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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层设计：临床问题转化为科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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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讨论，要语不
惊人死不休

前言要极其拉风

结果

。

规则是什么？



前言仅占2项、讨论仅占4项

STROBE指南：临床观察性研究规则

STROBE Statement — checklist of items that should be included in reports of observational studies



STROBE指南：临床观察性研究规则
方法和结果占14项

STROBE Statement — checklist of items that should be included in reports of observational studies



SCI写作技巧
统计方法
软件操作

方向错误，停止就是进步



从期刊编辑角度看常见的直接拒稿（不送外审）原因：

常见问题：SCI论文投稿选刊

1. 选题缺乏临床意义

2. 选题缺乏创新性，未能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

3. 选题内容不明确或本期刊不涉及

4. 研究设计类型有明显错误

5. 其他：查重、注册、伦理等



提纲

研究假设 数据分析 研究设计 实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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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顶层设计
给期刊量身定制临床研究整体方案：选题、设计、统计图表、论文撰写策略



临床研究顶层设计

论文选刊投稿前，如何兼顾可行性和创新性？



                       

卵巢储备生物标志物
（雌二醇、FSH、AMH等）连续变量

活产
二分类变量

研究人群：医院过去1年IVF的人群（扩展）

   把题目拆解为   X+Y+研究人群+研究设计

Steiner, A.Z., 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Biomarkers of Ovarian Reserve and Infertility Among Older 
Women of Reproductive Age. JAMA, 2017. 318(14): p. 1367-1376. SCI IF=51

临床科研第一步：明确的研究假设



Analytic 
• Cross-sectional  横断面
• Case-control     病例对照
• Cohort studies  队列

X是否人为分配？
Assigned exposure X?

观察性 Observational 实验性 Experimental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RCT)

No Yes

陈常中 主编《流行病学数据分析与易侕统计软件实现》,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 1-2.

确定研究设计类型
核心

本研究X是激素水平，不是人为分配的，
是根据患者病情决定的，是观察性研究。



Time

X

X

Y

Y

Cohort study

Case-control study

X

Y
Cross-sectional study

核心

先知道X（激素水平）
再知道Y（妊娠结局）

属于队列研究



浏览文献图表找关键词：

1. OR、HR、β等归回分析效应值
2. Model1，Model2，Model3：adjust
3. 分层分析：不同人群或森林图
4. 如果X是连续变量，找曲线拟合图

第二步 制定完善策略 ：评估文献数据分析 



时间 期刊 影响因
子

研究类型 样本量 作者单位 XY的主要关系 调整
混杂

曲线拟
合

交互
作用

2017 JAMA 47.6 cohort study 750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biomarkers indicating 
diminished ovarian reserve 
compared with normal 
ovarian reserve were not 
associated with reduced 
fertility.

是 否 否

本研究完善方案
ü做曲线拟合
ü调整更多混杂
ü做分层做交互
ü样本量比之前研究大

ü换研究人群（之前是30 to 44 years ** ，我们是**人群）
ü有争议（危险/保护因素），提出本人群的证据
ü其他：（了解）

•基线的X（测量一次）
•X的变化（测量两次，计算变化量和变化率）
•X随时间的变量（重复测量三次或以上，GAMM模型）

第二步 制定完善策略 ：只需要完善一点，足矣



易侕DataWeb数据采集管理系统

免费版（2千例，100个变量）

1. 收集            患者

2. 2018.1.1至12.31收集     例

3. 包括            个指标

4. 包括            个表单

第三步 规范的数据库： 谋定而后动  



ü数据包括三类指标：X、Y、Z（影响因素）
ü一个指标一列，一个研究对象一行（人、周期、卵）

数据结构



完美契合，支撑起整篇文章

表1
研究人群描述 表2

单因素回归分析
曲线拟合，线性模

型分段模型

表3
分层分析
混杂

交互作用

表4
多个回归方程

模型比较

调整与控制

作用大小

第四步 结果的临床意义



X参与了一个银行抢窃案，你作为律师如何呈现证据为X量罪呢？

表1：哪些人有可能卷入这起抢窃？

表2：哪些人实际参与了这起抢窃？各人抢窃了多少？

表3：哪些人在X的犯罪过程中起到推动作用或制止作用？

         也就是说，有没有教唆犯？X是主犯还是从犯？

表4：考虑其他人的犯罪事实后，对X的量刑应该是多少？

常识：从各角度呈现证据



表1  研究人群描述

（部分截图）

Grimstad, F.W., et al., Use of ICSI in IVF cycles in women with tubal ligation does not improve pregnancy 
or live birth rates. Hum Reprod, 2016. 31(12): p. 2750-2755.

1. 人群基本特征（性别、年龄等）
2. 与Y有关的指标
3. 与X有关的指标



表2：变量与Y的单因素分析

（部分截图）

Luke, B., et al., Perinatal outcomes of singleton siblings: the effects of changing maternal fertility status. 
J Assist Reprod Genet, 2016. 33(9): p. 1203-13.



（部分截图）

表3：分层分析

Luke, B., et al., Using the Society for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Clinic Outcome System morphological measures 
to predict live birth after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Fertil Steril, 2014. 102(5): p. 1338-44.



视频1

表4：多个回归方程—核心结果得出独立作用

Grimstad, F.W., et al., Use of ICSI in IVF cycles in women with tubal ligation does not improve pregnancy 
or live birth rates. Hum Reprod, 2016. 31(12): p. 2750-2755.



1. 百度“易侕软件”

2. 免费下载安装
后台是R语言程序
获得国际认可
已有多篇SCI论文发表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http://www.empowerstats.com/empowerU/#



 “照抄”论文模板
ü 方法学部分：纳排标准、X和Y的测量方法
ü 前言、讨论、参考文献等

“替换”数据分析模板
ü 统计分析方法
ü 结果部分
ü 图表设计：四个表、曲线拟合阈值效应、交互作用等内容
 

第五步 让撰写论文变成填空题：守规则

资源：可以参考用易侕软件发表的文献库
https://mp.weixin.qq.com/s/MCs7wwZQnJpQQR0T5FiZOQ



二 制定完善策略 ：评估文献数据分析

三 规范的数据库：易侕Dataweb与Dataclean系统

四 结果的临床意义：数据分析思路指导下的统计

五 撰写论文的要点：让SCI变成填空题

一 明确的研究假设：X+Y+研究人群+研究设计

六 与审稿人的沟通：回修策略

流程



解决方案：从顶层设计角度进行全局规划

Ø 查不到同类文献：创新？临床意义低？

Ø 论文的结论：ABCD均是Y的影响因素

Ø 统计学意义：组间比较得出p 值、相关分析

Ø 没有考虑混杂的影响

Ø 当X是连续变量时，分组分析  

Ø 粗略地看整体

Ø 随机抽样、随机分组、组间配平？

Ø 近年高质量参考文献：有争议是热点

Ø 明确的研究假设：一个X对应Y 

Ø 临床意义：效应值体现作用大小

Ø 调整混杂

Ø 曲线拟合精准量化  

Ø 找到特殊人群：分层分析

Ø 观察性研究、队列设计、偏性

拟投稿期刊发表论文情况 完善策略



从“独木桥” 到  “高速公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