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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方法研究在真实世界研究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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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混合方法研究（mixed methods research，MMR）是将定量与定性研究这两大主要研究范式有机结合
的第三种研究范式。MMR 规范有序地在一个研究或项目中使用定性和定量方法收集和分析数据，通过整合优势
克服定性和定量方法各自的局限来生产高质量的研究证据。而真实世界研究的环境较复杂，在使用真实世界数
据评估患者健康状况、疾病及诊疗过程、防治结局、患者预后与预测，或者支持医疗政策制定时，可应用 MMR，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更全面地回答研究问题，从而提高研究真实性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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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xed methods research (MMR) is the third research paradigm that combines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MMR can overcome limitations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by integrating advantages of
these two methods. The environment of real world research is more complicated. When using real world data to assess the
health status of patient, process of treatment, outcomes of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prognosis and prediction, and
supporting for medical policy development, MMR can be applied to answer research questions more comprehensively to
the quality of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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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世界研究最初主要是为新药和医疗器械
Ⅲ期临床试验中无法回答的临床诊疗和医疗管理
决策的问题而产生的[1]。随着对真实世界研究的广
泛运用和不断的理解认识，其适用范围也进一步扩
展和延伸，除了回答与治疗相关的临床问题外，研
究者还需要获得更贴近自然环境的流行病学数据，
包括现有诊疗措施的依从性、合规性，甚至成本数
据。此外，决策者为了更好地管理医保决策时的不
确定性、进行药品上市后安全性监测等，均需要大
量贴近临床医疗实际的研究结果。目前，真实世界
研究的研究方法以定量研究为主导，而与定性研究
合并应用，即应用混合方法研究（mixed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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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MMR）开展真实世界研究还非常少见，而
在一些合适的领域和研究问题中应用通过整合定
性与定量研究的 MMR，可以提高其研究问题的全
面性和准确性，从而提高真实世界研究的质量。

1 MMR 的概念
定量研究在医学领域中占据主要地位，为大家
所熟知。而定性研究，是指在自然环境条件下，通
过现场观察、体验或访谈收集资料，对社会现象进
行分析和深入研究，并归纳总结出理性概念，对事
物加以合理解释的过程[2]。定性研究可用于了解患
者对治疗的态度、认识、观点、期望、体验和选择
等，了解医师和患者的医患关系、相关人员的观点、
医疗行为、经验和态度以及干预措施的可行性，或
者研究项目实施过程评价等。1979 年首次提出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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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综合定性和定量研究获得结果的 MMR 方法 [3] ，

工具进行摸底，但是很多研究者在预试验的过程中

并逐渐引起了世界各地学者的关注。2007 年，在第
一本专门针对 MMR 的杂志 Journal of Mixed Methods

并没有应用严格的定性研究或者混合研究的方法
去评价预试验的过程和结果。尤其在前瞻性的真

Research 的创刊号上将“MMR”宽泛地定义为：“研
究者在单个研究或者某个研究方案中同时使用定

实世界研究中，其研究环境可能比能控制许多混杂
因素的随机对照试验的环境更复杂，且一般研究规

性和定量研究方法来收集、分析数据资料，整合研
究发现以及做出推断”[4]。

模也比较大。因此，科学规范地开展和评价好一项
预试验，对于后期正式开展研究是有很大帮助的。

MMR 现已有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其设计类
型分类较多，目前在医学领域中广为应用的是

2018 年 Hubbard 等[7]研究结果认为在研究环境中有
效的一项对于术后乳腺癌患者的体力活动锻炼（简

Creswell 介绍的 6 种设计方案，其中聚敛式设计、
解释性序列设计和探索性序列设计是三种基础的

称 PA 项目）干预在真实的社区环境中可能不一定
有效。研究者随即开展了一项预试验，目的是评价

核心设计方案；干预设计、社会正义或转型设计以
及多阶段评估设计这三种是在核心设计方案的基

乳腺癌术后患者转入到基于社区的体力活动中心
进行活动训练和电话咨询指导是否可行，并对预试

础上演变来的高阶设计方案[5]。

验进行了过程评价。研究者首先应用定量问卷收
集了 PA 项目实施情况，包括干预覆盖情况、研究

2 MMR 的适用情况
并非所有临床研究或者真实世界研究都适合
采用 MMR。有时候定性研究方法最为合适，因为
研究目的是深度探索某个问题，探索参与者的观
点、行为、体验等，有时候定量研究方面更合适，因
为研究者想要探索因果关系等。适合使用 MMR 的
研究具有以下特征：① 单一数据源不够充分，主
要表现为：一种类型的证据可能无法完整地讲述
故事，或是研究者不认为一种类型的证据足以回答
研究问题；② 研究结果有待解释，采用一种研究
方法的结果并没有完整地回答研究问题，有待进一
步解释。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可以采用 MMR，
使用第二种研究方法的结果来协助补充和解释第
一种研究方法的结果；③ 推广探索性研究的发
现，研究者先通过定性研究进行探索，然后利用定
量研究来检验定性研究结果是否可以推广；④ 深
化研究，在某一种研究方法得出的结果下，再进一
步进行深化研究；⑤ 通过多个研究阶段解决研究
问题，在耗时较长，且包含多个阶段的项目中，研
究者需要联结多个研究来达到总体目标 。
[6]

对象参与干预措施的情况等。然后应用定性访谈
深度了解患者参与 PA 项目的情况。该研究结果对
定性和定量数据进行整合分析后发现，如果将 PA
项目应用到真实的社区环境中，还需要进行一些适
应性调整和优化。
此外，我们也尝试过在一个真实世界研究中应
用 MMR 方面来进行过程评价。这是一个在真实的
农村环境中通过综合健康教育措施来降低研究对
象食盐摄入量的整群随机对照试验。该研究在中
国 5 省 10 县 120 个村开展，其目标是通过该研究
探索出一套具有良好成本-效益比的促进村民减少
食盐摄入的综合健康教育措施，并将该措施推广到
更广泛人群中应用。我们在研究实施结束后，应用
了 MMR 方面，以了解总体各层人员的执行情况、
干预措施的完成情况、干预措施的接受度、干预措
施的执行参与情况、招募和随访情况、干预项目的
培训、组织实施的过程，以及项目实施的促进因
素、阻碍因素等，以期改进后期健康教育措施的推
广。MMR 方法在该项研究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我们认为，在传统临床研究成果向真实世界环境推

3 MMR 在真实世界研究中的应用

广应用时，都可以通过 MMR 方法对推广过程进行
评价，了解推广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问题，从而改进

真实世界研究设计的一些问题如果采用 MMR
可能有利于增强研究问题的解释。通过结合真实

干预措施，促进研究结果向真实世界应用的推广和
转化。

世界研究的特点及混合方法的适用情景，大致可将
混合方法能在真实世界研究中可发挥的作用介绍

3.2 优化临床工具
在复杂的临床诊疗环境中，对某一疾病可能存
在很多不同的评估工具，那么到底何种评估工具更
适用于某一特殊的人群或环境？这个问题可以通
过 MMR 的设计，先系统综述目前现有的评估工
具，分析其适用条件以及优缺点，再结合临床医生

如下。
3.1 开展预试验及过程评价
在很多大规模的临床研究开始前，研究者可能
都会先进行预试验，对研究的整个流程和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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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患者的具体情况，通过定性访谈深度评价不同
工具在真实临床诊疗或科研环境中的应用情况，并

设计，采用定量数据分析和定性访谈的资料整合来
共同评价或解释医保政策的实施情况。2018 年

提出改进建议，以提高评价的质量和临床实际诊疗
水平。2015 年 Gilbert 等 [8]在 Lancet 发表的一篇摘

Andoh-Adjei FX 等[11]发表的一篇文献显示，加纳自
2003 年推出国家健康保险计划（NHIS）后，先后采

要中，应用 MMR 设计，对目前临床中结肠癌患者
结局报告的工具进行了评估，首先对目前临床使用

用过不同的保险支付方式，包括按服务付费、单病
种付费以及最后推出的按人头付费，但是按人头付

的不同结肠癌患者结局报告工具的类型及使用频
率进行了系统综述，然后应用半结构式的定性访

费政策推出后，医保续约率下降。而研究者希望了
解会员增长率和续约率下降的原因以及趋势，以指

谈，了解临床医生使用这些评估工具的情况，包括
使用的频率和是否使用的原因，并提出改进建议。

导政策改进。因此，研究者应用 MMR 设计，首先
对阿散蒂、沃尔特和中部地区的 NHIS 会员数据进

3.3 解释研究结果
在一些研究患者对某一事件的经历和体验时，
MMR 也可以发挥较大作用。研究者可以在问卷调
查开始前，应用 MMR 修正调查问卷，也可以在问
卷调查结束时，对一部分研究对象进行深度访谈，
以深度了解研究对象对某一事件的经历和体验，帮
助研究者进一步解释研究结果。Bath-Hextall 等[9]在
一项研究患有非黑色素瘤皮肤癌（NMSC）患者的
需求、经历及对 NMSC 认识的项目中，采用队列研
究与定性研究结合的研究设计，对 76 位患者使用
调查问卷分别对 NMSC 诊断时、治疗时、诊断后 8 个
周和治疗后 12 个月的体征、心理状况及生活质量
进行评估，并在每次问卷调查结束后，对一部分患
者进行个人深度访谈，深入了解患者的需求和经
历，用以补充解释定量研究的结果，提高对此类患
者的治疗和卫生保健服务质量。
3.4 研究用药依从性
MMR 可以通过定量研究方法评估用药依从性
的状况，再结合对患者或医院相关管理部门等与服
药依从性息息相关的人员进行定性访谈，深度探讨
影响用药依从性的原因并提出改善建议。2015 年
Supriya 等 [10]在 JAMA 发表文章中应用 MMR 设计，
从医院层面探讨达比加群这一口服抗凝药物的用
药依从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者采用 MMR 设计，
首先基于美国退伍军人健康管理局的真实世界数
据，对达比加群在各医院使用情况进行了评估；其
次开展定性研究，探讨不同医院处方达比加群的管
理和实践情况，并提炼出 3 种可能会影响达比加群
服药依从性的策略；最后，重新返回定量研究，对
定性研究结果提炼出的 3 种影响达比加群服用依
从性的策略进行达比加群服用量的定量研究。
3.5 研究医保政策
真实世界数据部分来源于医保数据，而医保数
据的分析结果与现实情况是否一致，或医保政策实
施产生的结果如何解释，这些问题也可以借助 MMR

行了分析，确定按人头付费与用户续约决策之间的
关系；然后研究者开展了定性访谈，深度了解影响
国民加入会员或续约的因素。最后研究者整合定
量数据和定性资料的结果，发现按人头付费对阿散
蒂地区的会员增长率影响很小且是一个不可持续
的趋势，而按人头付费以外的其他因素可能对于会
员签约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

4 小结
MMR 并不仅限用于真实世界研究，目前 MMR
在临床研究中的应用也在不断发展[12]。而在使用真
实世界数据评估患者健康状况、疾病及诊疗过程、
防治结局、患者预后与预测或支持医疗政策制定
时，占据主导地位的定量研究方法已经发展和应用
得比较成熟，但也存在一些单用定量研究难以解决
的问题。比如在真实世界研究的研究方案设计时，
干预措施、研究对象、研究流程和评估工具的选择
受到已有文献和研究者个人认识的局限，可能还存
在较多的研究前工作需通过合理的研究方法进一
步完善；同时，在临床研究解读过程中主要依赖定
量结果和研究者的推测，很少会通过规范的定性研
究方法进行原因的探索和解释；或存在一些单纯
依靠定量研究难以深入探究的技术优化、经验、态
度和认知等等。总之，在复杂的真实世界研究中引
入 MMR，根据研究具体问题采用不同的研究设计
类型，整合定量数据和定性资料，可以更全面、客
观、合理地评估和解释研究结果。未来希望 MMR
方法能助力研究者完成更多高质量的真实世界研
究，产生更多高质量的真实世界证据，以提高临床
诊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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