YesYes 9090%% 1010%%

收益收益BenefitBenefit forfor D+D+

＝＝8080%%－－5050%%==3030%%
危害危害harmharm forfor DD--

＝＝100100%%－－9090%%==1010%%

7070

患病率较高时患病率较高时

收益收益Benefit for D+Benefit for D+
＝＝80%80%－－50%=30%50%=30%

危害危害harm for Dharm for D--
＝＝100%100%－－90%=10%90%=10%＝＝100%100%－－90%=10%90%=10%

如果病人患病可能性为如果病人患病可能性为9090％，你治疗吗？％，你治疗吗？((假设无试验假设无试验

可用可用))

–– Yes!Yes!

–– Benefit=Benefit=9090%%**3030%%==2727%%

–– Harm=Harm=1010%%**1010%%==11%%

7171

患病率较低时患病率较低时

收益收益Benefit for D+Benefit for D+
＝＝80%80%－－50%=30%50%=30%

危害危害harm for Dharm for D--
＝＝100%100%－－90%=10%90%=10%100%100% 90% 10%90% 10%

如果病人患病可能性为如果病人患病可能性为1010％，你治疗吗？％，你治疗吗？((假设无试验假设无试验

可用可用))

–– No!No!

–– Benefit=10%*30%=3%Benefit=10%*30%=3%

–– Harm=90%*10%=9%Harm=90%*10%=9%

7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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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或行动点治疗或行动点((ATATODDSODDS))

ProbProb*Benefit=(*Benefit=(11--prob)*Harmprob)*Harm

Prop/(Prop/(11 prob)=prob)=Harm/benefit=ATHarm/benefit=ATProp/(Prop/(11--prob)=prob)=Harm/benefit=ATHarm/benefit=ATODDSODDS

Prop/(Prop/(11--Prop)=Prop)=1010%%//3030%%=AT=ATODDSODDS

Prop=Prop=2525%%

7373

不确诊疾病，但有试验可用不确诊疾病，但有试验可用(3)(3)

原则：原则：

–– 只有在有潜在可能会改变管理的情况下只有在有潜在可能会改变管理的情况下

才试验才试验

7474

患病率较低时患病率较低时

假设已知试验灵敏度为假设已知试验灵敏度为9090％％，，特异度为特异度为7070％％

问题问题11

–– 如果病人患病可能性为如果病人患病可能性为11％％，，你试验吗你试验吗？？

DiseaseDisease疾病疾病 TreatTreat治疗治疗 活活 死亡死亡

PresentPresent存在存在 YesYes 80%80% 20%20%

PresentPresent存在存在 NoNo 50%50% 50%50%

AbsentAbsent无无 NoNo 100%100% 0%0%

AbsentAbsent无无 YesYes 90%90% 10%10%

7575

患病率较低时－患病率较低时－NoNo

假设已知试验灵敏度为假设已知试验灵敏度为9090％％，，特异度为特异度为7070％％

问题问题11

–– 如果病人患病可能性为如果病人患病可能性为11％％，，你试验吗你试验吗？？

No!(NoNo!(No test,test, NoNo treat)treat)

–– 试验阳性似然比试验阳性似然比LR+LR+＝＝9090％％/(/(11--7070%%)=)=33

–– 验前比验前比PrePre--Odds=Odds=11//9999

–– 验后比验后比PostPost--Odds=(Odds=(11//9999)*)*33==33//9999

–– 验后概率验后概率PostPost--ProbProb==33/(/(33++9999))%%==33%%

7676

患病率较高时患病率较高时

假设已知试验灵敏度为假设已知试验灵敏度为9090％，特异度为％，特异度为7070％％

问题问题22

如果病人患病可能性为如果病人患病可能性为9090％％ 你试验吗你试验吗？？–– 如果病人患病可能性为如果病人患病可能性为9090％％，，你试验吗你试验吗？？

DiseaseDisease疾病疾病 TreatTreat治疗治疗 活活 死亡死亡

PresentPresent存在存在 YesYes 80%80% 20%20%

PresentPresent存在存在 NoNo 50%50% 50%50%

AbsentAbsent无无 NoNo 100%100% 0%0%

AbsentAbsent无无 YesYes 90%90% 10%10%

7777

患病率较高时－患病率较高时－NoNo

假设已知试验灵敏度为假设已知试验灵敏度为9090％，特异度为％，特异度为7070％％

问题问题22

–– 如果病人患病可能性为如果病人患病可能性为9090％％，，你试验吗你试验吗？？如果病人患病可能性为如果病人患病可能性为9090％％，，你试验吗你试验吗

No!(NoNo!(No test,test, ButBut treat)treat)

–– 试验阴性结果的似然比＝试验阴性结果的似然比＝((11－－9090％％)/)/7070%%==11//77

–– 验前比验前比PrePre--Odds=Odds=9090//1010

–– 验后比验后比PostPost--Odds=(Odds=(9090//1010)*()*(11//77)=)=99//77

–– 验后概率验后概率PostPost--ProbProb==99/(/(77++99))%%==5656%%

7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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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域值诊断域值

在什么可能之下对疾病仅观察而不试验在什么可能之下对疾病仅观察而不试验，，也不也不

治疗治疗？？

–– 诊断域值诊断域值ODDSODDS*LR+*LR+＝＝ATATODDSODDS

–– 诊 断 域 值诊 断 域 值 ODDSODDS=AT=ATODDSODDS/LR+/LR+＝＝((11//33)/[()/[(9090%%)/()/(11--

7070%%)])] ==11//99

–– 诊断域值诊断域值probprob==11/(/(11++99)=)=1010%%

7979

在什么可能之上对疾病凭经验作治疗，甚至不在什么可能之上对疾病凭经验作治疗，甚至不

作试验？作试验？

治疗域值治疗域值

–– 治疗域值治疗域值ODDSODDS*LR*LR--＝＝ATATODDSODDS

–– 治疗域值治疗域值ODDSODDS = AT= ATODDSODDS/LR/LR--＝＝(1/3)/[(1(1/3)/[(1--90%)/70%] 90%)/70%] 

=7/3=7/3

–– 治疗域值治疗域值probprob=7/(7+3)=70%=7/(7+3)=70%

8080

ObserveObserve TestTest TreatTreat

00%% 1010%% ATAT 7070%% 100100%%

试验－治疗域值示意图试验－治疗域值示意图

00%% 1010%% ATATODDSODDS 7070%% 100100%%

ObsObs/Test/Test TestTest/Treat/Treat

8181

经济学结果帮助决策：成本效果经济学结果帮助决策：成本效果

8282

临床应用临床应用--33：提高诊断试验效率：提高诊断试验效率

在高危人群中应用诊断试验在高危人群中应用诊断试验

应用联合试验应用联合试验

–– 平行试验：提高灵敏度和阴性预测值平行试验：提高灵敏度和阴性预测值((漏诊漏诊
减少，但误诊增加减少，但误诊增加))。。

–– 系列试验：提高特异度和阳性预测值系列试验：提高特异度和阳性预测值((误诊误诊
减少但漏诊增加减少但漏诊增加))。。

8383

例、患病率对预测值的影响例、患病率对预测值的影响(1)(1)

AFPAFP诊断肝癌，灵敏度＝诊断肝癌，灵敏度＝8080％，特异度＝％，特异度＝9090％％

一般人群一般人群

肝癌肝癌 非肝癌非肝癌肝癌肝癌 非肝癌非肝癌

AFP+AFP+ 88 99999999 1000710007 +PV=0.08%+PV=0.08%

AFPAFP-- 22 8999189991 8999389993

TotalTotal 1010 9999099990 100000100000 Pre=10/10Pre=10/10万万

8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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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病率对预测值的影响例、患病率对预测值的影响(2)(2)

AFPAFP诊断肝癌，灵敏度＝诊断肝癌，灵敏度＝8080％，特异度＝％，特异度＝9090％％

HBsAg(+)HBsAg(+)人群人群

肝癌肝癌 非肝癌非肝癌肝癌肝癌 非肝癌非肝癌

AFP+AFP+ 8080 99909990 1007010070 +PV=0.8%+PV=0.8%

AFPAFP-- 2020 8991089910 8993089930

TotalTotal 100100 9990099900 100000100000 Pre=100/10Pre=100/10万万

8585

例、患病率对预测值的影响例、患病率对预测值的影响(3)(3)

AFPAFP诊断肝癌，灵敏度＝诊断肝癌，灵敏度＝8080％，特异度＝％，特异度＝9090％％

HBsAg(+) HBsAg(+) ＋＋ 年龄年龄>40>40岁人群岁人群

肝癌肝癌 非肝癌非肝癌肝癌肝癌 非肝癌非肝癌

AFP+AFP+ 800800 99009900 1070010700 +PV=7.48%+PV=7.48%

AFPAFP-- 200200 8910089100 8930089300

TotalTotal 10001000 9900099000 100000100000 Pre=1000/10Pre=1000/10万万

8686

例、患病率对预测值的影响例、患病率对预测值的影响(4)(4)

AFPAFP诊断肝癌，灵敏度＝诊断肝癌，灵敏度＝8080％，特异度＝％，特异度＝9090％％

HBsAg(+) HBsAg(+) ＋＋ 年龄年龄>40>40岁岁 ＋＋ 肝硬化人群肝硬化人群

肝癌肝癌 非肝癌非肝癌肝癌肝癌 非肝癌非肝癌

AFP+AFP+ 80008000 90009000 1700017000 +PV=47.06%+PV=47.06%

AFPAFP-- 20002000 8100081000 8300083000

TotalTotal 1000010000 9000090000 100000100000 Pre=10000/10Pre=10000/10

万万

8787

例、阳性预测值的计算例、阳性预测值的计算

AFPAFP诊断肝癌，灵敏度＝诊断肝癌，灵敏度＝8080％，特异度＝％，特异度＝9090％％

患病率＝患病率＝10/1010/10万人万人

肝癌肝癌 非肝癌非肝癌

AFP+AFP+ 88 99999999 1000710007 +PV=0.08%+PV=0.08%

AFPAFP-- 22 8999189991 8999389993

TotalTotal 1010 9999099990 100000100000 Pre=10/10Pre=10/10万万

患病率×灵敏度患病率×灵敏度

+PV=+PV=

患病率×灵敏度＋患病率×灵敏度＋(1(1--患病率患病率)(1)(1－特异度－特异度))
8888

临床应用临床应用--44：提高诊断试验准确性：提高诊断试验准确性

应用似然比应用似然比

8989

似然比的计算似然比的计算

疾病疾病 非疾病非疾病

试验试验++ a(a/a+c)a(a/a+c) b(b/b+d)b(b/b+d) +LR=Sen/(1+LR=Sen/(1--Spe)Spe)

试验试验-- c(c/a+c)c(c/a+c) d(d/b+d)d(d/b+d) --LR=(1LR=(1--Sen)/SpeSen)/Spe

TotalTotal a+ca+c b+db+d a+b+c+da+b+c+d

Sen=Sen=灵敏度；灵敏度；Spe=Spe=特异度，特异度，LR=LR=似然比似然比

9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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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然比的计算似然比的计算

疾病疾病 非疾病非疾病

试验试验++ a(a/n1)a(a/n1) b(b/n2)b(b/n2) +LR=(a/n1)/(b/n2)+LR=(a/n1)/(b/n2)

试验试验++-- c(c/n1)c(c/n1) d(d/n2)d(d/n2) ++--LR=(c/n1)/(d/n2)LR=(c/n1)/(d/n2)

试验试验-- e(e/n1)e(e/n1) f(f/n2)f(f/n2) --LR=(e/n1)(f/n2)LR=(e/n1)(f/n2)

TotalTotal n1=a+c+en1=a+c+e n2=b+d+fn2=b+d+f n1+n2=a+b+c+d+e+fn1+n2=a+b+c+d+e+f

9191

疾病分期诊断试验评价疾病分期诊断试验评价

T1 T2 T3

试验+ a(a/n1) d(d/n2) g(g/n3) +LR=(a/n1)/(d+g/n2+n3)

试验+- b(b/n1) e(e/n2) h(h/n3) +-LR=(b/n1)/(e+h/n2+n3)

试验- c(c/n1) f(f/n2) i(i/n3) -LR=(c/n1)/(f+i/n2+n3)

Total n1=a+b+c n2=d+e+f n3=g+h+I 

9292

联合试验似然比应用联合试验似然比应用

验后比验后比

＝验前比×试验＝验前比×试验11似然比×试验似然比×试验22似然比似然比

应用条件应用条件

诊断试验独立性诊断试验独立性

9393

如何估计联合试验中的相互作用如何估计联合试验中的相互作用

直接应用联合试验似然比计算验后概率直接应用联合试验似然比计算验后概率

校正：计算实际联合试验似然比与无相互作用校正：计算实际联合试验似然比与无相互作用

状态下两个独立试验似然比乘积状态下两个独立试验似然比乘积状态下两个独立试验似然比乘积状态下两个独立试验似然比乘积

定量数据应用回归方程回答临界点，同时解决定量数据应用回归方程回答临界点，同时解决

相互作用问题。相互作用问题。

9494

多种肿瘤标志物诊断肺癌多种肿瘤标志物诊断肺癌

9595

诊断试验循证实践诊断试验循证实践

先进性评估：是否首先报道先进性评估：是否首先报道 (First one)(First one)；是否科；是否科

学评价学评价(Last one)(Last one)

真实性评估真实性评估 是否纳入全部患者是否纳入全部患者真实性评估真实性评估：是否纳入全部患者：是否纳入全部患者

科学性评估：科学性评估：…………

应用价值的大小不仅取决于其效率，还包括应用价值的大小不仅取决于其效率，还包括

可接受性、安全性、费用等可接受性、安全性、费用等

9696



2014/10/15

17

小结小结

诊断试验研究诊断试验研究设计设计要点要点

诊断试验国际诊断试验国际报告报告规范规范(STRAD(STRAD标准标准))诊断试验国际诊断试验国际报告报告规范规范(STRAD(STRAD标准标准))

–– 选择偏移选择偏移//测量偏移测量偏移//混杂偏移混杂偏移

诊断试验临床诊断试验临床应用应用注意点注意点

9797

Thank youThank you

syaochen@163.comsyaoche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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