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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护理临床实践指南质量评价标准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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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制定我国护理临床实践指南的质量评价标准。方法 采用团体焦点访谈法对全国 26 名临
床护理专家和循证方法学专家进行两轮访谈以确定我国护理领域临床实践指南的质量评价标准。结果 制订了
我国护理领域临床实践指南的质量评价标准：涵盖五个维度，包括 15 个条目，即科学性/严谨性、有效性/安全
性、经济性、可用性/可行性、指南制定过程的利益冲突，每个条目均采用 0～5 分制进行评分。依据不同条目对指
南质量的影响不同，确定各条目权重为 0.5～2，并对每个条目的评分标准进行了详细解读。结论 我国护理领域
临床实践指南质量评价标准既确保了与医疗领域指南质量评价标准在框架上的一致性，又充分考虑了护理学科
特点，对提高我国护理临床实践指南的质量提供了标准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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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the quality criteria for clinical nursing practice guidelines in China. Methods
Two focus groups’ interviews for 26 clinical nursing experts and methodological experts from China were adopted to
build the quality criteria for clinical nursing practice guidelines. Results

The quality criteria for clinical nursing

practice guidelines in China covered 5 domains and 15 items, which included scientificity/rigor, effectiveness/safety,
economy, availability/feasibility, and conflict of interest. All items were rated on 0 to 5 scale and were weighted 0.5 to 2
based on their contributions to the quality of guideline. Conclusions The quality criteria for clinical nursing practice
guidelines adopt the same framework with the quality criteria of guideline in medical field and also integrate features of
nursing. It provide the quality standard for Chinese clinical nursing practice guidelines.
【Key words】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 Evidence-based nursing; Quality criteria; China

临床实践指南是根据特定临床情景系统指定、
帮助医务人员及患者做出恰当处理的指导意见或

发表和传播，国际上推出了指南研究与评价
（AGREE II）工具，但该工具条目较多、缺乏对指南

建议 [ 1 ] 。作为医学证据与临床实践之间联系的桥
梁，临床实践指南受到了研究者、实践者和管理者

内容专业性和真实性的评价、某些条目不完全适用
于中国开发的指南等问题 [5] ，因此，迫切需要构建

的极大关注，临床实践指南的数量在近年来急剧增
加。但我国临床实践指南的总体质量参差不齐 [2] ，

适宜于中国国情的本土化指南质量评价工具，以加
强对我国临床实践指南的质量管理。在此背景下，

部分指南制定方法缺乏科学性和规范性 [3]，发布渠
道不通畅，更新不及时[4]，影响了指南的获取、传播

2017 年 9 月受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管理服务指导
中心的委托，由复旦大学循证护理中心牵头联合全

和利用。为提高临床实践指南报告质量，推动指南

国护理行业专家，在复旦大学王吉耀教授团队制作
的“我国医疗领域临床实践指南质量评价标准（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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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基础上，结合护理学科特点和循证护理实践
发展要求，制定了我国护理领域临床实践指南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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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标准，以期为我国护理领域内指南的质量管理

架是否合适、一级和二级指标的描述是否准确、二

提供标准和评价依据。

级指标的评分是否合理、对各评价条目的解读及评
分标准是否符合护理领域指南的要求。

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两轮全员团体焦点访谈法收集指
南质量评价标准的条目 [6]，该方法是团体焦点访谈
中纳入人数最多的一种研究方法，通过该领域内专
家对特定的主题进行团体讨论，充分了解专家对该
主题的看法或建议。
1.1 访谈对象
采用目的抽样法，遵循权威性和代表性原则，
选取来自全国的临床护理专家及循证方法学专家
组成焦点小组。临床护理专家纳入标准：从事临
床护理或护理管理工作、工作 10 年以上、具有副高
及以上职称、曾参与过护理标准、护理规范或护理
指南的制定；循证方法学专家纳入标准：具有硕
士及以上学历、接受过循证方法学专业教育、工作
5 年以上、参与或主持过临床实践指南的制定。两
轮焦点小组共纳入 26 名专家，平均年龄 48.85+6.72
岁；平均工作年限 25.38+7.94 年；24 名专家具有
副高及以上职称；19 名专家来自医院，6 名专家来
自高等院校，1 名专家来自护理学会。26 名专家来
自全国 9 个省（包括甘肃、山东、陕西、吉林、四川、
湖南、湖北、广东和浙江）和 3 个直辖市（北京、上
海和天津）。
1.2 访谈提纲
本研究以“我国医疗领域临床实践指南质量
评价标准（草案）”为依据，结合我国护理学科的

1.3 访谈准备
两轮访谈于 2017 年 9 月至 10 月分别在上海复
旦大学护理学院和西安西京医院进行。首先与专
家联系，确定访谈时间和地点，选择大小合适、有
圆形会议桌的会议室进行，为所有专家准备纸质版
“我国护理领域临床实践指南质量评价标准（草
案）”，选择两名研究人员担任访谈助理，准备访
谈所需物品。
1.4 资料收集及整理
由本研究主要负责人担任访谈主持人，由另一
名研究者负责记录。首先，主持人介绍本研究背
景、本次访谈的目的和内容，在全体人员知情同意
下全程录音。然后，按照访谈提纲组织提问和讨
论，鼓励所有专家自由发言，不对专家发言进行评判，
推动专家围绕访谈主题深入开展讨论。所有讨论
内容均通过投影仪同步呈现，以便及时确认相关信
息，确保资料的准确性和完整性，访谈时间控制在
3 小时内。在访谈结束 48 小时内结合录音，通过内
容分析法完成资料整理。通过邮件发给所有专家，
对结果进行确认、补充和完善，并在 1 周内收回。
研究团队对专家返回的资料进行最终整合，形成我
国护理领域内临床实践指南质量评价标准。

2 结果
经过两轮团体焦点访谈，本研究确定了我国护

特点，拟定了“我国护理领域临床实践指南质量评
价标准（草案）”。再以此草案为依据，制定访谈

理领域内临床实践指南的质量评价标准，其评价领
域、评价内容、评分分值、权重、评价条目的解读及

提纲，访谈内容涵盖：指南质量评价标准的整体框

评分标准见表 1。

表 1 中国护理领域临床实践指南的质量评价标准
领域

评价条目

分值*

权重

评分标准
说明

评分细则

得分（权重
*分值）

一、科学性/ 1.指南制定小 0～5
严谨性
组由相关的多
学科团队组成

1

指南制定小组一般不少于 10 人，多
数由 10 到 20 人组成，成员主要包
括：组长（由该领域的专家担任）、
临床医师（包括专科医师和全科医
师）、护理人员、临床流行病学家、循
证医学专家、卫生经济学家、信息学
家（文献检索）等相关的多学科专
家。如有患者代表参加更佳。

0 分：只有 1 个行业专家制定；1 分：2～5 个行
业专家制定；2 分：5 个以上行业专家制定；3
分：多学科专家组成指南制定小组制定；4 分：
多学科指南制定小组参加人员中包括方法学专
家；5 分：上述基础上，明确说明了方法学专家
的角色，以及在指南制定中所起的作用。

2.说明了指南 0～5
的背景、目的
和应用对象

1

制定指南的背景和目的是什么，谁 0 分：没有说明制定指南的背景、目的、使用者和
将使用该指南、应用于什么对象。
应用对象；1 分：说明了指南制定的必要性和疾
病负担；2 分：在上述基础上说明了国内外有无
相同指南，本指南是改编还是原创；3 分：在上
述基础上详细描述指南制定的目的；4 分：在上
述基础上明确使用者（医生、护理人员或其他）；
5 分：在上述基础上明确应用对象（患者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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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领域

评价条目

分值*

权重

评分标准
说明

评分细则

得分（权重
*分值）

3.正确、全面 0～5
的文献检索策
略进行证据检
索，并提供了
全部参考文献
列表。检索中
考虑证据的多
元性

2

有明确的临床问题，并形成 PICO 问
题（P：人群/病人，I：干预措施，
C：对照/比较，O：结局指标）。对
证据的文献检索有明确的检索数据
库或检索平台、时间范围、检索词、
检索策略。证据查全、查准。① 列
出所有数据库；② 有时间范围；③
检索词，检索策略；④ 证据查全查
准；⑤ 提供全部参考文献列表。

0 分：未提及检索策略和数据库，无任何参考文
献；1 分：仅有 PICO 问题或附有参考文献；2 分：
有 PICO 问题，并列出关键词和检索策略；3 分：
在上述基础上，列出与主题相关的必要的数据
库，应包括中外基本数据库，如 PubMed、EMbase、
CINAHL、PsychoInfo、Cochrane 图书馆、JBI 数据
库、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MB）、各专业学
科数据库等；4 分：在上述基础上，有文献筛查
标准、有时间范围、文献是否公开发表等详细说
明；5 分：在上述基础上，提供检索流程和所有
相关附件，并列出全部参考文献目录。

4.对检索到的 0～5
证据进行质量
评价，对证据
/证据体进行
分级

2

对检索到的证据进行综合，形成针
对某个问题的证据体，然后对证据
体进行证据质量评价和分级，一般
采用 GRADE 证据分级系统，分为
A、B、C、D 级。或者采用牛津循证
医学中心证据分级系统，分为 Ⅰ、
Ⅱ、Ⅲ、Ⅳ 级。对证据体采用证据概
要表进行描述，如对设计方案、研究
方法、结果的一致性进行了描述。

0 分：对证据没有任何质量评价和分级；1 分：
少量证据有质量分级，没有分级的定义和标准；2
分：绝大部分证据有质量分级，没有分级的定义
和标准；3 分：全部证据有质量分级，但是没有
分级的定义和标准；4 分：有证据级别，并有证
据级别定义；5 分：有证据级别，并有证据级别
定义，并附有证据概要表。

5.说明了从证 0～5
据到形成推荐
意见的方法

2

从证据到形成推荐意见应该有科学、
正确的方法，如德尔菲法、名义群体
法、共识形成会议法、投票系统等。
形成推荐意见时不仅要考虑证据的
等级，还要考虑本地的医疗环境、医
疗条件、经济成本、患者价值观等进
行利弊权衡，所以并非高等级的证
据一定是强推荐意见。当证据不足
或没有，或者存在争议的部分，明确
指出相应的解决方法。

0 分：没有从证据级别到推荐意见的形成过程说
明，也没有考虑证据以外的其他因素；1 分：有从
证据级别到推荐意见的形成过程说明，但是不具
体，如投票情况；也没有考虑证据以外的其他因素；
2 分：有从证据级别到推荐意见的形成过程的说
明，采用了正规的方法，并清晰写明形成过程以
及存在争议时的处理方法。或考虑到证据以外的
其他因素；3 分：有从证据级别到推荐意见的形
成过程的说明，采用了正规的方法，并清晰写明
形成过程以及存在争议时的处理方法，并同时考
虑到证据以外的一个其他因素如医疗条件或者患
者价值观等；4 分：有从证据级别到推荐意见的
形成过程的说明，采用了正规的方法，并清晰写
明形成过程以及存在争议时的处理方法，并同时
考虑到证据以外的二个其他因素如医疗条件、患
者价值观或者经济条件等；5 分：有从证据级别
到推荐意见的形成过程的说明，采用了正规的方
法，并清晰写明形成过程以及存在争议时的处理
方法，并同时考虑了上述的各种因素的利弊平衡。

6.列出了推荐 0～5
意见的推荐等
级

1.5

推荐意见应该有非常明确的等级定 0 分：全部推荐意见均没有推荐等级；1 分：有
义和等级，如强推荐或弱推荐。
明确的推荐等级的定义；2 分：<50% 的推荐意见
有明确的推荐等级；3 分：50% 以上的推荐意见
有明确的推荐等级；4 分：75% 以上的推荐意见
有明确的推荐等级；5 分：每一条推荐意见，都
有明确的推荐等级。

7.指南发表前 0～5
经过了临床试
点和外部专家
评议

1

8.提供了指南 0～5
的更新计划

0.5

指南制定后发表前应该有制定小组 0 分：无专家审阅；1 分：有专家审阅，但专家的
以外的专家小组进行审阅。
相关性和权威性未进行说明；2 分：有专家审
阅，并说明专家的相关性和权威性，但未强调外
部专家；3 分：有外部专家审阅，但专家的相关
性和权威性未进行说明；4 分：有专家审阅，并
说明专家的相关性和权威性，但未强调外部专
家；5 分：有外部专家审阅，并说明专家的相关
性和权威性。
有指南更新的计划。说明现在的指 0 分：没有指南更新计划；3 分：有更新计划，但
南是否是更新版，准备多少时间更 是无具体方案；5 分：有具体的指南更新计划和
新一次。
方案。
对于同一临床问题，如果有不同的 0 分：对所有的推荐方案的疗效均无明确的疗效
备选方案，应该都写清楚，方便不同 说明和具体数据；1 分：少量推荐方案（<25%）
的临床医师选择。对不同方案的效 有明确的疗效说明和具体数据；2 分：部分推荐
果要有客观的评价，有具体的数据 方案（25%～50%）有明确的疗效说明和具体数
支持。
据；3 分：多数推荐方案（50%～75%）有明确的
疗效说明和具体数据；4 分：绝大多数推荐方案
（>75%）有明确的疗效说明和具体数据；5 分：
在上述基础上，有临床获益程度描述与评价标准。

二、有效性/ 9.推荐方案的 0～5
安全性
有效性：同一
临床问题，如
有备选方案，
应列出。必要
时列出效应大
小的具体数
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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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领域

评价条目

分值*

权重

评分标准
说明

评分细则

得分（权重
*分值）

10.推荐方案 0～5
的安全性：推
荐意见考虑了
方案的不良作
用，列出安全
性相关具体数
据。

2

制定推荐意见时不仅要考虑疗效，
也要考虑不良反应和安全性，在指
南中应该说明该推荐方案的安全性
问题，会导致什么不良反应。

11.推荐意见 0～5
考虑了卫生经
济学问题。

1

推荐方案是否经过了卫生经济学的 0 分：无卫生经济学评价；3 分：提及卫生经济
评价，如进行了成本-效果分析。推 学，但没有具体数据；5 分：有卫生经济学评价，
荐的方案应该是有效而经济的。
并有具体数据。

四、可用性/ 12.推荐意见 0～5
可行性
明确不含糊，
容易理解。

1

指南写作规范，条理清晰，推荐意见 0 分：指南表达不清晰，不易理解，推荐意见含糊
应该十分明确和详细，让人容易理 不清；3 分：指南表达尚清晰，可理解；5 分：指
解，不会引起误解。
南写作规范，表达清晰，容易理解。

13.指南容易 0～5
获得和推广。

1.5

指南的全文在国内杂志发表，容易
获得。指南包含了一些评估工具、评
估标准、流程图等与指南推广应用相
关的支持性工具。指南的推荐意见
准确清晰，适合国内国情，容易推
广。

0 分：指南无法通过公共途径获得，指南可操作
性不强，无支持性工具；3 分：指南的全文在国
内杂志发表，推荐意见推荐方案通俗易懂，有流
程图等。指南有一定的可操作性，有一些支持性
的工具作为附件；5 分：指南容易获得，具有可
操作性，有完整的支持性的工具作为附件。

14.指南检索 0～5
和评估了中国
研究的证据。

0.5

中国的指南应该纳入中国的研究证
据，不能全部是国外研究。中国研
究证据是指研究对象来自我国人
群，包括发表外文期刊的中国研究，
也包括入组了我国病人的国际多中
心研究。

0 分：没有检索国内研究证据；3 分：有国内研
究证据，但没有系统完整检索，证据不全面；5
分：检索了国内的研究证据，并且纳入了研究证
据，或者已经经过检索但是发现没有高质量的国
内研究证据，有详细的说明。

1

指南制定小组成员应该说明有无利 0 分：没有“利益冲突声明”，指南中出现药物
益冲突，如果有利益冲突，是否会影 或器械的商品名、对赞助商的致谢；3 分：虽然
响到指南的推荐意见。
没有“利益冲突声明”，但指南中未出现药物或
器械的商品名和对赞助商的致谢，不影响指南推
荐意见的独立性；5 分：有“利益冲突声明”，
并且说明是否会影响到指南的推荐意见，指南中
没有出现药物或器械的商品名、也无对赞助商的
致谢。

三、经济性

五、利益冲突 15.指南制定 0～5
过程有“利益
冲突声明”。

0 分：没有考虑各个推荐方案的安全性问题和不
良反应；1 分：很少的推荐方案（<25%）提及有
不良反应，但没有具体数据；2 分：部分（>25%）
说明各个推荐方案的安全性问题，没有具体数
据；3 分：部分（>25%）说明各个推荐方案的安
全性问题，且有具体数据；4 分：每个推荐方案
均考虑了安全性问题，但没有具体数据；5 分：
每个推荐方案均考虑了安全性问题，有具体数
据。

总分

确定指南推荐的等级，计算评估表 总分在 60～100 分，定为强推荐的指南（A 级）；
的总得分，按照得分高低确定指南 总分在 31～59 分，定为弱推荐的指南（B 级）；总
推荐的等级。
分在 0～30 分，定为不推荐的指南（C 级）

对指南的总
体评价

评 价 完 成 后 ， 对 该 指 南 整 体 的 评 强推荐（临床上可应用性很好）、弱推荐（可应用
价。
性差）、和不推荐。

*0：代表完全不符合；5：代表完全符合。

2.1 评价领域及内容
经过专家讨论，一致同意护理领域临床实践指
南质量评价标准亦沿用医疗领域指南质量评价标
准的五个维度、15 个条目对指南的质量进行评价，
以免造成不同领域指南质量评价标准的混乱。该
框架依据卫生技术评估原理及指南制定的方法学，
从指南制定过程的科学性/严谨性、推荐意见有效
性/安全性、经济性、可用性/可行性、指南制定过程
的利益冲突五大方面对指南质量进行评价。但专
家根据护理学科的特点，对其中 9 个条目进行了修
改和完善。如第 3 个条目，在原来“正确、全面的
文献检索策略进行证据检索，并提供了全部参考文
献列表”的基础上，修改为“正确、全面的文献检
索策略进行证据检索，并提供了全部参考文献列

表，检索中考虑证据的多元性”，提出充分考虑护
理领域内证据的多元性，不但重视定量研究的价
值，也重视定性研究的价值。
2.2 评分分值及权重
由于既往指南质量评价标准尚不统一，一般有
四种评分标准对各条目进行评分，即 0～3 分制、
0～5 分制、0～7 分制和 0～10 分制。为了提高评价
者之间的一致性，本研究中，专家建议将所有条目
评分标准均改为统一的评分标准，即 0～5 分制，同
时增加了“权重”一栏，充分考虑到不同条目对指
南质量的影响不同，根据两轮专家讨论的结果，将
不同条目的权重设置为 0.5、1、1.5、2。如条目 8
“提供了指南的更新计划”权重为 0.5，而条目 5
“说明了从证据到形成推荐意见的方法”权重为 2。

中国循证医学杂志 2018年7月第18卷第0期

2.3 评分标准
对评分标准主要从 3 个方面进行了修改和完
善，首先从评分内容上，根据护理学科的特点进行
了修改、补充和完善，如指南制定小组中应纳入护
理人员及方法学专家的参与，文献检索策略中应纳
入护理领域内的数据库并考虑护理领域内证据的
多元性等。其次，从评分标准上，全部按照 0～5 分
评分制，列出清晰的评分方法和依据。第三，从评
分方法上，采用逐级评分的方法，将定性描述和定
量评价结合，采用无（0%）、少部分（<25%）、部分
（26～50%）、大部分（51～75%）、绝大部分
（>75%）、全部（100%）进行明确评价，确保不同评
价者对同一条目评价的一致性。

3 讨论
作为证据和实践之间的桥梁，护理临床实践指
南的价值被越来越多的护理人员认可。传统的临
床实践指南大多是“基于专家共识的指南”，因其
形成过程缺乏严谨的方法学，其科学性和透明性受
到了很大质疑 。因此，采用严谨的指南制订方
法，综合经过系统检索、严格评价的最佳证据，并
[7]

对不同干预措施的利弊进行充分评估，结合患者的
意愿和价值观，制订“基于证据的临床实践指南”，
已经成为指南发展的主流趋势[8]。2014 年美国国立
指南文库更改了其指南收录的标准，明确了其收录
的指南应该满足的条件 [9]，包括采用系统方法制定
的指南、基于系统评价方法收集的证据、由政府或
医疗机构组织发起制定的、包括各种推荐意见利弊
和可以备选的建议、5 年内制定或修订的新版本。
而目前我国指南数量日益增多，但存在指南总
体质量参差不齐、版本繁多、获取渠道不畅、难以甄
别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指南的质量和使用效率 [ 4 ] 。
为了提高我国护理领域内临床实践指南的质量，本
研究遵循卫生技术评估的原理，依据临床实践指南
制定规范 [10-12]，从指南制定的严谨性/科学性、推荐
意见的有效性/安全性及经济性、指南的可用性/可
行性、指南制定过程的利益冲突五个领域，全面构
建指南质量评价标准，并通过两轮团体焦点访谈，
确定了各条目的评分、权重及评分标准。本指南评
价标准不但在评价条目、权重设置及评价标准方面
充分考虑了护理领域指南的特点，而且评价标准具
体、可操作性强，不仅帮助护理人员评价现有指南
的质量，且对未来制订护理临床实践指南也起到规
范作用。
中国护理领域临床实践指南质量评价标准与

•5•

目前国际上公认的指南研究与评价（AGREE II）工
具相比，条目从 23 条精简到 15 条，且采用了更符
合中国人评价的 0～5 分制对每个条目进行评价，
并对评分给出了细致、可操作性强的解释和说明，
确保了不同评价者对同一条目及评价的一致性。
此外，本评价标准还根据不同条目对指南质量的影
响不同，制定了相应的权重，改变了 AGREE II 工具
中每个条目对指南质量影响相同的评价方法，从影
响指南质量的核心要素来看，本指南评价标准更客
观，更科学。
尽管本指南评价标准具有较好的可操作性，但
仍建议评价者在使用该评价标准前，严格遴选评价
者资质，详细了解指南制定的方法学，并深入理解
该评价标准，把握每个条目的内涵及评分标准，确
保不同评价者对相同条目内涵及评分标准理解一
致。此外，建议评价者根据本指南质量评价标准对
所要评价的指南进行预评价，以熟悉和理解对本指
南质量评价标准。若不同评价者对同一条目评价
差别很大时，可共同商议决策，必要时咨询专家，
达成一致后进行指南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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