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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医学研究报告规范在生物医学期刊中的采用情况
及影响因素调查
闫行敏 1，杜娟 1，刘天怡 1，彭晓霞 1，2*
【摘要】

目的

分析医学研究报告规范在生物医学期刊中的采用情况及影响因素，以期为有效采用医学研究报

告规范、提高研究报告质量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目的抽样法，抽取我国生物医学期刊的编辑人员 216 例为调查对象。

于 2017 年 10 月—2018 年 2 月，在检索查阅文献、专家咨询的基础上，结合研究目的自行设计调查问卷。问卷主要内

容包括：期刊的基本情况、编辑人员的基本情况、期刊对医学研究报告规范的采用情况及影响因素等。共发放问卷 216 份，
回收有效问卷 198 份，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 91.7%。结果

198 本期刊中，采用医学研究报告规范的期刊有 78 本，采

用率为 39.4%；采用 CONSORT 声明的期刊 78 本（39.4%），采用 STROBE 声明的期刊 19 本（9.6%），采用 STARD

声明的期刊 18 本（9.1%），采用 PRISMA 声明的期刊 26 本（13.1%）。不同数据库收录情况期刊的医学研究报告规
范采用率、CONSORT 声明采用率、PRISMA 声明采用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核心期刊的采用率高

于非核心期刊（P<0.016 7）。采用医学研究报告规范的 78 本期刊中，采用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 / 困惑为作者不能
很好配合采用（66.7%，52/78）和要求严格、可能导致许多稿件无法发表而影响出版进度（64.1%，50/78）。在 120

本未采用医学研究报告规范的期刊中，未采用的主要可能原因为要求严格、可能导致许多稿件无法发表而影响出版进
度（65.8%，79/120）和作者不能很好配合采用（55.8%，67/120）。结论

目前医学研究报告规范在生物医学期刊中

的采用情况尚有待改善，核心期刊的采用率较非核心期刊高，影响期刊采用医学研究报告规范的主要因素为作者不能
很好配合采用和要求严格可能导致很多稿件无法发表而影响出版进度。建议加强编辑人员和医学生医学研究报告规范
的培训，以推动报告规范的采用，进一步提高医学研究报告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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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of reporting guidelines on medical research reports in Chinese

biomedical journal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effective use of reporting guidelines on medical
research report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research reports.Methods

A total of 216 editors from Chinese biomedical journals

were selected though the purpose sampling method.On the basis of searching literature and consulting experts，a questionnaire
was designed from October 2017 to February 2018.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questionnaire were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journals，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editors，the application situation of reporting guidelines on medical research report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A total of 216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and 198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returned.The effective recovery rate was
91.7%.Results

Of the 198 journals，reporting guidelines were applied in 78 journals with an adoption rate of 39.4%.And 78

（39.4%） journals used CONSORT Statement；19（9.6%） journals used STROBE Statement；18（9.1%） journals 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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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D Statement；and 26（13.1%） journals used PRISMA Statement.The adoption rate of reporting guidelines in journals from

different databases，the adoption rate of CONSORT Statement，and the adoption rate of PRISMA Statement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And the adoption rate in core journals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non-core journals（P<0.016 7）．In the

78 journals using reporting guidelines，the main problems encountered were authors did not cooperate well（66.7%，52/78）

and strict requirements resulted in many manuscripts being unpublished，which affected the normal publication progress（64.1%，
50/78）．Among 120 journals that did not adopt the reporting guidelines，the main possible reasons were strict requirements may

result in many manuscripts being unpublished，which may affect the publication progress（65.8%，79/120） and authors did not
cooperate well（55.8%，67/120）．Conclusion

At present，the adoption rate of reporting guidelines in biomedical journals

still needs to be improved.The adoption rate in core journals is higher than that in non-core journals.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application of reporting guidelines are authors cannot cooperate well and strict requirements，which may lead to many manuscripts
being unpublished，affect the publication progress.It is recommended to strengthen the training of editors and medical students to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of reporting guideline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medical research reports.
【Key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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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项医学研究都会经历研究问题的提出、研究方案的设
计、研究实施、数据分析与结果整理即研究报告的撰写几个

环节。选题、方案设计及实施 3 个环节共同决定了医学研究

的质量，但医学研究报告的撰写也不容忽视，因为即使是设

cnki.net/）医药卫生科技专辑中，且 1 本期刊只纳入 1 例编辑
人员；（5）对本次调查知情同意并支持。
1.2

调查方法

于 2017 年 10 月—2018 年 2 月，在检索查阅

文献、专家咨询的基础上［10-11］，结合研究目的自行设计调查

计、实施良好的研究，对研究结果不充分的报告，也会阻碍

问卷。调查问卷的主要内容包括：（1）期刊的基本情况：期

其他研究者对研究优缺点的评估，甚至会影响证据整合，这

刊的名称、创刊时间、目前数据库收录情况；（2）期刊编辑

就要求研究者展示研究方案和结果时应充分考虑科学性、透

人员的基本情况：性别、年龄、职称、职务、从事编辑工作

［1］

。医学研究报告规范是针对不同的研究设计

的年限；（3）所在期刊对医学研究报告规范的采用情况及影

类型或研究领域制定的，其整合了有序的推荐意见，提供了

响因素：是否采用，采用医学研究报告规范的类型、采用的

明性及完整性

从论文标题到结论各部分的报告要求，不仅有利于研究结果

具体形式、采用后的体会、采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 困惑、继

的传播性与可评价性，还能保证研究开展的科学性与真实性，

续采用的可能性，未采用医学研究报告规范的可能原因、今

以帮助作者、编辑、同行评议以及生物医学出版过程中的其

后采用的可能性，对加强医学研究报告规范推行的看法及建

他相关人员科学创作和准确传播清晰、真实的医学论文［2］。

议等。调查问卷的发放途径为：在生物医学期刊编辑的会议、

学期刊投稿的统一要求》是最早的医学研究报告规范，此

得知情同意后，发放调查问卷。共发放问卷 216 份，剔除存

1979 年国际医学期刊编辑委员会（ICMJE）颁布的《生物医
后针对不同研究设计类型或研究领域的报告规范纷纷发布。
目前影响力较大的报告规范主要包括：针对随机对照试验的
CONSORT 声明，针对观察性研究的 STROBE 声明，针对诊断
试验准确性研究的 STARD 声明，针对系统综述和 Meta 分析

沙龙、培训中，向编辑人员解释本次调查的目的及内容，获

在逻辑错误和数据缺失的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 198 份，问卷
的有效回收率为 91.7%。
1.3

质量控制方法

在调查问卷设计阶段，在检索查阅相关

参考文献、专家咨询的基础上设计问卷［10-11］；进行预调查，

的 PRISMA 声明。已有大量研究证实，以上报告规范有力地

并根据预调查结果对问卷进行修改完善，以保障问卷质量。

推动了研究质量的提升［3-6］。目前，关于医学研究报告规范

在调查实施阶段，向调查对象解释本次调查的目的与意义，

的研究多是采用某种报告规范评价某种研究设计类型 / 研究领

争取获得调查对象的认可和支持；采用统一的指导语解释问

域的研究报告的质量［7-9］，关于生物医学期刊对医学研究报

卷内容；问卷回收后进行核查，对漏项进行补充。在数据录

告规范采用情况的研究较少见。为此，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

入阶段，双人核查录入，保证数据的准确性。

的方法，以生物医学期刊编辑人员为调查对象，分析医学研
究报告规范在生物医学期刊中的采用情况及影响因素，以期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EpiData 3.1 软件双录入数据，核查检

错后采用 SPSS 18.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呈正态分布的计

为生物医学期刊有效采用医学研究报告规范、提高研究报告

量资料以（x±s）表示，呈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中位数（四

质量提供参考。

分位数间距）〔M（QR）〕表示，计数资料以相对数表示。

1

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 χ2 检验，等级资料的比较采用 Wilcoxon

1.1

对象与方法
调查对象

采用目的抽样法，抽取生物医学期刊的编辑

秩和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计数资料 3 组间

人员 216 例为调查对象。纳入标准：（1）生物医学科技期刊

两两比较调整检验水准为 α=0.016 7。

具有一定的工作经验；（3）熟悉期刊日常编审工作流程；

2.1

的编辑或管理者；（2）从事编辑工作的年限在 1 年及以上，

（4）所在期刊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获取途径：http：//www.

2

结果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198 本期刊的创刊时间为 1954—

2015 年； 其 中 为 中 文 核 心 期 刊、 中 国 科 技 核 心 期 刊 56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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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仅为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84 本（42.4%），非中文

医学研究报告规范采用情况，结果显示：不同数据库收录情

编辑中，女 136 例（68.7%）
；年龄 26~62 岁，平均年龄（36.4±8.1）

PRISMA 声明采用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

107 例（54.0%）；职务为编辑 / 责任编辑者 102 例（51.5%）；

不同数据库收录情况期刊的 STROBE 声明、STARD 声明采用

核心期刊、非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58 本（29.3%）。198 例期刊

岁，其中年龄 31~40 岁者 105 例（53.0%）；职称为中级者

从事编辑工作的年限为 1~30 年，中位工作年限为 10.0（7.0）年，

编辑工作年限为 6~10 年者 61 例（30.8%）。所在期刊已采用

与未采用医学研究报告规范的编辑在性别、年龄、职称、职务、

从事编辑工作的年限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1）。

两比较显示，核心期刊的采用率高于非核心期刊（P<0.016 7）；

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2.3

采用医学研究报告规范期刊的具体采用情况及影响因素

在 78 本采用医学研究报告规范的期刊中，采用医学研究报

告规范的最常用形式是要求作者在投 / 修稿时遵循规范 / 提交
报告规范清单（85.9%）；采用医学研究报告规范后的最主要
体会为有助于提高论文质量（85.9%）；采用医学研究报告规

表 1 期刊编辑的基本情况〔n（%）〕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selected editors
总例数
采用
未采用
χ2 值
（n=198） （n=78） （n=120）
性别
0.652
男
62（31.3） 27（34.6） 35（29.2）
女
136（68.7）51（65.4） 85（70.8）
年龄（岁）
1.788
26~30
34（17.2） 16（20.5） 18（15.0）
31~40
105（53.0）42（53.8） 63（52.5）
41~50
36（18.2） 13（16.7） 23（19.2）
51~62
23（11.6） 7（9.0） 16（13.3）
职称
6.685
初级及以下
22（11.1） 11（14.1） 11（9.2）
中级
107（54.0）45（57.7） 62（51.7）
副高级
38（19.2） 16（20.5） 22（18.3）
正高级
31（15.7） 6（7.7） 25（20.8）
职务
1.613
编辑 / 责任编辑 102（51.5）42（53.8） 60（50.0）
编辑部主任
63（31.8） 21（27.0） 42（35.0）
期刊管理人员
33（16.7） 15（19.2） 18（15.0）
从事编辑工作的年限（年）
1.662
1~5
52（26.3） 24（30.8） 28（23.3）
6~10
61（30.8） 23（29.5） 38（31.7）
11~15
47（23.8） 17（21.8） 30（25.0）
16~20
29（14.6） 10（12.8） 19（15.8）
21~30
9（4.5） 4（5.1） 5（4.2）
基本情况

2.2

况期刊的医学研究报告规范采用率、CONSORT 声明采用率、

医学研究报告规范在期刊中的采用情况

范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 / 困惑为：作者不能很好配合采用
P值
0.419
0.617

（66.7%），要求严格、可能导致许多稿件无法发表而影响出
版进度（64.1%，见表 3）。

表 3 采用医学研究报告规范期刊的采用情况及影响因素（n=78）
Table 3 Application situation of journals using reporting guideline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条目

0.083

0.446

0.798

关于 CONSORT

声明、STROBE 声明、STARD 声明及 PRISMA 声明 4 种医学

研究报告规范，至少采用其中 1 种的期刊共有 78 本，采用率
为 39.4%；未采用的期刊共有 120 本，未采用率为 60.6%。

198 本期刊中，采用 CONSORT 声明的期刊 78 本（39.4%），

采用 STROBE 声明的期刊 19 本（9.6%），采用 STARD 声明

的期刊 18 本（9.1%），采用 PRISMA 声明的期刊 26 本（13.1%）。

根据数据库收录情况将期刊进行分类，比较不同类别期刊的

例数

相对数
（%）

67
47
46

85.9
60.3
59.0

19

24.4

67
58
58
34

85.9
74.4
74.4
43.6

52
50

66.7
64.1

31
22
5
5
4

39.7
28.2
6.4
6.4
5.1

采用医学研究报告规范的具体形式 a
要求作者在投 / 修稿时遵循规范 / 提交报告规范清单
在“稿约”中引入、显示
要求编校人员在编辑加工阶段遵循规范 / 提交报告规
范清单
要求同行评议人员在审稿时参考规范 / 提交报告规范
清单
采用医学研究报告规范后的体会 a
有助于提高论文质量
有助于提高编辑对论文的编校水平
有助于培养作者的撰稿素养和投稿习惯
有助于为同行评议人员提供审稿依据
采用医学研究报告规范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 困惑 a
作者不能很好配合采用
要求严格、可能导致许多稿件无法发表而影响出版
进度
缺乏上级主管主办单位的正式文件
采用后增加了刊登版面
采用后论文质量没有明显提高
编辑不支持，工作中忽视对报告规范的使用
同行评议人员不支持
注：a 为多选

2.4

未采用医学研究报告规范期刊的未采用原因

在 120 本

未采用医学研究报告规范的期刊中，未采用的主要可能原因

为：要求严格、可能导致许多稿件无法发表而影响出版进度
（65.8%），作者不能很好配合采用（55.8%，见表 4）。

表 2 不同数据库收录情况期刊的医学研究报告规范采用率比较〔n（%）〕
Table 2 Comparison of adoption rate of reporting guidelines in journals from different databases
期刊类别
期刊数
中文核心期刊且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56
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84
非核心期刊
58
χ2 值
P值
注：与非核心期刊比较，aP<0.016 7

采用报告规范
29（51.8）a
39（46.4）a
10（17.2）
17.264
<0.001

采用 CONSORT 声明
29（51.8）a
39（46.4）a
10（17.2）
17.264
<0.001

采用 STROBE 声明
8（14.3）
8（9.5）
3（5.2）
2.728
0.256

采用 STARD 声明 采用 PRISMA 声明
8（14.3）
10（17.9）a
7（8.3）
14（16.7）a
3（5.2）
2（3.4）
2.964
6.784
0.227
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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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未采用医学研究报告规范期刊的未采用原因（n=120）
Table 4 Reasons for journals not using reporting guideline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未采用医学研究报告规范的可能原因 a
要求严格、可能导致许多稿件无法发表而影响
出版进度
作者不能很好配合采用
同行评议人员不支持
编辑不支持
缺乏上级主管主办单位的正式文件
增加刊登版面
注：a 为多选

2.5

今后采用的可能性

79

相对数
（%）
65.8

67
40
38
13
10

55.8
33.3
31.7
10.8
8.3

例数

知”中的引入情况，结果显示其中 17 家引入了生物医学期

刊投稿的统一要求，16 家引入了 CONSORT 声明，10 家引入

SONG 等［16］于 2012 年 2 月调查了 CONSORT 声明在中国生物

后肯定会继续采用，20.5% 认为可能会采用；未采用期刊中，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u=5.722，P<0.001，见表 5）。

2.6

明及 PRISMA 声明在国内外 23 家医学期刊出版集团“作者须

研究报告规范的采用得到了广泛的重视与认可。但医学研究

针对今后采用医学研究报告规范的

表 5 今后采用医学研究报告规范的可能性
Possibility of using reporting guidelines among selected journals
采用
（n=78）
55（70.5）
16（20.5）
7（9.0）

投稿的统一要求、CONSORT 声明、STROBE 声明、STARD 声

报告规范在我国生物医学期刊中的采用情况尚不尽如人意，

25.0% 认为期刊今后肯定会采用，56.7% 认为可能会采用。两

今后期刊采用医学研
究报告规范的可能性
肯定会采用
可能会采用
不确定

声明提供了官方的支持［14］。LIU 等［15］总结了生物医学期刊

了 STROBE 声明、STARD 声明及 PRISMA 声明。这表明医学

可能性，根据个人判断，已采用期刊中，70.5% 认为期刊今

Table 5

ICMJE、世界医学编辑委员会等生物医学期刊编辑组织也对

未采用
（n=120）
30（25.0）
68（56.7）
22（18.3）

医学期刊中的引入情况，结果显示在 1 221 种医学期刊中，只
有 7 种期刊在“作者须知”中明确告知作者应采用 CONSORT

声明，且 7 种已引入 CONSORT 声明期刊的报告总体质量优于

未引入 CONSORT 声明的期刊。

本研究结果显示，关于 CONSORT 声明、STROBE 声明、

STARD 声明及 PRISMA 声明 4 种医学研究报告规范，至少采

用其中 1 种的期刊共有 78 本（39.4%），未采用的期刊共有

120 本（60.6%）；采用 CONSORT 声明的期刊 78 本（39.4%），
采用 STROBE 声明的期刊 19 本（9.6%），采用 STARD 声明

的期刊 18 本（9.1%），采用 PRISMA 声明的期刊 26 本（13.1%），
采用率尚有待提高，尤其是 STROBE 声明、STARD 声明，与
目前研究结论一致［16-18］。本研究将期刊根据数据库收录情况
进行分类，结果显示：核心期刊的医学研究报告规范采用率、

针对是否有必

CONSORT 声明采用率、PRISMA 声明采用率均高于非核心期

要加强医学研究报告规范的推行，已采用期刊中，71.8% 认

刊。进一步分析采用与未采用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采用

为非常有必要，28.2% 认为有必要；未采用期刊中，33.3% 认

报告规范的期刊遇到的主要问题 / 困惑包括作者不能很好配合

为非常有必要，53.3% 认为有必要。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

（66.7%）和要求严格、可能导致许多稿件无法发表从而影响

学意义（u=5.595，P<0.001）。关于推行医学研究报告规范的

出版进度（64.1%）；未采用报告规范期刊的主要未采用原因

建议，在加强编辑人员医学研究报告规范的培训、建议行业

包括要求严格、可能导致许多稿件无法发表而影响出版进度

推行医学研究报告规范的必要性及建议

协会定期组织相关培训、加强医学生在校医学研究报告规范

的学习方面，两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 值分别为 1.864、
2

（65.8%）和作者不能很好配合采用（55.8%）。未采用报告
规范期刊的主要未采用原因与已采用报告规范期刊编辑人员

0.318、0.397，P 值分别为 0.172、0.573、0.529，见表 6）。

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 困惑是一致的，说明影响期刊采用

表 6 推行医学研究报告规范的必要性及建议
Table 6 Necessity and suggestions of using reporting guidelines among
selected journals

格、可能导致很多稿件无法发表而影响出版进度。核心期刊

条目
是否有必要加强医学研究报告规范的推行
非常有必要
有必要
不确定
加强医学研究报告规范推行的建议 a
加强编辑人员医学研究报告规范的培训
建议行业协会定期组织相关培训
加强医学生在校医学研究报告规范的学习
a

注： 为多选

3

医学研究报告规范的主要因素为作者不能很好配合和要求严

采用
未采用
（n=78） （n=120）
56（71.8） 40（33.3）
22（28.2） 64（53.3）
0
16（13.4）
73（93.6） 117（97.5）
55（70.5） 89（74.2）
49（62.8） 70（58.3）

的稿源数量较多，而普通期刊的稿源存在困难［19］，医学研究
报告规范对稿件质量要求较高，普通期刊采用可能导致作者
不配合、稿源流失影响出版；而核心期刊的影响力和对稿源
的吸引力较大，稿源数量较多，一定程度上可以引导、要求
作者采用报告规范，所以核心期刊的医学研究报告规范采用
率较高。医学研究报告规范可提升稿件质量，扩大论文及期
刊影响力，因此建议期刊应更好采用报告规范，形成正向循
环，提高医学研究报告质量［20-22］。本研究中，STROBE 声明、
STARD 声明的采用在核心期刊与非核心期刊中未见差异，可
能与这两种报告规范的总体采用率较低有关。
采用医学研究报告规范的期刊，最常用形式是要求作者

讨论

在投 / 修稿时遵循规范 / 提交报告规范清单（85.9%），其次

目前研究表明，CONSORT 声明、STROBE 声明、STARD

为在“稿约”中引入、显示（60.3%）。期刊的“稿约”应含

声明、PRISMA 声明等医学研究报告规范极大提高了研究报告

有在该期刊上刊登医学研究报告的最基本要求［16］，因此建议

［12-13］

的质量，在扩大论文及期刊影响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

期刊将医学研究报告规范引入“稿约”，提高作者对其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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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度，以帮助作者提高论文质量。采用医学研究报告规范后
的最主要体会为有助于提高论文质量（85.9%），其次为有助
于提高编辑对论文的编校水平（74.4%）、有助于培养作者的
撰稿素养和投稿习惯（74.4%），这说明了已采用报告规范的
期刊对其作用的认可与肯定。关于今后采用医学研究报告规

范的可能性，已采用期刊中，70.5% 认为今后肯定会继续采用，
20.5% 认为可能会采用；未采用期刊中，25.0% 认为今后肯定
会采用，56.7% 认为可能会采用。针对是否有必要加强医学

研究报告规范的推行，已采用期刊中，71.8% 认为非常有必要，

10.1136/bmj.329.7471.868.

［2］孙凤 . 医学研究报告规范解读［M］．北京：北京大学医学出版
社，2015.
［3］TURNER L，SHAMSEER L，ALTMAN D G，et al．Does use
of the CONSORT Statement impact the completeness of reporting
of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s published in medical journals ？ A
Cochrane review［J］．Systematic Reviews，2012，1（1）：1-7.
DOI：10.1186/2046-4053-1-60.
［4］HASBAHÇECI M，BASAK F，UYSAL Ö.Evaluation of reporting
quality of the 2010 and 2012 National Surgical Congress oral

28.2% 认为有必要；未采用期刊中，33.3% 认为非常有必要，

presentations by CONSORT，STROBE and Timmer criteria［J］．

能性、推行必要性的认知存在差异，已采用期刊对医学研究

10.5152/UCD.2014.2722.eCollection2014.

53.3% 认为有必要，13.4% 表示不确定。两者对于今后采用可

Turkish Journal of Surgery，2014，30（3）：138-146.DOI：

报告规范的作用更认可，这可能与大部分编辑人员认为采用

［5］SIMEL D L，RENNIE D，BOSSUYT P M．The STARD Statement

后有助于提高论文质量有关。关于推行医学研究报告规范的

for reporting diagnostic accuracy studies: application to the history and

建议，90% 以上认为应加强编辑人员医学研究报告规范的培
训；除此之外，60% 以上认为应加强医学生在校医学研究报
告规范的学习。作者不能很好配合是影响医学研究报告规范
采用的重要因素，所以也应加强医学生这一潜在作者群体的
培训，使之了解医学研究报告规范的重要价值并在医学研究
中采用。
综上所述，目前医学研究报告规范在生物医学期刊中的
采用情况尚有待改善，核心期刊的报告规范采用率高于非核
心期刊，影响期刊采用医学研究报告规范的主要因素为作者

physical examination［J］．Journal of General Internal Medicine，
2008，23（6）：768-774.DOI：10.1007/s11606-008-0583-3.

［6］PETERS J P，HOOFT L，GROLMAN W．Reporting quality of
systematic reviews and meta-analyses of otorhinolaryngologic articles
based on the PRISMA Statement［J］．PLoS One，2015，10（8）：
e0136540.DOI：10.1371/journal.pone.0136540.
［7］邓茹月，陈日新，熊俊 . 基于 CONSORT 声明和 STRICTOM 评
价灸法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随机对照试验报告质量［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17，32（4）：1715-1718.
DENG R Y，CHEN R X，XIONG J.Quality assessment of

不能很好配合采用和要求严格可能导致很多稿件无法发表而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involving moxibustion therapy for post-

影响出版进度。建议加强编辑人员和医学生医学研究报告规

herpetic neuralgia based on CONSORT and STRICTOM［J］．China

范的培训，提高编辑人员和作者群体对医学研究报告规范的
认知；并将医学研究报告规范引入“稿约”，提高作者对其
的知晓度和配合度，进而推动报告规范的采用，最终提高医
学研究报告的质量。

截至 2017 年 4 月底，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医药卫生

科 技 专 辑 中 共 有 期 刊 1 336 种， 本 研 究 抽 取 了 其 中 198 种

（14.8%），样本量可达到分析要求。本研究的调查问卷设计
参考了既往相关文献资料，根据预调查结果对问卷进行修改
完善，并在调查过程中进行了质量控制。但本研究也存在一
定的局限性：本研究未进行随机抽样，在编辑会议、沙龙、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Pharmacy，2017，32（4）
：

1715-1718.

［8］徐 航， 秦 纹， 甘 为， 等． 应 用 CONSORT 声 明 对 随 机 对 照 试
验报告的质量分析［J］．中国全科医学，2012，15（20）：
2304-2310.DOI：10.3969/j.issn.1007-9572.2012.07.058.

XU H，QIN W，GAN W，et al．Analysis of the quality of report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using CONSORT Statement［J］．
Chinese General Practice，2012，15（20）：2304-2310.DOI：
10.3969/j.issn.1007-9572.2012.07.058.

［9］刘银春，葛龙，李雅睿，等．PRISMA 声明在评价《循证医学》
刊载的干预类系统评价 / 荟萃分析报告质量中的应用［J］．中

培训中发放调查问卷，导致纳入期刊中核心期刊比例较高，

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2014，23（2）：24-27.DOI：10.3969/j.

这可能使结果产生偏倚，因此所得结论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

issn.1671-3982.2014.02.006.

验证。下一步将采用质性访谈方法，进一步了解影响期刊采

LIU Y C，GE L，LI Y R，et al．Application of PRISMA Statement

用医学研究报告规范的可能因素，并提出针对性的建议，以

in assessment of intervention-related systematic reviews and meta-

推动医学研究报告规范的应用。
作者贡献：闫行敏负责文章的构思与设计、数据收集与
整理、统计学处理、结果的分析与解释，并撰写论文；杜娟
负责数据收集与整理、统计学处理、中英文修订；刘天怡负
责查阅提供部分参考文献、结果的分析与解释；彭晓霞负责
文章的质量控制，监督管理，审校指导论文成文。
本文无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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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生知识窗
——高血压患者如何自我管理？
对于高血压患者，通过健康教育和管理督导，促使患者自觉按时规律服药，规律监测血压，留意治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适，同时养成健
康的生活饮食方式，从而达到自我管理的目的。
1. 自我监测血压：自我监测血压是自我管理最主要的内容。要选择合适的血压计，通常建议选择经过认证的上臂式或半自动电子血压计。

定时测血压，一般建议初始 1 周每天早晚各量 1 次，每次测 2~3 遍取平均值；如果控制平稳可每周只测 1 d 的血压；长期观察，每 3 个月进行 1

次连续 1 周的血压测量。

2. 自觉遵医嘱用药：大部分患者需要药物治疗，不规律的药物治疗不仅不能够控制血压，而且由于血压波动较大会引起额外的风险。患者

到医疗机构就诊的时间毕竟有限，自我督促、遵医嘱用药就显得尤为重要。

3. 观察病情变化：患者不可能经常去医疗机构，关注病情的变化和可能出现的药物不良反应是患者必须要做的事，也是对自己健康负责的

表现。及时发现、及时就诊可将风险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如出现头晕、眼花、视物不清及其他不能解释的症状，应立即就医。

4. 调整生活方式：医疗机构只能将存在的不良生活方式告知患者，并通过协商帮助制定改善的方法。而具体落实还需要患者自身的努力。

在医生的指导下，回家后认真履行，坚持不懈，方可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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