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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论坛

基于德尔菲法的临床科研课题
数据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邵光南，陈烨，李淼鑫，文世梅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上海 200437
摘要：目的 构建临床科研课题数据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为评价临床类科研课题数据质量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综合文献研究和研究小组意见，拟定临床科研课题数据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德尔菲法，开展 2 轮本

院专家咨询问卷调查，对专家积极程度、意见集中程度、协调程度及权威程度进行评价。结果 共有来自本院
内外科室不同专业 30 名专家参加本次 2 轮函询，2 轮有效回收率为 100%，2 轮平均权威系数为 0.79、0.81。
第 2 轮问卷的 5 个一级指标专家意见满分频率平均集中在 46.67%～54.69%；均数平均集中在 4.23～4.36，变
异系数平均波动于 0.11～0.18，最终建立了由病例报告表（CRF）构建、随机对照、知情同意、数据采集、数
据审核 5 个一级指标、18 个二级指标、63 个三级指标评价构成的体系。结论 经过 2 轮专家函询后，专家意
见趋于一致，协调程度较高，建立的指标体系可用于临床科研课题数据质量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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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onstructing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for Clinic Scientific Research
on Data Quality Based on Delphi Method
SHAO Guang-nan, CHEN Ye, LI Miao-xin, WEN Shi-mei
Yueyang Hospital,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200437,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construct the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for clinical scientific research on data quality;
To provide a basis for assessing data quality of clinic scientific research. Methods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for
clinic scientific research on data quality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literature review and expert suggestion. A tworounds Delphi process was conducted and the specialist participating level, concentration degree, coordination degree
and authority coefficient were calculated to assess the indicator system. Results Two rounds of Delphi consultations
was conducted by 30 experts that from different majors at the 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or surgery, and both the
effective recovery rates were 100%; the average authority coefficients of expert were 0.79 and 0.81, respectively. In
the second round of survey, the final concentration degree ranged from 46.67% to 54.69% at full mark rate, and 4.23
to 4.36 at the mean values in 5 primary indicators. The CV for average 5 primary indicators ranged from 0.11 to 0.18.
After 2 rounds of expert consultation, the final indicator system was consisted of 5 primary indicators (CRF
construction, random control process, informed consent, data capture and data validation), 18 secondary indicators
and 63 third-class indicators. Conclusion After two rounds of consultation, the opinions of all experts have been
tending to be uniform, with high degree of coordination, and the indicator system can be used in assessment of data
quality of clinic scientific research.
Keywords: Delphi method; data quality;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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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重大新药创制”科技战略的计划和实

等准则及文献研究，自查本院近几年结题的各级别临

施，国家对中医药科研项目投入逐渐加大。虽然临床

床研究课题，初步拟定一套检查列表，形成第 1 轮专

类科研项目数量、经费占有很大比重，但中医药临床

家问卷，内容包括以下几点。①问卷说明：包含研究

科研项目的整体质量并未与之一同增长。究其原因，

目的、意义、咨询内容，专家反馈时间及对专家信息

我们认为与源数据获取、数据质量有很大关系。高质

进行保密等信息说明；②受邀专家基本情况表：包含

量的临床数据和研究结果是论证临床疗效和安全性

姓名、性别、年龄、学历、职称、从事专业及工作年

的最重要证据，而高质量的数据其获取模式与课题研

限等基本情况；③问卷内容：由 CRF 构建、数据录

究过程中多个关键阶段密切相关，如病例报告表

入、知情同意、随机化进程、数据核查 5 个一级指标，

（CRF）设计、数据录入和数据核查等。由于我国研

以及由一级指标延伸、扩展的 18 个二级指标和 62 个

究组织观念、经费来源及管理要求等不同，现阶段科

三级指标构成的数据质量评价问卷。

研项目源数据获取模式多采用终点管理模式，即在

第 2 轮专家咨询问卷综合第 1 轮专家意见及统计

研究结束时，所有临床数据采集工作完成后，集中

分析结果，修改、删除、增加部分条目，形成第 2 轮

收集原始资料，填写 CRF，进而进行后续的数据录

专家咨询问卷。除附上第 1 轮专家意见外，其他问卷

入、核查等工作。为体现研究过程是否科学严谨，数

内容同第 1 轮问卷，以便专家进行综合判断。

据收集是否准确可靠，我们在文献研究基础上，结合

1.4

统计方法

德尔菲法，建立了一套数据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在临

采用 Excel2007、SPSS19.0 软件，将收集到的专

床科研课题立项之初供科研人员采纳并运用于研究

家咨询数据，采用双人录入法将数据录入数据库，分

过程关键阶段，以期帮助提高临床数据质量。现报道

别计算各项指标均数、满分频率、变异系数（CV）等。

如下。

各项指标重要性赋值以均数＞3.5 分、满分频率＞20%

1

且变异系数＜20%为筛选标准[2]，并结合专家意见进

1.1

资料与方法
成立研究项目小组

行指标修正及增减；同时对专家积极系数、专家权威

本课题研究小组由 7 名成员组成，其中高级职称

程度、专家意见协调系数等进行相应评价。

2 名，中级及以下职称 5 名；主要任务是根据目前国

2

内外相应法规、标准、准则等构建专家咨询调查问卷；

2.1

结果
咨询专家基本情况
本次研究共 30 名受邀专家参加此次咨询问卷调

确定邀请咨询专家，同时发放、回收专家咨询调查问
卷，以及专家咨询问卷意见的整理、分析讨论等。

查，其中男性 11 名，女性 19 名，平均年龄 43 岁，

1.2

确定咨询专家

专家组以年龄 40 岁以上、博士学历、副高以上职称、

入选标准：①本科及以上学历；②副高及以上职

本专业工作年限 10 年以上、硕士生导师、主持过临

称；③长期从事中医、中西医结合临床内外科工作至

床类科研课题且担任主要研究者角色占绝大多数；受

少 5 年以上，主持或参加过临床类科研课题，具有丰

邀专家来源于本院中医内科、消化科、血液科、呼吸

富的临床科研经历和学术造诣。

科、内分泌科、风湿科、肾脏内科、神经内科、妇科、

1.3

咨询问卷调查

心内科、针灸科、推拿科、皮肤科、骨伤科以及中西

咨询问卷的评价与计分专家问卷各项指标，按照

医结合临床研究所等临床内外科室。见表 1。

对数据质量的重要性贡献度、专家熟悉程度以及判断

2.2

依据、补充说明等分为 4 部分，其中，重要性按 likert
[1]

专家积极系数
专家积极系数（E）一般用问卷的有效回收率表

五分量表法 预设“完全不重要、不很重要、重要、

示，即 E（%）＝回收数÷发放数×100%，用以表

很重要、非常重要”5 级，并分别给予 1 分、2 分、

示专家对咨询内容的关心程度；本研究 2 轮咨询问

3 分、4 分、5 分赋值；熟悉程度按“很熟悉、熟悉、

卷发放数与回收数相等，有效回收率 100%，表明接

较熟悉、一般、较不熟悉、很不熟悉”分为 6 级并分

受咨询问卷调查的专家比较关心该研究，积极性均

别赋予 1.0、0.8、0.6、0.4、0.2、0 分值，其判断依据

很高。

可选择“实践经验、理论分析、国内外文献或同行了

2.3

解、直觉”并赋予选项 0.8、0.6、0.4、0.2 的分值。

专家意见的集中程度
专家意见集中程度，一般用各调查指标的均数和

第 1 轮专家咨询问卷根据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

满分频率表示。在第 1 轮函询中，指标的均数波动在

规范（GCP）、临床试验报告统一标准（CONSORT）

3.9～4.8，满分频率为 30%～80%；第 2 轮函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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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的均数波动在 4.00～4.83，满分频率为 33.33%～

第 1 轮各指标 CV 变动范围分布于 0.08～0.29，说明

86.67%。第 2 轮问卷 5 个一级指标平均专家满分频率、

分布集中程度一般，存在一定程度的离散；第 2 轮各

平均均数值见表 2。

指标 CV 变动范围分布于 0.08～0.24，表明第 2 轮各
指标权重分布集中程度较好，离散程度较低。通过 2

表 1 咨询专家基本情况
项目

人数

百分比/%

轮专家函询，专家对各项指标的评价未存在较大分
歧，意见逐渐趋于一致。第 2 轮问卷 5 个一级指标平

性别
男

11

36.67

女

19

63.33

均 CV 见表 2。
表 2 第 2 轮专家问卷一级指标意见集中程度及协调程度
指标

年龄
＜40 岁
40～50 岁
＞50 岁

研究生

重要性赋值（x±s）

CV

26.67

CRF 构建

54.69±14.61

4.34±0.47

0.11

20

66.67

数据采集录入

52.22±11.71

4.36±0.64

0.15

2

6.66

知情同意

55.00± 2.37

4.35±0.70

0.16

随机对照

47.78± 1.92

4.23±0.76

0.18

46.67±10.25

4.24±0.57

0.14

8

学历
本科

—

平均满分频率/%

5

16.67

数据核查

25

83.33

2.5

专家的权威程度
专家权威程度一般用权威系数（Cr）表示，通常

学位

以专家对问卷问题的熟悉程度（Cs）与判断依据（Ca）

学士

2

6.67

硕士

7

23.33

的均值来作出判断，即 Cr＝（Cs＋Ca）÷2，取值为

博士

21

70.00

0～1，取值越大，表明专家权威程度越高，一般认为
Cr≥0.70 为信度较好[3-4]。本研究经 2 轮函询调查之

职称
副高

18

60.00

后，5 个一级指标 Cr 平均值达到 0.81。说明本次德尔

正高

12

40.00

菲法专家函询的权威程度较高，咨询结果具有较高的
可靠性。见表 3。

本专业工作年限
＜10 年
10～20 年

2

6.67

13

43.33

表 3 2 轮专家咨询一级指标权威程度
第1轮

第2轮

指标
＞20 年

15

50.00

研究生导师

Cs

Ca

Cr

Cs

Ca

Cr

CRF 构建

0.82

0.80

0.80

0.86

0.8

0.82

7

23.33

数据采集录入

0.84

0.77

0.81

0.87

0.8

0.83

硕士生导师

20

66.67

知情同意

0.83

0.78

0.81

0.83

0.79

0.81

博士生导师

3

10.00

随机对照

0.79

0.77

0.78

0.80

0.79

0.80

数据核查

0.77

0.78

0.77

0.81

0.79

0.79

0.81

0.78

0.79

0.83

0.79

0.81

否

参加过 GCP 培训
是

22

73.33

否

8

26.67

平均值

2.6 2 轮专家主要修改意见
第 1 轮专家咨询问卷初步拟定一级指标 5 个、二

主持过临床类科研课题
是

28

93.33

级指标 18 个、三级指标 62 个。根据问卷咨询结果、

否

2

6.67

各指标筛选标准及课题组成员讨论。
删除指标 2 项（受
试者干预和对照组别是否要列出、发药时间或治疗措

在临床课题中职责、分工
24

80.00

施是否符合入组顺序）、新增函询专家建议指标 3 项

主要技术骨干

3

10.00

（课题研究起止时间、本研究所涉及疾病诊断日期或

GCP 干事

3

10.00

病程、数据双份录入不一致时，是否已再次核实并修

主要研究者

专家意见的协调程度

正确认），同时修正、完善原指标语言描述 6 项（表 4

协调系数说明函询专家对各指标的评分意见是

中三级指标 1.4.1、1.5.7、1.7.1、1.10.4、4.1.1、5.2.3

否趋于一致，用变异系数（CV）表示。CV＝标准差÷

项），最终形成由 5 个一级指标、18 项二级指标、63

均数，CV 越小，表明专家的协调程度越高。本研究

项三级指标构成的数据质量检查体系。见表 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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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临床科研课题数据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1 CRF 构建 1.1 封面设计 1.1.1 项目名称

一级指标
3 知情同意

1.1.2 课题项目编号

二级指标
3.1 书面文件

3.1.1 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日期是否在首例病例

检查

入组之前

1.1.3 受试者姓名缩写
1.1.4 课题起止时间

3.1.2 知情同意书核查内容
4 随机对照

4.1 遵守原则

1.1.5 承担单位或代码

4.1.2 就诊时间与化验单检查报告时间有无矛盾

1.2.2 数据更正、修改要求

4.1.3 若为盲法对照试验、应急信封是否完整未

1.2.3 严重不良事件报告途径和联系方法

经拆阅

1.3 研究流程图 1.3.1 是否必须具备

5 数据核查

5.1 逻辑性核查 5.1.1 实验室检查与临床意义判断

1.4 受试者人 1.4.1 受试者人口学资料齐全

5.1.2 合并疾病与合并用药

口学数据

5.1.3 不良事件处理措施与合并用药

1.5 受试者基线 1.5.1 既往疾病诊断及治疗史

5.1.4 分级和分值之间逻辑核查

1.5.2 受试者目前合并症及治疗情况

5.1.5 知情同意书签署时间与入组时间逻辑性

1.5.3 疾病诊断是否包含西医诊断

5.2 数据变量

5.2.1 数值变量，是否已事先确定填写长度和小

1.5.4 疾病诊断是否包含中医诊断

核查

数位数

1.5.5 是否应有辨证分型

5.2.2 数值变量，是否已进行过大、过小值、离

1.5.6 是否需要考虑生命体征检查列表

群值核查

1.5.7 是否列出与本研究涉及的疾病相关阳性

5.2.3 积分量表单项分值相加总和与计算机计算

体征检查列表

所得总和是否相等

1.5.8 是否列出本研究所涉疾病诊断日期或病程

5.2.4 分类变量，是否已设置单选或是多选

1.6 入选、排 1.6.1 是否应该列出入选标准
除标准

预措施

5.2.5 日期/时间变量，是否已注明日期和时间格式

1.6.2 是否应该列出排除标准

1.7 受试者干 1.7.1 是否记录治疗措施暴露量的信息（如发药

5.2.6 文本变量，是否有书面文字记录
5.3 数据溯源

5.3.1 是否存在原始化验单据、照片缺如

量、回收量、补充说明等记录）

5.3.2 化验单数据与 CRF 所填数据是否一致

1.7.2 是否详细记录合并用药情况

5.3.3 原始病历或住院病历数据与 CRF 数据是否

1.8 观察指

1.8.1 是否需要设计临床表现 主症

一致

标（疗效、

1.8.2 是否需要设计临床表现 次症

5.3.4 数据更正、修改是否规范

安全性）

1.8.3 是否需要设计实验室生化检测指标

5.4 空缺值

记录

5.4.1 若为完成病例、其非空字段是否填写完整

1.8.4 是否需要设计不良事件、严重不良事件列表

5.4.2 若为未完成病例，其脱落前的所有非空字

1.8.5 是否应设计疗效总结表

段是否填写完整

1.9 CRF 审核 1.9.1 是否应考虑设计 CRF 审核记录

5.4.3 若为未完成病例，其中止日期、中止原因

1.9.2 是否需要列明本项目课题负责人审核签
名及签署日期

1.10 页眉页脚 1.10.1 是否应设计页眉页脚

集录入

4.1.1 所有病例是否按发药日期先后由小到大分
配随机号码

1.2 填写说明 1.2.1CRF 填写说明

2 数据采

三级指标

是否填写完整
5.5 遵从方案

5.5.1 纳入、排除标准核查：是否所有病例均符
合入选而不符合排除标准

1.10.2 页眉是否应列明受试者姓名缩写、随机

5.5.2 时间窗核查：首次用药至后续每次访视的

号、访视日期

时间间隔是否符合方案规定

1.10.3 页脚是否需注明页码

5.5.3 依从性核查：第 2 次访视起应有药物回收

1.10.4 每次随访结束应用观察者签名及签署日期

记录

2.1 录入检查 2.1.1 是否应对参与到研究项目的所有人员进
行数据收集等培训
2.1.2 同一份数据，是否需要 2 人独立录入数据库
2.1.3 数据双份录入不一致时，是否已再次核实并
修正确认

5.5.4 合并用药核查：是否使用了方案中禁止使
用或是影响疗效或禁用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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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管理规范等相关准则、规范和标准，但因缺乏具体

德尔菲法又称专家函询法、专家调查法，采用匿
名方式，反复多次、几轮函询征求本研究领域专家意

实施细则可供执行，因而使中医药临床科研项目整个
研究过程不甚规范，数据质量难以保证。

见，通过多次信息交流，不断地修正反馈，使专家的

目前，纸质 CRF 采集录入临床数据的形式在临

意见逐步趋于一致，最终获得一个比较一致、可靠的

床科研中仍占据主要地位，在数据获取的工作不具备

结论和方案，是一种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预测评价方

应用电子化捕捉技术条件下，如何确保采集、获取的

法。本方法已应用于临床诊断、诊疗指南、卫生经济学

数据真实准确，我们认为，在研究立项之初，应该有

[3，5-6]

针对研究进程的各个重要阶段而设计建立的一套检

在进行计算之前，专家函询问卷条目、指标的设

查列表（checklist），同纸质 CRF 相结合，以规范数

评价、质量指标体系等方面

，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立显得尤为重要，作为收集信息的重要载体，问卷设

据获取的过程，并有望提高数据准确性。

计水平的高低不仅反映了所研究问题囊括是否全面，

4

结语

也间接关系到函询最终结果的优劣。本研究问卷各指

收集高质量的数据是临床类科研项目的重要环

标设置综合了临床科研课题从计划立项、数据管理、

节，其关键步骤涉及到立项初期、过程管理及后续数

统计分析等阶段所遵循的国内外指导原则、行业标

据审核等多方面，作为确保数据质量的手段，本研究

准、专家共识等文献研究资料。

建立的该套包含与方案相对应的 CRF 设计、数据采

除问题条目设置外，函询对象、咨询专家的选择
也是本研究的关键之处。一般认为，函询专家人数以
15～50 名为宜，且应涉及多个领域

[4，7]

集、知情同意、随机对照及数据核查等指标评价体系，
其最终目的是为科研人员在临床课题立项之初采纳

。本次临床科

并应用于获取临床研究数据，并为后续疗效分析和安

研课题数据质量指标体系构建中，参与问卷咨询的受

全评定提供数据支撑，以期在后续临床科研实践中得

邀专家多达 30 名，来自于本院多个临床科室、临床

到进一步验证、优化和完善，为提高整个临床科研课

专业，有 10 余年从事本专业工作经历，均承担或作

题数据质量提供参考依据。

为主要研究者参与过临床科研课题，具有广博的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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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期限，发现的问题数据如不是客观性数据，修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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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主观性因素，将很难保证数据的“准确性”，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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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数据质量要求的“及时性”相悖。这种事后发现并
修正的状况普遍存在于我国各类临床科研课题。现行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的数据终点处理模式，虽有诸多可参照的临床研究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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