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医生职业

分析

考虑患者意愿，改进临床指南

Patients’preferences have to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to improve clinical guidelines
来源：BMJ 2017;356:j80 doi: 10.1136/bmj.j80

Christopher Carroll 提出，指南制定者需要在根本上改变方法，以使医患共同决策更

有意义。

已发表的用于支持临床指南的证据，
包括由英国国家健康与临床优选研究所
（NICE）发表的，几乎完全是定量的。由
于主要的关注点是有效性和安全性，这是
可以理解的：目的在于确定什么会起作
用。然而，基于临床实践的证据也应该考
虑到患者的意愿。
目前，做到这一点是通过患者参与研
究过程和通过初步定性研究，这些研究使
用一些技巧，诸如与患者面谈，了解他们
为何以及如何做出决策。综合这些定性

关键点
•在临床指南中，简单地推荐医患共同决

策这一原则，并不等于解决了患者的重
要问题

•综合定性研究的证据，可以帮助指南制

订者发现这些重要问题，并将有针对性
的推荐措施纳入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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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会给患者的满意度与临床结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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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
符合具体情境
来潜在获益

现，得到的会更多，而不仅是研究结果的

图画，了解到患者的体验、观点、信仰以及

简单总和。

实行。
如果不考虑患者的需求和观点，则会
降 低 对 治 疗 的 依 从 性 ，导 致 临 床 结 局
不佳。

们常常诟病其不具有可推广性。然而这
种看法是假定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一
样，有着相同的目的、研究相同的结果。
但事实并不如此。
定性研究的样本可以是“信息上的”，
而不是具有统计学上的代表性。其意义

使用某些技术如荟萃（Meta）分析，综

在于，这类研究提供的信息可以适用于其

合定量研究可以使得到的结果有更强的

他有着相似情况或者接受相似治疗的人

效力，结果更为精确，并且来自具有代表

们。定性研究及其综合并不是为了寻找

性样本的统计学慨率有更好的推广性。

另一种确定有效和安全的方法，而是为了

综合定性证据背后的基本原理与此很相

补充定量证据无法提供的信息，如确定和

近：综合以政策和医疗实践为目的的大多

解释患者行为。这一点对于基于真实证

数相关研究。

据的实践至关重要。

综合几项相关的定性研究可以提供

已有实行和报告综合定性证据的标

多种视角，甚至提供在观点上互相矛盾的

准。综合的方法可以是集合的（例如叙事

可能被忽略。综合定性证据同样也能让
研究者的眼光“超越”这类初步研究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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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定性研究的样本量通常较小，人

什么是综合定性证据？

证据，而这些证据在仅关注一个研究时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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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使用这些证据，临床指南会更详实、

研究可以绘制出一幅丰富、细致和有用的
优先考虑的事宜，从而改进临床指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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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框架的综合，或 Meta-集合分析，即汇集

诸研究的结果），也可以是解释性的(如
Meta-民族志法，或关键性解释的综合，旨

549

理解医生职业

在根据证据生成
完全原创的概念
模型和理论)，或
者两者结合（如
主题的综合）。
框 架 性 、叙

入患者家属及其他代表，虽然 NICE 已有质量标准

和临床指南，但是这一指南相当笼统。与之相反的
是，综合相关研究的定性证据，可以提供有针对性
的信息，以知晓在某一患者群体中，进行共同决策

事性和主体性的

时需要考虑的许多问题。因此这种综合的方法有
可能对于制定指南小组中患者代表的体验，提供有

综合，对于解答
为何采取干预措

到的。

施以及整合定性
和定量的结果，特别有效。因此这些方法可能是用
于制定临床指南的最合适方法。在英国，NICE 制
定公共健康指南时通常使用主题综合的形式，使用

描述性的方法整合定量和定性的结果。以下我会
具体展示这些方法如何在临床指南制定中起作用。
增强临床指南
综合定性研究证据对临床指南的制定有着不
少潜在获益，但我会关注患者的意愿，特别是医患
共同决策。如果不考虑患者的需求和观点，则会降
低对治疗的依从性，导致临床结局不佳；而充分进
行共同决策可以改善患者的满意度，鼓励其遵从治
疗方案。这对于所有希望看到研究达到预期临床
效果的政策制定者而言，是关键性的结局。

550

关于患者参与治疗决策，以及在必要的时候纳

价值的补充。正如最近 NICE 更新卒中指南时所见
卒中的长期管理
全篇指南中包含了所有相关定性和定量证据

的综合，但主要是其自身的主题综合，包括 17 个定
性研究，确定相关主题并列出了支持性证据。这一
已发表的证据表明，患者及其家庭成员认为医务人
员觉得目标设定相对而言并不重要，而且这仅是专
业人士的责任。
结合相关的定量证据，这一结果提示了一系列
的证据阐述（第 6.2.3 节），因此有了建议（第 6.2.5
节）。 这 些 建 议 随 后 被 纳 入 到 最 终 版 指 南 中
（CG162），其要求必须在专门的会议中进行目标设
定，目标必须有意义、有相关性、有挑战性，但可以
达到、有时间敏感性（需要定期回顾），并且需要考
虑患者及其家属或照护人员的意见（框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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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图 1

在脑卒中长期管理的 NICE 指南中纳

入综合定性证据 16-17
来自定性和定量研究的证据（6.2.1）
•抑制因素，如时间限制、主导专业的常规、出院后仅

将证据运用于实践
临床指南及其质量标准可能强调了需要共同
决策，但是综合定性证据详细表明了这种协商应该
涉及的所有特殊情况及其治疗。在评估和考虑到

有 1 次访视医生的机会进行二次风险管理（3 项定性

患者焦虑、信仰、意愿的证据之后（这些证据可能高
度依情况而异），可以对临床指南进行修改和加

•患者不参与标准目标设定会议和使用标准文件，并

强。如果能够事先进行协商，考虑到并试图解决某

研究：
研究为低到中等可信度）

不利于以患者为中心的目标设定（定量研究：研究
为低到中等可信度）

患者参与目标设定所面临挑战的小结（6.2.3）
5 个研究强调了阻止患者参与目标设定的因素。

这些因素包括：时间限制、主导专业的常规、患者不参

与目标设定会议、出院后仅有 1 次访视医生的机会进
行二次风险管理，以及脑卒中的病理特点，即预后非
常难以预测以及失语症等后果
转化至临床指南

一患者群体的重要问题，那么这样制定的治疗方案
更容易被遵循。
然而使用证据也不是完美的。虽然有成百上
千的已发表的综合定性证据可以用于临床指南，但
并不一定包含所有适应证。幸运的是，已有一些关
于综合定性证据的实用和相对快速的方法，指南制
订者可以用来弥补这一空缺。此外，已有了一般性
定性证据综合的报告指南，也正在制定关于特别方

1.2.8 确保脑卒中患者的康复目标：
•有意义且与自身相关
•关注活动与参与

•有挑战性但可以达到
•包含长期和短期元素

1.2.9 确保在脑卒中康复期间的目标设定会议：
•安排时间表具体到工作周

•脑卒中患者参与，如有必要，包括其家属或照护
人员

1.2.10 确保在目标设定会议期间为脑卒中患者提供：
•解释和说明目标设定过程

•他们需要的信息，
能够以方便的形式得到

•得到所需的帮助，
以进行决策并积极参与目标设定

然而在 NICE 临床指南中，如此制定的指南却
少之又少。以下我举糖尿病和心脏康复为例，展示
在运用综合定性证据后指南将如何得到改进。
2 型糖尿病
近期发表的关于 2 型糖尿病的 NICE 临床指南
中，关于节食的章节多次重复要求医务人员“提供
建议”
“强调建议”
“不鼓励”或“鼓励”某种行为，于
是治疗策略仅仅来源于相关的医务人员一方。然
而，近期综合 37 项研究中的定性研究证据强调了
共同决策的重要性，因为 2 型糖尿病患者及其家属
认为与医务人员沟通通常比较困难，他们的观点也
不受到重视。
综合证据表明，需要从“建议”转变为协商；应
该努力聆听患者及其家属的担忧、需求和意愿。框

框图 2 如何运用综合定性证据的结果加强
NICE 关于 2 型糖尿病的推荐指南
目前的指南推荐
1.3.1 提供个体化和持续的营养建议

1.3.2 根据患者的需求、
文化和信仰提供节食建议

1.3.3 强调适用于大众人群的健康平衡饮食的建议
定性证据综合的主题

与医务人员交流困难的患者很难将自己的需求、问题
和担忧告知医务工作人员。
受尊重的沟通方式
使用信息传达者和接收者都能理解的方式传达信息，
考虑到情感 、权利 、意愿和传统。双方的意见都有
价值。
可能加强建议
1.3.1 确保 2 型糖尿病患者：

•了解为什么健康平衡饮食非常重要

•了解共同制定的节食计划会有什么益处

1.3.2 确保关于营养的会谈可持续并且是个性化的，为
2 型糖尿病患者提供信息，支持他们从而进行决策并

积极参与制定自己的最佳节食方案，信息可以方便的
形式得到
1.3.3 确保 2 型糖尿病患者：
•被询问其担忧与需求

•被询问其情感、权利、愿望、宗教或传统对节食方案
有何限制

•参与决定何种饮食变化是恰当的且可以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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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整合定性和定量证据的方法，但并没
有成熟的工具包可以使用。NICE 脑卒中指南和公
共健康项目提供了相关模板，但是仍需更多工作寻

背景，这也需要考虑在内，尽管同样的问题可以用
于定量证据。不管怎样，根据以上的例子提出建
议：这样的证据，需要仔细考虑并与定性证据整合，

找用于制定临床指南的最合适方法。

才可以为目前指南制定过程中使用的专家和患者
意见，
提供非常有意义的补充。

评论

定量加定性，
指南更人性
武阳丰
北京大学临床研究所教授

本刊编委

本期刊登了 Christopher Carroll 的文章“临床指

在医疗过程中哪些具体环节和什么样的问题需要

几乎都只纳入了来自定量研究的证据。虽然异口
同声地说临床实践中医患共同决策重要，但却没有

能回答这些问题。比如：RCT 告诉我们切除乳房治

南需考虑患者意愿”。文章指出：目前的临床指南

告诉大家究竟如何去做。文章推荐了一个改变这
一情况的做法，就是把定性研究的证据也纳入到指
南的制定中来。文章还通过正反两个实例（正：

NICE 最近更新的卒中长期管理指南；反：NICE 新
发布的糖尿病指南。细节见原文），介绍了定性研
究的证据如何帮助改进目前的指南。为此，有必要

与患者沟通。定量研究（如 RCT）通常不回答或不

疗乳腺癌有效且安全，但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有些
乳腺癌患者不接受乳房切除术；RCT 告诉我们胰岛

素治疗糖尿病安全有效，但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很
多患者更愿意选择口服降糖药。类似的问题还有
什么样的患者会喜欢这种治疗或检查方式，患者为
何不依从医生的处方，什么样的疗效才是患者眼中
的疗效，什么情况下患者宁愿放弃治疗，患者想要

在此介绍一下什么是定性研究和为何来自定性研
究的证据也很重要。
定性研究是一类与目前在临床研究中广泛采

怎样的沟通方式等等。临床指南不应仅仅告诉我

用的定量研究所不同的研究方法。定量研究是对
所研究的事物（如疾病、行为、饮食、治疗等）进行测
量或者量化，并最终利用统计学的手段得出结论，
常常需要一个有代表性的较大样本。临床指南目
前主要依据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RCT）就是一种
典型的定量研究，主要回答某一干预措施（药物、器
械、手术、生活方式、管理模式等）是否有效、在多大
程度上有效，以及是否安全和在多大程度上安全。
定性研究则是通过与经历某事物的人交谈，了解事
物发生的原因、经过、影响，以及当事人对该事物的
看法、解释等。定性研究需要对提出的问题进行深
入的讨论，以期获得被访者最真实的思想。常用的
方法是个体访谈、小组访谈等，通常样本量较小，不
用或很少使用统计学方法。

达到最为理想的临床效果。

为何定性研究可以帮助改善临床指南，促进医
患共同决策呢？这是因为医患共同决策需要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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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某种诊治措施是否安全有效，还需要告诉我们怎
样使用这些措施才会得到患者的理解和支持，从而
实际上，目前大多数指南不仅忽视了患者的意
愿，也没有顾及广大普通医护人员的看法和意愿，
致使指南的许多推荐在实际医疗实践中难以得到
应用和推广。比如：大剂量他汀药物的使用、心电
图运动负荷试验等在我国的临床实践中均极少被
采纳。不能不说这与我们制定指南时对国情缺乏
研究和了解有关。如能采纳定性研究方法深入了
解一线工作医护人员的真实思想和看法，指南的依
从性应会更好一些。
如果说定量研究能够告诉我们一个医疗措施
是否科学，那么定性研究可告诉我们这一措施是否
符合
“人性”
。若指南制定中能够纳入定性研究的证
据，必将使指南既符合科学的标准也符合人文的要
求。插上科学和人文的双翅，
指南将飞得更高更远。
（收稿日期：
2017-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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