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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针对编辑在初审临床医学论文过程中遇到的科研设

验中设立对照组的目的在于观察患者疗效是由于干预

计的一些常见问题，如未设立对照、观察指标不合理等，进行相

措施引起的疾病转归还是由于因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引

关案例分析及处理。认为在编辑工作中应当重视科研设计中

起的转归

存在的隐形质量问题，提出了编辑初审该类型文章时应重点审
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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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me common problems in scientific design are often

encountered during editing clinical medicine journals， such as
setting up control，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Through analyzing
some cases，we think that，in editing work，edito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 invisible " problems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sign． Some aspects we should put emphasis on when editing such
kind of articles are pointed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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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学论文在综合性医学期刊中所占比例较大。
其素材来自临床实践或是临床资料的总结，相对于基础
医学论文，
更通俗易懂，
读者的关注度更高，
其中更包括
；
，
一些非医学专业的读者 因此 提高这类论文的刊载量，
对综合性医学期刊提高影响力有积极的意义。但临床
医学论文与基础医学论文不同的是，试验对象是人群，
在试验过程中如果缺乏缜密的科研设计思路，则无法准
［1-2］
；
确得到科学、
严谨的结论，文章质量也会大打折扣
因此，
医学期刊编辑做好临床医学论文的质量控制尤为
重要。在编辑工作中我们发现，
部分临床研究者对医学
科研设计方法的学习、掌握不够，常常存在不少隐形的
质量问题，
而这却是这类论文的“硬伤”，编辑在初审时
往往容易忽略； 因此，
笔者通过工作实践，
归纳了一些在
初审时遇到的科研设计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处理策
略，
旨在为同行处理该类型的文章提供参考。

1

未设立对照
对照是研究者进行临床试验的原则之一，临床试

 通信作者

［3］

。如果没有设立对照组，就很难断定治疗

措施的有效性； 所以，设立对照组很有必要，编辑应着
重审查。
例1

初审文稿《服用利伐沙班患者输液拔针后
按压时间的研究与观察 》，其主要内容为采用传统按
压方法、拇指按压方法、手掌大鱼际肌按压方法对服用
利伐沙班患者实施静脉输液拔针后按压，并观察记录
按压时间、按压局部有无皮下出血。结果显示，无论实
施哪种按压方法，患者的拔针后按压时间都在正常范
围内，所以得出结论： 服用利伐沙班不会延长拔针后按
压时间，无需特别关注。
分析

编辑在初审时对这篇文章给予了退稿处

理，理由是本文的最大设计缺陷就在于没有设立对照
组，只是对服用利伐沙班患者这个受试群体进行了 3
种方式的按压，比较这 3 种方式在按压时间上的差异
说明服用该药不会延长患者的拔针时间 。 编辑认为，
按照作者现行设计方法得出的这个结论不可信 ，根据
［3］

对照组设计的原则

，可设立 2 类最佳对照： 1） 服用

利伐沙班患者前后自身对照； 2） 服用与未服用利伐沙
班的同期患者对照。 此外，本文的观察指标只是简单
测量按压时间，
而观察拔针后的血液凝固情况应采用临
床上常用的测凝血酶原才具有说服力； 因为按压时间均
是人为操作，
增加了干扰因素，
设计不严谨，
而应用经典
，
按压方法按压不同时间点 以常规按压时间为基准，设
立合理的时间间隔，
观察成功与不成功的例数。按照这
样的思路进行设计才能达到作者的研究目的，
否则得出
的结论是没有科学依据的。通过与作者耐心的电话沟
通，
作者也完全接纳编辑的意见，
将稿件撤回，
并答复将
再次整理临床资料并重新进行设计后再投稿。

2

设立了不合理的对照
临床试验中除了应设立对照以外，编辑还应考察

对照的设立是否合理的问题。对照组设立是否合理与
研究取得的结果和结论有直接的关系 。对照组必须是
来自 同 一 个 受 试 群 体，受 试 情 况 也 必 须 基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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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

初审文稿《辛伐他汀改善高龄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急性加重期患者肺功能的临床观察 》，其目的
是观察辛伐他汀对高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
患者的肺功能、全身及气道炎症反应的治疗效应。 将
80 例患者进行常规治疗，并在此基础上加用辛伐他
汀，以治疗前为对照，对比治疗前后观察指标的变化。
结果显示，治疗后，患者肺功能、全身及气道炎症反应
有了显著改善，所以得出结论： 在基础治疗的基础上联
合应用辛伐他汀能对高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
期患者有显著疗效。

39

压，
对结果进行分析，得出结论为水银柱上端小孔部分
阻塞会倒置收缩压偏高，
但对舒张压似乎无影响。
仔细分析作者的设计思路，将血压计上端
的小孔堵塞，根据常识，我们知道堵塞小孔后由于外界
分析

压力发生变化，导致血压的测量发生偏差，作者将阻塞
与未阻塞的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实则无任何临床意义 ；
所以，虽然作者在文中声称该研究未见报道 ，但因为作
者的研究内容根本没有研究价值，所以无人去研究。
对于这类的稿件，编辑应果断地予以退稿处理。

4

逻辑论证本末倒置

作者旨在分析辛伐他汀对高龄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急性加重期患者的疗效，但在使用辛伐他汀药

医学科研设计的思维过程就是提出假说 ，验证、推
理，这一过程必须遵守逻辑规则，而逻辑是研究思维的

物的同时，也进行常规基础治疗。 这样的做法就导致
了 2 种治疗方法的作用效果产生了混杂，试验因素未

形式及其规律的学科，以抽象的概念、判断、推理为思
［7］
维形式，通过分析、综合、比较达到最终目的 。 逻辑

能清楚地暴露出来。尽管作者通过统计学分析数据得
出治疗后优于治疗前，但是到底是常规治疗在起作用，

思维的基本规律大致有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只有
掌握这些基本规律，才能做到论点明确，推理论证具有

还是辛伐他汀起作用？ 抑或是 2 种治疗方法联合起作
用，从现有研究结果来看，没有可信度。本文的症结在

说服力。笔者在初审时发现有部分临床医生的论文中
科研设计缺乏逻辑性，试图解决临床问题，但却将验证

于对照的设立不合理。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医院伦理
委员会批准和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的情况下 ，严格按

与推理本末倒置，使得结果存在很大的偏倚。
例 4 初审文稿《长沙版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

照随机、
均衡、
重复的原则，对患者进行随机分组，排除
非试验因素对研究的影响。根据研究目的至少设立 2

在老年轻度认知障碍筛查中的应用 》，其主要内容为
选取 425 例临床诊断为认知功能障碍患者及 213 例认

个组： 治疗组和对照组。对照组应采用常规治疗 + 安慰
剂的方式，
以消除患者的心理干扰因素； 治疗组采用常

知功能正常患者，采用长沙版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
及简易智力状态量表评估其认知功能 。 结果显示，认

规治疗 + 辛伐他汀治疗的方式，
进行治疗前后相关指标
的对比分析。如此设计才能有充分证据说明辛伐他汀

知功能障碍组 2 个量表的总评分低于认知功能正常
组，得出结论： 长沙版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对老年认

的治疗效应。编辑把这篇文章做了退稿处理，
并将意见
反馈给作者，
作者完全采纳编辑的意见，并进一步完善

知功能障碍具有很高的筛查价值。

分析

［6］

分组设计后再次投稿，
多次审阅、
修改后在本刊发表

3

。

研究目的无实际意义

分析

本文的目的是想验证长沙版蒙特利尔认知
评估量表对老年认知功能障碍是否有很高的筛查价值，
验证一个量表是否对某种疾病存在筛查的价值，
不是对
已知的疾病进行验证，
而应对可能罹患这种疾病的高危

在作者的来稿中，编辑时常会见到“未见报道 ”
“首次研究”等说法，作者这样写的目的在于提升文章

人群进行不同等级的认知障碍区分，并进行信效度检
查，
以证明该量表对这类疾病筛查的科学性。作者的现

的价值，突出内容的创新性。 但是，“未见报道 ”可能
有几种情况： 很值得研究，但因无人发现，所以无人报

行思路却与之相悖，将已知疾病用该量表进行验证，显
而易见，
作者的研究思路已经颠倒了，使得结果存在很

道； 研究存在困难，所以无人去报道； 本身不值得去研
究； 作者查阅文献的能力有限，自认为“未见报 道 ”。

大偏倚； 所以该文章在初审时未能通过，
做退稿处理。

仔细分析，我们却发现有部分稿件看似有“新意 ”，作
者也屡次强调“未见报道”，但仔细研读一下文章内容
就可以发现文章内容实际上没有什么研究的价值 。
例 3 初审文稿《水银柱上端小孔部分阻塞对收缩
压和舒张压的影响》，其主要内容为用一根缝衣针将血
压计 B 水银柱上端的小孔部分阻塞，
由同一护士使用血
压计 B 与另一未阻塞的血压计 A 测量 60 名志愿者的血

5

观察指标不合理

观察指标是临床科研设计的核心组成部分 ，必须
能真实、准确反映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和可行性 ，选择的
指标必须与所研究的目的具有本质性的联系 ，否则研
［8］
究结果不可信 。
例5

初审文稿《星状神经节阻滞联合小针刀松
解术治疗 33 例颈型脑供血不足临床分析 》，其主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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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为抽取 33 例脑供血不足患者，通过星状神经节阻滞
联合枕后小针刀松解术对患者进行干预 ，做干预前后

初审文稿《采用经皮加压钢板与动力髋螺钉
治疗股骨粗隆间骨折的对照研究》，其内容是选取 2008

的配对比较，旨在观察这种手术方式对改善脑供血不
足是否有效。作者的观察指标为患者在治疗前后进行

年 1 月—2012 年 3 月对采用经皮加压钢板与动力髋螺
钉治疗股骨粗隆间骨折患者的临床资料。纳入标准为：

疼痛程度评分，比较前后评分的差异，得出结论： 这种
手术方式能改善脑供血不足。

1） 年龄≥60 岁； 2） 创伤骨折； 3） 新鲜骨折。 排除标准
为： 1） 年龄 ＜ 60 岁； 2） 病理性骨折； 3） 陈旧性骨折。

进行疼痛程度评分的比较具有主观性，
在治

作者在纳入标准中提到年龄≥60 岁，新鲜
骨折等标准； 但随后在排除标准中又提到了年龄 ＜ 60

分析

疗后患者自述临床症状有所改善的原因可能为患者的脑
血管痉挛解除，
扩张了颈内动脉和椎动脉，
扩大了脑血管
的周径所致； 所以观察指标还应该选取通过血流速度等
客观指标，
仅仅选择主观指标进行观察不足以说明问题。
作者在收到编辑的修改意见后，又另外选取了客观检查
［9］
指标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经过三审后文章得到发表 。

6

违反伦理学原则

例7

分析

岁，陈旧性骨折，明显地将二者的概念弄混淆了。排除
标准应该选取在年龄≥60 岁，有新鲜骨折的患者中有
哪些因素可能对本研究的试验结果造成影响 ，而不是
纳入标准以外的因素。 编辑将意见告知作者后，作者
重新对纳入和排除标准进行了审核 。

8

结束语

患者的利益第一，尊重患者是医学伦理学的基本
［10］
原则之一 ； 所以，医学伦理学原则在临床科研设计

综上所述，作为临床医学论文质量控制把 关 的
“第一人”，编辑在初审临床医学论文时应试着主要从

中至关重要，如果不符合医学伦理学原则，后面的设计
思路则无从谈起。

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审查： 1） 有无对照组，对照组设置
是否合理； 2） 有无真正的研究意义； 3） 设置的观察指

例6

初审文稿《左西孟旦对急性失代偿性心衰
的临床疗效评价》，其主要内容为将 60 例常规治疗不

标是否能证明研究目的； 4 ） 逻辑论证 是 否 具 有 说 服
力； 5） 是否符合伦理学； 6） 纳入与排除标准是否准确。

能缓解的急性失代偿性心力衰竭患者随机分为 2 组：
试验组接受左西孟旦治疗； 对照组 D 组给予安慰剂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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