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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 

ACT artemisinin-combination therapies 青蒿素联合疗法 

ANC antenatal care 产前护理 

ART antiretroviral therapy 抗逆转录病毒治疗 

BCC behavior change communication 行为改变交流 

BMI body mass index 身体质量指数 

CAS complex adaptive system  复杂适应系统 

CHW community health worker 社区卫生工作者 

CMS Cooperative Medical Scheme 合作医疗方案 

COS Community of Science 科学共同体 

DOT directly-observed therapy 直接观察疗法 

ERC ethics review committee 伦理审查委员会 

FGD focus group discussion 焦点小组讨论 

HDI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人类发展指数 

HIV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RP 

Special Programme of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Training in 

Human Reproduction 

人类生殖研究、发展和研究培训特

别规划署 

IC informed consent 知情同意书 

ICF intensified case finding 强化个案调查 

IDRC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IEC information, edu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信息、教育和交流 

iKT integrated knowledge translation 整合型知识转化 

IR implementation research 实施研究 

IRB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机构审查委员会 

IRP Implementation Research Platform 实施研究平台 

KT knowledge translation 知识转化 

KZN KwaZulu-Natal 夸祖鲁-纳塔尔省 

LLIN long-lasting insecticide-treated net 经长效杀虫剂处理过的蚊帐 

 

 



 

LOI letter of intent 意向书 

LSHTM 
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and Tropical 

Medicine 
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 

LTFU loss to follow-up 失访 

M&E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监测和评估 

MDR-TB multidrug-resistant tuberculosis 耐多药肺结核 

NGO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非政府组织 

NSF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NTBCP national TB control programme 国家结核病防治规划 

OER Office of Extramural Research 院外研究处 

PI principal investigator 项目负责人 

PLHIV 
person/people living with the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 

PMTCT prevention of mother-to-child transmission 预防母婴传播 

QDA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定性数据分析 

RFP request for proposals 需求建议书 

SAGE Strategic Advisory Group of Experts 战略专家咨询组 

SARS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 

SMART 
specific, measurable, achievable, realistic 

and timebound 

具体、可衡量、可实现、现实性和

时限性 

SOP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标准操作规程 

SWOT 
strengths, weaknesses, 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 
强弱危机分析 

TB tuberculosis 结核病 

TDR 
Special Programme for Research and 

Training in Tropical Diseases 
热带病培训研究特别规划署 

UNDP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ICEF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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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美国国际开发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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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介绍和基本定位 

一、学习目标 

本单元作为基本介绍和快速参考指南，介绍了基本术语和原则，以及其他单元及其理论

依据。本单元结束时，学员应对以下关键概念及其应用有全面了解： 

1. 什么是实施研究？ 

2. 实施研究的关键特征和实施研究循环。 

本单元通常与内容介绍或正式开幕式相结合，包括一个为期半天的研讨会（附有教程、

演示幻灯片以及可供进一步阅读的材料）。包括学员对于目前实施研究相关知识和理解进行

自我评估的时间。 

 

二、主要概念 

什么是实施研究？ 

研究解决和备选办法以克服卫生系统、疾病控制规划和提供保健服务等方面实施障碍的

重要性已得到广泛认可。实施研究解决了这种实施瓶颈，确定了针对特定环境的最佳方法并

促进其吸收研究成果。最终，它将改善卫生保健及其服务提供。 

不同的机构对实施研究有着不同的定义。常见的解释为这是一种侧重于系统地了解和应

对阻碍有效和高质量实施卫生干预措施、战略和政策的研究。实施研究以需求为导向，研究

问题是根据卫生系统中利益相关者或实施者确定的需求而提出。实施研究关键特征见表 1。 

卫生系统薄弱或不存在卫生系统的地区（包括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往往是最需

要解决实施瓶颈问题的地方。遗憾的是，地方机构往往对实施研究的知识有限，缺乏制定相

关研究问题以及为方案规划和政策执行、管理和解释研究结果的基本能力。学术性的公共卫

生课程往往并不关注这类研究。导致的结果是，大多数培训始终没有为卫生系统的研究人员、

从业人员、服务提供者和决策者针对解决实施的障碍而采取的团队协作和跨学科方法做好充

分准备。 

本工具包由七个单元组成，每个单元都提供了学员手册、研讨会幻灯片以及相关的阅读

和参考资料的链接。本工具包旨在帮助学员强化以下六个方面的技能： 

• 情境化实施研究问题。 

• 制定实施研究计划书。 

• 计划开展实施研究项目。 

• 分析实施研究数据。 

• 交流研究结果并将其反馈给卫生系统。 

• 监测和评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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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实施研究的关键特征 

特征 总结或描述 

系统性 

⚫ 系统性研究是基于证据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如何在特定环境中进行整合和提

供，以及由此产生的健康结局如何因社区而变化。 

⚫ 严格遵守科学研究的规范，以严谨的态度平衡相关性。 

多学科性 

⚫ 分析生物、社会、经济、政治、系统和影响特定健康干预措施实施的环境因素。 

⚫ 行为和社会科学家、临床医生、流行病学家、统计学家、工程师、商业分析师、

政策制定者和关键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跨学科合作。 

情境性 

⚫ 以需求为导向。研究问题的框架是由卫生系统实施者识别的需求来确定的。 

⚫ 研究与当地实际情况和需求有关，旨在特定情境下改善卫生保健服务的提供。 

⚫ 形成可应用于不同环境的普适性知识和见解。注意不同文化和不同群体对实施

研究的影响。 

复杂性 

⚫ 动态性和适应性。 

⚫ 多层次：发生在卫生系统和不同群体的多个层面。 

⚫ 分析多组成部分的方案和政策。 

⚫ 非线性的，迭代的和不断演变的过程。 

 

这套技能是个人和机构实施研究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那些有着极大需求扩大

实施研究能力的中低收入国家。在整个能力建设过程中，有监测、适应和改进的反馈循环，

亦有确保综合知识转化和成果吸收的建议。 

实施研究不是一个单一的活动，而是一个逐步循环的过程(图 1)。第一步是明确干预问

题，与关键利益相关者合作，提出相关的研究问题。通过这种方式，一个跨学科的团队可以

集合相关的技能和背景来制定一个详细的申请书、计划，调动资源和开展研究。最终通过适

当的形式展示研究结果，供卫生系统内的规划人员和决策者采纳和使用。 

 

图 1：实施研究循环的六个步骤 

监测和评估项目 6 
步骤 

传播研究结果 5 
步骤 

数据分析和展示 4 
步骤 

计划开展项目 3 
步骤 

制定计划书 2 
步骤 情境化实施挑战 1 

步骤 

吸收 

持续监测 

指导 

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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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实施研究时，必须积极和持续地监测各项活动，并定期反馈必要的更改和修订。实

施研究成果的传播应在整个循环过程中以及研究项目完成后持续地进行。研究结果必须要适

当地展示给每位合作伙伴和利益相关者，以便及时获取相关性最强的结果，从而影响实践。 

 

相互影响的实施研究领域 

从实施研究中五个主要的相互影响的“领域”来思考实施研究有助于启发学员（图 2）。

除了此处的概述内容外，您将在后续单元中看到对这些领域更为详细的描述。 

干预措施。干预措施的特点决定了干预措施是否会被采用。这里，“干预措施”一词包

括核心组成部分和那些可以适应当地需要和条件的要素。核心组成部分的复杂性、成本和证

据强度等特征发挥了关键作用。 

外部环境。这包括实施干预措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情境因素，这些因素反映实施组织

或机构的外部环境。它受到外部政策和激励——例如双边或全球资金流动——以及组织之间

的相互作用和同行压力的影响。 

内部环境。这指的是实施组织或机构所处的情境。它包括组织的结构、文化和网络，以

及内部气候和变化的准备情况。 

个人参与。这些个体在实施过程中有直接作用。他们包括卫生保健提供者、组织或机构

各部门管理者、决策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和受益者。除了对实施能力的常规关注外，他们关

于干预措施的看法和态度对其对项目的成功实施和产生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 

实施过程。这包括所有用于促进各级组织采取干预措施的方法和途径策略，包括策略和

活动的规划。过程包括那些事先计划明确的以及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难以预见的情况。 

 

图 2：相互影响的实施研究领域 

个人参与 

在实施过程中担任

角色的个体——卫

生保健提供者、管

理者、政策制定者。 

内部环境 

实施机构的内部情

境因素——文化、

组织架构、网络等。 
干预措施 

外部环境 

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情境因素。 

实施过程 

用于促进各层面干预措施采用的方法 

（计划的和紧急的策略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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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评估练习 

为应对特定的实施研究挑战而组成的团队应该是个多学科团队：具有不同的角色，在不

同的领域工作，并且往往有着显著差异的背景。团队成员们可能对于实施研究要素的组合方

式、意义和其在每个领域的能力程度有不同的看法。在每个团队中进行以实施研究为中心的

自我评估，可以让你识别出在观点、个人优势和团队内部能力分布方面的一些差异。你还可

按照自己的节奏浏览内容，并专注于工具包所需要的六项技能组合，为您的团队设定广泛的

学习目标。 

请使用图 3 所示的矩阵来确定你们团队当前的水平： 

• 略懂； 

• 理解； 

• 知识； 

• 技能； 

• 能力。 

在实施研究循环的每个步骤中，如果您和您的团队在这一阶段中不清楚个别步骤，可以

详细参考本手册中附录 1 的矩阵图。每个团队成员都应该保存一份已完成的自我评估矩阵，

并在接下来的研讨会中作为参考。 

 

技能组合 
1 

略懂 

2 

理解 

3 

知识 

4 

技能 

5 

能力 

情境化实施研究问题      

制定实施研究计划书      

计划开展实施研究项目      

分
析

实
施

研
究

 

数
据

 定性      

定量      

交流实施研究结果并将

其反馈给卫生系统 
     

监测和评估项目      

图 3：实施研究循环中各步骤的自我评估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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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包各单元总结 

下面简要介绍各个单元及其理论依据。 

  单元 1：情境化实施研究问题                                            

实施研究是在常规系统和现实生活环境中进行的，与其他类型的科学研究相关的控制设

置有所不同。当前的自然、社会经济、文化、卫生系统、利益相关者和体制文化都是开展研

究的重要环境因素。它们共同促进和影响干预措施的规划、实施、监测和结局。该单元促进

了关于情境因素的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从而帮助识别实施瓶颈和提出适当的研究问题。

该单元的总体目标是： 

• 促进研究者和实施者之间的交流。 

• 识别实施瓶颈或效率低下的情况。 

• 提出适当的研究问题以解决所发现的问题。 

• 强调产生信息的不同方法。 

• 结合实际情境背景考虑伦理问题。 

• 促进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以确保各层面上具备持续的实施研究能力。 

在过去的十年中，许多有效的疾病控制工具逐渐可以获取（例如蚊帐和以青蒿素为基础

的治疗疟疾的联合疗法，吡喹酮治疗血吸虫病，伊维菌素治疗淋巴系统和盘尾丝虫病）。 

研究表明，这些工具可以在社区提供。然而，由于实施不力，使得许多工具产生的效果

有限。一项干预措施一旦纳入卫生系统或社区，可能会由于若干因素而失去效力或影响，例

如，尽管有证据支持，但临床指南在实践中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或着是目标人群的经济成本

限制了其使用。 

 

图 4：卫生系统因素对干预措施效果和作用的影响 

图 4 强调，为使已证明有效的工具发挥作用，其必须被目标群体所使用，同时卫生保健

提供者必须遵守相关政策，患者必须遵守有关工具的使用信息。然而，目前存在着不少挑战，

包括一些不平等现象，这将影响不同利益相关者按计划使用该工具的能力，从而最终导致该

工具无法发挥作用。 

+ 

效
果 - 

有效工具

有效工具 

可及性 

提供者的符合度

提供者的符合度 

患者的依从性

患者的依从性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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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实施研究成功开展，研究人员必须和疾病控制的需求保持积极联系并迅速做出反

应，还必须与其他与卫生有关的部门和机构建立伙伴关系和联系，以便在必要时利用整个过

程中的相关研究结果并采取行动。 

因为实施研究是在真实的、非实验性的环境中进行的，并且是在复杂的动态系统中进行

的 (1)，所以理解实施的具体情境是很重要的。自然、社会经济、文化和卫生系统、利益相

关者以及正在进行干预的机构背景等情境因素影响着研究的规划、设计和开展。因此，研究

者和合适的利益相关者应该通过情境和制度分析来判断实施研究开展的情境。这需要面对面

的互动、讨论和文件的共享，以确保在研究过程中提出合适的问题，并在特定的情境下解决

问题，以及确保所有相关人员在研究期间和研究结束时对结果充分吸收利用。 

 

  单元 2：制定实施研究计划                                              

本单元建立在理解实施研究所处情境、让合适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进来、阐明需要解决的

问题或障碍，以及组建一个适当的多学科的团队的前提之上（即单元 1 中涉及的内容）。基

本原理在介绍性单元和单元 1 中已经作了讲解。接下来将带你一步一步地形成合适的研究问

题，选择适当的研究设计来回答该问题，并撰写项目活动计划的大纲。将围绕以下关键概念，

并结合实例加以说明： 

• 识别实施的障碍并提出研究问题。 

• 说明申请资助的理由（内容介绍、理论依据和目标）。 

• 研究设计和适当的方法。 

• 规划项目（预算、人员、时间表、监测和评估）。 

• 无论研究领域或研究方法如何，研究计划书通常遵循相似的大纲（方框 1）。 

 

实施研究计划书和其他类型的研究计划书区别在于识别研究问题的过程和最终用户参

与研究过程 (2)。一个实施研究项目（无论是关于干预措施，还是关于常规数据的分析）应

该做到以下几点： 

• 更好地为医疗服务提供信息。 

• 促进对研究结果的理解。 

• 获得研究结果的过程应该是普适性的，这样它们就可以应用在不同环境和情境。 

• 使多个学科的合作伙伴参与进来，以解决所识别的问题。 

• 制定实际解决方案的政策建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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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1 
 

实施研究计划书的典型提纲 

1. 题目 

应有一个关于计划书内容的简要陈述。 

2. 执行摘要 

应有一个关于整个计划书的简要总结（通常不超过1页）。 

3. 介绍和背景 

围绕拟研究的问题进行阐释。 

4. 文献回顾 

对研究领域中已知内容进行描述，清楚说明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 

5. 理论依据 

解释开展研究的必要性与相关性。 

6. 目标 

说明通过研究将能实现什么目标以及何时实现。 

7. 方法或研究设计 

描述研究将如何进行、遵循哪些程序和标准、需要收集的数据类型和团队成员职责。 

8. 伦理问题 

关于研究对象的自主权，保护措施和保密性以及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 

9. 预算或资源 

开展研究所涉及的财务费用以及其他必要的资源概要 

10. 参考文献 

鸣谢为计划书提供信息的参考文献（例如研究文章、政策文件及文档）。 

 

  单元 3：计划开展实施研究项目                                           

单元 3 阐述了获得开展实施研究的资源后应采取的步骤。它提供了计划研究项目所需的

信息，包括为伦理审查过程而准备的研究方案。单元 3 涵盖以下关键概念，并附有实例。 

• 准备伦理审查。 

• 项目实施过程。 

• 实施研究的良好实践。 

对于任何一个成功执行的项目，一个好的计划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项目需要一

个团队，其中每个成员都有明确定义的角色，并与特定的产出相关联。目标是：①确保项目

有一个共同的目标；②提供一个清晰的项目愿景，包括需要完成的内容以及需要符合怎样的

质量标准，由谁去完成，项目的完成时间，项目的花费、资金来源、时间表和报告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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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研究的计划包括了： 

• 界定范围（咨询利益相关者，商定角色和职责，确定可交付成果）； 

• 阐明实施计划（所需的方法和投入）； 

• 时间表（甘特图）； 

• 报道活动； 

• 评估资源需求（人力和其他）。 

 

  单元 4：数据分析和展示                                                

本单元旨在帮助研究团队（实施者和研究者）： 

• 了解适合定性和定量数据的数据分析程序； 

• 在定量研究中使用统计学； 

• 并在定性研究中描述和记录数据分析过程。 

 

本单元将通过一些例子来说明如何应用这些基本概念。在实施研究中，数据管理和分析

在项目中是持续进行的。各阶段的数据都必须收集、管理、分析，并以一种有用的方式向最

终使用者进行展示。所确定的研究问题和提出问题的类型将决定要进行的分析类型。分析的

例子包括： 

• 利益相关者分析（识别可能影响或被实施方案行动影响的个人或群体，并根据他们

对行动的影响和行动对他们的影响对他们进行分类的过程）。 

• 强弱危机分析（即 SWOT 分析，是统筹和使用从组织中的研究里获得的数据和信

息以及监测和评估组织和活动的框架）。制度分析（对组织行为的系统研究）。 

• 其他类型的分析包括对主要干预措施的持续监测和评估。 

在该过程的每一阶段，所收集的数据要么是定性的，要么是定量的，必须采用标准的程

序来分析这些数据 (4)。至关重要的是，研究人员不能孤立地这样做，而是要让所有利益相

关者都参与数据管理和分析过程，以便在产生结果时为利益相关者提供使用结果的机会 （5）。 

 

  单元 5：传播研究结果                                                  

本单元旨在协助研究小组： 

• 领会在吸收和使用研究成果时的知识转移概念。 

• 描述与研究项目有关的知识转移的障碍和促进因素。 

• 理解在整个项目周期中传播信息的价值。 

• 认识到在研究项目中制定一项全面的传播战略的价值。 

• 认识到为不同目标受众量身定制传播工具的重要性。 

本单元举例说明了知识转化的关键概念，并为准备研究报告、同行评议论文、新闻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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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报告和政策简报提供结构化的指导。 

实施研究的传播不是一个一步到位的过程。实施者与研究人员一起工作，在研究结果产

生时接受并使用它们。与实施研究相关的关键问题是，在研究“完成”之前不能推迟传播。

研究结果的传播必须为每一类利益相关者和关键决策者进行适当的包装。 

决策者经常强调研究人员未能提供研究结果，而研究人员经常对决策者没有使用所提供

的研究结果表示失望。Brownson 等 (6)曾使用“平行宇宙中的旅行者”一词来描述研究人员

和政策制定者。这种脱节可以通过采用更全面的传播方法来避免。在很多情况下，研究人员

在研究完成之后才逐渐意识到以下的问题： 

• 哪些利益相关者从将要产生的信息中获益？ 

• 这些利益相关者想要回答的具体问题是什么？ 

• 我们如何让利益相关者参与界定和提出“正确的”问题？ 

• 为了使干预措施或研究结果变成具体行动，应该以谁为目标对象？ 

• 利益相关者实际上如何吸收研究证据？ 

• 谁将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本研究结果的影响？ 

• 是否有将研究结果付诸实施的计划，谁将支持或反对?我们将如何回应任何反对意

见?或者充分利用支持？ 

• 我们如何才能最大化地利用关键利益相关者的洞察力或减轻他们的反对意见？ 

这些问题应该是项目规划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要想实施研究开展顺利，研究人员、实

施者和政策制定者应该在实施研究循环的整个过程中不断进行沟通和合作。在同行评议中发

表研究成果，撰写政策简报和研究报告也是在实施研究及他们扮演的角色中基本的传播方式。 

 

  单元 6：监测和评估                                                    

最后一个单元的设计目的是帮助研究团队根据既定计划跟踪进度，检查是否符合已建立

的标准，确定趋势和模式，调整策略并为项目管理提供决策依据。本单元内容还有助于培养

技能，以确定目标的相关性和实现、发展效率、效果、影响和可持续性。完成本单元后，研

究小组将能够了解制订监测和评估研究计划所涉及的过程，并描述实施研究项目的实施过程。 

 

受众 

实施研究涉及到一些具有不同和互补的技能、经验与背景的人员，解决实施问题并回答

卫生保健提供者、项目管理者、实施者和其他服务提供者在执行其职责时提出的问题。因此，

实施研究项目可包括研究人员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如卫生保健提供者、项目管理者、决策者、

学生、民间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对实施研究过程和结果感兴趣的任何其他团体或个人。 

尽管参与实施研究项目的每个人对于整个实施研究循环及其在项目中的作用的了解是

重要的，但在该单元中，强调的是卫生保健提供者、研究人员、决策者或管理人员和行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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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对实施研究的理解。 

图 5 显示了实施研究团队中不同参与者的参与需求。然而，根据项目的内容和性质，参

与需求可能会有所不同。实施研究工具包适用于列出的所有类别的人员和其他感兴趣的团体。 

受众 
卫生服务提

供者 
研究人员 决策制定者 

财务及 

行政 
传媒 伦理委员会 

实施研究简介 ++ ++ ++ ++ ++ ++ 

情境化实施研究 ++ ++ ++ ？ + - 

制定实施研究计划书 ++ ++ + - - - 

计划开展实施研究项目 ++ ++ - ++ - - 

数据分析和展示 ++ ++ ++ - ？ - 

传播研究结果 ++ ++ ++ ？ ++ - 

监测和评估 ++ ++ - - - - 

 指导和持续参与 

必须++  可选择？  建议+  不作要求-  

图 5：建议的参与者或受众，以及对实施研究过程中不同阶段的参与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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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实施研究循环步骤的自我评估框架 

技能组合 
1 

略懂 

2 

理解 

3 

知识 

4 

技能 

5 

能力 

定义和情境化实施研究

问题 

我们依赖于我们对环境的

主观看法 

我们了解实施研究的独特

背景及其范围 

我们对真实的实施研究背

景的部分看法是一致的，

并且填补了我们对更完整

背景的了解 

我们对环境有完全真实的

理解，并且正在发展适应

技能 

我们将背景因素整合到实

施研究过程或循环的所有

步骤中，以确定解决方案

并调整实施研究方法 

提出实施研究的方案 
我们熟悉研究提案的组成

部分 

我们可以区分实施研究方

案和项目的具体要求 

我们已经完成了实施研究

计划，并确定了资助 

在实施项目和持续监督和

评估时，我们不断学习更

多关于方案制定的知识 

我们能够指导其他项目团

队在方案制定中使用良好

的实践 

计划开展实施研究项目 
我们从未计划过实施研

究，所以边做边学 

我们了解所需的规划原

则，但尚未将它们直接应

用到我们的项目中 

我们能够将规划原则应用

到我们自己的项目中 

我们根据良好的规划原则

和实践进行研究 

我们对工作进行了充足的

计划，并能够指导他人 

分析实施研究数据 
我们是研究或数据管理方

面的新手 

我们了解不同的数据收集

方法，并区分定量和定性

方法 

我们在工作中使用适当的

研究和数据方法 

我们拥有特定的数据分析

技能 

我们能够迅速地将实施研

究数据转化为行动和政策

建议 

交流实施研究结果并将

其反馈给卫生系统 

我们定期在专业期刊上发

表研究成果 

我们熟悉并胜任项目结束

后的成果传播 

我们在与主要利益相关者

的第一次会议中考虑传播

和沟通问题 

我们在整个实施研究循环

中整合我们的传播策略和

沟通策略 

我们利用多种机会在项目

利益相关者和团队之间传

播、协同和合作 

监测和评估项目 
我们对实施研究的管理是

新手 

我们清楚有效监督和评估

的好处及要求 

我们了解在项目的不同阶

段需要监督和评估什么 

我们使用来自项目的监督

和评估数据来进行周期性

检查 

我们将监督和评估整合到

方案制定、项目执行和调

整的各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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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1 情境化实施研究问题 

一、学习目标 

本单元旨在强调情境和环境因素对实施研究项目的重要性。本单元增加了对研究环境、

具体干预策略和相关伦理考虑之间关系的理解。在本单元结束后，学员团队将能够： 

1. 分析他们开展的实施研究项目所处的环境。 

2. 理解和重视与他们提议或计划实施干预措施相关的情境。 

3. 描述与实施研究项目相关的伦理原则。 

 

二、关键概念 

1. 理解实施研究情境 

自然、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卫生系统、利益相关者和制度文化是研究情境的关键因素。

它们共同促进并影响干预措施的计划、实施、监测和结果。在实施研究项目的前期实施阶段，

应该分析这些因素。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因素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项目中都有很大的差异。 

自然、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 

自然、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的各个方面可能是相关的，这取决于具体的干预措施。必须

进行仔细的规划，以便有效地把资源集中在最可能成为关键的因素上。 

①自然和人口因素 

应注意相关的地理特征：农村或城市的位置、距离、进入的自然障碍（例如山区、河流）、

相关的基础设施(例如交通系统、电力和供水）；人口统计（例如人口规模、按地点、性别和

年龄分布）。应根据情况详细分析按地点或人口类别分列的疾病负担、发病率和死亡率趋势。 

②社会经济状况 

分析一般生活水平；应研究不平等程度、确定脆弱群体、根据收入水平、资产、教育状

况和职业确定社会经济地位。此外，不同类型的住房(如公共小屋、公寓或封闭式社区)，也

应按照位置、食物消费、营养、获得干净的水和卫生等因素进行分类和分析。 

③文化和政治因素 

分析与健康、两性平等、识字率、种族或部落隔离有关的文化信仰；政策环境和政治因

素，包括对社会服务和保健服务的支持水平；应当进行政府提供服务的能力以及任何其他正

在进行的或近期进行的卫生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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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实施研究中的情境因素 

卫生系统 

每一个卫生系统是由多个子系统构成的（1），其主要重点是促进、恢复或维持健康。世

界卫生组织已经确定了构成卫生系统的六个关键群组或“基石”（2），包括了领导/执政能力；

卫生筹资；卫生人力资源；医疗产品和技术；信息和研究；服务提供。这些基石涉及卫生保

健服务的获取和覆盖，以及服务的质量和安全（图 2）。 

图 2：卫生系统的基石 

 

其他因素亦有益于卫生系统，如自我护理和社区护理。对于与实施研究项目相关的组成

部分，进行系统的描述性分析利于识别相关决策主体和管理其运作的（正式和非正式）机构。 

卫生系统的基石 目标或结果 

卫生筹资 

领导/执政能力 

卫生人力资源 

医疗产品和技术 

信息和研究 

服务提供 

改善健康状况（水平和质量） 

反应性 

财政风险保护 

促进效率 

获取 

 

覆盖 

 

 

 

 

 

质量 

 

安全 

例如：信仰、

伦理道德、

传统 

文化 

政治 

社会

经济 

自然

因素 
其他 

利益相

关者 

卫生

系统 
干预 

制度 

例如：权力关系、

政治背景、政府结

构 

例如：地形、

距离、河流 

任何其他的

影响干预的

因素 

例如：教育、

人口、居住 

例如：非政府

组织、学校、

女性团体 

健康、信息、

服务提供、劳

动力 

机构文化和风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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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典型的卫生系统要素 

 

在下面总结的例子（方框 1）中，研究人员积累了关于在夸祖鲁-纳塔尔省（南非）进

行的一项研究的自然、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以及卫生系统考虑因素的信息。该研究包括审查

相关文件和与当地居民的互动。这些资料包括用于规划和监测研究方案的基线数据或指标，

并有助于制订合适的传播战略。 

分析卫生系统的主要目的之一是，预测具体因素如何潜在地影响某一特定干预措施的可

行性和作用。由于各种特定的情境因素，在某个环境中可能有效的干预措施在其他情境下的

影响可能会被削弱（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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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 1  

案例：Sisonke区的结核病/艾滋病合作项目 

在一项评估非政府组织和社区护理工作者参与夸祖鲁-纳塔尔省结核病及人类免疫缺陷病

毒（HIV）合作活动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审查了南非卫生审查报告，特别强调了健康和与健康

相关的指标。他们确定夸祖鲁-纳塔尔省是结核病和HIV流行的中心，在某些环境中结核病及

HIV联合感染率为75-80%。他们还确定夸祖鲁-纳塔尔省的11个区之一Sisonke区主要是农村，

道路很差，面积为11128平方公里，人口约50万，79%的人失业，人口中的贫困水平为71%。

与类似的内陆农村地区的居民相比，Sisonke地区的居民获得基本保健服务的机会相对较差。

只有33%的Sisonke居民能够获得自来水（在现场或现场外），57%依靠蜡烛照明，74%依靠石

蜡或木材做饭，只有22%能够获得良好的卫生设施（即冲水或化学厕所）。最常见的语言是伊

斯苏鲁语，大部分地区人口为女性（53.62%)）。产前HIV流行率估计为35%，而2008年至2009

年全省HIV流行率为39.5%，这是通过审查2010年南非全国产前哨点HIV和梅毒现况调查确定

的。每10万人中有1079例新结核病例，HIV合并感染率为81%（2009年南非总体为52%）。 

在进行研究时（2008年8月至2009年9月），该地区的卫生系统由32个管理家庭护理服务的

非政府组织组成，其中26个组织由卫生部资助。这26个非政府组织共雇用了414名社区卫生工

作者。另一个大型独立组织管理着402名社区卫生工作者。 

资料来源：（3） 

 

 

图 4：卫生系统因素对干预措施效果和作用的影响 

利益相关者分析 

在实践中，实施研究涉及到各种各样的利益相关者，应该在研究项目的发展阶段对他们

加以识别。利益相关者分析是研究人员在理解干预措施情境因素方面进行的最重要的活动之

一，其应该以系统和全面的方式进行（4-6）。利益相关者分析旨在识别所有利益相关者，评

估研究可能对他们造成的影响以及他们对于研究结果的反应。利益相关者的识别需要仔细的

判断，必须既不能不包容（限制观点的广度），也不能过于包容（淡化基本的焦点）。 

+ 
效
果 - 

有效工具

有效工具 

可及性 

提供者的符合度

提供者的符合度 

患者的依从性

患者的依从性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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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相关者分析过程包括:（1）明确分析的目的；（2）生成利益相关者列表（可以通过

头脑风暴来构建初始列表，继而利用滚雪球的方法完善列表，在此期间，可以识别更多的利

益相关者）；（3）收集必要的资料（使用访谈指南半结构式问卷）——建议提前预约，必要

时征求同意并记录访谈；（4）以矩阵形式分析和提出数据（即利益相关者的类型、利益和影

响的程度，以及他们在实施拟采用的干预措施中将要发挥或正在发挥的作用）。表 3 显示了

健康项目案例中的各种利益相关者，以及他们所扮演的角色。 

表 3 项目利益相关者和各自角色的典型案例 

利益相关者 角色 

ProNet 政策实施中的重要非政府组织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有影响力的联合国机构，并代表其他的非政府组织参加各种会议 

环境部机构 国家级政策制定与实施 

基督教委员会会体 代表以信仰为基础的团体 

 

方框 2 强调了如何利用利益相关者分析评估一系列利益相关者的看法、愿望和期望，以

便在推出一系列卫生服务创新之前评估政策环境。 

 

制度分析 

制度或组织分析（组织行为的系统性研究）是计划实施研究需考虑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

可以通过分析强弱危机分析（SWOT 分析）实现，以确定影响干预成功或失败的潜在因素。 

方框 3 中案例使用了 SWOT 分析，提供了有关影响蚊子控制方案的各种研究环境中蚊

子控制行动的效率和可持续性的各种问题的信息。  

方框 2  

案例：对智利圣地亚哥的利益相关者进行质量评估 

智利圣地亚哥大都会地区的一项研究采用利益相关者分析，评估儿童急性下呼吸道疾病

（肺炎和阻塞性支气管炎）的门诊护理以及预防中风的系列创新举措在引入前的政策环境。 

根据研究人员对智利卫生部门的了解，确定了重点利益相关者。他们包括决策者、医生、

护士、管理人员和与卫生保健有关的专业人员。 

这项研究主要涉及收集有关一系列利益相关者的看法、愿望和期望的定性数据。该研究

还收集了关于权力和权威的看法的材料，因为这被认为可能会影响实施过程。 

虽然这种方法不能进行统计推断，但它被视为向利益相关者提供关于计划中的创新举措

的情境理解和可能反应。本研究旨在为构建有意义的社会互动与协商提供数据。其考虑了经

验、知识和行为等领域。 

资料来源:（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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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 3  

案例：七个地点的蚊虫控制工作分析 

对哥斯达黎加、埃及、以色列、肯尼亚和特立尼达等七个城市的蚊虫控制规划进行了

描述和比较。特定的城市和疾病特征、组织图表、SWOT分析工具用于对每个蚊子控制程

序进行描述性评估，并对影响减少蚊子数量的因素进行比较。 

SWOT分析的信息来源于调查、焦点小组访谈以及个人交流。SWOT分析确定了影响

蚊虫控制行动效率及其可持续性的各种问题。研究的主要成果是对蚊虫控制行动中每个研

究地点的生物、社会、政治、管理和经济条件进行描述及比较。 

研究发现的问题包括从缺乏跨部门合作到蚊虫控制工作的操作问题。缺乏可持续的蚊

虫控制资金是大多数场所的共同问题。还有许多特殊问题，包括缺乏蚊虫监测、缺乏执法，

以及人类行为的负面影响。 

识别蚊虫控制行动的共同优点和缺点，有助于确定蚊虫控制行动的最佳实践，从而更

好地控制蚊虫叮咬和蚊虫疾病的传播。 

资料来源：（8） 

 

思考活动 

 

 

 

 

• 项目范围内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是什么？ 

• 卫生系统是如何构成的（公立和私立）？ 

• 卫生系统可能如何影响你的项目？ 

• 谁是利益相关者？ 

• 每个利益相关者将为研究项目带来哪些具体的知识和技能？ 

• 对这些因素的考虑将如何影响你项目的计划？ 

 

2. 理解干预措施 

政策变化、项目和规划等干预措施试图将已在实验室、临床试验或小规模试点研究中证

明有效的健康创新进行转移，造福更多人。参与这类创新开发的人群促进了真正的实施，并

经常警告说偏离计划可能会降低效率。他们关注的是“保真度”（9,10）。而卫生保健提供者

往往更关心干预措施的效果，他们认为根据当地情况进行适当调整可以提高干预措施的效果。 

实施研究面临的困境是，越是严格控制实施以确保已证实的干预措施的保真度，当地的

情境因素（如资源约束、文化因素、基础设施等）就越有可能降低其效果。使用循证干预措

施的另一个问题是，预期的干预措施在应用中被修改的程度可能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因

此，这就意味着所说的保真度可能大大低于实际预期。 

我们已经讨论了了解实施研究项目规划和实施的环境的重要性。反思

自己的实施研究项目，并确定在项目实施前和实施过程中应考虑的环境因

素。站在一个更为广泛的层面上，考虑文化信仰和习俗、政治结构、卫生

系统的组织方式以及环境中广泛的利益相关者。然后回答以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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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实施研究通常涉及复杂的社会干预措施，其依赖于研究所处的情境，这反过来可

能会导致低保真度。因此，结果取决于可能尚未被很好理解的详细过程和各种途径。 

因此，要进行有意义的实施研究，就需要深入了解：①预期的干预(例如，确定那些被

认为是必要的因素，以及那些可以在不破坏干预目标的情况下进行修改的因素)；②计划的

实施过程，特别注意由于认为有必要适应当地的具体情况而做出的修改。 

一个能跟踪实施过程中的变化并检查是否偏离原定计划的监测系统是必不可少的。这样

的系统可以作为一个有用支点来构建（或者审查，如果已经存在）干预的“逻辑模型”（11,12）。

国际捐助者通常需要这样的模型，以简化解释具体的干预措施如何处理和实现其目标。 

 

干预逻辑模型 

这种干预模型采用了“如果-那么”的方法（见图 4）： 

• 如果进行了活动，那么应该会有产出。 

• 如果形成了产出，那么应该会有符合目的的结果。 

• 如果产生了结果，那么他们应该有助于实现目标。 

 

关于外部情境因素监测和评价的假设 

图 4：一项干预措施的逻辑模型  

那些管理干预措施的人被认为负责形成一组可定义的和可量化的产出。产出结果步骤经

常建立在对现有证据的假设和对情境因素的透彻理解上。 

为使逻辑模型中的每个步骤更为有效，与干预措施和外部情境因素有关的假设必须是准

确的。更好地把握个别步骤的弹性，就更有可能使干预措施的整体实施获得成功。 

逻辑模型矩阵 

逻辑模型可以采用简单的矩阵格式显示。 

 可验证的客观指标 验证的方法 假设 

目标    

结果    

产出    

活动 投入   

 在实施管理的控制之下 

 超出实施管理的控制 

投入 
活动 

产出 

结果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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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的“逻辑” 

定义： 

目标：干预有助于实现的更高层次的目标（例如：降低婴儿死亡率）。 

结果：干预措施的结果所预期的最终影响或变化（例如：增加儿童免疫接种率）。 

产出：可直接影响并由实施管理小组负责的结果（例如：改善获得免疫接种的机会）。 

活动：为产生预期产出而进行的活动（例如：提供者激励机制的改革）。 

 

可验证的客观指标 

该逻辑模型的一个主要目的是探讨和确定如何有效地监测关键的实施活动、产出和结果，

以评估某项干预措施按计划实施的完成程度。特别是，这一过程涉及产生预期产出和结果的

信息和文件，逻辑模式要求在每一级确定一套可验证的客观指标： 

• 目标：验证目标完成程度的措施。 

• 结果：验证成果目标实现程度的措施。 

• 产出：验证哪些产出目标已实现的措施。 

• 活动：对开展活动所需投入（即资源）的衡量。 

 

假设 

逻辑模型还需要识别在实施管理团队控制之外的、被认为是必备的重要条件或事件： 

• 用于实现目标； 

• 用于实现具体结果； 

• 用于形成预期产出； 

• 用于开始和持续实施。 

研究假设对实施研究来说特别重要，因为它们在评估重复、扩大或重新部署干预措施的

可能性方面特别重要。一些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 

在现有的背景下，上述假设是否可信？ 

这些假设对于研究背景有多大的针对性？ 

• 是否有重要的隐含（未确认的）假设？ 

• 不正确的假设可能会导致什么后果？ 

• 有任何假设被证明是错误的吗？ 

 

逻辑模型在实施研究中的可能用途 

• 总结和测试给定干预措施的基本逻辑。包括合理性、可行性和情境因素的初步评估。 

• 促进对干预措施的共同期望。 

• 界定成功/失败的指标，并为设计监测和评估框架提供基础。 

• 确定可用于验证实现失败和成功的数据源。 

• 明确所有研究假设，如果不正确，将对干预措施产生严重的不利后果。 

• 随着时间的推移，跟踪实施计划的重大修订，并相应地促进逻辑框架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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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一个完整的逻辑模型矩阵的案例 

 客观的可验证的指标 验证的方法 假设 

目标 

根除疾病 
国家疟疾患病率 

全国疟疾流行情况

调查 

其他有助于实现既定

目标的干预措施 

结果 

使用长效杀虫剂处理过的

蚊帐(LLIN)睡觉的5岁以

下儿童比例增加 

睡在长效杀虫剂处理

过的蚊帐的孩子数量 

项目记录 

社区讨论 

小调查 

社区可以被说服接受

长效杀虫剂处理过的

蚊帐的好处 

产出 1 

5岁以下儿童拥有保护自

己不受疟疾侵害的手段 

5岁以下儿童家庭中

使用长效杀虫剂处理

过的蚊帐的大量分布 

家庭评估形式 

焦点小组讨论 

为这个项目提供充足

的资金；家庭给五岁

以下儿童使用长效杀

虫剂处理过的蚊帐 

产出 2 

信息、教育和沟通或行为

改变沟通活动来鼓励适当

的使用长效杀虫剂处理过

的蚊帐；早期求医行为 

对5岁以下儿童的疟

疾问题和长效杀虫剂

处理过的蚊帐的使用

问题增加及时咨询 

健康中心的记录 

焦点小组讨论, 

口袋式图表 

假定有卫生设施和熟

练的卫生工作者 

活动 1 

确定公共卫生对口单位，

并对管理人员和提供者进

行培训 

已确认的工作人员人

数，完成的培训 

项目记录 

培训评估 

来自当地官员、提供

者、社区的支持 

活动 2 

疟疾知识、长效杀虫剂处

理过的蚊帐使用和求医行

为基线调查 

与不同小组举行的焦

点小组和研究会议的

数目； 

数据质量或数量 

项目记录及报告 
具备与目标人群沟通

的能力 

活动 3 

寻找和训练社区义工来推

广长效杀虫剂处理过的蚊

帐 

确定和训练的志愿者

数量 

项目记录 

培训评估 

社区行动计划 

假定社区愿意自愿参

加这些活动 

活动 4 

长效杀虫剂处理过的蚊帐

的大量分布 

LLINs长效杀虫剂处

理过的蚊帐的数量分

布 

项目记录 
假定立即购买和交付

蚊帐 

活动 5 

信息、教育和沟通或行为

改变沟通的载体 

印制的传单和海报数

目 
项目记录 

信息、教育和交流的

可用性 

活动 6 

开发可靠的信息系统 
数据数量或质量 项目记录 

社区承诺 

健康服务可及性 

* （IEC/BCC:信息、教育及传播或行为改变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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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适应系统 

有学者认为，许多健康倡议产生了所谓的“复杂适应系统”（CAS）（14-17），这是一种

基于关系、产生、模式和迭代的理论。前提是，无数复杂系统（天气系统、免疫系统、社会

系统等）可能会相互作用，从而触发对当前环境的适应。 

复杂适应系统涉及大量具有自适应能力的相互作用主体。它们会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

环境和特定干预所引起的变化做出适应。例如，一个常见的适应可以是形成了新的组织联盟。 

复杂适应系统概念的最终含义是没有简单的方法来“控制”主体行为。复杂适应系统在

本质上是不可预测的，对干预措施的意外反应经常发生。因此，了解复杂适应系统现象对于

更好地规划、实施、监测和评估扩大卫生服务的方法非常重要。 

 

许多健康干预产生复杂适应系统的证据是什么？ 

• 由于环境差异，如卫生系统发展水平、生态因素，社会和文化差异，在条件受限制

的研究环境中或者在某个国家或地区中获得小规模成功的干预措施，想要向其他地方进行推

广或者扩大规模时往往会遭遇失败。 

• 实施过程往往很少按照计划进行，通常需要迅速做出调整来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境。 

• 实施管理者对提供者、社区甚至他们自己员工行为进行控制的能力，在实践中经常

受到组织环境的高度限制。 

• 看似很简单的技术干预在利益相关者群体互动时也会出现复杂适应系统行为。 

• 重大的干预有时会产生非常有限的结果，相对较小的投入也可能产生重大的积极或

消极后果。 

 

复杂适应系统行为 

复杂适应系统会表现出意想不到的行为。与卫生干预措施相关的三种行为模式是:反馈

循环、路径依赖和突发行为。下面将更详细地描述反馈循环。 

当系统内某个进程的输出被反馈到同一个系统中时，反馈循环就发生了。例如，正反馈

增加了某一因素在给定方向上的变化率（即自我强化），而负反馈调节了变化方向（即平衡）。 

 

思考活动 

 

 

 

目前影响这些服务实现的环境和情境问题是什么（积极的和消极的影响）？  

上一节中，我们回顾了关于健康服务的文化信仰、做法和政治结

构的复杂相互作用。请以计划生育服务为例，说明目前在你的项目区

域内正在进行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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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反馈循环对免疫接种服务的需求产生积极或消极影响 

社区对免疫接种的高度认识对免疫接种服务的需求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加强)，而有效

的社区动员、母亲的高识字率、媒体宣传和健康教育活动的程度也提高了对免疫接种服

务的认识。相反，对免疫接种的误解降低了社区对免疫接种的认识水平，从而降低了对

免疫接种服务的需求。 

尽管母亲的可获得性增加了对免疫接种的需求，但母亲的家庭责任和社会经济地位

低下可能对其可获得性产生负面影响。 

保健服务的质量和可得性可以积极或消极地影响对免疫服务的需求。免疫服务的提

供增加了接受免疫接种的儿童数量，提高了社区的群体免疫力，从而疫苗降低了可预防

疾病的暴发风险。疫苗可预防疾病的低发生率有助于提高社区对免疫接种方案的信心，

从而增加对免疫接种服务的需求。 

卫生服务质量差，例如缺乏疫苗、等待时间长、接种疫苗后儿童出现脓肿等，使母

亲不愿带子女参加免疫接种。这导致社区儿童辍学率高和未接种疫苗的发生，从而导致

免疫力低下，增加了疫苗可预防疾病暴发的风险。其结果是对卫生系统失去信心，这进

一步减少了对免疫接种服务的需求。 

方框4 

认知水平 

其他的相互

竞争的利益 

动员的

有效性 

放弃 

免疫接种 免疫接种的

需求 

母亲的

可及性 

对卫生系统

的信任水平 

服务的

可及性 

正反馈 

负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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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施研究中的伦理考虑 

在过去的 20 年里，审查研究提案/协议的严格程度稳步提高。已经实施了一些举措，以

加强伦理审查能力和提高参与研究人员的认识。制定适用于各个地方所有研究的伦理规则是

困难的，而且常常是不恰当的。重要的是，每项研究都要根据其所处的情境来判断伦理方面

的问题。大多数伦理道德问题源于“相互竞争”的价值观之间的冲突。这也表明，在一种环

境中可能被认为是伦理上不可接受的研究，在另一种环境下可能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这两

种判断都可能是正确的，适当的。 

关于人类研究的伦理准则，有一些准则和国际标准文件可供参考。虽然本单元不会讨论

这些准则，但值得注意的是，每个准则在提供的细节或信息的范围和水平方面有所不同，特

别是在知情同意程序、向对照组提供常规标准护理服务的义务、安慰剂的使用以及研究参与

者在研究结束后获得健康产品的程度（18）。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研究伦理应该考虑适

当社会的相对风险和利益，而不是以研究对象个人为导向。在许多中低收入国家，面对着贫

穷和有限的医疗卫生条件，研究工作往往会遭遇一些困难。因此，那些对与贫穷有关的疾病

进行干预措施实地试验的人可能会面临特殊且困难的伦理困境。与实施研究相关的一些伦理

问题可能是不可预测的，并且只有在研究开始时才会出现，因此可能没有在提交伦理审查的

研究方案中得到解决。在研究之前发现的伦理问题以及在进行实施研究项目过程中出现的伦

理问题，应由研究团队迅速解决。 

 

以人为研究对象的伦理原则 

以人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应受到基本伦理原则的约束，以保护个人、社区和整个社会免受

不必要的风险。 

这些原则被广泛讨论，因为它们表达了不同的伦理、经济和政治理论。在实践中，这些

原则可能会根据不同的情境而承担不同的权重，但在其有效性和用于指导研究项目建议的必

要性方面存在普遍的共识。 

在大规模的卫生干预研究中，特别是在与国际伙伴合作开展的研究中，道德和伦理问题

可能超越国家和政治利益（19）。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有广泛的卫生问题，而当地找到解

决方案的能力十分有限。在大多数情况下，充分提供基本保健的科学、管理、政治和经济能

力都很有限。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研究既具有挑战性又至关重要。 

三项既定伦理原则应用于公共卫生研究，包括实施研究： 

1. 自主权/尊重他人是基于伦理信念，即每个人都有道德观和自主权，因此不应被用作造

福他人的手段。在了解真相、忠诚、隐私和保密方面，个人应该被平等对待。从这一原

则衍生出的两个主要伦理假设是：①对那些能够做个人选择和自我决定的人给予充分尊

重；②保护自主权被减弱的人，要求那些依赖他人或易受伤害的人得到安全保障，免受

伤害或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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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效益是将促进个人福利作为健康研究的首要目标，最大限度地扩大其收益。非恶意是指

避免伤害、恶意对待个人或提供无效干预的生物伦理学原则。在任何情况下，对个人造

成伤害都是不合理的，即使这可能给人群带来利益——只有在风险和利益之间有适当的

平衡时，研究才是合理的。研究人员及其组织的责任是确保效益。更广泛的社会也有责

任了解任何拟议研究的风险和好处。 

3. 公正是指在高风险和有益的研究中，尊重他人，给予参与者平等机会的道德义务。弱势

群体应得到保护，不应因与研究无关的理由而排除特定群体。向参与者提供健康服务也

应是公平的，并应加强地方研究或保健服务能力。 

 

实施研究中的伦理困境 

研究人员的伦理和科学诚信对国际合作项目的伦理可接受性至关重要。在实施研究的背

景下，可能会出现特定的伦理困境，因为研究通常是在医疗卫生条件有限的高负担和脆弱人

群中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志愿者的自主权和理解能力可能是有限的。对研究结果的过高

期望社会压力和权威压力可能导致各种形式的强迫同意或胁迫。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当讨论

或记录敏感问题，或违反保密原则时，个人观察或个人访谈都可能产生心理困扰（21）。 

表 5：由于参与者或环境的特点而存在缺陷的伦理原则 

变量 结果 伦理原则缺陷 

语言障碍 权力关系和依赖的存在，阻碍了个体的决策过程 自主权 

家庭和个人在社会中

的角色 
尊重有智慧和权威的传统人物，包括社区领袖 

自主权 

效益 

公正 

医疗保健和疾病的传

统和信仰 
对传统治疗师、医生或研究人员的尊重差异 自主权 

不熟悉的研究 对研究程序的敏感性 自主权 

贫穷和低教育水平 难以理解研究人员提供的信息 
自主权 

公正 

获得保健服务和商品

的机会低 
剥削和胁迫，引诱，经济利益的可能性 

自主权 

公正 

属于弱势群体 剥削和胁迫的可能性 
自主权 

公正 

在卫生机构进行研究 干扰公共卫生系统 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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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施研究相关的伦理问题会引发争议。这可能涉及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以及一系列学

科和观点，如流行病学、统计学、人类学、社会学、卫生经济学、健康促进和教育、政治学

等。尽管研究方案是应用在现实生活环境中的，其风险往往比在临床试验中遇到的风险小，

例如，实施研究的参与者可能会因失去隐私、花费在访谈和检查上的时间以及可能产生的消

极心理影响而感受到负担。这些风险可以通过仔细关注研究程序，限制问卷的长度或额外的

临床检查和抽样，以及考虑观察的时间来实现风险的最小化。实施研究还提出了具体的伦理

挑战，因为它需要从涉及广泛利益相关者的不同情况下的大量受试者中收集信息。因此，伦

理审查委员会应充分了解此类提案或协议，并确保所有观点都得到保护（22）。 

表 5 和表 6 总结了一些伦理困境及其后果，并强调了可能有缺陷的相关伦理原则。 

表 6:因研究人员的特点而存在缺陷的伦理原则 

变量 结果 伦理原则缺陷 

语言障碍 未能获得知情同意 自主权 

双重角色：医疗助理

和研究员 
认为参与研究比没有医疗保健更重要 

效益 

公正 

利益冲突 影响公正判断的能力 
自主权 

公正 

不正当的入侵 违反隐私保密 自主权 

不清楚参与者选择的

程序 
不公平的参与者选择 公正 

未能解释研究的好处 提高参与者的期望 自主权 

与合法的社区代表对

话不畅 

未能与潜在参与者沟通（由于缺乏当地语言技能） 

未能获得知情同意 

未能确定适当或合理的激励措施 

没有使用适当的传播策略 

自主权 

 

思考活动 

 

 

 

  

使用本节和表 5 和表 6 中提供的信息，思考一下你的项目有哪些

伦理问题特别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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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键概念的应用 

下面的例子描述了如何将理解环境、干预和伦理问题的关键概念应用到实施研究中。 

方框 5  

案例：一例自愿接受包皮环切手术的男性 

背景:尽管许多研究强烈建议，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男性包皮环切术在应对新艾滋病毒感染

的持续上升方面非常重要，但许多情况证明很难将这项研究转化为政策和实践。这主要是由于

经济、社会和伦理方面的考虑。在计划实施或扩大男性自愿接受包皮环切作为公共卫生干预措

施时，应考虑具体因素。以下是在计划将男性包皮环切作为一个艾滋病预防干预时，可能会发

现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和伦理困境。 

 

关键概念1：理解情境 

应当分析社会经济和文化状况，以及实施干预措施的卫生系统。例如，该国能够支付与提

供安全割礼服务有关的费用水平。此外，应当审查与男性包皮环切有关的文化价值观以及现有

保健服务的组织。保健服务的组织对将新生儿男性包皮环切术纳入产后服务或作为一项单独服

务的可行性有决定性影响。现行国家关于男性包皮环切的政策也对实施进程有重要影响。例如，

是否某些年龄段的孩子不应该接受割礼，是否有专门的割礼外科医生，或者实施割礼的地方？

在分析保健服务时，还应分析现有人力资源提供安全包皮环切和其他艾滋病毒服务的能力。最

后，应评估利益相关者（即决策者、卫生部、卫生工作者、社区和包括配偶在内的潜在受益者）

及其各自的作用。 

 

关键概念2:理解干预 

应分析以下与干预措施本身有关的背景问题。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有不同的因素会促进或

阻碍实施。相关因素包括:不同男性包皮环切方法的文化可接受性（即新生儿、青春期青少年、

成人）；将干预措施纳入现有保健服务的可行性；提供干预所需的资源；如何在所有预期受益人

中公平地提供；以及传统割礼的社会和心理层面。 

 

关键概念3:伦理困境 

自主权——自愿的男性包皮环切意味着几个伦理困境。其一，在未达到同意年龄的未成年

人的情况下，获得新生儿包皮环切手术的同意。如果孩子不同意但父母想要割礼，或者反过来

孩子想要割礼但父母拒绝同意，该怎么办？此外，获得包皮环切手术同意的概念在文化上可能

是不存在的。 

公正——谁有资格进行干预的问题应予以密切考虑。例如，是否应该针对有感染或传播艾

滋病毒风险的人群（如卡车司机、士兵、移徙工人）实施包皮环切?如果特定人群与HIV和相关

服务有关联，这可能导致随后的污名化。 

效益——效益原则也是需要考虑的重要伦理问题。例如，决定实施干预的最佳年龄；男性

包皮环切手术是否应该只提供给HIV检测呈阴性的男性，还是也应该推广到艾滋病毒携带者？ 

资料来源：（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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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更多的情境性问题影响实施研究计划的案例 

 

  

案例:增大南非预防母婴传播方案的覆盖面 

这一干预措施包括在南非一个艾滋病毒高发地区实施的数据驱动的参与式质量改进方法。

设计包括三个阶段:（1）建立一个参与性评价阶段以培养当地方案管理人员能力；（2）反馈和

规划阶段，在此期间查明系统的弱点并制订相应的干预措施；（3）为期12个月的实施和监测阶

段，在此期间进行了减少艾滋病毒母婴传播预防的干预措施，并监测了有关的产出指标。 

通过对管理人员和顾问进行结构化访谈、观察卫生设施、审查文件和例行收集预防母婴传

播的数据。数据显示，所有关键的母婴传播预防产出指标都有很大改善。 

 

关键概念1:理解情境 

背景资料中介绍了研究地区的人群、预防母婴传播方案的组成部分、目前的预防母婴传播

政策、南非的地区卫生系统、转诊系统和保健提供者的核心活动。所审查的文件包括国家卫生

审查报告、预防母婴传播护理议定书、预防母婴传播方案实施政策指导方针和艾滋病毒血清流

行情况调查报告。基线预防母婴传播指标是从常规地区预防母婴传播数据中提取的。利益相关

者包括卫生系统的中层管理人员（如:设施管理人员、初级保健监督员和地区方案协调员）和社

区。它们的不同作用也作了相应的说明。 

 

关键概念2:理解干预 

用于制定干预措施的概念框架是基于扩大的卫生系统方法（该框架是基于管理者必须考虑

的关键条件而制定的，确保一个项目从效力转向效果）。研究人员进一步确认，评估过程中发现

的弱点是由于客户与卫生系统因素的复杂交互作用造成的。客户因素包括缺乏信息和害怕披露

HIV状况，卫生系统因素包括护士对预防母婴传播计划缺乏所有权、角色和责任不明确、缺乏对

议定书的了解，以及糟糕的记录系统和护理连续性。 

 

关键概念3:道德困境 

• 这项研究以人为研究对象（卫生保健提供者、儿童和看护者）。 

• 作为常规医疗保健和系统的一部分，让干预措施有资格获得快速伦理审查？ 

• 如何尽量减少对日常卫生保健的干扰？ 

• 您如何在常规护理服务和研究之间划清界限，以及在哪种层次上划清界限？ 

资料来源：（24） 

方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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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7  

案例：卫生工作者保护还是患者病耻感？ 

在索马里社区，使用医用口罩对病人和医生都是一项挑战。医生在与病人会诊时戴口罩会

让人觉得病人患有高度传染性疾病（例如结核病）。因此，考虑到与结核病有关的病耻感，患者

可能会感到羞辱、不尊重，并认为医生傲慢。这往往会影响医患关系，损害信任，从而可能影

响回访的意愿。此外，它还为卫生工作者或医生提出了一个安全难题。 

资料来源：（25） 

 

方框 8 
 

案例:苏丹的生殖健康研究 

由于苏丹南部和东部的社会文化背景不同，在苏丹开展的关于生殖健康问题的实施研究面

临伦理和文化问题。研究团队必须根据不同的背景调整他们的方法和团队组成。 

伦理：获得本研究的适当同意 

苏丹南部 

• 社区同意：由部落的酋长和宗教领袖给予； 

• 知情同意：从参与者个人处获得； 

苏丹东部 

• 社区同意：由村级的领袖和宗教领袖最后落实，但是一些村庄的领导只有在远程观看会议

后才能决定是否参加。只有在那之后，他们才会允许部落成员参加会议并参与项目。 

• 企业文化：优化研究团队组成，确保项目的可接受性、可持续性和高回复率。 

苏丹南部 

项目组男女人数相等。团队结构的组成在文化上为社会所接受。 

苏丹东部 

• 项目团队的组成根据社区的文化背景进行了改变。（如封闭的、复杂的社区)。该小组主

要由女性研究人员组成，这使得会有更多的女性参与者加入。团队中少数人男性会与部落

中的领导互动（在文化上这些男性并不善于接受女性的指示）。 

• 研究主题及相关的敏感性 

• 从项目概念和计划方面认真考虑以避免意外的后果，如任何可能危及项目成功的误解、负

面看法或误解。 

苏丹南部 

社区开放讨论亲密的生殖问题和权利。 

苏丹东部 

社区封闭和某些生殖问题被认为是禁忌以及在社会上不可讨论的问题。因此，设计研究（即

研究的目标以及方法）与苏丹南部不同。 

资料来源：（26） 

 

四、结论 

祝贺完成了单元 1 情境化实施研究问题。本单元旨在增加学员对实施研究的环境问题的

理解和相关知识。该单元还应该促进你在实施研究项目时对干预策略和伦理考虑的理解。  

方框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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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2 制定实施研究计划书 

简介 

本单元旨在支持您和您的团队开发出高质量的实施研究计划书，以让您在获取研究基金

时更具竞争力。如果您正在着手写一份实施研究计划书，并且不确定从哪里开始（这样的情

况其实是普遍存在的）。即使是对研究问题的定义，一开始也似乎是压倒性的困难。本单元

的设计是为了帮助团队成员理解和执行实施研究计划书撰写所涉及的基本过程。 

在完成这一单元之后，参与的研究的团队将能够完成他们的实施研究计划书。本单元的

内容和活动分为五节课，并逐步针对每个具体的部分对应解决计划书制定过程中的问题。每

节课包括以下这些内容： 

• 学习目标：确定在每节课程结束前将完成哪些工作 

• 内容介绍：提供必要的信息，以理解撰写计划书的具体内容 

• 活动：通过练习来促进对学习内容的理解，将理论付诸实践 

• 小组讨论：通过讨论来为组员提供提问的机会，并思考与其项目有关的具体问题 

• 写作坊：为团队提供一个每晚共同写作的机会，用于撰写团队计划书的内容 

研讨会将由有实施研究经验的研究人员来协助，他们将在您的团队制定实施研究计划书

的过程中给予您指导和支持。 

本单元还提供统一的计划书撰写指导，培训来自不同背景的研究人员。 

 

研讨会前的准备工作 

本单元分为三个阶段：研讨前，研讨中，研讨后（图 1）。  

在研讨会之前，您应该完成一个线上部分，该部分介绍了关键术语核心概念、研究框架、

项目组成和适当的问题。在线课程大约需要三个小时才能完成，其具体目标是： 

• 识别实施研究的特征。 

• 描述实施/规模扩大，并将实施研究与这些过程联系起来。 

• 将属于实施研究范畴的研究问题和相关研究进行分类。 

• 总结框架特征并确定将其应用于实施研究的策略。 

• 认识到如何将实施研究应用于不同的实施问题。 

• 对实施研究的优先级进行分类。 

• 审查各种实施研究利益相关者的作用，并确定适当的方法，将利益相关者整合到实

施研究规划、交流和传播结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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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部分可浏览 https://training.measureevaluation.org/certificatecourses/ir.。您还应该完成

一个初始利益相关者咨询（单元 1）以及文献综述，这能使您把实施问题置于更广阔的背景。 

图 1. 本单元的三个阶段 

介绍您的团队和研究的挑战 

在前面的单元中，您可能已经很好地理解了什么是实施研究，以及这种实施研究方法如

何帮助您实现研究目标。您可能也已经确定了您的实施研究团队的一些成员，设定了每个成

员的角色和责任，并确定了一个研究问题且为此制定一份计划书。  

开始时，需要请您团队的一位成员来简要描述您的团队开发研究项目所要解决的研究问

题/挑战。然后邀请您的团队的每个成员自我介绍并解释他们正在进行的工作，以及在您所

计划的项目中的角色和责任。 

 

小组活动：复习实施研究的基本知识 

分成小组。理想情况下，每个团队的成员应该分成不同的组。每组分配七个主题中的一

个（见幻灯片）。在每个小组中，准备两分钟的报告来总结指定的主题，可借鉴研讨会之前

的线上部分/前几个单元的内容。 

选择一位发言人在全体会议上来展示要点（两分钟内）。 

研讨前 

研讨中 
 

导言 

 

研究设计 
研讨后 

什么是实施研究？ 

我们的团队应该有谁？ 

我们的项目是什么？ 

项目计划 

影响 

文献综述 

支持信 

伦理审查许可 

完成计划书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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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研究项目的资助 

主要有三类供资机构，作为支持研究项目的潜在来源： 

①多边组织 

– –例如，世界卫生组织（WHO）、世界银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以及一些特

殊项目，如 TDR、卫生政策和系统研究及特殊项目研究联盟、以及人类生殖研

究、发展和研究培训特别规划署（HRP）。 

卫生政策和系统研究及特殊项目研究联盟、TDR 和 HRP，作为指定的研究项目，定期

对卫生健康研究计划书进行招标，包括那些实施研究。大多数多边组织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

国家制定了执行方案，其中部分方案预算被分配到监测和评估以及实施研究。 

②双边捐赠者 

– 例如，加拿大政府、英国政府（英国国际发展署）、美国政府（美国国际开发

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福加蒂国际中心）、挪威政府(挪威开发合作署）、瑞典

政府（瑞典国际发展合作署）、澳大利亚政府和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越来越多的双边组织，如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Fogarty 国际

中心，英国国际发展署，美国国际开发署和挪威开发合作署，都资助过实施研究。几乎所有

的双边组织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都有援助项目，其中一定比例的方案预算用于监测和评

估，以及实施研究。 

③私人基金会和信托 

– 例如，盖茨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惠康信托。 

相比于其他问题，私人基金会和信托基金有支持健康研究的传统。实施研究是一些私人

基金会和信托基金有兴趣支持的领域之一。请注意，上述所列举的并非详尽无遗。一些低收

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政府也会资助研究，以改善其卫生系统内干预措施的获取和提供。 

 

寻找匹配 

为给您的计划书找一个合适的匹配，需要考虑： 

• 您的经验水平； 

• 您需要的资源/基金； 

• 时间和截止日期； 

• 您的地理位置； 

• 谁会对这个主题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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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资源 

政府资助： 

•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外研究处指南 (http://grants.nih.gov/grants/guide/index.html) 

• 国家科学基金会 

• 其他个人/政府机构 

• Grants.gov(www.grants.gov)-从所有美国政府机构收集资金/申请信息的门户网站 

• 卫生部 

• 国家医学研究理事会 

 

私人协会或基金会： 

• 基金会中心目录（免费图书馆） 

• PA 基金会目录（免费图书馆） 

• 赠款网-来自美国科学促进协会（AAAS） 

• 比尔·盖茨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 

• Doris Duke 基金会订阅数据库 

 

下面列出的数据库，提供了关于研究资金来源的信息（政府和非政府） 

• 科学社区 

• InfoEd（Spin/Genius） 

• 其他（IRIS，Egrants） 

 

如何搜索...... 

• 去一个互联网接入良好的图书馆。  

• 如果你有的话，和你所在机构的研究管理办公室谈谈。  

• 搜索综合数据库，如科学社区、eRACommons 和 Spin。  

• 从数据库搜索中设置提醒。 

• 搜索美国政府赠款网站，如院外研究处或 Grants.gov，或个别机构网站。  

• 搜索协会和基金会的网站。  

• 查明那些与你所在领域有关的并且已经获得资助的项目。 

这是您工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如果您在搜索数据库方面有一定的经验，您可以继

续进行，否则可以向您所在机构或机构外的图书馆寻求帮助。不管你采取什么方法，决定在

哪里提交实施研究计划书申请资金时，您必须遵循基本的步骤并考虑一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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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哪些基金愿意为研究计划书/意向书提供资助机会。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他们通常

要求每年申请一次。因此，提前规划并从申请截止日期开始往回做计划工作是很有必要的。

如果你错过了最后期限，可能要等上一年才会有另一轮招标或机会出现。在实施研究中，12

个月的延迟是很严重的。此外，对于定期的研究计划书/意向书申请，一些供资机构也可能

有兴趣根据其健康研究战略来支持开展实施研究。换句话说，来自中低收入国家的研究人员

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发送简短的研究计划书来供其审议。一些资助机构会基于他们的任务和

战略，更有可能委托或征求卫生健康研究计划书。 

需要确保资助机构和研究项目之间的良好匹配，包括研究主题、资助规模、地理区域、

合作伙伴资格、参与国家、要求的附属机构等。探索已经在这个主题上做过的研究，以确保

你没有重复现有的工作。评估机构过去资助的项目类型，你可以扩展这些活动。做好充分准

备，了解该主题的现有内容，识别差距并证明需要做哪些工作，以及这些发现将如何使社区

受益。 

 

准备你的申请 

• 仔细阅读提交研究计划书的说明 

• 参考相关文献 

• 说明拟开展调查研究的理论依据 

• 提出一个有组织的、清晰的报告，包含尽可能多的细节 

• 请求有经验的研究人员预先审查 

• 使用资助者所要求的风格和元素 

在申请研究基金时，要充分利用可获得的一切资源。 欧洲和北美的大多数大学都有研

究办公室，配备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以协助研究人员进行大规模的基金申请，低收入和中

等收入国家的学校或卫生健康机构可能没有这些资源。然而，互联网上也可能有许多有用的

资源。访问所要提交计划书的资助机构的网站是很重要的。他们经常会对该做什么和何时提

交计划书有详细的指示。 

例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写作小贴士：http://grants.nih.gov/grants/grant_tips.htm。

审查员将寻找对所提供的社区或国家卫生保健服务产生重大影响的项目。 

此外，可以探索与资助机构的项目经理沟通的可能性，以便更清楚地了解申请过程。审

稿人一直关注那些具有清晰、创新和令人振奋的想法，以及同时具备现实的目标、时间表和

文笔清晰简洁的项目。他们希望看到一个清晰、编写良好，并承诺会产生实际作用的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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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人所关注的内容 

• 意义和影响——这在实施研究中非常重要 

• 令人振奋的想法 

• 他们可以理解的想法——避免假设基于过多复杂的知识 

• 避免假定评审人十分熟悉某一主题或对其具有充足的知识储备 

• 列出现实的目标和时间表-不要过于雄心勃勃 

• 限制出现过多众所周知的信息 

• 列出研究局限性 

• 提供一份简洁明了的、文笔好的申请，并提供合理的预算 

根据供资机构的不同，审查员可能会在不同的计划书中寻找不同的点。在提交计划书之

前，参考申请通知中的说明总是很有用的。 

一般来说，实施研究计划书是根据科学价值和政策相关性，使用特定的量表来评级的(例

如，一个 1-5 的量表，其中 1 是高，5 是低)。这两个类别的评级可以平均在一起得出最终得

分，这可能是资助决定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下文概述了每一类中经常使用的具体标准。 

 

科学价值和政策的相关性 

• 科学可靠 

• 综合现有知识（可包括文献综述）——使其简洁、中肯、完整、适当 

• 研究问题——使之恰当且可行 

• 分析框架——酌情适用并使其健全 

• 计划书应符合招标通知中概述的实施研究原则 

• 计划书应解决将进行研究的国家/社区的相关问题 

• 计划书应该适合具体的招标通知 

 

方法 

• 设计是否可行且适当？ 

• 数据收集方法和工具是否适合研究设计？ 

• 抽样方法是什么，样本量是多少？ 

• 数据管理和分析是如何计划的？ 

• 总体时间计划是否符合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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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考虑 

• 道德考虑。 

• 关键假设。 

• 创新性和原创性。 

• 方案实用性。 

 

其他关键问题 

• 团队的专长是否适合拟进行的研究？ 

• 能否扩大项目结果的规模？ 

• 结果将具有多大的普适性？ 

• 是否提出了一种多学科方法？ 

• 研究是否会促进协作和团队合作？ 

• 预算是否适当？ 

• 应用和传播的可能性/对政策和方案的潜在影响？ 

• 是否有建设/加强研究能力的潜力？这可能对一些资助者很重要，因为它可以提高

卫生系统中实施研究文化的可持续性。 

 

应用中的常见问题 

应避免以下与研究提案有关的常见问题/陷阱。 

• 缺乏有新意或原创的想法。 

• 缺乏被认可的科学/公共卫生理论依据。 

• 缺乏基本方法方面的经验。方法论上缺乏足够的细节。 

• 缺乏与政策、方案和项目的相关性。 

• 分散、肤浅或没有重点的研究计划。 

• 缺乏对相关已发表工作的了解。 

• 工作量不切实际。 

• 未来方向的不确定性。 

• “那又怎样？”是很有用的提问——研究结果如果被应用，会对卫生系统和人口产

生什么影响？ 

 

实施研究计划书的组成内容 

一般而言，所有的研究计划书的结构都是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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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研究计划书？ 

• 一份描述了以下内容的文档： 

– 拟开展的研究 

– 开展研究的原因 

– 研究设计 

– 预期影响 

• 计划书是大多数资助申请的必要条件，通常会由一个委员会来评审。为了提高效率，

你需要知道： 

– 在做什么； 

– 为什么做； 

– 计划什么时候做； 

– 打算怎么做。 

如果你曾经在研究中写过论文，你要记住，在申请伦理许可(如果涉及人类受试者)和开

始数据收集之前，你需要写一份研究计划，并得到论文委员会和你的导师的“批准”。 

在制定学术计划书时，目的是产生新的知识和想法。相反，在制定实施研究计划书时，

目的是产生研究证据，为政策提供信息，并改进方案的执行。 

大多数资助申请都要求你写一份研究计划书，将会由一个委员会评估，以确定该计划书

是否值得资助。 

撰写研究计划书可能是研究中最困难的阶段之一。为了写计划书，你必须知道你在做什

么，为什么做，什么时候做，以及怎么做。您需要提出研究问题，解释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以及给出一个概念框架。您需要对现有文献进行综述。需要设计研究，并详细说明你将

使用什么研究方法来收集和分析数据。 

 

实施研究计划书的不同之处 

实施研究计划书可能与传统的研究计划书不同： 

• 研究问题的由来 

• 终端用户参与研究过程 

 

这些差异产生于对实施研究干预的需要，用以来帮助 

• 更好地报告保健服务质量改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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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进终端用户的应用。 

• 产生“普适性”知识，以便将其应用于不同的环境和背景。 

• 多学科参与，例如，包括流行病学、社会科学、人类学、传播学和卫生经济学。 

• 提出政策建议和实际解决方案。 

 

由于研究结果、指导方针和最佳实践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完全融入实践，研究人员、

决策者和实践者不断寻求改进的知识转移过程。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实施研究源于终端用户所发现并赋予优先级的问题。鼓励终端用户

应用研究结果，要求终端用户参与研究过程的所有步骤，包括计划书的制定。  

为了有效，实施研究结果需要在现有卫生健康系统框架范围内可用，并适当实施，从而

使终端用户能够受益。实施研究还旨在产生普适性知识，以便它可以应用于各种环境和背景

（即使它们可能是特定的干预措施）。 

 

实施研究计划书的特征 

• 每个资助机构都有自己的计划书格式和要求。 

• 要求各不相同，且并非所有机构都需要本节课里所讲到的所有组成部分。 

• 一些机构可能需要一封意向书作为初步筛选，以确保您的计划书将符合他们的需要。 

• 意向书包含与实施研究计划书相同的内容，但细节较少。 

 

其他特点可能包括以下方面： 

• 明确区分常规疾病的控制和问题的系统研究和分析。 

• 衡量成果的指标。 

• 注重有限数量的优先领域，而不要关注不太可能对健康产生重大影响的大量孤立的

小问题。 

• 可外推到其他环境和疾病。 

• 与疾病控制的积极联系。 

• 与其他部委、部门和机构建立伙伴关系和联系。 

• 辅导和培训新人和有经验的人。 

• 研究中卫生专业人员的参与。 

• 在各级执行工作中积极传播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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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计划书的组成部分可能略有不同，这取决于所提交计划书的供资机构所概述的目的。

许多供资机构都明确指出了在计划书中应该解决的问题。  

由于每个供资机构都有自己的格式和要求，本模块所涵盖的一些要素可能不是在每一项

研究计划书中都需要。 

实施研究计划书的组成内容 

 

图 2. 实施研究计划书的组成内容 

这节课的设计足够有普适性，因此可以根据不同对象的优先事项和供资机构对计划书的

要求加以调整。下面是实施研究的常见组成部分列表： 

• 导言：包含标题页、理论依据、问题陈述、目标和研究问题，以及文献综述（综合现

有知识）（表 1）。 

• 研究设计：概述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数据收集、数据分析、质量管理和伦理（表 2）。 

• 项目计划：包含项目计划、研究团队和预算（表 3）。 

• 影响：包括监测和评估、能力建设计划和传播计划（表 4）。 

• 附件：包括项目摘要、目录、参考资料、附录和研究人员简历（表 5）。 

 

  

导言 
标题页 

. 

. 

理论依据 

问题陈述 

研究问题 

文献综述 

研究设计 
研究设计 

研究方法 

数据收集 

数据分析 

研究对象 

质量管理 

伦理 

 

项目计划 
项目计划 

研究小组 

预算和测算理由 

 

影响 
监测和评估 

能力建设 

传播计划 

 

附件 
项目摘要 

目录 

. 

. 

参考文献 

附录 

研究团队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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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你的计划书的导言包括标题页、理论依据/摘要、目录、理论依据、问题陈述、目标和

研究问题、文献综述（综合现有知识）。 

表 1. 导言部分的次级组成内容 

部分 描述 

标题页 

• 一个好标题由四个部分组成： 

-使用表示行动的词汇。 

-反映实施和干预的主题。 

-包含特定的目标人群（青少年、5岁以下儿童等）。 

-包含具体的地理位置。 

理论依据 

• 概述正在研究的内容和原因。 

• 总结预期成果，包括预期影响。 

• 提出简洁明了的理由，说明该项目为何应该被资助。 

问题陈述 

• 总结研究目的。 

• 应是一个段落而不是一句陈述。 

• 确定研究方向并抓住研究的实质。 

• 清晰简洁。  

• 纳入研究的总体目标，使用表示行动的词汇简洁概述研究目的。  

• 反映出研究设计。 

• 逻辑清晰地引出研究问题。 

目标和研究问题 

• 应该研究最终影响的研究社区、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决策者、供资

机构和医疗保健提供者等所感兴趣的问题。 

• 问题应该是可回答的。 

• 由问题形成的，反过来又应在逻辑上影响研究设计。 

• 明确且具体。 

• 具有可行性。 

• 提供评估正在进行的干预或项目进展所需的信息。 

• 分析未达到目标的可能原因，以便找到解决办法。 

• 回答这个问题将获得重要的信息。 

文献综述 

• 表明熟悉这一主题。 

• 总结对该主题所未知的内容。 

• 建立可信度。 

• 将拟进行的研究放在更广泛的背景下。 

• 通过建立与知识体系的联系来证明相关性。 

• 整合和总结关于某主题的已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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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设计 

研究设计部分包括：研究设计，研究方法，数据收集，数据分析，质量管理，以及研究

对象和伦理。 

表 2. 研究设计的次级组成内容 

部分 描述 

研究设计 

• 描述研究的性质或结构。 

• 采用定性、定量还是混合方法；关注研究对象之间或研究对象内部；

实验性研究或相关性研究；个案研究或群体案例研究等。 

研究方法 

• 包括用来获取和分析数据所使用的各种方法。 

• 说明要做什么，什么时候，怎么做。 

• 为研究设计提供理论依据。 

• 证明研究方法如何产生新的或与众不同的结果。 

• 包括一些次级部分，如研究设计、研究对象、数据方法、数据收集和

数据分析。 

数据收集 

• 解释如何收集用于回答研究问题的信息。 

• 可能涉及使用定量数据（例如，调查、记录事件发生次数、实验室实

验），定性数据（例如，访谈、观察）。 

数据分析 

• 详细描述如何汇总收集的数据，以及如何组织和解读数据，以理解研

究发现。 

• 确定主题，编制表格和图表，确定关系，计算频率。 

研究对象 

• 对研究中的对象（样本）或参与者的完整描述。 

• 如何选择研究对象。 

• 成为研究对象的标准。 

质量管理 

• 确保研究项目质量的制度。 

• 有助于保障研究开展和产生的数据能够最佳地满足要求。 

• 必选项——必须有质量管理计划。 

伦理 

• 如果从人类受试者（直接或间接）收集信息/数据，你必须向伦理委

员会/专委会申请。 

• 如果在多个地点收集数据，则可能需要向多个委员会申请。 

• 保证申请伦理许可。 

• 伦理批准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收到，所以一旦提交了计划书

就要马上着手申请。 

• 大多数机构在收到书面形式的伦理审查声明前是不会发放资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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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计划 

项目计划包括：项目计划、研究团队和预算。 

表 3. 研究计划的次级组成内容 

部分 描述 

项目计划 

• 明确说明项目的时间框架和项目各方面实施的时间。 

• 工作计划或时间表通常在图表、表格或Excel表中最能有效显示。 

• 将有助于以非常明显的方式证明项目的可行性。 

• 确定任务；活动何时进行；由谁执行。 

研究团队 

• 描述团队成员以及他们为项目贡献的经验。 

• 团队必须是多学科和多样化的（取决于研究的性质，它可能包括社区

成员以及研究人员、医疗保健提供者和决策者）。 

• 说服评审专家，团队有足够的专业知识有效地运行拟开展的研究。 

• 项目列出每个成员的角色和责任。 

• 说明团队成员是全职还是兼职参与。 

预算 

• 概述有效运行拟开展研究所需的资源。 

• 准确地说明开展项目实际上需要供资机构提供什么。 

• 在研究情境下应能反映现实情况。 

• 说明项目每个阶段需要多少资金。 

• 与机构的建议/要求的预算类别保持一致。 

• 预算应与研究设计中的拟开展的活动相一致。 

 

影响 

影响部分包括以下内容：监测和评估、能力建设和传播计划。 

表 4. 影响部分的次级组成内容 

部分 描述 

监测和评估 

• 准确描述团队将如何判定项目是否达到其目标。 

• 告知潜在的资助机构，项目结束时将如何向他们证明这是个好投资。 

• 促进循证实践的实施和健康结局的改善。 

• 评估实施效果与健康干预措施效力之间的差异。 

能力建设 

• 该项目将如何通过培训、指导等方式帮助提高国家和当地相关机构的

研究能力。 

• 该项目将如何帮助参与的关键利益相关者（如政府官员）来提高利用

研究证据制定政策或进行决策的能力。 

传播计划 

• 传播计划应包括预期的出版物、通讯稿、研讨会、无线电广播、演讲、

印刷品、幻灯片、培训方案等。 

• 确定主要利益相关者的目标受众及其需求。 

• 让利益相关者参与整个进程。 

• 相应地调整信息-利益相关者群体因对研究术语的熟悉程度和偏好的

不同而对信息的接收程度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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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包括：项目摘要、目录、参考资料、附录和项目组成员的简历。 

请注意，项目摘要和目录放在计划书的开头，但只有在你完成了其他部分后才能写。 

表 5. 附件部分的次级组成内容 

部分 描述 

项目摘要 

• 简要描述整个计划书。 

• 先读后写。 

• 包括对所调查的问题的描述、为什么需要做这项研究和/或这项研究

的重要性（基于现有文献）、研究对象、方法学和进行这项研究的意义。 

• 是评审专家对项目的“第一印象”，可能会影响他们是否选择资助。 

• 使评审专家很容易根据评审标准理解和评估您拟开展的项目。 

目录 

• 通过概述内容和每个可以找到出处的条目来组织计划书内容。 

• 按逻辑顺序展示主题和章节列表，使之一目了然。 

• 文字处理程序会以专业的方式自动为您设置标题、副标题和页码。 

参考资料 
• 列出计划书中引用的所有参考资料（使用公认的参考文献格式）。 

• 如果计划书中没有引用某一参考资料，则不应在参考文献中列出。 

附录 

• 包括项目中对读者而言是次要方面的内容。 

• 假设读者可以从计划书正文中获得所有必要的信息。 

• 可能包括调查人员的简历、研究工具或支持信等。 

• 放置希望审查员可以看到但是受计划书字数限制的内容。 

项目组成员的简历 

• 可以使审查员对计划书的评估产生影响。 

• 确保团队中至少有一位成员具有实施研究经验、良好的业绩和论文

发表记录。 

• 诸如社区信誉等补充性优良品质也同样重要。 

• 机构通常对一个调查员的简历内容限制在1-3页。 

• 制定一个模板，突出团队成员简历中最相关的方面，应与供资机构

的范围保持一致。 

在以下每一节课中，您的团队将撰写和形成研究计划书的其中一个部分。 

  



48  
 
 

第一节课：撰写导言部分 

本节课，您将通过起草导言部分开启撰写实施研究计划书的第一步。当中涉及撰写研究

问题概述，并对现有的材料和文献进行系统综述，以提供理论依据来说明为什么这个问题是

重要的并且亟待解决。将制定总体和具体的研究目标，问题的陈述和研究问题。 

在完成本节课后，你将能够： 

• 为计划书撰写一份导言 

• 为计划书撰写研究问题 

 

撰写导言 

计划书导言： 

• 概述所研究的内容和原因（即理论依据） 

• 对研究现状的论述 

• 包括问题陈述，总体目标，具体目标和研究问题 

• 对已有文献的综述 

• 总结预期结果，包括结果将产生的影响 

• 提供清晰简洁的理由，说明项目为何应该得到资助 

导言基本上是对现有相关知识的综述，包括已发表的研究报告、项目报告和其他文献。

它为开展研究建立了一个论点，包括一般和具体的研究目标、问题的陈述和研究问题。这一

论点或理论依据可能基于社区、政策制定者和项目管理者所确定的需要。总之，计划书的导

言对研究内容提供了明确、简洁的说明，并解释了项目为何应该得到资助。 

 

导言的目的 

导言通过完成以下三件事为资金和社区支持提供了关键信息： 

• 为计划书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基础（问题概述） 

• 通过类似研究来背景信息（对文献进行系统分析和简要综述） 

• 系统论述为何进行实施研究（理论依据），希望实现的（目标）和预期结果（成果） 

 

导言撰写指南 

• 首先，系统分析想要研究的问题，以及分析完成这项研究的重要性 

• 一旦理清了初步想法，随着进程不断编写导言，与团队讨论问题，并从更大的研讨

会小组和导师那里得到反馈 

理论依据应说明为何开展研究，包括研究问题的科学性、公共卫生和政策相关性，以及

调查的规模和频率，地理区域，种族和性别因素的问题。导言还应列出研究问题的其他可用

选项，并说明为何采用所选择的方法，还应说明将如何使用这些结果，以及为何这些结果能

影响卫生健康和卫生健康系统/政策，以及如果项目结果得到适当应用，谁将最终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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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什么内容 

• 卫生系统和环境（情境）概述 

• 问题性质描述 

• 分析可能影响问题的不同因素 

• 对可使用的解决方案的描述（背景），以及进一步研究的理由 

• 从研究中期望得到的信息以及这些信息将如何用于解决问题（结局） 

为了完成这一部分，要简洁地写出下面列出的每一个项目。只要开始写作，就不要担心

最初的想法如何，或者想要写得很完美：随着您对主题的研究和讨论的进展，将不断更改、

详细说明、删除和编辑导言。 

概述国家/区域/地区的卫生系统，因为这些系统与问题有关。包括说明性统计数据（如

果适当和/或可用的话）来描述问题发生的背景。 

• 问题性质的描述 

• 分析可能影响问题的不同因素 

• 简要描述尝试过的任何解决问题的方案(背景)，它们的效果如何，以及需要进一步

研究的原因（开展研究的理由） 

• 描述预期从实施研究中产生的信息类型，以及如何使用这些信息来解决问题（结局） 

 

形成标题 

好的标题由四个部分组成： 

1. 使用表示行动的词汇 

2. 反映实施和干预的主题 

3. 包含特定的目标人群(如青少年、五岁以下儿童等) 

4. 包含特定的地理位置 

研究计划书的标题应能描述研究，简明扼要地告知读者研究是关于什么。它应该包括关

键词，这些关键词可以帮助找到合适的评审专家。 标题与任何其他研究计划书的标题可能

没有很大的不同，但它所涉及的主题将反映出社区的需求。如果在申请实施研究经费，则尽

可能在您的计划书标题中也写有“实施研究”的字眼。 

例如： 

• 撒哈拉以南非洲青少年在预防艾滋病毒方面的差距测定：一项实施研究 

• 利用实施研究探讨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刚果民主共和国、肯尼亚和赞比亚

等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的上升 

 

理论依据 

• 导言必须证明为什么你提出的研究问题是重要的，并且是值得资助的 

• 为了证明这一点，首先要通过系统分析现有信息来提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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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从各种资源和途径找到支持进行文献综述的信息，包括： 

• 当地文件——项目进度报告，论文，学位论文，研讨会记录 

• 方案进展或评价报告 

• 医学文献，包括概述研究差距的评论 

• 来自先前研究的新想法/建议 

• 供资机构的年度报告 

• 方案工作人员和/或学生提出的问题 

 

案例： 

控制盘尾丝虫病的主要挑战是每年要向所有目标社区提供伊维菌素治疗，并在很长一段

时间内保持高治疗覆盖率。为实现这目标，非洲盘尾丝虫病控制规划（APOC）采用了伊维

菌素面向社区的治疗战略（ComDT）。事实证明，该策略非常奏效。伊维菌素治疗很受欢迎，

社区对由自己负责规划和实施的以社区为导向的干预概念反响良好。APOC 最近的一项外部

评估得出结论，ComDT 是一个及时和创新的战略。社区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深入参与了自己

的卫生保健工作。这一战略可作为发展中国家其他社区卫生保健方案的模式。 

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人们对使用 ComDT 的方法来作为其他疾病的干预措施的兴趣越来

越大。目前的良好势头提供了一个重要机遇，可以将伊维菌素治疗与其他疾病控制活动结合

起来，并促进非洲一些最贫穷人口的卫生保健发展。但是，为了确保这一机会得到适当利用，

迫切需要有良好的科学证据来证明 ComDT 过程在防治其他疾病的干预措施方面的效果，以

及在社区层面上综合疾病控制的效果。 

在 2002年 12月的会议上，APOC的联合行动论坛建议热带病培训研究特别规划署（TDR）

与 APOC 合作进行一项关于使用 ComDT 治疗其他疾病的多国研究。TDR 和 APOC 积极响

应了这一要求，多国研究现已启动。2002 年 11 月 4 日至 8 日在喀麦隆林贝举行的方案制定

研讨会上，制定了多国研究的研究方案。 

由于所涉及问题的复杂性，研究者决定通过与关注 ComDT 多病种方法的主要合作伙伴

举行一系列磋商会议来准备这项研究，以确定研究中需要解决的主要研究问题。 

磋商中的重要的发现是，人们关于 ComDT 的态度差异很大,有的专家对 ComDT 在盘尾

丝虫病控制方面的经验持非常积极的态度，而一些其他疾病领域的专家对ComDT表示怀疑，

并不相信 ComDT 方法有助于他们所关注的疾病。非常明确的是，十分需要对社区指导的干

预措施和其他干预措施进行科学比较，包括盘尾丝虫病。通过提供客观证据，用以说明社区

指导的干预措施与其他在非洲社区层面提供保健干预措施的方法相比的优势和劣势。 

 

问题陈述 

• 总结研究目的 

• 注意应该是一个段落，而不是单一的陈述 

• 确立方向，抓住研究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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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晰简洁 

• 应包含总体目标，并使用表示行动的词汇简洁地概述研究目的 

• 反思研究设计 

• 引出研究问题 

 

“问题陈述”一词可能具有误导性，因为它通常包括一个自成一体的段落，而不是一句

话的陈述。 

• 使用“目的”、“意图”或“目标”等词来突出研究的主要思路 

• 确定所要研究的关键概念 

• 确定研究设计（例如，案例研究，民族志研究，相关性研究，实验） 

• 确定研究中的分析单位（例如，自变量和因变量、人口、课堂、组织、方案、事件)；

数据收集方法(例如，调查，访谈） 

 

案例 1 

在 20 世纪 90 年代，X 国政府推出了经济结构调整方案。这意味着减少了对社会服务方

面的财政拨款，取消了补贴，从而限制了公共卫生预算。卫生部门的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

例从 1980 年的 5.3%下降到 1990 年代中期的 4.2%。分配给卫生部的资源不断减少，严重影

响了包括疟疾控制在内的各个计划。疟疾仍然是该国主要的健康和发展挑战之一，并且仍然

是五大致命疾病之一。1998 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全国 57 个地区中，有 16 个地区的发病

率高于每 1000 人 100 例（资料来源：1998 年）。 

尽管全国几个区都配套有医疗计划，但 Y 区的发病率（885/1000）仍然是最高的区域之

一（资料来源：1999）。另一方面，位于同一农业生态区的 Z 区在过去三年里成功地将疟疾

的发病率从 1997 年的 575/1000 降至 1999 年的 305/1000。在全国 57 个区中，Y 区和 Z 都是

最贫穷的八个区，人类发展指数为 0.47（资料来源：2000 年）。拟开展的研究将识别在某个

区的疟疾控制中取得成功的因素，吸取经验并制定有效的实施策略，以便在一个目前面临经

济危机的国家优化使用有限的资源。 

案例 2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只有 5-10%农村人口，且大部分都是富裕的东部沿海地区，被

合作医疗方案覆盖。在越南，在 1989 年实行参保人收费后，制定了几项省级健康保险计划。

在这些计划中，工业工人在人口中占少数，原则上由公司投保。而其他公民，包括农村地区

的农民，基于自愿投保。然而，1999 年自愿参加健康保险的农村目标人口不到 2%。这里的

问题是，医疗保险的使用率很低。因此，农村人口获得医疗保健的机会有限。 

 

如何知道这个问题是否值得研究 

为了说明所确定的问题是否是一个适当的研究项目，请回答以下问题： 

• 存在的情况与理想或计划的情况之间是否存在感知差异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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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的不同或差异是否有明确的原因？ 

• 这个问题是否有多个可能的答案或解决方案？ 

 

案例 

回顾以下问题的相关情况概述： 

在 Y 区域（145000 人口)，卫生条件差（仅 5%的家庭配备厕所），并且与卫生条件有关

的疾病，如肝炎、胃肠炎和蠕虫感染是非常常见的。卫生部发起了一个卫生项目，旨在让配

备厕所的家庭比例每年提高 15%。由于该项目提供物资，预期区域内的人口将提供劳动力。

但在该方案开始两年之后，实现的目标仍不到一半。 

现在回顾以下问题，了解如何对情况进行系统分析，并为需要进行研究以得出问题答案

提供理论依据： 

• 什么是差异？ 

• 什么因素可以解释这种差异？ 

– 服务相关因素？社区不知情且参与不足？物资供应瓶颈？卫生检查人员的培

训及其有效性？ 

– 与人口有关的因素？对疾病与卫生的关系缺乏了解？贫穷？ 

– 自然因素？生态系统？硬化的土地？洪灾泛滥的区域？ 

 

为了确保您已经确定了一个需要研究并值得资助的合理问题，要战略性地定位您的计划

书，以便它能够： 

1. 使研究人员和利益相关者能够批判性地评估现有知识，汇集这些知识，并确定实施

研究项目应填补的空白； 

2. 阐明问题和可能导致问题的因素； 

3. 促进关于实施研究重点和范围相关的决定（与具体目标有关的意义）。 

这三个考虑因素需要在你的计划书的导言中强调，以帮助你明确表达为什么需要进行研究的

理由。反思这些考虑因素对于帮助你先进行广泛思考也有重要作用，以便能够缩小你的关注

点范围，在更广泛的背景下确定研究目标。 

 

缩小研究问题 

1. 阐明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观点。 

2. 指定并描述核心问题 

3. 找出可能导致问题的因素，明确其与问题的关系。 

到目前为止，研究团队应该能够对研究问题进行概述，并通过对现有资源和文献的系统

分析，从而为进行研究提供理论依据，用于说明拟开展的研究为何能够针对所确定的问题提

供答案、解决方案或替代策略。现在请遵循以下步骤来帮助缩小重点，并在较宽泛的研究问

题内确定研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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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阐明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观点。 

• 列出所有问题 

• 说明差异 

 

案例：结核病患者的不规则服药率不断上升 

• 政策制定者表明，卫生健康服务管理不善 

• 受影响社区表明，与结核病有关的社会病耻感 

• 服务使用者，卫生健康工作者的消极态度 

 

2. 指定并描述核心问题。 

• 量化问题 

• 详细描述问题 

 

案例：结核病患者的不规则服药率不断上升 

• 观察范围有多广泛？哪些地区持续受到影响？是否有某些区域可能是潜在的低依

从性区域？  

• 谁受影响最大？  

• 问题有多严重？后果是什么？例如，发病率、死亡率升高，浪费资源，形成多重药

耐性等。 

 

3. 找出可能导致问题的因素，并阐明其与问题的关系。 

案例：结核病患者的不规则服药率不断上升 

• 由于缺乏有关结核病的物资，工作人员缺乏培训。  

• 健康教育者对病人处方知之甚少，未对病人提供系统的建议和咨询，这导致患者不

理解治疗要求，从而造成高不规则服药率。 

 

研究目标 

研究目标应该 SMART（即具体、可衡量、可实现、现实性和时限性）。另外，需要考

虑该研究是否： 

• 有相关性 

• 有创新性 

• 亟待解决 

• 政治上的可接受性 

• 符合伦理 

在撰写研究目标时，要确保团队解决以下问题： 

①研究是否具有现实性？ 

描述所开展研究的复杂性。是否有足够的资源进行研究？在 12 至 36 个月内开展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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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是否具有可行性？ 

②研究是否具有时效性？ 

描述这个问题有多宽泛，以及谁会受到影响，以及谁会将其视作问题。也指如果不加以

应对，疾病/情况将有传播/恶化的潜在风险，卫生健康系统负担增加的潜在风险，以及该问

题对目标人群的现有或潜在经济影响。 

③研究如何具有相关性？ 

描述这个问题有多宽泛，以及谁会受到影响，以及谁会将其视作问题。也指如果不加以应对，

疾病/情况将有传播/恶化的潜在风险，卫生健康系统负担增加的潜在风险，以及该问题对目

标人群的现有或潜在经济影响。 

案例 

中国和越南政府最近都认识到农村人口缺乏医疗保健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正在

制定新的政策举措。在中国，中央政府已经决定为中西部地区的所有农村人口每人每年分配

10 元补贴，为了重新建立新的合作医疗计划提供补贴，同时还要求省政府提供同样数额的

资金支持该计划。政府颁布了一项法令，大幅扩大自愿医疗保险计划的覆盖范围，向近贫困

人口提供补贴保险卡。这意味着，两国政府考虑通过医疗保险机制为需求方（特别是贫困户

和接近贫困户）提供直接财政支助，尽管它们继续从政府卫生预算拨出一定数额的资金支持

正规的卫生部门。在此背景下，拟开展的研究预计将支持政府的政策举措，由 BRI 汇集来

自中国、越南和三个欧洲国家的经验丰富的研究人员的资源，为正在进行的加强电子访问的

运动研究、评估和吸取政策教训有效的医疗保健，使两国最脆弱的农村人口提供有效的医疗

保健。在此背景下,该研究预计将支持政府的政策举措,，通过汇集来自中国、越南和三个欧

洲国家的经验丰富的研究人员的资源进行研究，为正在进行的改革做评估并吸取政策教训以

有效加强医疗保健的可及性，使医疗保险计划对这两个国家最脆弱的农村人口发挥作用。 

④研究是否具有创新性？ 

指出研究将如何通过做一些新的或扩展/改进已经存在的东西来增加价值。你需要让读

者相信你不是在重复做一些已经被做过的工作。 

案例： 

该项目将通过以下方法和活动在若干领域产生创新： 

• 新农村医疗保险试点和测试，包含以下创新点： 

– 福利，尤其是包含中国的初级和门诊医疗服务和灾难性卫生支出的计划； 

– 卫生服务提供者的支付机制，特别是诸如在中国的乡村和乡镇一级的卫生服务

和越南的社区卫生站收取门诊费用等备选方案； 

– 组织和管理，包括加强问责制和透明度的措施； 

– 两个区域的政府补贴。 

采取参与式的方法，让决策者和潜在/实际服务用户等主要利益相关者参与研究的各个

阶段，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挥研究结果的相关性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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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研究是否是当务之急？ 

论证政策制定者、实施者和卫生健康提供者如何迫切需要研究结果，以便提供证据来改

变现状、实施干预或停止目前的做法。 

案例： 

在 2003-2004 年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爆发期间，迫切需要对 SARS 方案的实施

进行研究。 

⑥这项研究是否在政治上可被接受? 

实施研究项目往往涉及地方和国家当局利益高度关注的专题。 最好让决策者参与项目

设计，以确保政治上的可接受性并促进研究结果的推行实施。 

案例： 

在一些共产主义国家，监狱中进行结核病研究在政治上可能是不可接受的。与当局协商

并让其参与其中可以缓解这种情况。 

⑦结果和/或建议将如何适用于目标社区？ 

解释采纳研究结果建议的可能性，以及如何利用这些发现来改善卫生保健。证明你已经

完成了你的工作并且获知可用的资源，以及促进实施该建议所需的任何额外资源。 

⑧研究是否合乎伦理？ 

解释研究如何有利于被研究社区的成员。如何与目标群体分享研究结果？是否能获得研

究对象的知情同意？你将如何考虑研究对象的状况？这些结果是否将与被研究人群分享？ 

案例： 

在扩大使用 GeneXpert 结核病诊断装置时，将检测到更多的多重耐药结核病（MDR-TB）。

如果诊断出的多重耐药结核病不能得到合适的治疗，这将被视为不道德的行为（例如，因为

缺乏技术能力）。 

 

总体目标 

• 列出具体和总体目标 

• 概述开展研究的目的 

• 用通用术语明确说明该研究的预期成果 

• 在导言部分的概述中将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和健康问题结合，并进一步将研究的背

景集中到一个基本的目的 

不同的供资机构使用不同的术语（目的、目标、宗旨）。有时这些术语可以互换使用。

“总体目标”一词有时与“研究目的”或“整体目标”交替使用。总体目标不应不切实际（减

少发病率和死亡率），而应该是合理的，例如向项目管理人员提供有助于改进服务的信息。

总体目标概述了进行研究的目的。目的部分可以将研究分为明确界定的阶段，并促进研究方

法的发展和数据收集，以汇集信息来解决已确定的问题。 

特定的研究项目可以促进总体目标的部分，但不能充分实现这些目标，因为它们可能受

到教育、制造业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具体的目标必须通过这个项目可以完全实现。

具体目标将用于衡量项目的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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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 

帮助发展中国家贫困农村地区的人民减少贫困并改善健康状况；通过向卫生决策者提供

证据，以在中国和越南建立一个有效、可持续和负担得起的农村卫生保健筹资体系，提高卫

生公平性。 

案例 2： 

在六个国家的农村地区和城市贫民窟，最大限度地促进社区服务公平性、有效性和效率。 

 

具体目标 

• 具体目标是将总体目标细分为可衡量的行动声明，概述了将做什么和在哪里做。 

• 在定义特定目标时使用表示行动的词汇（例如，确定、比较、验证、计算、描述、

建立、评估）。 

在写你的具体目标时，避免使用模糊的、非动作的动词（例如，欣赏、理解或研究）。

在描述项目活动时使用表示行动的词汇，如：训练，监督，分配。抵制住诱惑，不要把太多

或过于雄心勃勃的但无法实现的具体目标放入您的实施研究计划书。在制定你的具体目标后，

问自己以下问题：具体目标是否明确，是否以专业术语定义，是否可测量并有现实意义，以

及是否说明了研究结果将如何用于解决研究问题？ 

正面案例： 

以前几年的调查结果为基线，确定区域层面利什曼病活动性病例检测的促进和阻碍因素。 

反面案例： 

• 提供以病人为中心的培训方案，以加强糖尿病的自我管理和病友管理，作为培养领

导者的手段。 

• 研究乌干达卫生工作者的行为。 

• 为中国国家结核病控制计划制定一个消除结核病的实施战略。 

 

研究问题 

• 应该对研究人员、政策制定者、决策者、供资机构、医疗保健提供者以及受研究影

响的社区都有意义。 

• 应该是可回答的。 

• 由问题形成的，反过来影响研究设计。 

• 都是明确具体的。 

• 是可行的。 

• 提供评估正在进行的干预和/或进程的必要信息。 

• 分析未达到目标的可能原因（以找到解决办法） 

• 回答这个问题将产生重要信息。 

研究方法的设计应以这样的方式来设计：通过开展研究，研究问题将得到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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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研究问题 

• 主要解决政策制定者、项目管理员和卫生保健提供者的需要，但不仅限于此。 

• 描述健康状况和干预措施（包括已施加的和潜在的干预措施）。 

• 提供必要的信息，以评估正在进行的干预或在干预中做出调整所需的进程。 

• 分析未达到目标的可能原因（以便找到解决办法）。 

实施研究问题是通过对情况和证据的分析来确定的，而不仅仅是基于研究人员、政策制

定者、项目管理人员或卫生保健提供者的直觉。 

一个实施研究问题会研究以下一项或多项： 

1. 描述健康状况和干预措施（包括现有的情况和干预措施以及潜在的干预措施） 

• 问题的严重性 

• 人口健康需求分布情况 

• 一些问题的危险因素 

• 人们对问题的认认知 

• 服务的利用模式 

• 现有的和潜在的其他干预措施的成本效益 

 

2. 提供必要的信息，以评估正在进行的干预或在干预过程中需要做出的调整 

• 覆盖优先健康需求 

• 目标群体的覆盖范围 

• 服务的可接受性 

• 服务质量 

• 干预的成本效益 

• 该方案对健康的影响 

 

3. 分析未达到目标的可能原因，以便找到解决办法 

• 可及性 

• 可接受性 

• 可负担 

• 服务提供问题 

这些信息需要用来制定适当的政策，调整或策划干预措施，以及评估项目进展和项目调

整的必要性。 

当您的团队开展自己的实施研究时，请记住“问题决定方法，目的决定框架”。实施研

究的问题涉及方案的设计、实施和成果产出。实施研究还会提出：“是否有意想不到的后果？”

和“为什么会这样？”。实施研究的研究问题是由实施问题驱动的，并且应该与利益相关者

合作，来设计出以行动为导向的研究。 

 



58  
 
 

制定实施研究问题 

在制定实施研究问题时，您应该考虑以下问题： 

• 如何能最好地回答？ 

• 如何能可行地回答？ 

• 有哪些数据可用？需要什么数据？ 

• 什么是可以控制的？ 

一旦发现了实施难题，下一步就是提出解决这个难题的研究问题。您的方法取决于所处

情境和信息的可及性。请记住，实施研究问题是方案嵌入式的——它们始于方案也终于方案。

因此，尽早让方案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制定实施研究问题。问题的制定方式决定研究方法。这

些都是有助于制定实施研究问题的来源： 

• 方案进展情况，年度报告，或监测和评估活动中产生的评估报告 

• 医学文献，Meta 分析，文献综述 

• 学术会议 

• 从先前的研究或形成性的定性研究中产生的新想法（例如，访谈） 

• 供资机构的年度报告 

• 项目工作人员和学生提出的问题 

• 当地文件-项目进度报告，学位论文，论文，研讨会记录 

• 年度总结或宣传会议 

• 能确定问题的地理位置和分布的地理信息系统数据 

 

实施研究问题的优先排序 

在对研究问题进行优先排序时，要注意： 

• 相关性 

• 避免重复 

• 紧急程度和需要等级 

• 政治上的可接受性 

• 可行性 

• 结果或建议的适用性 

• 伦理上的可接受性 

一个方案可能会同时产生多个实施问题和研究问题。这可能是无法避免的，因此考虑实

施研究问题的优先顺序，确保实施研究的效率和实践是很重要的。以下七项标准应有助于确

定实施研究问题的优先次序（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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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实施研究问题的优先排序标准 

标准 考虑因素 

相关性 

• 这个问题有多大多广泛？ 

• 谁会受到问题的影响？ 

• 问题有多严重？ 

• 如果问题未解决，是否有扩大的可能性？ 

• 谁将其视作问题？ 

• 这个问题是卫生系统的负担吗？ 负担有多重？ 

• 这个问题对人口的经济影响是什么？ 

避免重复 

• 这个研究问题或实施问题以前研究过吗？ 

• 是否存在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的干预措施？ 

• 如果有，是否存在值得进一步研究的主要问题？ 

• 背景不同，是否能使用先前干预研究的结果？ 

紧急程度和需要等

级 

• 政策制定者、执行者和卫生保健提供者有多迫切需要取得成果？ 

• 及时性是否会影响改变的进程、新的干预措施的采用或停止他们正在

做的事情。 

政治许可 

• 最好研究地方或国家当局高度关注和支持的实施问题。 

• 对具有政治支持的突出问题的研究结果更有可能得到落实。 

• 政治上被接受的实施问题可能取决于政策制定者参与研究。 

可行性 

• 研究有多复杂？ 

• 是否有足够的资源来做这项研究？ 

• 是否能在 12 至 36 个月内开展并报告调查结果？ 

结果或建议的适用

性 

• 建议被采纳的可能性如何？ 

• 如何利用这些发现来改善卫生保健？ 

• 是否有可用的资源来实施这些建议？ 

伦理许可 

• 被研究人群对该研究的接受程度如何？ 

• 目标群体是否都存在实施研究问题？ 

• 是否可以获得研究对象的知情同意？ 

• 是否会考虑研究对象的情况？ 

• 研究结果是否会被分享给被研究人群？ 

 

文献综述（综合现有知识） 

• 包括图书馆搜索以找到最新的相关资源，阅读并整合现有的信息和文献形成一个简

要的概述 

• 通过确定已知的研究问题以及过去的处理方法来论证相关性 

• 提供理由来说明为什么进行研究是至关重要的 

• 指出研究主题中尚不得知的内容 

• 帮助你完善问题的陈述 

• 提供关于该主题的“知识状况”，并设定正在研究的研究问题 

• 建立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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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整合了所提出的研究课题的最新相关信息，并提出了正在调查的研究问题。文

献综述应该证明你已经阅读并深入了解了该领域现有的工作，从而向读者提供正在调查的主

题领域的知识状况和主要问题的情况。 

通过对现有的可获得的信息的概述，您可以找出在该主题上已经做过的研究来避免重复

现有的研究。回顾现有的信息将帮助你完善你对问题的陈述，分析在相关研究中已经使用的

各种方法，并有助于形成与研究相关的有说服力的论点。通过阅读你的综述，读者应该能相

信，你熟悉这个主题并且在这个领域做过广泛的背景研究。 

在第一节课的“写作坊”中，您将战略性地将研究问题定位在现有的知识和文献中，以

便建立一个理论依据，来说明为何您研究的既定问题之很重要的。撰写您的理论依据是您的

实施研究计划书中整合现有知识的第一步。 

 

完成文献综述 

• 阅读和写作是一个反复的过程，并且耗时 

• 您在目前的培训中不太可能会完成对现有知识的整合 

我们的目标是： 

• 确保您理解所涉及的内容 

• 确保您知道有可用的工具来帮助您完成此任务 

• 向您提供从实施研究计划书中摘取的文献综述示例 

进行文献综述涉及回顾现有知识和进行图书馆检索以找到相关资源(即研究文章，研究

报告，政府文件和白皮书)，阅读，然后组织和整合信息，成为一个简洁的主题概述。你可

能会发现，在开始写作之前，你需要就主题进行几天或几周的阅读。然而，在某些时候，你

需要开始写作。通常你会发现，你需要寻找主要的概念，有目的地阅读，成为一个具有批判

性思维的读者，并开始写的时候，仍然要阅读。阅读和写作可以是一个反复的过程。因此，

对现有信息进行全面整合可能是一项极其费时费力的任务。 

在这个研讨会中，你将没有时间为你的研究主题进行文献综述，因此无法在足够的程度

上支持你的实施研究计划书。正如工作手册前面所指出的那样，在参加该课程之前至少就您

所确定的问题做一些阅读，这是很重要的。 

总而言之，我们将概述整合现有的信息和文献的意义，确保您知道有哪些可用的工具可

以帮助您完成这项任务，并为您提供现有知识和文献整合的实施研究案例。在你完成研讨会

的学习后，你可以继续收集和阅读文章，并撰写你的文献综述。如果您有足够的资源，您甚

至可以把这个任务外包给曾经进行过文献综述的顾问。 

 

文献综述的特点 

• 提出基于现有信息的论点（例如，出版的文献、报告、政府文件等） 

• 整合多个来源的信息 

• 批判研究方法缺陷（如果合适的话） 

• 文献综述应该支持你的研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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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献的综述不仅是研究小组对一个问题或主题的意见的表达，而是根据现有的信息

（包括已发表的文章）提出一个论点。一个有效的文献综述并不取决于或详细说明一两项研

究，而是整合许多来源的信息。它应该写得很好，从一个段落有逻辑地衔接到下一个段落。

文献综述不仅描述或总结了一篇文章的内容，还会酌情批评研究方法上的缺陷。 

过去，由于研究小组所处的位置以及缺乏对图书馆资源的利用，没能对既往知识进行有

力的综合分析是可以接受的。然而，今天任何人在网上都能找到大部分文献。一些搜索引擎

会有所帮忙，如 PubMed（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Hinari（http://www.who.int/ 

hinari/en/）和 Google 学术（http://scholar.google.com）。你也可以与图书馆员合作，或指派项

目组的特定成员帮助你寻找和获取你需要的信息。综上所述，整合现有资料能够： 

• 定义并限制问题或研究问题 

• 表明对主题的熟悉程度 

• 建立可信度 

• 将研究置于其情境中 

• 通过与一组知识的连接来证明相关性 

• 整合并总结已知的某个领域的东西 

• 有助于避免重复 

• 确定与先前研究之间的相同之处和差异 

• 帮助研究者选择方法和措施 

• 激发新的想法 

 

参考文献 

• 文献综述中包含的思想应适当引用 

• 软件程序可以帮助有效地管理、存储和使用引文 

• 不恰当的参考文献会阻碍你申请资金成功的机会 

• 不引用或引用不当可能会造成剽窃 

• 计划书的文中引用的所有参考资料应列入参考文献列表 

文献综述中所包含的想法应使用提交计划书的机构所要求的参考风格加以适当引用（例

如，APA, MLA, Chicago, Harvard）。有各种软件程序可以帮助有效地管理、存储和使用参考

文献（例如，EndNote, Mendeley）。如果可能的话，将 30 天试用的 EndNote 软件或免费的

Mendeley 软件安装到您的计算机上。 

你必须适当地引用。不遵守正确参考文献的惯例是研究不严谨的表现，因此会妨碍你申

请资助时获得成功的可能性。此外，如果你不正确地引用，你就会面临剽窃的风险，这可能

会产生严重的职业和学术影响。有一些程序可以帮助你在你的写作中检查是否抄袭。举个例

子：桌面抄袭检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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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引用良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Q 国家建立了一个广泛的结核病控制系统，该系统依赖于使用

大规模微型 X 线影像进行积极的病例发现，并使用有效的抗结核药物进行长期的住院治疗

（参考文献，1999 年）。 该国的崩溃给贫困的地区当局留下了结核病控制的负担，并导致

了病例发现、诊断质量和临床有效性的中断。伴随着对结核病患者有效药物输送的中断，该

地区出现多药耐药结核病（MDR-TB）（参考文献，1998 年）。 

由于国际社会认为 Q 国的结核病控制系统投入过大，1994 年，世界卫生组织召集了该

地区结核病控制方案的负责人，以促进形成结核病控制的标准框架，后来被称为“DOTS”

（参考文献，2001 年）。1998 年，Q 国政府通过了 DOTS 战略，并开始在全国加强结核病服

务。虽然随着一线结核病药物和涂片镜检设施的供应，结核病死亡率有所下降，但结核病控

制仍然受到至少两个限制：结核病患者继续以 8%或更高的速率放弃治疗，超过 5%的新诊

断患者患有 MDR-TB（参考文献，1999 年）。在过去的十年中，z 市和 w 区的结核病感染率

有所上升，就像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并且可能与贫困和由于缺乏资源而导致结核病控制和预

防系统恶化有关。白喉和肝炎等其他传染病的发病率也大幅增加（参考文献，1999 年）。 

关于直接观察治疗（DOT）的国际文献表明，基于社区的结核病控制方案的成功取决于

激励患者和医护人员的因素组合，从而促进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参考文献，2000 年）。此外，

关于 MDR-TB 治疗的医学文献表明，短期化疗不能为已经对异烟肼和利福平耐药的患者产

生可接受的临床结果（参考文献，2000 年）。在 MDR-TB 高度流行的环境中，有效的结核病

控制可能需要 18 至 24 个月的个体化治疗方案，包括二线抗结核药物（世界卫生组织，2001

年）。针对治疗依从性和 MDR-TB 的问题，国家结核病控制方案和国立医科大学已在几个试

点地区开始使用二线药物治疗 MDR-TB 并已开始制定一项创新的门诊增强和使能方案，他

们称之为柔性 DOT 和随访 DOT（参考文献，2001 年）。 

 

案例 2（引用较差） 

世界上大部分农村人口仍然容易遭受疾病带来的财务费用影响。在过去 20 年中，越来

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组织了基于社区或农村的健康保险计划，以改善在非正规部门工作的人获

得医疗保健的机会。为农村人口和非正规经济部门工人及其受抚养人制定和组织健康保险的

必要性与一些国家的两组失败因素有关： 

• 政府未能征税和组织公共财政，未能为弱势群体提供社会保护，未能监督卫生部门。 

• 市场未能提供供求之间的有效交换，部分是由于需求、需求和支付能力之间的差距，

部分是由于非正规部门中非货币交易的普遍存在。 

健康保险在调动和管理健康资源方面的优势被视为基于三个因素：社会资本（(由家庭、

朋友和社区为低者正式确定的安全网-收入群体）；一些社区机构的存在；地方社区与致力于

促进社会普遍福利的外部机构之间的相互联系。但是，由于各种限制，包括人力和财政限制，

中低收入国家在制定可持续健康保险计划方面也存在许多问题和挑战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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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活动：问题陈述 

现在，你的团队已经对你们的研究问题，研究的理论依据，

以及一般和具体的目标进行了概述，你要准备好起草你的问题

陈述，这将从逻辑上引导你提出你的研究问题。 

在你的团队中，阅读案例中的问题陈述，并将其作为指导来讨论你们自己的问题陈述。 

案例[基于某个非洲国家两个不同地区疟疾控制的计划书]： 

1990 年代，X 国政府推出了经济结构调整规划。这意味着减少对社会服务的财政拨款，

取消补贴，从而取消公共卫生预算。卫生部门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例从 1980 年的 5.3%下

降到 1990 年代中期的 4.2%。分配给卫生部的资源日益减少，严重影响了包括疟疾防治在内

的各种规划。疟疾仍然是该国健康和发展方面的主要挑战之一，仍然是五大致命疾病之一。

1998 年全国 57 个区的统计数据显示，16 个区的发病率高于 100/千人（资料来源，1998 年）。 

尽管在一些地区制定了疟疾控制方案，但一些地区（如 Y 区）仍然是发病率最高的地

区之一（885/1000）（资料来源，1999 年）。另一方面，位于同一农业生态区的 Z 区等地区

在过去三年里设法将疟疾发病率从 1997 年的 575/1000 减少到 1999 年的 305/1000。在该国

的 57 个区中，Y 区和 Z 区都是最贫穷的 8 个区之一，人类发展指数为 0.47（资料来源，2000

年）。拟进行的研究将确定在一个地区成功控制疟疾的因素，并吸取经验教训，制定有效战

略，从而在目前面临经济危机的国家进行有限资源的优化利用。 

 

写作坊 

在晚上，为你们团队的项目制定以下内容： 

• 项目标题 

• 实施研究计划书的问题陈述（1-2 页） 

• 研究问题 

• 具体你的项目目标（4-6 个目标） 

请准备好在第二天提交你的草稿。 

 

小组讨论 

各小组将有约 10 分钟，展示前一天晚上写作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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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课：研究设计部分 

作为本节课的一部分，您的研究团队将建立能力，使您能够确定最有效地满足您的研究

目标的具体研究设计，并回答您的研究问题： 

• 制定一项研究设计，概述收集和分析数据的程序。 

• 确定最能有效地实现您的研究目标并回答研究问题的研究方法（定性、定量/或混合) 

• 描述您的团队将制定的质量管理计划，以确保有效性。 

• 描述研究对象。 

• 解释您将采取的步骤，以确保所有伦理协议和程序将得到解决。 

研究设计是描绘您的研究方法的蓝图或计划；收集和分析数据的步骤或程序；研究样本

大小和研究对象；以及你将如何解决伦理问题。计划书研究设计部分通常包括四个小节： 

• 研究对象 

• 研究方法 

• 数据收集 

• 数据分析 

 

研究设计主要有四种选择，每一种都针对不同研究环境中的基本需求（表 7）。 

表 7. 研究设计类别及其所需满足的需求 

 

一旦确定了总体研究设计，它就会影响研究对象选择，以及所使用/采纳的研究方法和

据收集/分析方法。 

需求 设计 示例 

充分性 前后对照或时间序列 

在资源贫乏的情况下引入健康保险，并测试健

康保险对获得医疗保健的影响。使用前后对照或时

间序列设计来收集相应数据进行评估。 

合理性 

干预与对照组比较

（干预前-干预后），

横断面研究 

在选定的地区采用一种改善产妇保健的新方法。

一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地区被选定为对照点。

新方法的影响或效果是通过对照地区的新的方法/干预

措施的比较，使用“双重差分法”的方法来评估的。 

可能性 

集群随机对照试验；

干预前-干预后和对

照点 

使用手机作为提醒，以增加对结核病治疗的依从

性。每个区作为一个集群。 在十个区中，采用分组随

机对照试验，在五个区随机测试使用手机作为提醒的

影响当选。其他五个区作为对照点。 

解释性 
关于情境和机制的重

复测量 

采用定量、定性或混合方法，了解和研究退休人

员在使用卫生保健服务方面的变化，并分析导致变化

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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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部分应包括对将受试者（样本）或研究涉及的研究对象的完整描述，以及如何

选择研究对象(目的抽样或随机抽样)样本大小和研究对象标准的详细内容。这使读者能够就

研究的普适性做出结论。成为研究对象的标准，可能包括年龄和性别等人口资料，以及与研

究有关的特征（如，工作年限，确诊时间，教育水平等）。 

概述将采取哪些策略，以确保研究对象在访谈、小组讨论和其他数据收集过程期间能够

畅所欲言。例如，场地是否私密？是否有考虑权力动态性，这样研究对象就不会感到害怕或

威胁，从而说他们真实的感受和想法？例如，如果采访病人，如果是在医生面前，他们表达

表达自己的意见可能会不太舒服。或者在采访医护人员时，让他们在上级或经理面前的说他

们的感受可能也会让他们觉得不舒服。考虑一下您的实施研究计划书如何列出适当的程序，

以确保研究对象感到舒适和自信，以提供真实、可靠的回复。 

您的计划书中的研究对象部分的具体结构也将受到所选择的研究方法的影响。 

 

实施研究计划书中研究对象部分的示例 

为研究 X 国监狱系统结核病而进行的关键人物访谈，将根据利益相关者的分析和与国

家结核病控制规划人员的协商，制定一份待访谈的官员综合名单。初始名单包含： 

• 卫生部长（或副部长） 

• 负责流行病学和感染控制的卫生部副部长 

• 国家烟草控制计划主任 

• 卫生和流行病学服务委员会主席 

• 司法部 

• 司法部负责监狱系统的代表 

• 主管监狱系统的首席医生 

• 内务部部长 

• 负责拘留中心的副处长 

• 结核病首席医生（拘留中心） 

• 社保部（主管管理员） 

• 财政部（预算编制部门负责人） 

• 区域政治当局负责人 

• 该机构卫生部门负责人 

 

小组活动：研究对象 

在你的研究团队中讨论：你认为你的研究人群是谁。你会

有一个研究地点或多个研究地点吗？你为什么会选择你选择的

研究地点？讨论你认为在你的研究中研究对象将会是谁。你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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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多少研究对象？成为研究对象的标准是什么？你是否需要不同类型的研究对象来获得对一个

问题的不同观点（病人、医生、家庭成员、社区成员）？你有对照组的研究对象吗？ 数据收集

的某些方面是否需要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人群？例如，如果你正在进行个体采访，你是否希望你的

研究对象在（年龄、性别、教育、经验等)上有所不同，以此代表样本总体？ 

为你的研究对象部分起草一份大纲。当中需要一个描述研究对象人群的部分，还需要估计每

个数据收集方法下，将要从这个总体中抽取多少研究对象(调查、焦点小组讨论、访谈等)。 

 

研究方法 

一般有三种类型的研究方法，定性方法、定量方法或两者的组合（混合方法），取决于

设计的目的。定量方法更适合回答的问题：发生了什么？ 定性方法适合于回答的问题：为

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 

 

定性方法 

定性研究通常用于探讨个体的价值观、态度、意见、感受和行为，并了解这些如何影响

所涉个人。也可以用来解释先前定量研究的结果。 

定性研究人员关注个体对特定主题、问题或情况的看法，以及他们赋予生活的意义。这

种研究对于理论形成、政策制定、改进教育实践、证明变革或某一特定实践的正确性，阐明

社会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定性研究使用数据收集方法，如访谈、观察和文件（例如，日记，

历史文件）。结果是描述性的或解释性的，而不具有预测性。 

对于定性方法，您的计划书将需要概述以下章节： 

• 理论依据 

• 数据收集 

• 数据分析 

• 可信度 

• 研究对象 

 

基本原理 

如果你的研究团队决定在你的研究中使用定性方法，你的计划书应该说明为什么选择定

性方法（说明定性方法将如何提供信息来帮助你达成研究目标并解决研究问题）。 

例如，定性研究可能是合适的，因为在你的研究中，你想探索个体的价值观和行为，并

了解这些价值观和行为是如何影响相关现象的。定性方法可能合适的原因，还因为它将有助

于进一步了解先前定量研究的结果。 

使用定性方法，可能是因为研究的目的是形成理论，制定政策，改进卫生健康实践，证

明改变某一特定做法是合理的，或者阐明社会问题。使用定性方法的其他原因可以是用来提

供情境因素、对利益相关者的需要的更深层理解、丰富的数据和研究对象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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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数据收集 

在收集定性数据时，最好使用一种以上的数据收集方法收集数据。以各种方式获得关于

相同现象的信息可以使研究人员对数据进行“三角测量”（或交叉检查/验证），这增加了研

究的严谨性。定性研究中的数据收集过程具有涌现性。 因此设计要灵活，才能让研究者在

研究主题（结果）涌现的时候更详细地进行调查。 

定性方法使用的数据收集方法，如访谈、观察、讨论和审查文件（例如，日记、历史文

件）。定性研究的结果是描述性的或解释性的，而不是预测性的，通常收集起来很耗时。 

在你的实施研究计划书中，说明您打算使用哪些数据收集方法以及原因。下表可能在此

过程中对你有所帮助。它概述了定性数据的收集策略（表 8）。 

表 8. 定性数据收集策略 

策略 总结和示例 

研究对象调查 

研究人员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长时间处于一种自然环境：对语言和

非语言实际行为的系统观察，受过培训的观察员使用结构化的记录表格。

通过观察、访谈、记录和/或记录收集数据。研究人员如果与研究对象建

立了某种关系，可能会影响收集到的数据。 

计划书示例：将在选定的机构中进行半结构化的直接观察，在每个

研究县评估和比较至少两个机构卫生工作人员对属于/不属于修订计划

成员的患者的行为。如乡镇或公社卫生中心和县或地区综合医院。 

非研究对象调查 

研究者不参与自然环境中的任何活动。数据通过观察、记录和/或记

录收集。研究人员不与研究对象建立关系，因此不能探讨与所作观察有

关的进一步问题，除非这种方法得到后续行动的补充。 

在横断面过程中的现

场观察 

详细描述自然环境中的事件、行动、行为、人和物体。 实地观察以

实地笔记的形式撰写。 

深度访谈 

研究者针对研究对象的有目的地谈话。研究人员通常会事先制定采

访指南。研究人员鼓励研究对象深入交谈，尽可能地促进更多的细节，

而不引导研究对象得到具体的答案。访谈通常要被记录和转录。访谈的

平均时间是一小时（或更短）。 

计划书示例：包括深入的个人访谈：患有“灾难性疾病”的人，包

括属于/不属于修订计划成员以及曾使用过/未使用服务的人士；国家和

地方各级卫生政策制定者；农村医疗保险计划管理人员。 

审查文件和文物 

书面誊写或打印的过去事件的记录。（如，书信、轶闻录、日记）。

揭示社会过程、意义和价值的当前或过去事件、群体、组织或人的物质

对象和符号（如文凭、奖项、报纸、标识等）。 

视频/影像/照片 
捕捉被研究的个体、群体或事件的日常生活的媒体。可以被反复查

看的行为记录。 

焦点小组讨论 

一次1-2小时的讨论，由一名训练有素的主持人指导，其中6至10名

类似的受访者（年龄、性别、社会地位）重点讨论一系列确定的主题。

这场讨论旨在揭示信仰、观点和动机，应该在非正式的环境中进行。研

究对象者之间的互动可以有助于数据收集。 

计划书示例：使用参与式技术的焦点小组讨论将包括：使用参与技

术与修订计划成员和非修订计划成员（包括不同年龄、性别和社会经济

群体）；县/区及以下各级卫生健康服务提供者，包括全科医生/初级卫

生保健提供者、预防服务提供者以及门诊和住院服务提供者。 

 



68  
 
 

定性数据分析计划 

定性数据分析由数据管理、数据归约和数据编码组成。简而言之，目标是识别数据中的

模式（主题）和它们之间的链接。分析定性数据没有固定的公式，但以下步骤在许多定性研

究中常用，将其纳入您的实施研究计划书可能会有帮助： 

1. 所有访谈和讨论都有记录。 

2. 所有录音必须逐字转录（即，完整地打印出来，逐字逐句）。 

3. 每一份文字记录上都应该附有研究对象有关的所有背景资料。 

4. 在分析的最初步骤中，研究人员将阅读/重新阅读第一组数据，在页边空白处写下

涉及回答研究问题相关的有意思的数据的笔记、评论和观察。 

5. 在阅读数据的同时，研究人员开始制定一个紧急情况类别的初步列表，并将注释和

评论分组。这些类别是由研究的目的、研究人员的知识和方向以及研究对象的明确的含义为

指导的。这些类别的列表会被编译并附在数据上。 

6. 然后仔细阅读下一组收集的数据，并考虑到先前构建的类别列表，注释、评论和观

测再次记录在页边空白处。然后，第二个数据集将被分组进入到类别表和编译的类别列表。

然后对这两个列表进行比较和合并，以创建一个类别主列表。这份列表反映了研究中反复出

现的规律或模式。 

7. 然后赋予类别名称。类别名称可能来自研究者、研究对象或文献。根据 Merriam（1），

这些类别应该：详尽无遗；相互排斥；对数据中的内容敏感；概念上一致；能成为研究问题

的答案。数据分析中的类别名称或代码也可以基于研究的目标，从数据收集工具中提出的问

题中得出。 

8. 若研究人员对这些类别感到满意，就将数据分配到这些类别。取一份干净的数据副

本，研究者将数据整理成更有意义的单元，并将其分配给相关类别，将类别代码写在空白处。 

9. 然后，研究人员为每个类别创建单独的文件，并将意义单位剪切并粘贴到相关类别

中，创建一个包含所有相关数据的文件。应该小心避免上下文剥离，仔细交叉引用所有单位，

并使用研究对象的化名进行编码，数据收集日期，和页码（2）。 

10. 然后，研究人员试图以一种更有意义的方式将这些类别联系起来。图可以用来促进

这个过程。例如，在一项确定疟疾原因的研究中： 

11. 研究人员还可以使用几种不同的计算机定性数据分析(QDA)软件来帮助他们管理数

据。“QDA 软件”一词有点误导人，因为该软件实际上不分析数据，而是整理数据，方便找

数据，更容易确定主题。软件也可能有些贵（每个用户可达 900 美元）。由于这些原因，一

些研究人员更喜欢手动分析数据。然而，随着软件的改进，研究人员发现 QDA在帮助分析数

据和节省时间方面作用越来越大。以下是一些比较常见的 QDA软件： 

• AtlasTi (http://www.atlasti.com) 

• MAXQDA (http://www.maxqda.com) 

• QSR NVivo (http://www.qsrinternational.com) previously called Nud*ist 6) 

• EZ-TEXT 3.06C (http://www.cdc.gov/hiv/topics/surveillance/resources/software/ez-text/ 

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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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定性数据分析描述 

1. 关键人物访谈和小组访谈的文字记录将根据新出现的主题进行编码和分析，使用民

族志软件进行定性分析。除了标准民族志描述，数据还将以叙述或频率表的形式来报告。 

2. 使用 Atlas-TI 软件对焦点小组访谈、人类学田野笔记和对卫生健康工作者的访谈

进行编码，将有助于分析新出现的主题，并以叙述或频率表的形式展示数据。 

3. 来自生活史的文字记录将根据新出现的主题进行编码和分析（民族志或 Atlas-Ti

软件）。数据将以叙述或频率表的形式报告。此外，在访谈对象的许可下，患者的录像将用

于国家和国际宣传。对患者和患者家属的半结构化、开放式的访谈将被编码，并以叙述或频

率的形式报告，以更好地理解在这种情况下 MDR-TB持续存在的影响。 

 

可信度 

实施研究计划书应规定研究小组如何确保定性方法的科学严谨性。例如，你的研究是否

会为研究对象提供一份他们的采访的文字记录，为他们提供一个证明和阐明他们观点的机会。

您是否会使用软件来帮助管理您的数据使其更严谨？您是否会进行成员检查（让多名研究人

员分析数据的多个部分，以比较和验证结果）？你会对数据进行三角测量以增加严谨性吗？

你是否会报告并不成立的证据？ 

清理脏水沟 

 

避免阳光 

 

 

避免吃甜食 

 

 

定期除虫 

 

 

 服用止疼药 

 

 

 

 

睡在蚊帐里 

 

 

 

 

 

间歇性预防 

 

 

 

 

 

打扫房间 

 

 

预防疟疾 

 

 



70  
 
 

研究对象 

如上所述，确保研究对象的数量、招聘和选择标准与您的定性方法相一致。你可能还需

要考虑一些具体的问题：你是否会使用目的抽样方法？与研究相关的人口学统计数据是什么，

以及与所研究的疾病相关的特征。 

 

定量研究方法 

与定量方法相关的三种最常见的设计是：准实验研究、相关性研究、监测和评估研究。 

准实验研究 

实验研究是唯一能够建立因果关系的研究类型。此外，这是研究人员试图控制特定变量

的唯一的一种研究类型。在实验研究中，研究者对自变量（也称为实验或治疗变量）对一个

或多个因变量的影响感兴趣（也称为标准或结果变量）。研究者控制自变量并测量因变量。

在实验研究中通常有两组研究对象：实验组，接受某种处理（如，用一种新的教学方法教学，

或接受一种新药）；对照组，不接受处理（如，继续用旧的方法教学，或接受安慰剂）。有时，

也会使用比较组，或者对照组。 对照组接受与实验组不同的处理。对照和/或比较组在实验

研究中是至关重要的，他们能使研究者确定治疗是否有效果，或者一种治疗是否比另一种治

疗更有效。在可能的情况下，研究对象应随机分配到治疗组和对照组。 

相关性研究 

在相关性研究中，研究人员试图确定两个（或多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而不试图影响这

些变量。变量相关的程度用相关系数来描述，它可以从-1 到 1 取任意值。正相关意味着一

个变量上的高分与另一个变量上的高分有关，或者一个变量上的低分与另一个变量上的低分

有关（如，正相关）。相反，负相关意味着一个变量的高分与另一个变量的低分有关。相关

系数为零意味着变量之间没有关系。与实验研究相反，相关性研究没有建立因果关系。 

研究人员不仅使用相关性研究来描述变量之间的关系，而且还用于预测。如果两个变量

之间存在足够强的关系（正或负)，则可以使用一个变量(标准变量)的得分来预测一个研究对

象在这个变量(标准变量）上的得分变量（预测变量）。 

监测和评估研究 

监测和评估研究的一个主要目标是根据最初的设计跟踪实施进度，找出潜在的弱点，测

试最初的假设，如果这些假设不成立，则调整实施过程。数据收集活动应仔细论证，以达到

研究目标。否则就有将稀缺资源浪费在永远不会使用的数据上的风险。 

一个主要的数据来源可以来自通常存在于中低收入国家的常规卫生信息报告系统。通常

要求社区卫生中心、地区和区域医院以及其他卫生机构向地方和国家卫生当局提交的月度或

季度报告。信息通常包括疾病模式、服务使用和支出以及其他相关信息。 

虽然可以很容易地获取和收集来自常规健康信息报告系统的数据，但数据的质量可能不



71  
 
 

可靠，因为存在漏报的趋势健康问题或服务用途等。因此，可能需要进行特别调查或定期记

录监测安排，以收集实现目标所需的数据。这些数据收集方法包括家庭健康访谈调查、卫生

机构调查(例如，医院、卫生中心等)和患者调查。在使用这些方法收集数据时，研究人员需

要开发一些工具，例如，问卷、核对表，组织访问选定的家庭和卫生机构。 

在你的实施研究计划书中，你应该指出谁将承担数据收集工作，以及在执行任务之前是

否将提供培训。期间还需要对数据收集过程进行适当的监督。 

对于定量方法，您的计划书将需要概述以下章节： 

• 理论依据 

• 数据收集 

• 数据分析 

• 信度和效度 

• 研究对象 

 

理论依据 

如果你的研究团队决定在你的研究中使用定量方法，你的计划书中应该描述为什么使用

定量方法（如，解释定量方法将如何提供信息，以帮助您解决您的研究目标和研究问题）。 

例如，在您的研究中定量方法是合适的，因为您想说明正在调查的问题或情况的原因和

影响。您也可以说明使用定量方法是为了确定群体中变量之间的关系或探索两组之间的差异

（如，干预前-干预后比较；不同人群)。 

 

定量数据收集 

定量方法涉及客观数据的收集和分析，通常是以数值形式进行的。研究设计是在数据收

集开始之前确定的，没有灵活性。研究过程、干预措施和数据收集工具（例如，问卷）是标

准化的，以尽量减少或控制可能的偏倚。 

在你的计划书中，解释数据从何处所得-卫生中心、地区医院、区域（季度报告的等级）；

如何进行调查；由谁来协助实施；将如何确保匿名性；完成调查所需的时间；调查的长度；

调查问题的数量；样本量大小；调查将如何设计；调查是否经过验证等。 

所使用的数据收集工具(例如，问卷)可以是由研究者开发的，或者更好的是之前已经开

发过的。开发一种适当并有效的工具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往往需要特殊的技能。如果您

正在开发该工具，请明确您是否会进行预调查。 

在您的实施研究计划书中，请说明您打算使用哪些数据收集方法以及原因。下表（表 9）

概述了定量数据收集策略，可能对这个过程会有帮助。 

  



72  
 
 

表 9. 定量数据收集策略概述 

策略 总结 

结构化观察 

研究者直接观察(看和听)一些现象，然后系统地记录所得到的观

察结果。研究人员预先确定将被观察的行为的特定类别。 

问卷调查 

在问卷调查中，研究对象被要求以书面形式回答问题，更常见的方

式是在答题栏做标记。在后一种类型的问卷中，回答选项通常是封闭

的回答列表，形式是“是”/“否”/“可能”；非常不同意/不同意/

尚未决定/同意/非常同意；从不/很少/有时/经常/频繁，等。 

计划书示例： 

定量数据将通过结构化问卷收集。我们会在基线水平上开发一份标

准化格式，包括以下类别：1) 人口社会学特征；2)经济地位；3)与

肺结核有关的病史和治疗史；4)目前的健康状况，包括但不限于症状、

痰涂片、痰培养、体重和身高的评估(用于计算BMI)；5)有监禁或滥

用药物史;6)社会心理状态;和7)结核病知识 

绩效评价工具 

绩效评价工具是另一种评估形式，通过让研究对象创造、制作或做

某事来展示技能或熟练程度（例如，写论文，写简历，做运动表演）。

尽管近年来很流行，但使用这些方法有技术上的困难。这些方法通常

很耗时，并且需要一些非现成的设备或其他资源。 

资料来源：改编自 McMillian & Schymacher (3) and Fraenkel & Wallen, (4) 

 

定量数据分析计划 

做一份简要的数据管理和分析计划是很重要的。数据分析的方法和模型应符合所提出的

目标和变量的类型。 

定量数据分析将包括通过计算频率和描述性统计，如均值和标准差，以及问卷条目的阿

尔法值。您应该解释如何从收集到的数据中计算基本的描述性统计值，如均值和标准差。 

您需要说明您将要对数据进行的检验（例如，t-检验；分层回归分析）。详细说明您是

否要控制变量。如有使用任何软件来进行数据分析您也需要加以说明。 

概述以下与您的研究相关的诸多内容： 

• 展示适当的分析程序 

• 提供数据分析的总体计划，并证明其技术和理论合理性。 

• 描述完成分析所需的信息、这些信息的潜在来源以及将用于收集这些信息的工具。 

• 提供足够的细节，以证明所有数据收集仪器和程序的技术可靠性。 

• 确定分析、报告和利用的程序。 

• •明确分析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制约因素 

• 讨论谁将负责分析，以及顾问或外部人员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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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定量数据分析描述 

案例 1：病人将被分配一个唯一的标识符，可以与每季度收集的结果数据联系起来。这

份标准化表格将包括以下信息：a)痰涂片和痰培养；b)目前的健康状况，包括治疗结果的数

据（例如，治愈、放弃、失败、死亡）；c)心理社会状况。关于社会经济地位的一些变量也

将列入季度评估表，以评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变化。 

除每季度评估外，每半年进行一次药敏试验。将为这些结果编制一份单独的表格，并使

用相同的唯一标识符进行链接，将其与在基线收集的季度数据信息连接起来。 

将在 Epi2000 中建立三个数据库，用于接收季度的实验室表格。在数据输入之前，将对

表格进行随机和系统误差的审查，并与审查员协商做出可能的更正。并对数据录入员进行结

构化培训，使他们能够在表格输入数据库之前发现数据质量问题。 

在输入之后，将在头几周对数据库进行密切审查，以确保数据输入和存储正确。在这一

初始密集阶段之后，将每季度对数据进行审查，以了解系统错误、空白字段和其他问题。每

月向数据录入员和审查员提供反馈，以减少系统和随机误差的可能性。 

 

案例 2：从服务提供者管理的结构化问卷中生成描述性统计数据。适当情况下，将计算

一些卫生保健服务提供者变量的频率、平均值和标准差，包括人口社会学变量（如性别、年

龄、家庭规模等）、社会经济地位、工作满意度、与客户的关系，以及提供后续护理的障碍。 

 

案例 3：对于队列研究，将对被纳入回顾性和前瞻性队列的病人的基线特征进行描述性

统计。随后的多元分析将显示其人口社会学特征的差异。除基线收集的其他因素外，对每个

队列的临床状况和病史的描述也将通过频率，均值，标准差和中位数来产生。在检查两个队

列的痰涂片和痰培养方面，将构建 Kaplan-Meier 生存曲线。为了解释分析中的混杂变量，

将采用 Cox 比例风险模型。线性回归将用于检查 DST 的结果，根据病人在随访时抵抗的药

物数量。Logistic 回归将用于评估二元结果，如治疗结果（差与好）、低体重指数、放射学发

现和职业状况。不良结局将被定义为治疗失败、不规则服药或死亡。中期结果分析将在第一

年年底进行，最终分析将在之后为期 2 年的接续期结束时进行。 

还将介绍与 MDR-TB 有关的生物社会因素。为了研究生物社会因素与 MDR-TB 的出现

之间的关系，将采用线性回归的方法，以随访时患者出现耐药情况数量增加作为结局。就

MDR-TB 的持久性而言，使用 Logistic 回归，将生物社会因素与不良治疗结果进行相关。混

杂因素将通过多元回归分析来控制。 

 

信度和效度 

在评估所使用的数据收集工具时，必须考虑其心理测量学特性；即其信度和效度。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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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用于测量其所要测量的东西时，应当是有效的。它总是对具体的东西有效（例如，评估

对护理的态度）；调查一般来说是无效的。 

理想情况下，用于收集数据的任何工具都应证明其对于目标人群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然

而，研究人员往往需要定制一个标准化的工具来使其适用于他们的研究。添加问题或修改现

有问题可能会对工具的心理测量特性产生负面影响，因此不鼓励。 

你的计划书应该规定你的研究团队将如何确保你的定量方法科学严谨。解释说明定量数

据的效度（如，你将如何能够从一个群体中得出有意义的推论）和信度（如，随着时间的推

移，控制仪器分数的稳定性）均很重要。 

举个例子，说明您使用的仪器是否标准化，以及它们是否在以前的研究和报告中显示具

有较强的信度和效度（在内容、标准和结构效度方面）。 

你如何说明你能确保科学严谨（对照组、安慰剂等）？ 

 

研究对象 

包括一个名为“研究对象”部分，并确保你的样本量、研究对象招募和选择标准与你的

定量方法保持一致。你会进行随机抽样吗？指出变量是因变量还是自变量。描述研究人群；

选择标准；提供研究相关的人口统计数据（年龄、性别、种族、收入水平等）；与所研究的

疾病有关的特征等。 

 

混合方法 

大多数计划书采用混合方法，将定性和定量方法结合起来。在许多情况下，混合方法可

以比定量或定性研究方法更好地解决问题。然而，主要的挑战之一可能是创造两种方法的最

佳组合（和顺序）。 

混合方法研究设计最常见的四种类型是：顺序性解释设计；顺序性探究设计；并行三角

设计；并行嵌套设计（表 10）。 

由于混合方法同时使用定性和定量方法，混合方法计划书应包括： 

• 理论依据（描述正在使用的混合方法的类型） 

• 数据收集 

• 数据分析 

• 信度和效度 

• 可信度 

• 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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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主要的混合方法研究方法 

策略 总结 

顺序性解释 

在第一阶段收集和分析定量数据之后，在第一阶段的结果的基础

上收集和分析定性数据。权重通常是给定量数据赋予的。当初始定量

结果用于报告二次定性数据收集时，就会发生数据的混合。当定量研

究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时，它尤其能发挥作用。该设计的直截了当的

本质是它的优势，也因此它很容易实现。该设计的主要缺点是其实施

所需的时间，因为它要分为两个阶段。 

顺序性探究 

在第一阶段收集和分析定性数据之后，将定量数据的收集和分析

建立在第一阶段结果之上。通常会给定性数据赋予权重。当主要目的

是探索一种现象时，往往会使用这种设计（例如，测试一项新兴的理

论的要素或确定某一现象在特定人群中的分布）。这种设计很容易实

现，但需要大量的时间来收集数据。 

并行三角 

定量数据和定性数据同时收集，然后比较两个数据集，看看是否

有趋同，差异，或两者的某种组合。理想情况下，定量和定性结果的

权重是相等的，但在现实中，一种方法可能比另一种方法更受重视。

并行三角是混合方法设计中最流行的一种。然而，比较结果可能会很

困难，特别是在出现差异的情况下。这也需要研究人员的努力和专业

知识，使用两种方法来充分研究一个现象。 

并行嵌套 

定量和定性数据是同时收集的，但有一个主要的方式来指导这个

方法。根据主要数据类型，将使用定量或定性数据来提供支持或补充

作用。研究人员能够在一个研究阶段收集两种类型的数据。通常一种

嵌入式设计被用来回答不同的研究问题。 

 

由于混合方法同时使用定性和定量方法，混合方法计划书应包括： 

• 理论依据（描述正在使用的混合方法的类型） 

• 数据收集 

• 数据分析 

• 信度和效度 

• 可信度 

• 研究对象 

 

理论依据 

如果你的研究团队决定在你的研究中使用混合方法，你的计划书应该描述原因（阐明使

用定性和定性方法将如何提供信息，帮助您完成您的研究目标并解决研究问题）。 

例如，因为你希望能更好地解决问题，而比起单独使用定量或定性的研究方法，使用混

合方法可能是更合适的。你可能需要解释说明，您希望创建一种设计，将两种方法进行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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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和排序。使用混合方法的其他理由可能是因为您的项目是跨学科项目，涉及具有不同观

点的团队成员，或者您的项目将处理复杂的问题，需要将定性和定量数据混合。 

 

混合方法数据收集和分析 

在研究设计中，有几个与混合方法研究有关的要素需要研究人员在研究设计中加以考虑： 

• 时间：定量和定性方法同时使用（并行设计）或两个不同的阶段使用（顺序设计）？ 

• 权重：对定量或定性方法的重视程度如何？它们的加权是否相等？ 

• 混合：数据分析需要与研究的设计相匹配。例如，在并行设计中，混合数据的一种

方法是讨论数据中出现的主题，以及它们如何支持或驳斥统计分析。另一种方法可以是将定

性和定量数据结合起来，得出新的变量或新的主题（5）。例如，在顺序设计中，研究人员可

以在研究的第一阶段收集和分析定量数据，然后选择一些极端的病例进行定性随访。 

• 可视化图表：是一种重要的混合方法工具，它包含符号系统和研究过程的流程图。 

在计划书中，请说明您打算使用哪些数据收集策略和工具以及选择的原因。根据您所使

用的数据收集方法，使用定性和定量部分（上述提及）中概述的信息。（例如，如果使用焦

点小组讨论，请参考定性方法部分——当解释如何使用问卷时，请参考定量方法部分）。 

在你的计划书中，概述数据管理和分析计划很重要。 数据分析的方法和模型应符合所

提出的目标和研究问题。 

 

可信度，信度和效度 

在一个混合方法实施研究计划书中，说明如何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确保科学严谨是至关重

要的。检验定量数据效度（如，能够从人口中提取有意义的推论）和信度（如，仪器多次测

量分数的稳定性）是很重要的。 

为了确保定性验证，研究者将使用一些策略。首先，将为研究对象提供机会审查调查结

果，然后就调查结果是否准确地反映了他们的经验提供反馈。第二，使用数据的三角测量，

数据来自于各种渠道（文本记录和个人访谈）和多个研究对象。最后，任何“证明假设不成

立”的证据都要报告出来。这是为了确保研究对象提供的解释是可信的。 

有关更详细的信息，请参阅定性方法的可信度部分和定量方法的信度和效度部分。 

 

小组活动：研究设计 

在你的研究团队中，讨论哪些研究设计将最适合你的项目。

你将使用哪些方法来收集你的数据？使用下面的示例帮助你

创建一个包含你的研究目标和研究问题的表格，并确定将使用

哪个数据源收集数据以满足研究目标，并回答你的研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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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对于第一个目标，本研究将分析 X 市的定性访谈、报纸和法令的公开论述以及对

结核病控制所承诺的客观措施。将通过 15 个关键人物访谈和几次协商小组讨论，来产生相

关国家和地方的政策进程的信息，以及一些国家和国际上关于地方卫生和社会保障系统在

MDR-TB 控制和流动病例管理方面的行为准则的译文。利益相关者分析将需要采访四个级别

的政府官员：国家级、区域级、省级和市级。 

（2）对于第二个目标，研究将采用①与按职业划分的保健提供者进行焦点小组讨论（例

如，护士、医生）；②由接受过民族志方法培训的研究人员/临床医生进行的民族志评估；③

对区和市两级负责结核病控制的卫生保健提供者进行结构化和开放式访谈。 

（3）第三个目标的方法将包括收集定性和定量的社会数据，以及临床和微生物学结果

的数据，这也是患者和医疗服务提供者接受一系列激励措施的队列研究的一部分。 

（4）为了实现第四个目标，本研究将比较细菌学和临床数据与从患者及其家庭成员收

集的定量和定性社会数据，以确定 MDR-TB 出现和持续的生物社会决定因素和影响。如果

可能的话，这项研究将通过视频获取 MDR-TB 和结核病患者的生活历史。将对患者和患者

家属进行半结构化、开放式访谈，以更好地了解在这种情况下 MDR-TB 持续存在的影响。

此外，M3的定量方法将有助于阐明可能与MDR-TB出现和持续相关的生物社会因素（例如，

教育、社会经济地位、缺乏社会支持、二线抗结核药物的副作用以及艾滋病毒和其他共病，

如药物滥用）。 

 

写作坊 

在晚上，为你们团队的项目制定以下内容： 

• 研究设计 

• 研究方法包括： 

– 收集资料的逐步程序 

– 数据分析 

– 可信度、信度、效度 

– 研究对象 

请准备好在第二天展示你的草案。 

 

小组讨论 

各小组将有约 10 分钟，展示前一天晚上写作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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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管理 

将质量管理嵌入到您的计划书中是不可或缺的步骤。质量管理对于确保研究符合或超过

科学、道德和监管标准至关重要。质量系统、控制和保证是所有研究活动的组成部分。每个

从事本工程的人都负有保证质量的责任。质量管理应在研究设计中做出计划并始终坚持。 

在您的计划书中，详细说明您将如何证明您的研究团队将采取一致的、持续的措施来监

测和评估研究的质量和严谨性。指出你将如何在不同的阶段评估质量。您将如何证明您将在

所有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步骤中尽职调查？ 

如果您的项目持续一年以上，您可能想要规定每年进行质量监测评估和报告。与所有利

益相关者讨论沟通计划，告知他们质量标准程序，以促进快速调整和纠正。 

质量管理也应表达对研究研究对象的持续和一致的关注。将如何保护他们的隐私？将采

取什么措施来保护他们免受伤害（例如，人员培训，在研究伦理应用中坚持伦理标准等）？ 

 

解决质量问题的活动 

上方示例可视化地展示了如何在实施研究中规划和确保连续和一致的质量管理策略。 

 

质量管理活动 

您可以将一些活动整合到您的实施研究计划书中，将有助于管理质量，其中包括： 

• 协议审查和批准 

• 标准化操作规程 

• 研究工具的验证 

• 项目团队培训 

• 质量控制和监测 

• 对所提供的服务的评估 

• 对服务提供者的绩效评估 

• 审查报告 

方案和研究文件

的审查和批准 

文献记录，监

测&审计 
验证 

协议和文件开发过程 

 

计划过程 
 

实施 
数据 
收集 

数据 
管理 
过程 

数据 

分析 

过程 

报告 
撰写 
过程 

质量计划，sop，培

训，工具校验，供应

商培训教育 

验证 报告和审批 

项目 

开发 

阶段 

计划 

阶段 

实施阶段 完成阶段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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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策略可以纳入您的实施研究计划书中，以开展质量标准监测。为促进您的研究项

目质量所能实施的监测和评估策略包括： 

• 信息日志：跟踪来自利益相关者的反馈，发表的新闻故事和撰写的文章，以及学术

文献中引用的研究次数。 

• 调查：这可以针对目标受众中的利益相关者开展，以产生反馈。例如，在传播活动

后的半年或一年，通过电子邮件发送问卷。再如，要求参加计划生育的客户完成一项关于提

高护理质量的调查。 

• 对卫生系统各级利益相关者进行的一系列关键人物访谈，可以深入了解研究是否被

应用，或如何被应用。 

使用下表（表 11）获得更多关于如何将质量管理纳入您的实施研究计划书的想法。 

表 11. 各种质量管理策略的描述 

策略 总结 

协议审查和批准 

研究严谨性包括规定如何保护研究对象的权利和福利。还可以制定

议定书，以确保数据和数据收集程序的一致性和严格性（标准化的仪器，

一致的访谈协议）；检查清单和既定协议，以确保在不同地点和不同研

究人员之间的数据分析的一致性和严谨性。 

标准化操作规程 
指出研究仪器是否标准化，以及它们是否在以前的研究和报告中显

示出较强的信度和效度（内容、标准和结构效度）。 

项目团队培训 

充分的培训和适当的基础设施对于病人的安全、协议的实施以及质

量保证和改进至关重要-特别是在介入临床试验中。 

必须对研究人员和助理进行数据收集程序培训，以确保研究对象的

安全，并确保站点之间和站点之间的一致性和研究的严谨性。 

质量控制和监测 

质量控制对于确保可靠和一致的发现很重要。研究设计将纳入哪些

程序，以确保在研究地点之间和研究地点之间以及不同研究人员之间实

施一致的数据收集方法？拟采用的方法应有助于调查人员查明在数据仍

在收集时可以纠正的数据质量问题，并查明数据收集中的偏差，以便以

后加以调整。 

评估所提供的服务 

监测和评估服务的提供对于研究分析，以及提高服务体制的有效性

是至关重要的。制定“关键限制”，以衡量向研究对象/客户/患者提供

的服务的有效性和质量。 

建立适当的记录和文件系统。定期实地视察，以监督进度及评估影

响。建立纠偏措施。与相关卫生健康工作者一起评估取得的成就和吸取

的教训，并将其应用于现有的和新的安排中。 

评估服务提供者的

绩效 

对服务提供者进行绩效评价并使用绩效评价信息可以大幅提高透明

度和促进问责制，这反过来又促进了对服务提供的更高质量标准的坚持。

评估工具依靠外部专家根据预先确定的一套指标来衡量质量和绩效。参

与式的监测和评估工具寻求的是服务用户参与，而不仅仅是提供反馈，

并让服务用户积极参与评估的策划和实施工作。这有助于建立当地社区

分析、反思和采取行动的能力。社区记分卡设想了团体的积极参与，并

允许研究对象自己确定质量和绩效的指标。 

报告的审查 

报告应该在足够的时间内起草并共享，提供机会让所有研究人员和

适当的利益相关者来阅读，做出反应，提出反馈，进行编辑，修订，以

及为报告注入新内容。 



80  
 
 

研究伦理 

任何从人类受试者收集数据或涉及人类受试者的研究都必须接受伦理审查。如果您还没

有进行伦理审查，您必须保证自己是打算要申请伦理批准的。您的实施研究计划书中应该有

一个伦理部分，描述您将采取的步骤，以确保在研究进行之前、研究期间和之后潜在研究对

象的保护、尊严、权利和安全。此外，您的实施研究计划书应说明你们将如何确保在规划、

开展和评估该研究时，会根据当地社区的价值观和习俗，遵循普遍的伦理价值和国际科学标

准。如果您在一个以上的地点收集数据，您可能需要向不止一个伦理委员会申请。在收到书

面的伦理道德许可之前，机构不会分配资金。 

在你的计划书的伦理部分，明确说明该研究将如何处理下列伦理准则（值得一做的是，

访问您提交计划书的审查委员会网站，以确保您符合他们的所有具体要求）： 

• 平衡对研究对象的潜在危害和潜在利益。可能的伤害可以分为几类，如身体伤害、

特权丧失、造成不便，包括浪费时间、心理伤害（如尴尬）、经济损失或法律风险 

• 保持隐私、匿名性和保密性： 

– 当卫生保健提供者是研究对象时； 

– 在审查病历时； 

– 保持研究者和医生之间的界限 

• 编写知情同意书和表格（包括在提案附录中）。 

• 如有必要，添加一份知情同意书的当地语言翻译，因为某些伦理审查委员会可能会

要求这样做。 

• 获得所有受试者/研究对象的自愿同意。若是未成年人，必须获得父母/监护人同意。 

• 将研究结果作为公共品免费提供。 

• 避免一切不必要的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和伤害。 

• 风险不超过该研究将解决的问题的人道主义重要性。 

• 考虑文化多样性，以确保研究对象理解研究的目的。 

• 采取充分的措施保护研究对象。 

• 在研究团队中加入有科学资格、受过良好训练和适当监督的人员。 

• 方案将提交给适当的伦理和科学审查委员会批准。 

• 涉及人体受试者的研究程序要在研究开始前提交给一个独立的伦理委员会批准。 

• 任何对方案的修改将要被重新提交伦理审批。 

• 如果研究涉及到脆弱的研究对象，要特别注意。 

• 研究对象将被告知他们的参与是要出于自愿的，他们可以在任何时候自由退出研究，

不需要解释且/或不会受到偏见。 

• 无论在何阶段，若有任何理由相信会对受试者/研究对象造成伤害，研究都将会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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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进行研究时，我们坚持科学研究的伦理原则。目前计划书中，我们建议进行干预，但我

们不确定是否会大规模地发挥作用，也不确定其影响（即存在平衡）。因此，我们在研究设

计中加入了对照组。另一个关键的伦理问题是有力和公正。这种干预是非侵入性的，对患者

没有风险。这一干预措施实际上可能有利于最脆弱的人群，如孕妇和新生儿。在这一群体中，

在这一群体中，其主要目的是确保最贫穷的人能够获得保健服务，如有危险迹象人群，或生

病婴儿。我们将会努力改进保健单位，以支持干预和控制领域的转诊工作。 

我们会严格执行知情同意程序。详细宣传研究目标、实施战略和评价过程后，将得到地

区保健小组和包括社区团体在内的地方社区、传统助产士和社区领导人的批准。在评估部分，

将要求获取研究对象和当地社区的知情同意，并将确保保密。除汇总数据外，不会收集任何

特定患者的数据（例如在卫生保健机构分娩的妇女人数）。这些数据将从卫生保健机构例行

维护的登记册中收集。此外，这些数据将仅限于医护人员和直接参与研究的调查人员，研究

小组不记录姓名。研究期间，研究小组在社区内发现的任何病人都将被适当地转诊。 

在干预的评估阶段，不会征求研究对象的接受和死亡率监测同意。研究对象可自由接受

或拒绝，必要时，妇女在同意之前可以与其丈夫和/或社区成员商量。 

安全分娩研究和乌干达新生儿估计生存时间项目（UNEST）已经获得了 Makerere 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机构审查的伦理批准委员会和乌干达国家科学技术理事会的批准。方案将再次

提交给相同机构进行伦理审批修订。这项研究将继续利用现有的数据监测和咨询委员会，该

委员会一直在为 UNEST 提供服务。DMSB 每年举行一次会议，成员均为当地专家，都是各

自专业领域的博士，政策关联性较强。这项研究将在当地和国际上作为试验进行注册。 

涉及人类受试者的社会科学研究的规程必须得到地方/国家机构审查委员会和由世界卫

生组织资助的伦理审查委员会（ERC）的审查，并必须得到批准。世界卫生组织研究伦理审

查委员会，有责任审查由世界卫生组织资助或以其他方式支持的涉及人体受试者的研究计划

书的伦理方面问题。ERC 的网站是：http://www.who.int/rpc/research_ethics/en/。 

知情同意书格式示例 

同意书模板可在世卫组织研究政策页面(http://www.who.int/ rpc/research_ethics/en/)上找

到。这些模板应该适应你获得知情同意的当地情况。请确保使用您的研究机构的信笺，而不

是世卫组织研究审查伦理委员会的信笺。 

伦理道德检查表 

以世卫组织研究伦理委员会建议的方式准备计划书的检查表表和其他指导文件可在

http://www.who.int/rpc/research_ethics/guidelines/en/网站上获得。记得提供所有必要的文件和

附件。方案应提供必要的信息和细节，以符合检查表中提出的问题。此外，请记住在计划书

或相关附带文件内附上一切必要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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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课：项目计划部分 

在这节课中，你将根据你的项目计划，制定时间表，描述有效执行研究项目所需的研究

团队，并编制和论证项目预算。完成此阶段后，你的团队将能够： 

• 制定项目计划（工作计划/时间表），以指导项目的实施并监测项目。 

• 制定工作时间表（例如，甘特图），以有效地开展和监测项目，包括要执行的任务

和活动，团队成员的角色和责任，以及要达到的里程碑和截止日期。 

• 描述研究团队（包括每个团队成员所拥有的知识和技能，以及他们将如何为项目的

成功做出贡献）。 

• 制定切合实际且与项目的具体目标和项目活动挂钩的分项预算。 

• 为各种预算项目的测算理由提供必要的信息。 

 

策划实施研究项目 

一个项目计划展示了清晰明了的项目时间范围以及项目的每个方面将在什么时候执行。

往往一个工作计划或时间表会最有效地被显示在图形、表格或电子表格中。如果做得好，你

的时间表将有助于以非常明显的方式证明项目的可行性。工作计划将确定任务（即开展调查，

进行需求分析；管理调查；进行访谈；制定课程；管理评价）；活动何时开展（往往在一段

时间内）；以及由谁开展（责任和义务）。 

 

项目计划的理论依据 

项目计划有几个重要原因，其价值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一个计划为项目确立了共同的目

标，并对研究过程有了清晰的认识。有效的计划： 

• 促进项目重点的制定； 

• 确保围绕项目发展策略和计划达成共识； 

• 确保项目的所有权； 

• 确保每个人都了解谁在做什么，什么时候做，以及每个行动如何影响整个项目； 

• 加强团队合作和透明度； 

• 促进项目监测和识别问题； 

• 促进项目评估和报告； 

• 向管理者/捐赠者提供项目审查所需的关键信息。 

项目计划确定了在整个项目期间将完成的每项任务和活动。计划建立了团队成员的期望

和必须满足的标准。每个团队成员的职责以及完成每项任务或活动的时间线都被列出。项目

计划确定了项目的规模，以便能够制定适当的预算来执行计划。它有助于预测或识别在遵守

时间表、实施和/或完成项目方面的潜在障碍或制约因素，并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这是一

个促进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沟通，协调程序，团队协作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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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研究设计和程序将有助于确定项目计划中需要完成的任务和活动。总之，项目计划

有利于系统监测你的项目。 

 

实施研究项目计划的各个阶段 

项目计划一般分为三个主要阶段（见表 12）：规划阶段、实施阶段和后续阶段。 

表 12. 与项目计划阶段相关的主要活动 

 

项目时间表 

项目的总持续时间应该真实地反映执行项目计划的每个阶段所需的时间。确保该计划考

虑到员工招聘和设备采购所需的时间。项目计划应概述： 

• 工作时间表； 

• 对将要执行的任务的描述； 

• 任务时间表和截止日期； 

• 被分配任务的人员； 

• 完成每项任务所需的人日数； 

项目的持续时间对交付成果和最终报告的完成期限有严重的影响。项目计划必须遵循严

格的项目管理标准。有可供使用的商业软件包，可以帮助编制和监测工作计划的执行情况。 

项目计划必须遵循严格的项目管理标准。有可供使用的商业软件包，可以帮助编制和监

测一个工作计划的执行情况。  

阶段 主要活动 

规划 

• 组织研究小组和咨询委员会。 

• 确定事件或状况来研究，并围绕这些来框定研究问题。 

• 制定一份研究计划。 

• 获得伦理许可。 

• 确定实施研究的资金来源并获得支持。 

• 建立预算和财务管理程序。 

• 制定能力建设和技术支持计划。 

实施 

• 监测项目实施并保证质量。 

• 对所有研究程序进行预试验。 

• 建立并保证数据管理和质量控制。 

• 与利益相关者探讨研究结果产生的解释和建议。 

后续 

• 制定传播计划。 

• 传播成果和建议。 

• 记录研究引起的政策和/或方针的所有变化。 

• 监测订正方案的变化。 

• 考虑可通过进一步研究加以检验的改进方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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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实施研究项目时间表（示例） 

年份   月份 

活动 责任 
监督/

支持 
1 2 3 4 5 12 

1.准备         

1.1 伦理许可 1        

1.2 落实 TSA 1        

1.3 招募研究人员，审核任务分配 1        

1.4 仪器开发 1        

1.5 招聘现场人员 1        

1.6 向研究现场人员及主管部门通报情况 1 /3       

1.7 当地审批会议 1 /3       

1.8 建立银行账户和现场财务程序 1        

1.9 培训现场人员和当地支持 2,3 /7,8        

1.10 预试验研究 2 3/7        

1.11 仪器的最终精化 1 /2        

2. 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         

2.1 国家和区域政策和卫生服务评估         

2.1.1 档案记录研究 3 1/       

2.1.2 重要访谈 3 1/       

2.2 当地卫生服务需求         

2.2.1 档案记录研究 3 1/       

2.2.2 重要访谈 3 1/       

2.3 环境/水管理研究 4，5 /8       

图 4. 实施研究项目甘特图（示例）  

1-4个月 

5-10个月 

规划与设计 
数据收集 

8-13个月 

数据分析 

14-18个月 

传播 

质量保证与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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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规划与设计   

招募研究团队   

培训研究人员   

选择地点   

开发/测试调查和访谈    

伦理委员会批准   

数据收集    

机构调查   

分析患者记录   

提供者调查   

患者调查   

数据分析    

定量分析   

翻译和转录   

定性分析   

监测   

传播   

政策简报   

政策研讨会   

期刊文章  

医疗机构报告     

社区会议  

有针对性的媒体活动  

图 5. 实施研究项目甘特图（示例） 

研究团队 

你计划书的研究团队部分应该简明扼要地描述你的团队成员以及他们对项目的贡献。这

个团队将是多学科和多样化的（来自学术界的研究人员，卫生保健提供者，项目实施人员，

社会科学家以及社区成员）。这个部分应该使评审人员相信你在你的团队中有足够的专业知

识来有效地进行拟开展的研究。此外，计划书需要包括每个关键团队成员的详细角色和职责。 

从项目负责人开始，列出所有将参与研究的人员的姓名。包括所有合作调查员、社区研

究伙伴、研究助理、受训人员和支持人员。包括所有合作调查员、社区研究伙伴、研究助理、

受训人员和支持人员。该计划书还包括“待任命”职位。确定每个团队成员的经验和专业知

识，以及他们的知识和/或技能对于有效完成项目的重要性和如何为其增加价值。最后，包

括项目中列出的每个人的角色和责任。研究团队成员通常包括： 

• 项目负责人 

• 项目管理者 

• 多学科核心研究人员（公共卫生专家、统计学家、社会科学家等） 

• 研究助理 

• 团体成员 

• 合作者 

• 咨询委员会 

 

计划书还应包括计划的研究团队管理结构的大纲/摘要（例如，见图 6）和团队成员各自

角色和职责的描述（见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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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研究团体管理结构（示例） 

案例 1. 团队角色和职责 

项目负责人：美国（2） 

• 监督研究的概念化、设计和实施 

• 主要合作者、社区领导人和研究团队之间的联络 

• 招募研究人员 

• 监管社区会议和政策对话研讨会 

 

研究人员:美国（2）/坦桑尼亚（2） 

• 分析数据 

• 培训研究助理 

• 质量保证 

• 监测和评估 

• 研究助理:坦桑尼亚（10） 

• 进行访谈 

• 为调查和审计收集数据 

• 将数据输入数据库 

• 国内协调员:坦桑尼亚（2） 

• 行政助理:坦桑尼亚（2）  

欧盟委员会 

项目协调员 
项目管理

委员会 

项目技术

委员会 

项目咨询

委员会 

项目管理办公室 

工作包管理 

欧洲合作

伙伴 

中越合作

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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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 团队角色和职责 

ABC 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是申请机构，全面负责该项目，包括日常实施和管理。学校设

有财务部门，将与卫生政策规划管理部协作，负责所有财务管理和报告要求。此外，ABC

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将与卫生部合作，负责组织传播活动和会议。公共卫生学院与政策、卫生

部以及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美国国际开发署、各地区和当地社区等其他主要

合作伙伴有着牢固和长期的联系，是乌干达主要的公共卫生学术和研究机构。 

研究团队组成 

该小组由多学科的国内和国际专家组成，他们将提供有效设计、实施、评估和传播研究

结果所必需的技能，为扩大孕产妇、新生儿和 HIV 相关研究提供信息，并指导正在进行的

方案的实施。项目负责人是一名流行病学家，有 10 年的地区医疗官员/卫生部工作经验，目

前是 UNEST 研究的项目负责人和公共卫生学院的讲师。他还在其他几个卫生系统项目中发

挥了关键作用。其他成员包括卫生部生殖健康医疗官员 Jane Doe 博士。她将与政策主要联

系起来，并与地区医务官员一起提供技术咨询，对于确保研究与国家的优先事项、政策和计

划保持一致至关重要。Doe 博士还与一些地方非政府组织合作，将研究团队与相关政策制定

者联系起来，并就如何使项目与国家的新生儿优先事项相一致提供专家意见。 

来自乌干达的其他小组成员包括卫生经济学家和孕产妇保健专家克 Claire Smith 夫人和

有 30 多年经验的卫生系统专家 David Johnson 博士。他们将共同负责研究的成本方面，以及

需求侧融资方案的设计。CDE 大学产科顾问 John Smith 博士将负责对医护人员的培训和支

持监督。统计学家 Jane Davis 博士将负责基线和终线调查的设计和实施。沟通专家 Jane 

Johnson 将负责确保研究结果及时、恰当地传达给政策制定者。国际研究小组成员包括未来

卫生系统方案联合会主任 John Doe（JHU，卫生系统专家）、Jane Smith（JHU，新生儿专家）、

David Johnson（JHU，专家）和 Claire Davis（KI，卫生系统和政策专家）。他们都将在研究

的设计、实施和评估过程中为研究团队提供技术建议。所有研究小组成员将参与稿件的撰写。 

该项目将聘请两名现场协调员，优先聘请现有项目中已取得经验和与地区和当地社区关

系良好的协调员。 

 

小组活动：研究设计 

在团队中，使用实施研究计划书中的实例来重新思考过去

一个小时左右的内容，并根据你自己的项目撰写以下部分： 

• 实施研究计划的三个阶段。 

• 工作计划/活动时间线（你可以使用一个简单的流程图或甘特图） 

• 研究团队，包括专业知识和角色（表格是有效显示这些信息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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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和测算理由 

预算应列出能够有效地进行拟开展研究所需的资金。需要仔细考虑实际需要从资金机构

那里得到什么来执行这个项目。如果预算过低或过高，可能会对计划书产生负面影响。评估

这一点的一个方法是询问是否有可能在不损害研究质量的前提下削减预算。 

重要的是，列出项目每个阶段所需的资金等信息。在准备预算之前，检查一下资助机构

是否有任何限制。例如，确保预算以指定货币呈现。与机构核对，看是否有必须使用的建议

/要求的预算类别。 

如果潜在的资助机构没有任何建议/要求的预算类别，按照一组对你的具体项目有意义

的类别来组织你的预算。、预算的资源类型应该与研究设计中拟开展活动相一致。预算将需

要提供交付所有拟开展的研究和干预产出所必需的资源。从项目计划开始，确定每个活动或

任务所需的预算。一旦每个资源被逐项列出，就可以指出该资源的单位成本和总成本。务必

提供分项预算，对所要求的资金进行详细的分解。预算信息应该是完整和明确的。 

如果项目计划在研究后对控制人群进行干预，这也需要进行计划和预算。对相关活动和

成果的传播和评价也要进行预算。查明是否有不允许的项目，如管理费用。通货膨胀和汇率

的货币波动以及意外情况可能会影响预算和最终可用收入。重要的是要包括有助于解决这一

问题的机制。 

 

预算类别 

你可能想要考虑的分项预算包括： 

• 职员（工资和福利） 

• 研究人员（时间、工资和福利） 

• 培训 

• 顾问和/或专家（薪水） 

• 教学 

• 设备 

• 消耗品（如纸张、碳粉、电池、出版费用等） 

• 通讯（电话/邮费/互联网/媒体） 

• 材料准备（软件、医疗用品、复印和打印） 

• 差旅费和津贴 

• 社区联络 

• 设施租赁 

• 评估 

• 间接成本（组织要求你计入的成本） 

• 其他费用（会议午餐、面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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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测算理由 

证明每一个预算项目的合理性，首先从预算项目是如何与你的研究设计中要进行的活动

相关的开始。特别注意重大或不寻常的项目（一些资助机构可能会要求额外解释所有被认为

有重大成本的事情）。提供组织或项目负责人可获得的其他资金来源的详细资料。如果资金

会流向不同的机构，则注明按地点分配资金。 

案例：预算测算理由信息 

①职员（工资和福利） 

不管在项目上花费了多少个月的时间，只指出在每个预算期间列出的每个人所需要的时

间（通常以天为单位）。提供姓名（如果知道的话）、职位和薪金，包括附加福利的百分比，

如果这些福利代表雇主的实际成本。附加福利应遵循机构方针，并了解主办机构允许或不允

许的福利。同时，确保包括那些参与项目但没有得到报酬（或者没有从计划书预算中得到报

酬）的人。如果你打算让顾问或其他外部人员参与，请确保将所有相关费用列入预算。 

提供所有顾问（包括外部监测或咨询委员会成员）的姓名和组织隶属关系。说明在预算

范围内需要提供的服务（日数、补偿率、差旅费、每日津贴和其他有关费用）。 

②消耗品 

列出各类消耗性用品的费用(例如纸张、墨粉、胶带、胶卷、电池、印刷费用、其他现

场用品)。将消耗品按要求的金额分别归类。每购买一件都要说明。 

③设备 

列出每一项设备所需的金额。包括设备维护。为每件设备提供与拟开展工作相关的证明。

确定被认为是主要设备的所有设备（例如，主要设备可能是所有成本超过 1000 美元的设备），

并在需要时提供额外信息。 

④患者（研究对象）费用 

解释成本的性质（例如运输、现场试验药品）和计算方法。重要的是检查与资助组织有

关的限制。详细说明将提供病人护理的地点和分配给每个地点的预算。详细说明估算费用的

依据，包括患者人数、治疗天数、每次检查或治疗的费用等。如果同时要求住院和门诊费用，

则分别提供各自的信息。如果要使用多个地点，请按地点提供详细信息。包括患者转移、患

者参与激励等。 

⑤差旅费 

逐项列出每个差旅项目。提供每次差旅的目的地和目的地，以及申请资金的人数。包括

进行拟开展研究所需的当地运输费用和实地研究费用。分别列出交通费、生活津贴（说明机

构支付的数额）和所有其他费用（具体说明）。检查与筹资组织有关的限制。还有，一些组

织可能需要单独的国际和国家/地方差旅费。包括现场工作人员的住宿和生活费用。说明每

年出差的次数，并将其与个人任务联系起来。如果需要将样本从现场运送到实验室，请说明

将如何运送以及所涉及的费用。 

⑥现场费用 

说明是否需要租用或购买车辆，并提供需要车辆的详细理由。还要确保包括相关的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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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和维护费用。如果要购买车辆，说明一旦项目结束将会发生什么。 

⑦管理费 

查明资助机构是否会支付管理费用，并相应地将其列入预算。 

⑧其他支出 

请列出拟开展研究所需的所有其他开支。这可能包括保险成本、外包、出版成本、电脑

费用、租金和租赁、服务合同和通讯成本，特别是当工作涉及许多国家/机构时。需要指出

的是，有些组织没有为列为杂项或其他事项提供资金。在提交预算前，一定要与资助机构明

确这一点。 

 

 

小组活动：研究设计 

在实施研究团队中，回顾由导师提供的实施研究计划书预

算模板。使用第 3 节课中包含的信息和预算案例作为指导，制

定你们团队的实施研究计划书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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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课：影响 

在本节课中，你的实施研究计划书中涉及确保研究项目质量标准的措施的部分将被审查。

具体来说，在完成这节课后，你将： 

• 为你的实施研究项目制定监测和评估计划 

• 能力建设计划 

• 传播计划 

你必须努力确保你们的计划书清楚地表明，你们的研究结果将如何对有关社区/人群的

健康或保健、政策制定和研究界产生影响。例如，你的计划书将如何证明你的研究团队已有： 

• 承认、监测和计划相互竞争的优先事项、有限的后勤能力、缺乏政治意愿和/或基础

设施和资源不足——所有这些都可能影响向最需要的人提供的卫生保健计划？ 

• 计划在项目中发展和维持能力建设，以促进发展中国家采用循证卫生干预措施？ 

• 表明将传播研究成果，以确保项目将为政策和项目实施提供信息而产生研究证据？ 

当制定一个典型的研究/学术计划书时，其目的是产生新的知识和想法。相反，在制定

实施研究计划书时，其目的是产生研究证据，为政策和规划实施提供信息。尽管卫生保健循

证实践的知识基础日益增长，但所谓的研究结果与实践中一贯实施的做法之间仍存在巨大差

距。为什么我们知道的和我们做的之间有这么大的差距？研究发现，最佳实践和指导方针可

能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才能落实到卫生保健工作者的日常实践中，这是实施研究“运

动”背后的刺激因素之一。 

研究成果的利用是实施研究的核心目的。将证据转化为卫生保健实践需要一个监测和评

估过程，以确保质量和改善健康结果。你的计划书应表明，你们的项目将促进采用和整合循

证卫生干预措施，并改变做法模式，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为了让人信服，你的计划书应该

表明你已经考虑了研究将要发生的情况和环境的复杂性。 

 

监测和评估 

一项监测和评估计划： 

• 准确地描述如何评估项目是否满足其目标并传达计划书中所承诺的内容。 

• 告知潜在的融资机构他们的投资是/曾经是合理的。 

• 促进研究结果的使用，实施循证实践，从而改善健康结局。 

• 检查卫生干预措施的实施效果与效力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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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活动 

你的计划书中的监测活动包括：你评估项目的进展（例如招募率、遵守时间表的程度，

有关向捐赠者提交所需报告的截止日期等）将采取的步骤，以便及早发现问题或事件，并尽

快做出所有必要的改变或干预。 

监测活动包括确定项目中需要观察的方面、由谁负责各种活动以及监测活动的组织。此

类监测活动通常与项目中的特定节点或时间轴事件相关联。在确定项目时间表时，考虑包括

特定的监测活动。例如，在节点 X，你将报告 Y。对监测部分的描述应包括以下内容： 

• 确定项目所需的资源，包括人员、设备、用品、后勤支持和资金，以及你将采取的

预防措施，以确保这些资源将得到适当的使用。 

• 遵守研究设计程序，以确保正确和及时地遵循这些程序。这包括你打算如何监控与

项目相关的每个团队成员的角色、职责和活动，以确保工作计划按照设想得到执行。为确定

延误或困难而采取的措施。 

• 干预与数据质量之间的联系。 

• 研究团队打算如何与研究对象、其他合作团体和/或资助机构沟通和协调的计划。 

 

评估计划 

在计划书中应该包括一份评估计划，详细列出将如何证明项目是否达到了目标，是否“成

功”。许多研究计划书标准的规定是，指定总预算的约 10%用于评估。研究团队通常会聘请

顾问进行评估。在实施研究计划书中，指出评估将由内部团队成员还是外部顾问进行。 

评估计划展示了研究目标将如何实现，并表明打算如何密切跟踪项目计划中的变更以及

遇到和解决（或未解决）的问题，因此可以告知利益相关者并将这些信息包含在初步报告中。

评估计划还应考虑以下几点： 

• 确定谁将使用评估结果 

• 描述所需信息、来源和评估方法/工具 

• 检查项目目标将如何实现 

• 跟踪干预的预期影响 

• 证明评估的范围是合适的 

评估计划将向潜在的资助机构表明，你将如何证明他们对你的投资是个好投资的。如果

你计划使用调查或问卷来帮助评估项目的成功，请在附录中包括评估工具的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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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和评估评估项目在各个阶段的成功和影响、已经使用了各种方法来衡量治疗、规划

或服务的有效执行情况。一些评价策略通过在客户或患者层面衡量临床结果来推断实施成功，

而其他研究则衡量实施的实际目标，例如量化与提供新实施的治疗有关的预期提供者行为。

Proctor 等人（6）将实施结局定义为实施新的治疗、实践和服务的故意和有目的的行动的效

果。他们建议将以下 8 个概念上截然不同的实施结果纳入评估计划：接受度、采用率、适当

性、可行性、保真度、实施成本、覆盖范围和可持续性。 

既包括形成性评价或过程性评价（项目正在进行时的评价），也包括终结性评价或产品

性评价（评价是在项目结束时进行的，以论证项目完成了最初提出的内容）。如果你的项目

超过一年，你可以规定进行年度评估和报告。在评价计划中直接参考自己的研究目标，以便

突出计划书内容的一致性。 

你的评估计划应该体现对资助期结束后发生的事情的关注。在你的项目下已经开始的计

划将如何在未来持续下去?在资助期结束后，其他合作机构将如何协助继续进行该项目?为了

促进你的研究成果的利用，你的计划书应表明你打算如何在研究的各个阶段将你的研究成果

告知所有利益相关者。 

 

监测和评估工具 

为提高研究项目的质量，可以实施的监测和评估策略包括: 

• 信息日志：跟踪利益相关者的反馈、相关新闻报道和文章的撰写、研究被学术文献

引用的次数。 

• 调查：与目标受众的利益相关者一起进行，提供反馈。例如，可以在传播活动 6 个

月和 1 年后通过电子邮件发送问卷，或要求计划生育门诊患者完成关于改善护理质量的调查。 

• 对卫生系统各级利益相关方进行的一系列关键信息访谈可以深入了解研究是否以

及如何被使用。 

展示评估计划的一种方式是使用一个表格来概述研究目标或研究问题和评估策略，以评

估目标是否已经实现。 

 

研究目标 如何评估 

目标1 
焦点小组访谈 

前后调查 

目标2 与主要利益相关者单独面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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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干预过程和影响评估 

目标 

1. 评估研究地区经修订的农村医疗保险计划按计划实施的程度。 

2. 解释原因或为什么没有按计划实现。 

3. 评估实施的修订健康保险计划对以下方面的影响:改善获得/使用保健服务的公平

机会；减轻昂贵的医疗账单造成的经济负担；公平和计划覆盖范围；成员的满意度;以及这

些计划的财务可行性和可持续性。 

 

工作描述 

本工作包括多项工作任务，旨在根据研究目标对干预影响进行综合评估。评估将包括过

程评价和影响评估。过程评价的部分数据收集和分析将与干预措施同时开始。这是为了确保

对干预过程进行有效监测使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大多数问题能够尽快查明和解决。将使用来

自快速家庭健康调查、定性研究和在干预县和区运行的管理信息系统的数据。 

工作任务 1：第一个工作任务是定义评估框架（图 x 和 y），这些框架将用于指导评估数

据的收集。主要研究人员和项目咨询委员会成员将利用一次项目会议（将在第 2 年年底举行）

讨论如何在干预措施完成之前完善评估框架并最后确定它。 

工作任务 2：研究团队还将重复采用与现状分析和基线调查相同的方法、相同的研究县

/区、相同的人口样本进行家庭健康调查。调查将在完成干预的 18 个月后进行。问卷可以修

改，以反映干预期间所作的变化。但问卷的总体内容将相同，涵盖家庭一般资料（如家庭规

模、收入、保险成员等）、疾病感知（包括 1-2 项示踪研究——结核病疑似患者/慢性咳嗽患

者和腹泻患者）和服务利用与支出、不使用所需服务的原因以及患者对服务的满意度等。问

卷调查完成后，根据制定的评估框架将所有问卷录入分析。 

工作任务 3：定性数据也将收集和分析，包括：使用参与式技术的焦点小组讨论和深入

的个人访谈（与在现状分析中咨询的目标人群中的相同社会群体）；与县/区及以下各级卫生

服务提供者、国家和地方各级卫生政策制定者、农村医疗保险计划管理人员和地方各级有关

非卫生政策制定者进行焦点小组讨论和深入访谈;将在选定的设施中进行半结构化直接观察，

以评估和比较保健工作人员对修订计划成员/非成员患者的行为。将根据评估框架收集和分

析指定保健设施和保险基金管理组织运行的管理信息系统的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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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交付成果 

• 确定评估框架 

• 关于两国干预措施影响评估的报告 

 

节点 

20 个项目月（PM）完成评估框架，46 个项目月（PM）完成评估报告。 

 

预期结果 

在可以向两国政府提出政策建议的研究领域尝试更公平和可持续性的健康保险计划。 

 

能力建设 

研究能力受限已被确定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处理卫生保健优先事项的制约因素之

一（7）。生成恰当、可信的证据依赖于良好的研究组织的存在。能力提升策略需要关注机构

的综合需求，包括整体技能和职业发展，领导、治理和行政系统的发展，以及加强国内外研

究共同体之间的网络。在撰研究计划书时，有两个具体考虑可能有助于解决能力建设问题： 

• 该项目如何通过培训、指导等方式帮助提高国家和地方有关机构的研究能力。 

• 该项目如何通过实施过程帮助提高诸如政府官员等关键利益相关方利用研究证据

制定政策或决策的能力。 

案例：研究能力发展 

发展和加强中国/越南和欧洲两个伙伴的研究能力将是整个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一个持续

过程。以下是旨在发展研究能力的主要活动。每个合作伙伴应分析其研究能力的现状，以及

需要哪些研究技能和能力与现有能力之间的差距。 

随后将在项目管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拟订并核准为所有参与的伙伴建立研究能力的

策略。根据这一策略，研究能力建设的详细计划将在第一年的上半年制定。该计划将包括一

个对来自发展中国家和欧洲国家的青年研究人员进行指导和监督的系统，以及中国/越南合

作伙伴和欧洲合作伙伴之间的访问研究人员交流。在制订这一计划时将考虑到性别问题。 

将使用一些适当的策略来提高研究能力，特别是在项目实施期间为两个发展中国家提高

研究能力。在研究设计和研究工具的开发、数据分析和报告/论文撰写期间，这些国家的研

究人员将被邀请访问欧洲合作伙伴。这些初级研究员与欧洲伙伴在一起时，将参加一个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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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目的是发展他们在与项目有关的研究技术和与一般保健系统发展特别是健康保险有关的

分析问题方面的技能。若有可能，将鼓励初级研究人员在自己的机构注册为硕士/博士，由

中国/越南和欧洲合作伙伴的高级研究人员联合监督。还将鼓励来自欧洲伙伴的初级研究员

花足够的时间在研究领域工作，以获得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研究的直接经验。还将鼓励所有合

作伙伴的初级研究员参与项目管理活动，以提高研究项目管理的能力。加强欧盟伙伴的研究

能力将确保对研究的关键要素达成普遍认识，包括针对性别的定性和定量方法以及数据分析、

卫生政策分析、卫生经济学模型等。 

 

传播计划 

你们计划书的一个重要方面将是传播项目信息的计划。大多数资助机构都想知道他们对

你的项目的资金支持将如何延伸到其他受众。因此，你的计划书应该包括一个关于传播的部

分，将包括你计划进行的传播类型，以及你打算在哪里传播你的研究结果。 

信息传播策略 

• 为确保你最有效地向利益相关者传达研究信息、计划和结果，请回答以下问题： 

• 传播策略的目标是什么？ 

• 谁是目标受众？ 

• 什么是合适的沟通渠道？ 

• 你将如何评估信息的吸收和使用？ 

• 最有用的工具或产品是什么？（例如政策简报、研究报告） 

 

传播活动通常包括： 

• 在国内和国际会议上发表研究成果。 

• 在国内和国际同行评议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 

• 与当地和全国利益相关方开会讨论研究结果。 

• 政策倡导简报。 

• 在宣传工作中使用患者的生活史访谈（征得访谈对象的同意）。 

• 年度报告。 

• 媒体（如电台广播、新闻发布、报纸文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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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书的这一部分应包括： 

• 在项目进行的每一年，你拟撰写的参考文献和专业出版物的数量（包括你拟提交的

期刊名称，以及专业期刊、通讯稿、印刷讲义、政策报告和其他拟发表的出版物）； 

• 每年你打算参加的学术和专业会议的数量和名称； 

• 你计划在项目的每一年进行的教育或非正式的社区演讲（包括研讨会或培训计划;

课程信息；政策简报；新闻发布会；幻灯片等等）。 

在这方面，“少承诺，多兑现”往往更好。做出详细声明的计划书（特别是没有类似的

跟踪记录来支持此类出版物或传播记录的计划书）往往会失去评审人的信任。 

通常，研究结果发表在相对深奥/高度专业化的期刊上，只为少数具有专业知识或兴趣

的人或可能理解，而且大部分只有其他研究人员阅读。以适合目标受众（关键信息）的形式

将研究结果传播给所有利益相方对于确保更好地利用和吸收研究结果至关重要。 

 

小组活动 

回顾传播计划案例（如下）。这个传播计划的哪些方面可

能有助于考虑你的实施研究计划书？哪些方面是不合适的？ 

 

例如:与国家政策制定者协商并向他们传播研究结果 

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区域/省和国家政策制定者的参与是项目成功的关键因素，因为要

实现预期的研究战略影响，关键取决于他们采纳研究建议。将使用下列方法来确定主要的政

策制定者，同他们协商，并向他们通报最后的项目结论和建议： 

• 在项目开始时将进行利益相关者分析，包括以下内容： 

• 第 2 个项目月的项目研讨会。 

• 将邀请确定的主要利益相关方参加两个研究国之间的联合研究规划讲习班，包括第

4 个项目月的现状分析和研究基线设计讲习班（见 WP2）。 

• 在第 12 个项目月举行研讨会，讨论现状分析的结果，并讨论对现有方案的可能修

订（见 WP3）。 

• 在第42个项目月举办一个研讨会，介绍和讨论修订方案评估的初步结果（见WP6）。 

• 在第 47 个项目月研讨会中提出最后研究结果。 

将编制政策简报，针对不同级别的政策制定者和管理人员，包括区域和国家政策制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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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与主要利益相关方进行协商，并将在适当时候向他们提供全面的项目研究结果。项目的主

要利益相关方是研究地点的目标人群、卫生保健提供者和健康保险提供者。研究结果将通过

以下方式咨询这些小组并告知他们： 

• 农民协会等主要利益相关方团体和基层妇女团体的代表将被邀请参加最初的项目

启动研讨会。 

• 在重新设计医疗保险计划之前，将与这些群体进行进一步协商，方法是收集定性数

据，作为现状分析的一部分。 

• 试点方案评估的初步结果将通过 x 月的研讨会传播给这些利益相关者群体的代表，

使他们能够对评估结果和适当的建议发表评论。 

• 最后的研究结果将通过编制和派发适当的材料，如无线电广播时段和通讯，传达给

这些利益相关方。 

• 与国际政策制定者和研究人员协商并向他们传播项目结果。 

• 为了在国际上设计和实施更可持续、更公平的健康保险计划，必须确保研究方法能

够产生国际政策制定者关注的具体问题和指标信息。该项目将包括国际政策制定者的代表及

其技术咨询委员会的顾问，该委员会将每年举行两次会议，讨论计划和审查结果。 

研究结果将通过若干机制更广泛地传播，包括: 

• 提交学术论文，在国家、地区和国际高影响力的同行评议期刊上发表。 

• 为国际政策制定者制作政策简报。 

• 在卫生研究和政策制定界参加的相关区域和国际会议上呈现论文。 

• 向欧盟提交最终研究报告。 

• 通过项目网站以网络方式传播项目研究结果，并将项目研究结果提交给 ID21 等研

究传播网站。 

• 向社区成员、学术界、地区和区域卫生小组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介绍情况。 

 

写作坊 

在晚上，为你们团队的项目制定以下内容： 

• 监测和评估计划 

• 能力建设计划 

• 传播计划 

• 做出必要的更改，以改进、更新或调整你的计划书的所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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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课：附件 

在这节课中，你将扩展你的计划书的几个最后部分。具体来说，包括项目概要、目录、

附录和你的研究人员简历等信息。 

你将有一个晚间写作准备这些方面，并审查所有以前的组成部分，更新和调整你的整个

计划书。最后，你将准备一个 20 分钟的演示，并展示和接收你的实施研究计划书的反馈。 

在课程结束时，参与者将能够： 

• 制定一份计划书摘要。 

• 制定一个目录。 

• 确定哪些附录需要包括在内。 

• 为你的简历制作一个模板。 

• 准备一个 20 分钟的报告，总结你的实施研究计划书。 

 

项目概要 

实施研究项目概要（有时称为摘要或执行摘要）简要地描述整个计划书。研究人员通常

在他们最能简明地描述他们的研究计划的时候，把他们的概要或摘要写在最后。概要应包括

对所调查问题的描述、为何需要或重要进行研究的理由（位于文献中）、参与者、方法、要

开展的研究活动以及开展研究的预期结果或启示。根据资助机构的要求，你的概要/摘要可

以限制在 150-200 字（摘要）到一页（概要）之间。就像研究报告或期刊文章一样，你的计

划书概要或摘要可能是你的计划书中最重要的一段/一页，因为它将是大多数审阅者在审阅

你的计划书时首先接触到的东西。概要将给审阅者留下“第一印象”，并可能影响审阅者是

否选择资助你的计划书。 

案例：实施研究项目概要 

计划书标题：为弱势群体提供卫生保健—在中国和越南发展公平和可持续农村医疗保险。 

计划书缩写：RHINCAV 

总目标：该项目的目标是为发展中国家贫困农村地区的人民减少贫困和改善健康做出贡

献。该项目的总体目标是通过向卫生政策制定者提供证据，在中国和越南建立有效、可持续

和负担得起的农村卫生保健融资系统，促进卫生公平。 

具体目标 

1. 对农村医疗保险的需求以及现有计划的优缺点进行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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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制定和实施可行的试点农村医疗保险计划，满足其目标人口的预期需求。 

3. 从公平覆盖范围、使用者满意程度、有效利用和提供服务、减少贫穷和可持续发展

的角度，监测和评估新计划的效果。 

4. 通过有效传播研究结果，支持设计和实施可持续的、注重公平的农村医疗保险计划。 

摘要 

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制定健康保险计划，以保护人民，特别是穷人，免受昂贵的

医疗保健造成的财政灾难。其中包括中国和越南，它们在过去二十年中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发

展和剧烈的社会变化。所有这些变化对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两个国

家的卫生保健筹资改革导致卫生设施越来越依赖用户收费，这导致在获得卫生保健方面，特

别是对农村穷人而言，出现了更大的财政困难。 

尽管两国中央政府多年来一直在推动农村医疗保险的发展，但由于政治、社会经济和管

理等诸多因素，农村医疗保险的人口覆盖率一直不尽如人意。拟开展的研究将通过为设计和

实施可持续和可接受的农村医疗保险计划建立和传播证据基础，促进这两个国家的公平医疗

保健筹资机制。该研究项目将采用个案研究方法，选择一些已经存在农村医疗保险计划的研

究县和区，实施可行的、满足其目标人口预期需求的修订计划。它将从公平覆盖、用户满意、

有效使用和提供服务、减少贫穷和可持续性等方面监测和评价这些计划的效果。预计项目的

最终成果（良好实践和经验教训）将向广泛的受众传播，并用于为中国、越南和其他发展中

国家的有关农村医疗保险政策提供信息。 

 

项目概要清单 

该概要应该对在相同或相关领域工作的人提供信息。一个好的概要可以使评审人员很容

易根据评审标准理解和评估你拟开展的项目。虽然研究计划的标准会因资助机构的不同而有

所不同，但概要通常会包括以下每一项的简要描述： 

• 问题（你想解决什么问题？） 

• 令人信服的理由，为什么这个问题是重要的（即拟申请的研究将如何促进知识，改

善卫生保健实践等）。 

• 研究将在哪里进行，与谁（场所和参与者）一起进行。 

• 如何收集和分析数据。 

• 拟开展研究的创新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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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研究的预期结果或影响。 

• 研究结果将如何传播。 

• 影响（改变政策、改善保健做法等，世界卫生组织将从中受益）。 

 

目录 

目录通过概述计划书中的内容以及每一项内容可以在哪里找到来组织计划书。它以‘一

目了然’的逻辑顺序呈现了一个主题和章节的简便列表。 

文字处理软件，如 Microsoft Word 和 open office，能够自动生成目录。你可以使用适当

的标题样式（例如标题 1、标题 2、标题 3）标记标题，并使用“插入”>“目录”功能。 

 

附录 

附录包括那些对读者来说是次要兴趣的项目方面。读者应该能够从计划书的主体中获得

所有必要的信息，如果他们需要或想要额外的信息，可以去看附录。附录可能包括研究小组

成员的简历、研究工具或推荐信等内容。这也是放置你希望审阅人员能够访问但由于长度限

制禁止在计划书正文中提及的附加信息的地方。 

 

调查人员的简历 

调查人员的履历对审查员对你的计划书的评估有影响。你可能希望确保团队中至少有一

名成员具有实施研究经验，有良好的履历记录和较强的发表记录。社区公信力等辅助能力同

样重要。通常机构限制调查人员的简短简历为 1-3 页。因此，调查人员需要缩短简历，突出

他们的职业/学术生活中与项目最相关的方面，并与资助机构的范围保持一致。模板可以帮

助调查人员缩短简历并保持简历的统一。 

 

写作坊 

在晚上，为你们团队的项目制定以下内容： 

• 项目概要（一页）。 

• 标题页。 

• 附录（列出所有的附录，并添加那些已经准备好的）。 

• 研究人员简历（创建一个简历模板，以便所有的研究人员都有相似的外观和格式）。 

• 检查你的计划书的所有组成部分，并更新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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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活动：展示计划书 

准备一个 20 分钟的报告（幻灯片或海报），你的实施研究

计划书包括以下方面： 

• 标题 

• 理论依据 

• 问题陈述 

• 研究问题 

• 研究设计 

• 研究方法 

• 数据收集 

• 数据分析 

• 质量管理 

• 研究对象 

• 伦理道德 

• 项目计划 

• 研究团队 

• 预算和测算理由 

• 监控和评估计划 

• 能力建设计划 

• 传播计划 

 

小组汇报 

各小组将在 20 分钟内展示你们的计划书。随后，导师

和大组成员会提出讨论、问题、建议和意见（20 分钟）。各

小组将在全体会议上对其计划书作 20 分钟的汇报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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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3 计划开展实施研究项目 

一、简介 

本单元将介绍实施研究项目在资金/资源到位后采取的步骤，以及如何计划和开展一个

研究项目，其中包括了准备用于伦理审查的研究简介。本单元通过示例来介绍以下关键概念： 

• 准备和申请伦理审查 

• 规划项目实施 

• 借鉴良好的实施研究原则和做法，并用于实际工作当中 

 

二、学习目标 

本单元提供了有关研究执行的基本步骤的信息，包括：申请伦理审查，规划项目实施，

为实施研究制定良好的原则并付诸实践。这些流程将以具体的实施研究项目范例进行展示。 

在本单元结束时，参与者将能够： 

• 描述有助于研究计划方案顺利通过伦理审查所需的伦理要求和流程 

• 在一个项目周期中描述相关伦理流程 

• 系统性地描述实施一项研究项目的步骤 

• 重视良好实践在所研究项目的整个周期中的价值 

 

三、关键概念 

1 寻求伦理许可 

实施研究在伦理方面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观点，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实施研究涉及了多

种观点并且与卫生服务对接。就其本身而言，参与实施研究的成员可能会觉得常规的医疗流

程和研究中所设计的流程难以区分，如果区分两者的界线变得模糊，成员可能难以识别与研

究相关的潜在风险，尤其是参与式研究。 

研究资助机构要求在发放项目资金之前，相应的伦理审查委员会需批准研究计划。根据

具体情况，可能不止有一个这样的委员会要求研究小组配合完成伦理审查工作。例如，项目

可能需要得到某个机构或国家的伦理审查委员会的伦理批准；如果是合作项目，则可能需要

多个研究或卫生机构的批准。这些伦理委员会将会对研究方案进行审核，并要求提供有关于

研究计划和步骤的完整细节。除此之外，委员会特别注意研究小组是如何获取潜在的研究对

象的同意的，并仔细审查所有知情同意书。关于研究中所有的更改，例如添加新目标，扩展

研究范围，添加或移除准入或者排除标准，这些更改都需要伦理委员会的额外批准。另一方

面，从项目初始的计划部分就考虑研究的伦理部分是十分重要的。但是，考虑到实施研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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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环境中进行的，因此有时候可能会出现某些不可预见的情况，这些情况在进行伦理审

查之前都未被团队考虑。 

 

提交用于伦理审查的研究方案 

伦理审查程对于确保研究项目对研究对象的尊严、权利、安全和健康/福祉至关重要。

因此，在开始一项研究之前，需要有该研究方案的书面批准，知情同意书（最好采用当地语

言）和明确的招募程序。项目负责人有责任去遵循由赞助者和监管部门批准的（如适用）以

及科学委员会和伦理委员会批准的研究方案。 

表 1 概括了需要提交给研究伦理委员会的一般性文件。不同委员会对此类文件的要求不

同，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清楚我们所申请的伦理委员会的具体文件与方案要求。 

表 1. 提交给机构审查委员会和/或伦理审查委员会的文件。 

申请信：简要描述了研究计划和所涉及的道德因素，如果有的话。 

完整的研究计划，其中包括了必要性原则、研究问题、文献综述、方法学、数据

收集工具、研究流程以及期望结果。 

分析潜在风险和利益，包括隐私保护和保密性。 

详细的项目研究对象准入流程和目标人群介绍。 

知情同意书，为照顾少数人，知情同意书将使用当地的语言。 

将研究结果传达给研究对象和社区的过程。 

• 履行研究结束后义务的计划，例如： 

• 卫生服务和机构的改善； 

• 向研究对象提供新型成熟的干预措施； 

• 长期监管； 

• 加强当地的专业研究知识。 

项目负责人和团队成员的简历 

研究结果的传播建议 

 

项目实施期间应考虑的道德因素 

在实施研究过程中以及研究完成后，应遵守自主原则、风险效益原则和公平原则（详见

单元 1）。在这一部分，将讨论有关于知情同意、隐私、保密的问题。 

获得知情同意 

知情同意被认为是涉及到人的研究中的一项基本伦理要求（1）。知情同意确保个人可以

根据自身兴趣、价值观和偏好来决定是否参与到该项目中。知情同意不仅仅是一个合同中的

义务，其更应被理解为贯穿于研究对象参与项目的全部过程（从研究对象被招入至研究项目

中开始到项目结束）。该过程的建立需要四个基本要素：1）准确且合适的信息。2）理解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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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目的和步骤。3）研究对象接受程度。4）自愿参与。 

为了确保研究对象的同意有效，团队应使用研究对象的当地语言来解释完整信息。而且

应使用当地常用的或者是简化的表述（相较于科学用于和专业术语）。知情同意书还应包括

有关研究和研究步骤的知情告知信息以及同意签字页（表 2）。 

表 2. 知情同意书中的要素 

第一部分：知情告知页 

研究者和其所处机构的介绍 

研究目的 

研究干预类型 

研究对象选择 

自愿参与 

步骤（访谈，焦点小组讨论，访谈将在哪里进行，研究对象隐私和保密问题）。 

各项步骤/访谈的持续时间，干预的时间（包括随访）。 

可预见的风险 

不同层级的利益（个人、社区或者全社会） 

报销（如有必要） 

保密（注意：焦点小组讨论会对保密产生极大的挑战，因为一旦有人在小组里说了些什么，这

将变成众所周知的内容）。 

结果分享（用于分享研究结果的流程）。 

拒绝或撤销的权利。 

联系人（比如：当需要获取其他信息时，可以联系的人）。 

第二部分：同意签字页 

本部分必须以第一人称写成。 

应该包含研究对象关于该研究的一些简短陈述，该陈述显示研究对象已阅读了相关信息，他们

已理解这项研究的内容并同意自愿参与该研究项目。 

如果研究对象阅读能力较差，但提供口头同意，则必须有公证人签字。 

研究人员在检查知情同意书的时候必须在每一份知情同意书上签字。 

 

隐私、保密、匿名 

保护研究对象的匿名权和保密权是研究伦理中的另外一个客观存在的部分。在某些情况

下，个人信息的暴露可能会让研究对象受到被歧视和受人偏见的风险。保护研究对象的隐私

权和保密权是研究者的义务（2）。保护研究对象的匿名权和保密权涉及到：在数据收集、存

储、分析和发布过程中遵循伦理程序。在数据收集过程中，我们应尽可能给予研究对象的隐

私足够多的保护，以确保他们所提供的信息不会被其他人分享。除非被调查者允许，任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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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被调查者的身份都不应暴露给第三方，包括在数据收集、存储、分析和发布过程中。被调

查者的身份可通过“计划匿名标识符”而得到保护，这些标识符和他们的身份没有联系。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寻求伦理许可 

当伦理审查委员会签发批准证书时，它将会通知项目负责人有关于常规伦理审查的事项，

详见以下部分。在大多数研究设计中，都严格遵循原始研究方案。但在实施研究中，研究团

队持续对其干预行为进行监控和审查，以确保与项目计划和实施有关的结果是有意义的并且

符合实际。在此过程中意想不到的结果可能会出现，并导致原始研究计划的改变（这些改变

是符合该项目和/或研究对象的最大利益的）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可能会对用于伦理审查的

原始研究方案进行一些修改。实施研究团队在做任何有关于原始研究计划或步骤的主要改变

之前，必须通知伦理审查委员会。例如，在提交研究计划书至伦理委员会之后，研究团队中

的护士长会每天为患者打针，但是计划中的注射流程会由于不可预测的因素而变得低效。研

究团队必须告知伦理审查委员会任何一个研究步骤上的改变，即便是因为未知的问题而导致

的。这可以在项目的定期伦理审查期间完成。 

为了确保（团队）严格遵循了研究步骤，评估是否存在方案偏差，或者在研究过程中跟

进医疗介入措施，大部分伦理审查委员会都可能要求定期的伦理审查。委员会根据具体情况

提出跟进和审查业务和数据的频率和步骤。 

在特殊情况下，由于研究设计发生了重大变化或原始批准的标书信息发生更改，可能需

要临时伦理审查。 

最终的伦理审查是一个过程，项目负责人要向伦理审查委员会报告关于自上一次审批通

过以来的项目进展情况、研究结果总结和将来的传播计划。 

 

思考活动 

一个人类学家曾对“中途之家”（又称重返社会训练所，是为出狱者、

出院病人等提供社会适应服务的场所）里患有布鲁里溃疡患者进行人种学

研究。根据该研究设计，医护人员每天都要到“中途之家”为患者打针。

但由于最近的卫生机构到“中途之家”的距离过远，医护人员无法做到每

日执勤。那么，医护人员应否对其他研究人员进行培训，让他们代为进行

每日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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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实施进程 

项目实施工作涉及设立和监测既定活动的过程，并且根据具体情况更新和修订研究计划。

这些活动包括：组建研究团队，申请后勤需要以及分配活动和任务。此外，研究地点、项目

活动时间表和数据收集步骤必须确定。这一部分还包括项目的结束和评估以及项目流程和结

果的报告和发表。在以下部分中，将描述项目实施工作的启动和质量数据的确认的过程。项

目监测是与任何实施研究的实施过程交织在一起的。 

开始实施工作 

当项目工作计划完成，并得到有关方和相关管理小组的批准和同意之后，项目的实施工

作就可以开始了。将整个研究团队（包括利益相关者、合作伙伴和一线工作人员）纳入项目

的启动是非常有帮助的。团队成员需检查项目的宏观目标、微观目标、指标和工作计划。他

们还需要解决潜在问题并建立沟通机制，以确保实施过程中的团队合作。团队负责人必须确

保工作按时开始，并在批准的预算范围内遵循已商定的绩效标准 

 

3 实施研究的良好实践 

实施研究必须生成可靠的数据。良好的研究做法可以通过减少由于不确定因素而导致非

决定性结果的风险来获得可靠的数据。当干预措施低效或者实操流程（步骤）不清晰，不确

定性即会产生。 

过程记录 

实施研究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执行过程中往往需要进行调整，具备灵活性和自由度。

需要记录、协调和监控对于研究过程中的这些改变/调整，以确保可靠性和保真度。 

下列问题应作为记录文件的主体： 

• 正在发生什么？ 

• 为什么会以这样的方式发生？ 

• 是我们所预期的吗？ 

在过程记录时保持客观是很重要的，要报告对正面经历和负面经历。这将有助于学习这

些记录和佐证支撑以往的传闻性报告。 

记录在研究中出现的并对研究产生影响的各种进程、调整、修订和经验，这不仅确保项

目规划者和政策制定者接收到研究结果，还能让他们了解获得这些结果的过程。 

实施者培训 

计划并非总是如实施研究项目所想的一样进行着。随着实施流程的进行和更多信息的获

取，可能需要调整。应该定期检查既定的步骤（例如：采样和数据工具），以将实际发生的

情况与原始计划内容进行比较，以至于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进行任何调整。员工培训是该过

程的关键部分，这是为了确保这些步骤能被理解并遵守。所有必要步骤的培训都必须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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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覆盖到所有关键成员。为确保持续的学习过程，培训后应进行指导和/或监督活动。 

研究人员需要使用规定的材料和最新版本的数据收集工具和仪器，确保在培训期间遵守

既定步骤。在实施研究中，可能会出现不良事件或者在干预后出现意外后果。不良事件会对

干预措施的采用和持续性产生负面影响，尤其是当这些事件发生在实施的初期。对于变革的

抗拒，惰性和对现状的投入——再加上固有的困难和复杂的新任务——这些都可能会影响到

新措施的采用。 

预测试 

各类研究通常会进行预测试以检查数据收集工具的信效度。预测试能够让研究团队知道

研究操作和问题条目是否清晰，以及是否有足够的时间管理调查问卷等。由于数据管理是一

项研究成功的关键，数据管理团队应该参与到预测试之后的讨论当中，修订最终版并对数据

输入系统进行适当的检查。这一阶段包括设计记录测量资料的表格以及建立用于数据输入、

数据管理和数据分析的程序；除此之外，还有虚拟表格的设计，以确保能收集到合适的变量。 

 

笔记 

应检验所有研究工具（定量和定性）。 

 

数据管理 

对于任何研究来说，对准确记录且可检索到的结果的收集和存储/记录都是必不可少的。

好的数据收集实践能确保数据可以追溯到其源头（即在观察过程中第一手记录的原始数据）

为确保这些特性，原始数据的记录必须有以下特点： 

• 及时性：完成具体任务之后，没有及时记录数据会降低数据质量，因为记忆可能会有

错乱或者不准确。 

• 准确性：数据记录不准确会降低所收集数据的信度，因此这是研究完整性的关键部分。 

• 数据清晰明了：手写数据应书写清晰，电子记录应容易被译解。 

• 能被永久保存：手写原始数据应使用永久型墨水书写。对原始数据的任何更改都不能

掩盖先前输入的条目。日期，更改理由和更改负责人签名都应该添加。 

清晰且定期检查的数据流可防止数据丢失。当实施研究从各种来源（例如：人类受试者、

病历、卫生机构和实验室登记簿，监测系统和行政系统的数据）收集不同类型的数据（即患

者，组织和与监视相关的数据），应制作详细的记载关键路径的图表，其用于数据收集过程

中，包括处理调查问卷、编码、数据输入、数据确认以及清理和储存数据备份和打印件。 

数据的存储或归档意味着这些所记录的数据能够被合理储存，以防未来不时之需。世界卫生

组织的药品临床实验管理规范建议：数据和基本文件应在研究项目结束后至少保留两年。数

据应保存在安全的存储区域或者上锁的机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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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键概念的应用 

案例项目：南非夸祖鲁-纳塔尔省“Mothers2Mothers”项目评估的主要发现（4） 

背景：Mothers2Mothers（M2M）是一个同伴支持计划，其旨在为 HIV 阳性孕妇和新妈

妈提供教育和社会心理支持，帮助妇女获得现有医疗保健服务以防止艾滋病母婴传播

（PMTCT），并跟进母亲和婴儿以确保在分娩后两者能得到合适的医疗保健服务。 

尽管人们对于作为 PMTCT 临床服务的补充的创新性的心理社会支持项目非常感兴趣，

但目前只有少数项目现存，并且其有效性的数据也很少。虽然 M2M 是一项著名的项目，亦

有一些关于其成功支持了 HIV 阳性妇女的报导，但尚未进行外部评估。人口理事会的“地

平线计划”与卫生系统信托基金合作，完成了对 M2M 的首次评估，并将其引入南非夸祖鲁

-纳塔尔省。 

研究设计和方法 

研究人员使用了前-后测、准实验性的研究设计来评估项目的有效性。在夸祖鲁-纳塔尔

省的彼得马里茨堡地区有三个评估点。这些评估点吸引了来自城市和郊区的妇女。这项研究

的纳入排除标准包括：18-49 岁、知道自己的艾滋病毒感染状况、目前状态：怀孕 6-9 月或

者产后不超过 12 个月。进行了两次横断面调查。在 M2M 被引进之前，在 2005 年的基线数

据收集的过程中，研究人员使用结构化调查问卷对 183 名 HIV 阳性的孕妇和 178 名 HIV 阳

性的产后妇女进行访谈。在 2006 年随访数据收集的过程中，有 345 名 HIV 阳性的孕妇和

350HIV 阳性的孕后妇女接受了研究人员的访谈，且使用了与 2005 年第一次访谈相同的调查

问卷，但增加了有关项目暴露和相互作用的问题。 

 

关键概念 1：寻求伦理许可 

• 评估方案已获得人口理事会的机构审查委员会（IRB）、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南非斯泰

伦博斯大学的批准。“地平线”计划在美国获得了伦理许可，而卫生系统信托基金获得了国

内许可。 

• 问卷被翻译为祖鲁语，然后再翻译成英语。 

• 研究采访者接受了有关遵守伦理准则（包括保密）的重要性的培训。 

• 获得了所有接受访谈的妇女的书面知情同意。 

• 参与者有 40 南非兰特（约合 6 美元）的补偿，用于补助其费用，例如交通、育儿

以及与其参与研究相关的其他费用。 

• 访谈是在诊所的私人场地进行。 

• 所有采访者都是女性，因为从文化层面来看，只有在卫生机构中工作的女性来担任

面试者是合适的。 

• 除了签署知情同意书以外，不要求参与者提供姓名。 

• 这些表格存储在一个上锁的办公室，与电子格式的数据分开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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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概念 2：项目实施进程 

该计划的执行期为 2005-2006 年，M2M 项目活动包括： 

• 现场协调员和导师母亲在预约产前诊所和/或孕妇和儿童健康服务的当天对妈妈进

行指导。 

• 由导师母亲和现场协调员组成日常辅导和支持小组。 

• 导师母亲日常去分娩病房探视，与准妈妈或临产的母亲交谈。 

• 诊所内的定期支持小组会议，并为参与现场的妇女提供营养午餐。 

• 导师母亲和现场协调员进行社区外展活动。 

• 经前-后测、准实验的研究设计，这样做可对项目的有效性进行评估。 

项目实施中的变化 

由于获得研究现场活动所需的必要批准在时间上略有延迟，以及出于项目活动的启动工

作需要，基线数据收集与干预措施可能会同时进行。 

 

关键概念 3：实施研究的良好实践 

方案开发 

评估方案和工具由“地平线”计划和卫生系统信托基金的项目负责人共同制定，并由

M2M 计划的员工进行进一步的审查。 

项目实施期间 

1. M2M项目雇用了经验丰富的医疗专家作为项目管理人员，以单独的卫生保健措施为

基础，去监督当地项目。 

2. 导师母亲参与了为期两个星期的训练，使用标准课程，该课程涵盖了有关 HIV感染

和抗逆转录病毒疗法（ART）的基本医学知识，以及防止母婴传播。 

3. 为确保持续的学习过程，现场协调员（已经参加过该计划的一名导师母亲）监督了

导师母亲提供的护理服务。 

数据收集和数据管理中的良好实践 

1. “地平线计划”和卫生系统信托基金中的成员共同对采访者进行培训。 

2. 卫生系统信托基金招募了有工作经验的大学毕业生作为采访者。 

3. 在每轮数据收集之前，采访者完成了两周的培训。 

4. 对问卷进行了预测试，以确保被研究人员能够理解问题，并确保问卷使用了符合文

化习惯的短语。 

5. 在 Dell Azim x51 掌上电脑运行 Perseus Mobile Survey软件，以电子方式记录参

与者的回答（该程序使所有问卷的“跳过”模式和范围检查在访谈期间自动执行）。 

6. 日常期间，在访谈结束后，数据管理元将数据上传到笔记本电脑，然后将数据转换

为 SPSS软件，以进行质量控制、管理、分析和存储。 

7. 每天备份文件加密后发送电子邮件给研究团队，该团队是唯一可以访问数据的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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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恭喜您完成了单元 3：计划开展实施研究项目。这一单元提供了有关计划如何进行研究

的各个步骤的信息，包括：申请伦理审查、项目实施规划和采取良好的实施研究原则和做法。

我们通过真实的实施研究项目作为例子去展示这些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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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4 数据、分析和展示 
一、简介 

本单元旨在概述实施研究的数据分析和解释的基本原理（这是实施研究循环中的第四

步）。本单元还描述了针对目标受众而设计的数据分析、呈现和解释，以期更好地吸收理解

并利用研究结果。完成本单元后，您将能够： 

• 在定性和定量数据层面，展示合适的数据分析规划过程。 

• 理解适用于定量研究的数据分析方法。 

• 在定性研究中描述数据分析的过程。 

本单元分为两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侧重于定量数据管理、分析和展示，第二部分侧重

于定性数据管理、分析和展示。 

在课程开始之前...... 

我们假定你已经熟悉定性和定量两种数据收集方法和工具（来自单元 2）。简要提醒一

下，导师会要求你描述一下两者的主要区别（表 1）。 

表 1. 定量和定性方法的比较 

 

二、关键概念 

1 数据分析计划 

大多数实施研究的计划书使用混合方法，将定性和定量方法结合在一起。在适当的情况

下，混合的方法比单独使用其中一种方法能更好地理解问题。 

为了确保系统地进行分析，应首先制作一份数据分析计划。该计划包含对研究问题的描

述以及该过程中将要执行的各个步骤。 

 定性方法 定量方法 

社会理论 注重行动  注重结构 

方法 观察，访谈 实验，调查 

问题 X是什么？如何发生？为何发生？（分类） 有多少个 X？（计算） 

论证方法 归纳法 演绎法 

采样方法 理论性的 统计性的 

优势 效度 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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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际使用设计数据分析 

对在实施研究项目中使用的数据分析进行设计是基于一系列实施研究的目标：①了解实

施过程，重点关注那些支持或约束这些过程的机制。②将对实施过程的理解传达给各个利益

相关者，他们随后可能会对今后研究发现的整合产生影响。 

在实施研究团队中，只有很少的利益相关者有可能掌握了关于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的知

识。因此，应仔细考虑数据分析工作（最重要的是研究发现的呈现），以避免可能导致错误

结论和/或错误响应的潜在误解。 

重点应放在简单性和可解释性上，因为利益相关者不仅需要理解所提供的信息，而且还

必须能够正确地对其进行解释（1）。数据分析应与数据收集过程一起进行。这种持续的数据

分析过程有助于定期的调查结果的共享和讨论。 

定量分析应侧重于简单的汇总统计，例如： 

• 计数，平均数，中位数，极差，百分位数 

• 率，趋势，比率和（对于某些利益相关者的）风险 

• 频率分布，占比和百分比 

 

按目的设计数据分析 

在设计数据分析计划的时候，一个重要的初步考虑因素是通过确定要解决的具体问题来

明确定义数据分析的主要目标。需谨记：实施研究中的数据并不仅用于简单地描述干预措施，

还要用于改善干预措施。 

例如，实施研究可能专注于： 

• 效果：旨在修改实施步骤，以改善收益的产生 

• 效率：尝试评估实施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修改的含意，以提高与资源相关的收益 

• 公平：关注分配问题，即收益和资源成本的分配方式 

• 可持续性：着重于确定必要的投入，对这些投入的可用性的限制和其他可能限制中

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因素 

 

2 定量数据分析 

在实施研究中，定量数据分析将包括以下一项或多项注意事项： 

• 频率分布和汇总统计 

• 关系和混杂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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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组分析 

• 统计模型 

• 从样本概括到总体 

• 趋势分析 

 

定量分析中的变量通常按其衡量尺度分类，如下所示。 

• 连续型数值变量-例如孩子的体重，疫苗接种数量 

• 离散型数值变量（基于预定的相等间隔）-例如，温度，一些伤残测量 

• 有序分类变量（排名）-例如，设施水平，生活质量指标 

• 名义变量（类别）-例如，地区名称 

 

分布和汇总方法 

定量研究会产生大量需要整理和汇总的数据。这些操作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数据如何变化

或者相互关联。数据揭示了在一个研究总体中所研究变量值的分布。例如： 

• 特定人群内，不同家庭中 5 岁以下儿童的数量 

• 卫生机构每日门诊人数 

• 在一段时间内，某医疗机构新生儿的出生体重 

• 某医疗机构新生儿的母亲的教育水平 

对上述数据类型的分析主要涉及到通过使用数据分析方法来概括这些分布和评估他们

与其他变量的关联程度。例如，在新生儿样本中，我们可以在一些标准的范围内将新生儿体

重水平分为低、正常和高，然后我们可通过计算这三个水平的频率来概括新生儿体重的分布。

如果我们还计算了那些新生儿母亲的不同教育水平的频率，我们就可以对这两个变量之间可

能存在的关联的程度进行评估。基于此目的而使用的频率分布有几个优点： 

• 适用于所有类型的数据。 

• 即使是对于没有专业知识背景的听众来说，频率分布也很容易被解释和理解。 

• 可以通过图表和其他不同的格式来呈现数据，以帮助解释（例如表格，条形图，饼

图，其他图形等）。 

 

确定频率分布的间距 

构建频率分布的一个关键决策与间距的选择有关。例如： 

• 定序变量：卫生机构水平（例如：一级、二级、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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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距变量：体温（例如：低于正常、正常、高于正常) 

• 连续变量：身体质量指数（例如，<25, 25-29, 30+） 

确定要多少个间距的时候，有两个相互矛盾的目标： 

• 通过使用相对大量的间距来限制信息丢失 

• 通过使用相对少量的间距来提供一个简单，可解释的和有用的摘要 

基于不等间隔的分布应谨慎使用，因为这些分布很容易被错误理解，尤其是当以图形方

式来呈现分布的时候。 

 

数据呈现格式 

数据报告应该以文本和视图的格式来呈现（比如流程图，地图，条形图，表格等）。以

视图的格式来组织和展现数据对趋势和预报的识别是有帮助的。下面的实例以多种格式显示

相同的数据（例如频率表，占比/百分比表，条形图，饼图等）。 

表 2：以频率表表示的提供者教育水平（示例） 

私人提供者的教育水平 频数 

未受过教育 106 

具备基本素养 74 

小学毕业 57 

中学毕业 11 

高等教育 2 

合计 250 

 

 

图 1：以条形图表示的提供者教育水平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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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以比例、百分比和累计百分比表示的提供者教育水平（示例） 

 

 

图 2：以饼图表示的提供者教育水平（示例） 

 

表 4：两个或多个变量的联合频数分布（示例） 

最高（教育）水平 男性 女性 总计 

未受过教育 42 64 106 

具备基本素养 45 29 74 

小学毕业 32 25 57 

中学毕业 8 3 11 

高等教育 1 1 2 

合计 128 122 250 

 

表 5：行百分比（示例） 

教育水平 占比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未受过教育 0.424 42.4 42.4 

具备基本素养 0.296 29.6 72.0 

小学毕业 0.228 22.8 94.8 

中学毕业 0.044 4.4 99.2 

高等教育 0.008 0.8 100.0 

总计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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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教育）水平 男性 女性 总计 

未受过教育 39.6 60.4 100.00 

具备基本素养 60.8 39.2 100.00 

小学毕业 56.1 43.9 100.00 

中学毕业 72.7 27.3 100.00 

高等教育 50.0 50.0 100.00 

合计 51.2 48.8 100.00 

 

表 6：列百分比（示例） 

最高（教育）水平 男性 女性 总计 

未受过教育 32.8 52.5 42.4 

具备基本素养 35.2 23.8 29.6 

小学毕业 25.0 20.5 22.8 

中学毕业 6.3 2.5 4.4 

高等教育 0.8 0.8 0.8 

合计 100.00 100.00 100.00 

 

 

 

图 3：两个变量的条形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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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摘要和频率分布 

仔细检查变量的频率分布是至关重要的一步，这会是一种极其强大且稳健的分析形式。

这可能会带来一种趋势：出于找到该分布的根本特征（但常常失败）的原因，团队可能会过

早地进入到更加简单的统计摘要的计算工作中。 

统计摘要通常着重于获得能够显示出一个分布（例如，所调查人群的平均患病程度，贫

困程度或者受教育的程度）总体位置的方法，或者显示出总体的变异程度。但是，选择概要

统计量的原因应与预期目标有关。 

 

平均值或中位数的使用 

平均值（或平均数）是最常用的汇总性位置测量方法。但是，由于均值易于计算和操作，

团队经常会不恰当地将其用作集中程度的标准方法。例如，结合子人群的均值去计算总体人

群的均值是非常直接的。均值也经常被误解为一个总体中的典型值。例如，某一个中等收入

国家的 GDP 计算为 3200 美元。将此解释为该国“普通”人的收入并不能反映现实（实际上，

这一数字接近 1200 美元）。当基础分布偏移时，平均值通常不具有代表性。 

中位数，定义为位于数据中间的值，相对容易解释。其他值的大小无关紧要。例如，如

果给定范围内的最大值增加或最小值减小，中位数保持不变。 

当数据集为非偏态分布时（或为正态分布时），均值和中位数将相同（图 4）。 

 

 

 

方框 1 
 

案例：统计摘要和频率分布 

为了弄清最近实施的干预措施是否可以减少某村庄五岁以下儿童的营养不良问题，研究人员可

能会问：“哪个汇总统计量最合适？” 

• 村庄中所有五岁儿童每日平均卡路里摄入量平均值或中位数的变化？ 

• 村庄中所有五岁儿童中低于预先确定的最低卡路里摄入需求的比例？ 

做出此类选择的标准包括： 

1. 表面效度（即：统计量是否与特定关注点相关？）。 

2. 利益相关者是否了解数据的来源。 

3. 利益相关者是否能够按预期解释结果。 



122  
 
 

 

图 4：正态分布：均值处于测量的中间位置 

 

图 5：偏态分布 

偏态分布中，均值更加难以解释整个数据。 

风险测量 

尽管风险测量在健康研究中被广泛使用，但它们并不总是被很好地理解。例如，风险和

几率经常互换使用，但是两者并不指同一件事。 

• 风险（P）：经历某事件的数量或暴露于该事件的人群。 

• 相对风险（PA/PB)：A 组的风险与 B 组的相比。 

• 比值：发生该事件的数量与未发生该事件的数量之比 = P/(1-P) 

• 比值比：[PA/(1- PA)]/[PB/(1-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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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降低风险并不等于降低几率： 

• PB（干预前的疟疾发病率) = 0.5 

• PA（干预后的疟疾发病率) = 0.1 

• 风险降低程度 = 0.1/0.5 = 0.2 

• 比值降低程度 = (0.1/0.9) / (0.5×0.5) = 0.11 

 

“分母问题” 

在计算风险时，重要的是要知道处于风险中的人口的总体规模。在实施研究中，计算或

得到这些概要统计量的可靠估值通常是很难的。，因为分母未知，且可信度低。例如，我们

只能估算某一地区应接种疫苗或应在蚊帐下睡觉的儿童数量。同样地，一个机构设施所覆盖

人口或某一段时间内的实际出生人口通常也是未知的。出于这些原因，分母通常作为基于预

测的人口，因此在某些情况下报告的覆盖率超过 100%。 

由于存在这种不确定性，那么较好的做法是同时提供分子和分母在任意比例中的估计值、

百分比或风险的估计值，并给出计算中使用的来源。 

 

变异程度的测量 

一个总体中发生了多大程度的变异？ 

• 变异程度低：位置的测量可以合理地代表总体；通过聚合，信息的丢失程度会减小 

• 变异程度高：位置测量的代表性没有多大用处；存在因汇总而丢失信息的巨大风险，

除非团队对该分布的性质有充分的了解 

 

测量方法的选择 

方差，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在数据分析中被广泛使用。就像平均值一样，这并不是因为它

们始终是测量变异程度的最佳方法（在正态分布中，它们可以很容易就被解释清楚，但其他

分布就不行），而主要是因为它们可以易于计算和操作。 

例如，给定两个总体亚组的方差，那么结合这两个方差去计算总体人群的方差是非常容

易的。但是，尽管它们有技术上的优点，这些测量方法在政策应用上存在严重的限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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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测量方法 

更容易被理解的测量方法包括四分位数和百分位数。 

四分位数：将数据分成四个部分（Q1 到 Q4）-每一个占 25%。 

1. Q2 是中位数。 

2. Q1 是低于中位数的数据点的中位数。 

3. Q3 是高于中位数的数据点的中位数。 

4. Q3-Q1 是四分位数之间的范围，占总体的中间 50%。 

 

百分位数将数据分为两部分： 

• 有 p%的值小于该百分位数。 

• 有(100-p)%的值小于该百分位数。 

• 第 50 个百分位数 = 中位数; 第 25 个 百分位数 = 第一个四分位数. 

• 其他常见百分位数： 

–第 20 个百分位数（第一个五等分群体）。 

–第 10 个百分位数（第一个十分位组）。 

 

亚组分析 

干预结果在目标人群的不同子人群间可能会有很大差异。如果未预先定义亚组，那亚组

分析可能会很复杂。研究亚组中的关系（因为它引起人的关注）可能会对研究发现产生偏倚。 

数据挖掘（即：探索数据集以发现表层关系）在提出新的假设时很有用，但在实施研究

中需要格外谨慎地使用。应该仔细考虑亚组分析所处的环境，因为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可

能由情境变量来调节。例如，我们可能认为按年龄组和性别来划分慢性病患者并进行分析是

有用的，如表 7 所示。为了对结果的解释更具有意义，慢性病的分类和这些患者的背景都是

被考虑的重要变量。 

表 7. 慢性病患者的背景变量 

 

年龄组 

慢性病患病率 

男性 女性 

15-24 0.55 0.80 

25-44 1.79 4.01 

45-64 4.91 12.28 

65 12.86 20.00 

合计 1.77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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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变量和混杂变量 

在慢性病（表 7）这个范例中，我们经常将这种分析描述成一种通过控制年龄组和性别

两个变量来评估投入与产出之间关系的分析。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我们知道会有很多其他

因素会影响这个关系，例如职业、教育水平、社会经济地位、家庭规模、居住类型、城市/

农村位置等。将目标人群随机分配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可以认为这些变量的潜在混杂效应最

终达到组间均衡。如果这不可能发生，我们应找到其他能够控制这些效应的方法。因为实施

研究发生在现实生活中和复杂适应系统中。这些效应虽然难以被控制，但是必须予以考虑。 

 

3 定性数据分析 

定性研究的领域中存在许多传统，有人认为“不能也不应该采用统一的定性研究方法”

（2）。类似地，从一些用于定下结论和检验研究稳健程度的共同基本原则的意义上来讲，用

于定性数据分析的“已商定”标准很少（3）。许多定性研究采取一种迭代策略——收集一些

数据，构建出事概念和假设，接受新数据的检验，修改概念和假设，等等。这一方法意味着

数据收集和分析工作被嵌入到单个过程中，并由同一个人执行。 

但是，随着定性研究在流行病学和健康研究中的使用越来越多，研究目的是在收集数据

的工作开始之前预先确定的。定性数据分析可以手动完成，也可以使用专业软件进行，例如： 

• 可处理大数据集，非结构化编码，模拟纸质代码和排序。 

• NVivo 可处理相对较少的数据，以适应非结构化编码，在代码中找到模式/关系。 

• MaxQDA 为多种数据形式的分析（例如：访谈、报告、表格、网络调查、视频、

音频、图像和文献数据集）提供了强大的工具。 

有很多用于分析定性数据的软件供我们选择。研究人员应使用自己认为适合的任何方法

（无论是使用还是不使用软件）。无论使用的方法是什么，所有定性分析都涉及到对大量数

据的理解，对潜在重要模式的发现，以及数据所揭露的本质的传达。 

定性分析的三个核心要求是： 

1. 选择样本和生成数据的技术和方法的详细说明。 

2. 仔细说明分析过程，注意信效度的问题。 

3. 使用三角论证方法，与其他数据收集方法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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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研究中的信效度 

定性研究中的效度侧重于内部效度，这是由于研究人员寻求深入的了解，这有助于他们

推翻研究发现中的备择解释。定性研究通常依赖于立意抽样，但该方法有降低外部效度（普

适性）的倾向。 

在定量研究中，“效度”指研究发现的可重复性和独立性。该术语最常于定量研究相联

系。但是在定性研究中，效度指：对于已收集的数据，结果是可靠且一致的（4）。定性研究

的优势在于效度（与事实的接近程度）。一个使用多种数据收集方法进行的高质量定性研究，

应该弄清楚目前正发生的事情的本质，而不是仅仅略懂于表面（4）。 

 

文本材料分析 

从定性访谈或讨论中得出的文本分析的基本过程相对简单，包括： 

1. 识别相似的句段、主题以及主体之间的联系。 

2. 确定总体中各子群体之间的异同（例如：男性/女性，城市/乡村，年轻/老年，富

有/贫穷，等等） 

3. 通过识别组间或组内一致的模式，来初步尝试概括。 

4. 对总结结果进行述评和修改，尤其关注矛盾的证据和异常值。 

 

 

方框 2 
 

案例：焦点小组讨论 

焦点小组讨论的内容应尽可能完整地被记录。记录员的文字笔记应与会议录音作比对。

记录员和主持人应就最终副本达成一致。多个座谈会的副本可为系统分析提供材料。 

关于焦点小组讨论的分析通常会涉及到许多特定的研究主题和子主题，例如抽出其余能

够引起本地关注的主题，这些主题可用于定义广泛的分析领域。这些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主题，

子主题等，并为其分配系统代码。 

最初的描述性分析还应包括：①提到的最常见的主题；②不太常见的主题；③主题之间

常见的关联；④亚组之间的异同。 

分析的述评和修订环节应：①审查原文，评估其符合上述分析的程度；②特别注意任何

有矛盾的证据，少数派的观点，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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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主题分析 

这是一种相对简单的方法，其基于关键主题（又称为“领域”）及主题之间关系的识别

（2）。领域/主题分析有四个阶段： 

1. 确定受访者提出的主要问题——领域/主题。 

2. 将在每个领域中更详细的主题进行分组，以构建一个亚类的分类法。 

3. 详述每个子主题中的“成分”，即实际所说的内容。 

4. 探索各个领域之间的相互联系。 

 

领域/主题的识别 

• 索引文本，逐行阅读并试图找到主题。 

• 在所有访谈中整理出这些主题，从而确定一个初始清单。 

• 有些主题会比其他主题出现地更加频繁，后者中的一部分主题则可以被归为子主题。 

• 系统地结合相关主题，从而列出一个仅有几个涵盖范围相当大的领域的列表。 

 

以下是一个包括主题和子主题的初始清单的例子（6）： 

• 将要怀孕和已怀孕的阶段：怀孕迹象，危险迹象，身体问题。 

• 怀孕期间的感觉：焦虑，愤怒/惊吓，担忧，尴尬，麻烦，消沉。 

• 家庭计划：方法 

• 提高健康水平的建议/活动：锻炼，活动，抽烟，自我照顾，建议来源，信息来源。 

• 出生和分娩：既往经历，（出生/分娩）地点，体征，剖腹产/顺产，出生体重。 

• 产前护理：出诊医生，地点，经历，会议，测试，距离/成本，后勤，等候时间。 

• 一般背景：家庭，是否有工作，地域。 

 

潜在领域/主题的初始列表 

从以上示例中，我们可以确定的大领域如下： 

• 产前护理的动机 

• 医疗过程（产前护理的经验和评估） 

• 怀孕期间的风险 

• 生育史 

• 社会经济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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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亚类的分类法（Atkinson 和 AbuEl Haj，1996 年） 

列出了领域之后（图 6），我们就可以开始对基础领域中实际的文本片段进行排列，这

是有用的。这个流程将实际的短语分组在一起，并使得亚类都直接来源于被采访者的话中。 

 

领域/主题之间的关系 

这个阶段涉及到：通过对领域或主题之间联系的识别，建立整体图景。在对采访者的真

实引证的收集中，研究人员应识别出一个主题与另外一个主题的关系的陈述。例如，在上述

研究中，研究者能够在与妇女过往经历、风险感知和社会经济情况相关的领域和他们对健康

服务的评估之间建立联系。 

 

编码方案 

经过初步分析，以对数据的主要特征有了一个整体的理解之后，许多分析人员会应用一

个系统性的编码程序。研究人员的工作是确定最合适去进行系统分析的方式，发现并记录主

题和子主题之间的关系（3）。这些编码被分配给特定的单词或短语，突出显示文本中的模式，

同时保留其语境，如表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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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领域之间的关系（来自 Atkinson 和 AbuEl Haj，1996 年 

表 8. 疟疾的感知原因和体征 

 

焦点小组讨论 

A村妇女 A村男子 B村妇女 B村男子 

不良体征 

身体发热 

眼睛发黄 

嘴唇发白 

血便 

身体发热 

眼睛发黄 

身体发热 

嘴唇发白 

眼睛发黄 

血便 

身体发热 

眼睛发黄 

嘴唇发白 

不良原因 
蚊子 

新鲜芒果 

蚊子 

在高温中站着 

新鲜芒果 

蚊子 

在高温中站着 

吃新鲜的芒果 

蚊子 

  

风险 既往经验 
影响 

动机 

社会经济因素 

描述 

医疗过程 

评价 

内容 喜欢/不喜欢 

信息 

技术 人际行为 

组织 

特殊主题 
建议 

解释 

信息 

 

检查 

疫苗 

维他命 

药物 

 

健谈 

兴趣 

礼貌 

耐性 

 

职员 

连续性 

预约 

拥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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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活动 

我们已经讨论了对分析计划的需求，包括用于分析和展示数据的

各种方法和工具。 

• 在您的研究团队中，讨论您是如何去分析和呈现数据？ 

• 您将如何确保数据的信效度？ 

• 您/您的团队采取何种分析？ 

• 您会将统计软件应用于您的数据分析中吗？ 

• 讨论您做出用（或不用）软件进行分析的决定的原因。 

• 您将如何呈现您的数据？ 

 

三、关键概念的应用 

下面的示例描述了焦点小组讨论数据中的主题分析，呈现和解释。 

 

  

方框 3 
 

案例：Njeru 等. 2011（7） 

在高患病率地区实施由提供者发起的HIV检测：知情同意问题和错失的预防机会。 

背景：研究人员对肯尼亚三个研究地区中（马林迪，姆巴拉里和卡皮里姆波希）的

成年人进行基于人群的研究，比较了两种HIV咨询模型：模型1：以客户为起点的HIV咨

询和检测一般被认为是自愿咨询检测（VCT）；模型2：以提供者为起点，不同于以客户

为发起点的检测，模型2是一个健康服务提供者对前往健康卫生机构的人所推荐的。 

我们进行了深度访谈和焦点小组讨论，以探索被采访者和讨论人员关于HIV测试服

务的经历和感知，重点是由提供者发起的测试模型的经历。这些组包括：女性门诊病人，

男性门诊病人，到产前诊所就诊的孕妇和18岁到24岁的青年。 

使用结构分析法来进行分析。所有数据集的数据分析涉及五个主要步骤：（对数据

的）熟悉，确定框架，建立索引，绘制图表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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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展示的是以被采访者的言语引证和研究人员对其的解释而得出的结果。 

目的：在艾滋病毒检测过程中探索受访者对咨询的感知和经历。 

主要主题：咨询的价值 

子主题：预防方面 

在访谈和讨论过程中，通过咨询所提供的 HIV 预防机会成为了重要问题。 

• “当没有被感染的人得到建议并遵循建议时，咨询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了，因为她

/他将不会感染这种疾病。”（女性，26 岁，马林迪市区）。“咨询很重要，因为如果你被告知

了，您将有勇气或有能力去预防，因为你被告知了如何去做到这些的方法。”（女性，青年，

焦点小组讨论，马林迪市区） 

• “就我而言，我在 VCT 中接受了测试。在那里，他们真的对我进行有关 HIV 知识

的辅导以及建议我如何保护自己生命。”（成年男性，焦点小组讨论，马林迪市区） 

 

子主题：支持维度 

在三个地区中的进行了深度访谈和焦点小组讨论的人都提出了咨询的重要性，因为这是

作为支持那些已经感染了 HIV 的人的重要方面。这三个国家的男女性消息提供者均认为，

在测试后充分的辅导有可能减少研究对象的担忧，恐惧和责备，如下文所示： 

• “因为通过咨询让你意识到，即便 HIV 检测结果为阳性，你也不会感到恐惧，这

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会声称自己 HIV 检测呈阳性，他们在研讨会上接受了劝告，这就是为什

么他们能鼓起勇气。但一旦有人在这里透露了他的阳性检测结果，人们就会开始讨论他；有

些人甚至会出于恐惧而禁止他喝水.”（成年男性，焦点小组讨论，姆巴拉里） 

 

子主题：时间维度 

在咨询过程中需要足够的时间清楚地传达信息，这在检测服务中显得至关重要。在开始

检测之前，根据实际需要可给予更多时间，以便为了让研究对象充分概念化和理解所提供的

信息。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检测结果如何，人们都会做好准备。 

• “当我说我们需要教育时，我的意思是我们需要咨询，我们需要一步步来进行辅导，

直到我们准备好进行检测。（成年男性，焦点小组讨论，姆巴拉里） 

• “当你进入医疗机构并进行咨询，你马上就会被问到你是否准备好接受检测。不！

那也可能使得接受检测的意愿较弱。咨询师应该对我进行辅导并告知我有权利去做检测。因

此，如果咨询时间增加，我认为这会是一种改进。”（成年女性，焦点小组讨论，马林迪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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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主题：在 HIV 检测中实施 PITC 模型所遇到的挑战 

子主题：对咨询的威胁 

• “在第二次怀孕期间，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们必须做 HIV 检测，然后（之后）

对妊娠进行检测。我们没有被提问；你仅仅是进入到做 HIV 检查的房间然后你就去做另外

的检查。说实话，那天我们突然要求做检查的时候，在那里的一些人感到非常恐惧。人们非

常恐慌。所以人们并不快乐，但是他们必须要这样做。”（女性，35 岁，马林迪市区。） 

• “据说，按照医院的规定，如果有人到了分娩时间，但又没有 HIV 检测结果，医

院就不会接收她。”（女性，35 岁，马林迪市区） 

• “如果你拒绝检查，他们不会检查你的胃。所以到了分娩的时候，他们也不会接收

你。“（女性孕妇，焦点小组讨论，马林迪市区） 

 

子主题：强制进行 HIV 测试 

在马林迪，提供给我们信息的人报告说，在 PMTCT 内的 HIV 检测已经不再是自愿做

的了。用于描述新测试模型的一个常用短语是“这是必须的”，女性和男性受访者均指出了

这一点： 

• “我没有在 VCT 中心接受过检测，而是在那个妇女诊所（ANC 诊所）。因为在怀孕

时，你要接受很多方面的检查，但首先他们必须要对你做艾滋病检测。”（孕妇，40 岁，马

林迪市区） 

• “的确男性和女性都得去做（HIV）检测，但这其中大部分人都是女性，因为女性

在去诊所的时候必须接受检测。“（男性，34 岁，马林迪市区） 

 

子主题：女性所表达出的负担 

• “应该有很多咨询师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是妻子，当你要求你的丈夫，让他自己

去做检查的时候，他会保持安静，拒绝讲话。他会对你说‘你都做过检查了，如果你没事，

我也没事’。于是他就不去了。”（孕妇，焦点小组讨论，马林迪市区） 

• “你还知道发生了许多已经发生的事件，因为你发现：如果当一个女人变重了（怀

孕了），丈夫就会强制他们的妻子去做检查，你明白吗？如果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了（意

味着她是 HIV 阳性），丈夫就会开始责问妻子，问她这艾滋病是从哪得来的？”（孕妇，焦

点小组讨论，马林迪郊区） 



133  
 
 

四、结论 

恭喜您完成了单元 4：数据、分析和展示。本单元为您提供了对实施研究的数据分析和

解释的基础的概述。其还描述了数据分析的设计，以及对数据的呈现和解释，为了加强目标

受众对研究发现的吸收和理解。我们希望您能喜欢这一单元并增加您对数据分析和呈现的知

识和理解。我们鼓励您继续学习关于“交流研究结果，并将其反馈至卫生系统”的第 5 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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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5 传播研究结果 

一、简介 

本单元旨在阐明与实施研究相关的知识转化（KT）的关键概念。它为准备研究报告、

同行评审论文、新闻稿、会议报告和政策简报提供了结构化指南。学习此单元后，你将能够： 

• 认识到利益相关者持续参与传播和利用研究结果的价值。 

• 认识到制定全面的传播战略作为研究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的价值。 

• 了解针对不同目标受众量身定制的传播工具的重要性。 

 

二、关键概念 

1 知识转化 

知识转化技术可以帮助研究人员在传播研究结果时变得更为主动、更具情境感知和更加

协作。这些技术的应用有助于使研究成果与目标受众更相关，最终变得更有用。 

 

知识转化活动 

知识转化活动形式基本上有两种类型：EOG 知识转化和整合型知识转化。EOG 知识转

化活动经常被纳入资金标书中。顾名思义，这些活动通常在知识创造过程的最后进行。它们

的重点是将知识转化为有效的交流工具，并将其传播给特定的受众。这些内容包括同行评议

的论文、指南、会议报告、新闻稿、广播节目、社区戏剧等等。这些活动基本上存在已完成

的结果中。虽然 EOG 知识转化活动可以作为实施研究的一部分进行，但它是一项有限的（且

相对昂贵的）活动（2，3）。就其性质而言，它研究滞后，结果可能无法及时解决这个问题。 

整合型知识转化方法允许进行更多的创新，并且能够有效地为解决问题提供及时的解决

方案。这种方法是艺术和科学的结合，在许多方面说明了实施研究本身的核心特征。例如，

它是多利益相关者、多学科的，也是动态的、交互的（4）。整合型方法要求研究人员和关键

知识的终端用户合作和共同进行许多基本步骤，识别研究问题，确定研究方法，实施研究，

解释研究结果，最后传播和应用研究结果。由于研究结果反映了知识使用者的需求，它们被

承认和使用的可能性要高得多。整合型知识转化还包括确定优先事项、制定政策简报、促进

对话和开发知识转化平台/快速反应服务等活动。整合型方法并没有把知识视为可以产生、

传播和应用的东西（正如它有时被简单地设想为 EOG 知识转化）。相反，整合型知识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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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研究知识——从它的创造到它的应用——视为一种集体的、协同的任务（5）。它尊重一种

双向动态，在这种动态中，研究证据被许多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创造、塑造并最终使用。在某

些方面，这种方法颠覆了研究人员一贯的“权威性”，使他们不再拥有对研究证据的独家控

制权。为了使研究证据更具相关性和响应性，整合型知识转化方法让从业人员、规划人员和

项目管理人员（除其他外）参与确定、设计和开展研究的过程。这使研究工作具有独特的定

位，成为了响应用户需求和要求而量身定制的、具有情境敏感性的一项投入。 

 

获取研究证据的障碍和促进因素 

在获取研究证据方面存在各种障碍和促进因素。许多研究证据的使用者（例如项目管理

者和实施者），是在一种独特的压力和迫切需要的环境中工作的。他们的行动时间表可能非

常短，而且他们在应用或平衡不同投入以解决问题方面的能力可能有限。 

 

方框 1 
 

案例：实施研究证据的获取和决策使用 

该项目旨在提高孟加拉国儿童锌的摄入率。整合型知识转化方法帮助政策制定者将实

施研究结果纳入关于“儿童腹泻”治疗的决策中。 

在整个项目周期中，各种利益相关者都参与其中。政策制定者和研究人员之间的合作

促进了隐性知识、政策立场的共享和共同优先事项和目标的确定。尽管在项目的概念化过

程中没有考虑到一些利益相关者，但是他们后来被引入董事会以加速扩大进程。合作方式

的另一个启示是采用最好的服务提供方法。例如，使用现有的社区卫生系统[即最初以计划

生育为重点的社区卫生工作者]作为最初扩大干预措施的渠道。然而，当他们意识到这是不

可行的时候，这项工作就中止了（因为这是社区卫生工作者的一项额外任务）。锌制品可

以在柜台上买到，而且容易管理，医生（尤其是儿科医生）被认为是推广和开处方的关键

角色。这些发现的结果使该项目能够在医学院、区级和区级以下的范围内开展公共卫生医

生的培训。大约8000名全科医生担任了20万多名非正式医疗服务提供者的培训师。 

研究结论： 

• 为有效实施循证政策，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应共同学习，合作改善服务获取和提供。 

• 应采取通过可持续的伙伴关系和机制，包括知识转化平台（在区级、省级和国家级

层面）等步骤，增加对研究用途和知识转化的需求，促进决策者、管理者、卫生保健提供

者和患者的早期参与，并作为能力建设活动的基础。 

资料来源：（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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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研究证据的障碍 

1. 从业者对研究证据的感知：他们如何平衡这些证据和其他相互竞争的影响？（7）

这可能包括从业人员缺乏明确的概念，即在何处获取相关的定制信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如

何区分证据来源的质量，以及如何最终使用这些信息（8）。毕竟，“证据有多种声音”，任何

一项证据都可能有多种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含义（9）。研究结果可能也模棱两可，

缺乏对预期效果的精确估计（10）。 

2. 组织文化：一个组织如何做决策？信息如何在组织内流动?它与研究证据相互作用

的能力是什么？(11，12)“群体思维”或“我们在这里如何做事”也会减缓或扭曲研究证据

的使用。普遍的行政情境也可能使项目管理者、实施者或技术官员不了解研究人员的主张，

他们可能会觉得无需对研究团体负责任（8）。 

3. 从业人员缺乏技能（特别是研究或证据评估技能），无论是评估研究证据，还是平

衡其与竞争的影响来源（8）。 

4. 研究的预期成本和时间表。许多从业人员必须在短时间内做出决定，研究可能被认

为太昂贵、太耗时或太奢侈，没有真正的实用价值（13）。 

5. 信息超载。从业人员、项目管理人员和实施人员可能会被大量的信息来源搞得不知

所措；或被其他势力所说服（例如游说者或其他利益集团，他们有财力、能力和/或内部知

识来推进某一特定议程）。 

 

获取研究证据的促进因素 

促使研究证据得到更广泛采纳的因素可能包括： 

1. 研究人员重新构建实践问题，以符合现有的证据基础（8）。在许多知识转化活动（如

政策简报）中，提出问题是必不可少的一步，可以汇集多种不同类型的证据，以满足特定的

实践或实施需要。 

2. 加强从业人员的能力：需要能够回应和支持他们需求的研究证据;以及在日常工作

中获取、评估、调整和应用研究证据（14）。 

3. 研究人员与从业人员合作，以产生必要的信息，鼓励积极分享，并确定紧迫的优先

事项（8）。 

4. 建立有针对性的消息传送（例如政策简报，新闻稿），强调研究证据在促进更好的

计划或改进的干预措施中可以发挥的作用（12,15）。通过将研究证据转化为令人信服的故事，

可以更有效地传达。例如，通过对比“行动成本与不行动成本”，证据影响决策的可能性会

高得多（10）。 

5. 研究人员寻求与从业人员接触并建立信任（16）。建立在个人关系上的信任是连接

研究和实践世界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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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活动 

从乌干达例子中得到启示，思考一下在你的国家你熟悉的一个卫生

项目。是否有政策支持该计划？制定该政策时使用了哪些研究证据？ 

 

2 传播工具 

研究团队可以使用各种传播工具来推广研究成果。所有这些工具都应该被看作是一个整

体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单独的部件。各种工具应在一个更大的计划内协调使用，共同形成

一套完整有效的传播工具包。在接触特定受众方面，每种工具都有不同的长处和短处，因此，

通过结合使用多种工具，各种工具可以相互补充，形成比单独使用任何一种工具更强有力的

传播计划。在许多情况下，开发一种工具的工作可以复制或改造为另一种工具的开发。增加

将研究结果传达给关键受众的方式的数量，可以增加获取和行动的机会。本单元考虑的传播

工具将包括研究报告、同行评审论文、新闻稿和政策简报。 

方框 2 
 

案例：为国家卫生政策提供信息研究转化，多视角学习乌干达的经验。 

背景：研究和证据可以对政策和实践产生影响，从而产生积极的结果。然而，科研转

化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非线性的过程。尽管非洲的大学在产生研究证据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但它们在制定卫生政策和决策方面的战略方法普遍较弱。本研究旨在了解将研究

转化为政策的过程，以指导马克雷大学健康科学学院及其他类似机构的战略方向，以期在

全国和全球范围内影响健康结局。 

方法：有目的地选择了一种案例研究方法，即对参与两个HIV预防研究项目的利益相关

者进行30次深度访谈。该研究试图分析预防艾滋病毒母婴传播（PMTCT）的研究到政策的论

述。该分析试图通过访问乌干达的三个主要利益相关者群体:研究人员(8)、政策制定者(12)

和媒体工作者(12)来确定切入点、优势和挑战。 

结果：促进PMTCT政策的采纳和持续实施的因素包括：利益相关方之间共享学习和决策

平台；评估干预措施的可行性的试点推行；开展业务研究的机构的出现；以及对儿童生存

有利的政策的高度可见性。 

意义：为了有效地推广实施研究结果，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应参与研究项目的整个过程，

以加强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学习和决策过程。 

资料来源：（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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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在任何实施研究项目结束时，资助者都希望得到被资助者的研究报告。研究报告的内容

取决于资助者及其具体要求。因此，在决定报告的结构和内容时，显然最开始是回顾最初的

约定协议。如果资助者提供了一个报告模板，其中包含需要遵循的部分，那么撰写研究报告

的练习就相对简单了。以下部分是许多研究报告和同行评审论文的典型部分：标题；作者和

机构隶属关系列表；致谢；摘要；执行摘要；介绍；文献综述；研究设计/方法；结果；讨

论；结论；和参考文献。然而，必须遵循各自的资助者和/或期刊出版商/编辑的撰写指南。 

 

撰写报告的整个过程中需要牢记的关键问题是：我们还可以通过哪些其他方式使用或呈

现这些信息？一份研究报告可以是各种附加产品的信息和见解的来源。表格和图表可以成为

会议演示的主要视觉效果。执行摘要可以作为一页重点信息，也可以作为一份新闻稿，或者

作为政策简报的论点的建议。最重要的是，研究报告可以成为同行评审论文的模板，是一种

理清思路、将非常复杂的过程简化为适合更广泛研究团队接受的短语的方式。该报告的许多

部分可以被删除，通常只需要进行适度的调整，就可以直接形成一篇同行评审的论文。 

 

同行评审论文 

对许多研究人员来说，在同行评审的期刊上发表论文是一项最高成就。它标志着社会对

这项工作的接受程度，是对该领域的有形贡献，也是多年工作的回报。尽管论文发表非常重

要，但它绝不是实施研究过程的终点。相反，论文的发表应该被视为取得影响力的新周期的

开始。同行评审的出版物的最大限制是，关键读者（例如，从业人员和项目实施者）往往不

会广泛阅读它们。 

尽管一篇同行评审论文的结构可能与一篇报告非常相似，但其读者却有所不同。每个期

刊都有特定的要求和文章格式，偏好的风格（例如摘要的长短、参考的格式等等），以及所

有作者都要遵循的特定指南。因此，在写论文之前，逻辑上的第一步是确定目标期刊。浏览

以往的文章（大多数都是在线提供一些内容）来查看要发布的文章类型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选择一份定期发表与你的研究相关内容的期刊，并严格遵循作者须知。接受实施研究的期刊

包括：Health Policy and Planning（卫生政策与规划）、Tropical Medicine and International Health

（热带医学与国际卫生）、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社会科学与医学）、Human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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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Health（卫生人力资源）、Global Public Health（全球公共卫生）、Community Health Education

（社区卫生教育）和 The Bulleti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世界卫生组织公报）。许

多研究资助者鼓励在“Open Access”期刊（即允许不受限制地访问和重复使用已发表的文

章的期刊）上发表文章。选择期刊后，可在期刊网站上找到投稿指南。 

 

同行评审论文的摘要示例 

案例 1： 

在埃塞俄比亚一家医院门诊部对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者的强化结核病病例发现。

Assefa et 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uberculosis and Lung Disease. 2011 Mar;15 (3):411-3. 

摘要：强化结核病病例的发现（ICF）用于感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PLHIV）的人群，

以减轻结核病（TB）的负担。我们对埃塞俄比亚一家 HIV 护理诊所的 300 名 PLHIV 患者进

行了回顾性研究，以评估 ICF 在 12 个月内的表现。80%到 95%的患者在登记时和每次 3 个

月的随访中都进行了结核病筛查。34 名患者(11%)被诊断为结核病，其中 27 名患者(79%)是

在最初 6 个月内确诊的。这项研究在常规环境中评估了一系列 ICF，表明结核病筛查在最初

6 个月的诊断量最大。 

 

案例 2： 

使用计算机化药房跟踪系统，确定在南非的一个社区抗逆转录病毒疗法诊所中的失访偏

倚。Nglazi et al., BMC Infectious Diseases.2010 Nov 15;10:329. 

摘要 

背景：高失访偏倚率（LTFU）正在破坏撒哈拉以南非洲迅速扩大的抗逆转录病毒治疗

（ART）服务。ART 智能配药（iDART）是一个开源的电子药房系统，它提供了一种能够

生成未能取药的患者名单的有效方法。我们决定使用该系统来更好地确定真实 LTFU 的药房

延迟时间。 

方法：我们对南非开普敦一个以社区为基础的 ART 群组进行了回顾性横断面研究。我

们使用 iDART 来确定在 2008 年 4 月 1 日仍被纳入队列的患者组，这些患者在≥6、≥12、

≥18 和≥24 周的时间内仍未接受药物治疗。我们将真正的 LTFU 定义为有三个月确认无法

获得药物治疗（自上次就诊以来）。然后，我们使用前瞻性维护的数据库和患者记录评估短

期和长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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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调查期间，2548 名患者登记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但其中 85 名患者（3.3%）

被认为是真正的 LTFU。iDART 确定的未接受药物治疗≥6、≥12、≥18 和≥24 周的人数（占

队列比例）分别为 560（22%）、194（8%）、117（5%）和 80（3%）。这些药物延迟对检测

真正 LTFU 的敏感性分别为 100%、100%、62.4%和 47.1%。其特异性分别为 80.7%、95.6%、

97.4%和 98.4%。因此，最佳延迟时间为自上次就诊起≥12 周（相当于药物用完后的 8 周）。

药房延误也被发现与 LTFU 和一年后死亡显著相关。 

结论：iDART 电子药房系统可用于检测潜在 LTFU 和需要返回医院的患者。对于 LTFU

而言，使用较短的截止时间太不具体了，需要对大量的患者进行追踪。相反，长时间的延迟

也太不敏感了。在评估的周期中，≥12 周的延迟是最佳的。这个系统需要前瞻性的评价来

进一步改进它的效用。 

 

新闻稿 

媒体是研究成果的重要受众，因为它既是研究证据的目标受众，也是研究证据的传播者。

媒体可以接触到利益相关者，而研究团队无法做到这一点。他们可以推广研究结果，向政府

施压要求改革，并强调不公平或无效的计划。然而，研究人员必须意识到，媒体可以通过大

胆的报道引起轰动标题，而实际的报道可能缺乏重要的事实。由于这些原因，接触媒体的最

佳方式之一是通过新闻稿。这在很多方面与一份关键信息表，但新闻稿有自己的风格和结构，

必须予以遵循。一般来说，新闻稿包括： 

• 不要超过一页。可附有该研究机构的照片及/或标志；除此之外，还可包括文本。 

• 以有力而有信息的标题为主。报纸，依靠一个吸引人的标题来说服人们阅读他们的

文章，新闻稿也不例外。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用十个或更少的词来抓住一个研究项目

的本质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对于非专业受众，你可以关注项目中最引人注目/令人震惊和/

或最吸引人的方面。在这个问题上进行头脑风暴可能有助于找到十个真正能抓住项目内容以

及为什么人们应该关心结果/结论的词。 

• 用几行进行总结-证明为什么研究结果值得发表（推广/分享）。一张小照片或图片

可能有助于把复杂的东西简化为简单而有力的图像。 

准备一个两段的正文，回答非专业受众关于何人、何事、何地、何因和如何等问题。媒

体通常以最重要的信息开头，以最不重要的信息结尾。最后以包含更多关于研究机构或主要

研究者信息的部分结束。还包括联系信息，如果需要以便报纸或记者可以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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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 3  

案例:没有必要加强黄热病疫苗接种 

新闻稿 

2013 年 5 月 17 日|日内瓦– 据世界卫生组织说，在初次接种疫苗十年后，不再需要

黄热病“增强”疫苗。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学周报》上发表的文章显示，该组织免疫

战略咨询专家组（SAGE）审查了最新证据，并得出结论认为，单剂疫苗接种足以使人获

得对黄热病的终生免疫。自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接种黄热病疫苗以来，在分发了 6 亿剂

疫苗后，只发现了 12 例已知的黄热病接种后病例。证据显示，在这一小部分“疫苗失败”

病例中，所有病例都是在接种疫苗五年内发病的。这表明，免疫力不会随时间而降低。 

 

对于黄热病流行国家和旅行者来说，一个重要的消息 

“一般的指导方针是十年后必须加强黄热病疫苗接种，”SAGE主席Helen Rees博士

说。“从非常好的证据来看，SAGE非常清楚，事实上，一剂黄热病疫苗是有效的。这对

黄热病流行的国家极为重要，因为这将使它们能够重新考虑其疫苗计划。这对旅行者来

说也很重要。” 

黄热病是一种由受感染的蚊子传播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病，在非洲和美洲热带地区的

44个国家流行。感染黄热病病毒可导致不同程度的疾病，从轻微症状到伴有出血、黄疸

和死亡结果的严重疾病。 

 

估计每年有20万新病例 

全世界每年估计有20万黄热病病例。约15%的黄热病感染者会发展为重症，其中多达

一半将死亡，因为没有治愈黄热病的方法。治疗的目的仅仅是减少病人的不适。 

绝大多数报告的病例和死亡发生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在非洲流行地区，随着年龄的

增长，人们可以获得黄热病的自然免疫力，这使儿童面临着最高的感染风险。在过去20

年里，由于人口对感染免疫力下降、森林砍伐、城市化、人口流动和气候变化，全世界

黄热病病例数量有所增加。 

 

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措施 

疫苗接种被认为是预防黄热病最重要和最有效的措施。99%接受疫苗接种的人在30天

内产生保护性免疫。44个黄热病流行国家中有31个是非洲国家，就非洲的常规免疫规划

而言，每剂疫苗的价格约为0.82美元。 

SAGE是WHO疫苗和免疫方面的主要咨询小组。它负责就发展、提供免疫及其与其他卫

生干预措施的联系提供咨询意见。SAGE是WHO关于全球总体政策和战略的组织，涉及疫苗

和技术、研究以及所有可通过疫苗预防的疾病，包括儿童疫苗和免疫接种。 

 

如需更多资料，请联络： 

通讯员/发言人 

电话:+41 22 791 

电子邮件:@wh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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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简报 

政策简报是向非专业读者展示研究项目结果和建议的简短文件。这类独立文件聚焦于某

个主题，篇幅不超过 2-4 页（约 1500 字）。Jones 和 Walsh（18）观察到：“政策简报如果经

过精心设计，可以成为传播研究结果的有力工具来发展政策受众。由于决策者受到时间的限

制和各种信息来源的压力，他们很可能会选择最符合其政治倾向的“证据”来迅速做出决定。 

此外，在实践中，研究证据是通过政策制定者的经验、专业知识和判断、情境语用学、

可用资源和政策背景，以及政策制定者的习惯、价值观和传统，以及游说者和压力集团的影

响来考虑的。因此，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增加证据的使用需要一种沟通方式，这种沟通方式应

以对这些竞争影响的理解和参与为基础。 

有效政策简报的主要内容（19） 

为了有效地达到预期目的，政策简报应是（19）： 

1. 专注于达到说服目标受众的预期目标。 

2. 专业的（即非学术的）。政策简报的典型读者对产生证据的研究/分析程序不感兴趣，

而是对作者基于新证据对问题的审视和潜在的解决方案感兴趣。 

3. 以证据为基础。政策简报是一种沟通工具。受众不仅期待一个合理的论据，而且只

会被有证据证明问题存在的论据和采取（或不采取）某一特定行动的后果所说服。 

4. 局限于某一特定问题或某一特定问题的特定方面。 

5. 简洁。典型的读者通常没有时间或兴趣去阅读一篇关于政策问题的长达 20 页的深

入论述。因此，政策简报的篇幅最好不要超过 6-8页。 

6. 可理解的。使用清晰和简单的语言(即不要使用专业术语和概念)。 

7. 易被预期目标受众访问的。 

8. 易宣传推广。即应通过使用色彩、标志、照片、标语和说明性引用来吸引目标观众

的眼球。 

9. 实用和可行的。它必须根据某一特定政策在实践中实际发生的情况提出论点，并提

出对目标受众切实可行的建议。 

 

政策简报的共同结构要素 

政策简报直接反映了政策分析人员（从研究人员到倡导者）的角色范围。政策简报通常侧重

于更加注重行动的、倡导性的实施研究项目。即使在结尾的规模也有很大的差别，但政策简

报最常见的内容是:文件的标题;执行摘要;问题的背景和重要性;政策措施的批判;政策建议;

参考或推荐的附录和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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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 4  

案例:关于支持在布基纳法索扩大以青蒿素为基础的联合疗法治疗简单恶性疟原虫疟疾的

政策简报 

政策问题 

恶性疟原虫对传统抗疟药物的耐药性得到了包括布基纳法索在内的世界各地的一些

研究的充分证明。各种研究也证实了青蒿素联合疗法（ACTs）的疗效，世界卫生组织建

议大规模使用ACTs。与其他国家一样，布基纳法索于2005年2月选择改变其治疗简单疟疾

的药物战略，以青蒿素替代氯喹治疗。在编写本报告时，这种扩大的行为并没有适用于

所有年龄组。 

问题的规模 

疟疾是布基纳法索的一个主要公共卫生问题，每年有200多万病例记录在案，死亡人

数超过4000人，特别是年龄5岁以下儿童。大多数医疗咨询、住院和死亡都与疟疾有关。 

政策措施 

在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制定政策，改善能够普遍和公平地获得用于治疗非复杂疟

疾的青蒿素类药物的情况。这些政策措施包括： 

• 敦促私营部门的利益相关方(药房、诊所和外科手术)遵守国家关于ACTs补贴定价

的指示。 

• 激励社区卫生工作者，负责以家庭为基础的简单疟疾管理。 

• 停止使用单一疗法治疗单纯性疟疾的抗疟药物。 

实施注意事项 

要实施这三种政策措施中的任何一种，必须： 

• 提供信息/提高疟疾控制主要利益相关方的认识。 

• 确保在全国提供适合每个年龄组的ACTs。 

• 培训负责青蒿素联合疗法配药的工作人员。 

• 审查与政策实施有关的某些监管安排。 

资料来源：个人通讯，布基纳法索的EVIPNet小组。 

 

使用多样化传播平台 

实施研究涉及多个能力不同的研究人员和利益相关者，因此应该使用不同的平台/渠道

来传播研究成果。你的研究结果的性质和含义可能暗示了一个特定的渠道。例如，如果一项

研究的主要受众是农村诊所的一群患者，那么创作社区戏剧可能是一个有效的渠道，也可以

为等待治疗的患者打印一本非常简单的小册子，或者对幼儿使用五颜六色的卡通/动画。 

互联网还提供了各种平台来传播团队的信息，比如社交媒体平台或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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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传播策略 

制定传播策略 

传播过程是实施研究项目循环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尽让利益相关者尽早参与传播进程，

将加强对研究进程的自主权，并最终吸收采纳研究成果。建议研究团队在讨论和制定其传播

策略和相关需求时形成具体步骤。最终结果应是一项具有情境敏感性的策略，旨在向特定的

受众传播特定的研究结果。 

 

整体方法 

研究团队可能会倾向于专注特定信息产品的创建。例如，有这样的例子：一个研究项目

制作了一个视频，其中包含了研究的视觉组成部分，并对研究人员和其他主要利益相关者进

行了专题访谈。但是，单一的单向产品并不构成传播策略。 

强有力的传播策略特色：双向对话（不只是利益相关者/研究者与受众之间的对话，还

包括受众的反馈和回应）；针对特定受众量身定制、有针对性的信息;以及评估相关指标的机

制，以便对战略及其产品进行修订和完善。 

 

制定传播策略的步骤 

下图强调了研究小组在制定传播策略时应考虑的 9 个单独步骤。 

 

图 1. 制定传播策略的步骤 

 

1.回顾过去的传播工作 

2.制定传播目标 

3.确定受众 

4.形成信息 

5.确定传播方式 

6.确定传播渠道 

7.评估可用资源 

8.考虑时机与机会 

9.评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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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回顾过去的传播工作 

在制定传播策略时，谨慎的做法是先看看过去做了什么。研究小组过去是如何传播信息

的？创造了什么产品？做了哪些工作？特定的观众有何反应？这可以作为一次内部的头脑

风暴练习，查看相关文档，或者作为对过去收到团队交流的利益相关者的调查（正式的或非

正式的）。或者，对以前的传播工作的正式审计（通常由第三方进行）的正式审计可以评估

绩效，更重要的是，可以评估主要利益相关者对团队研究以及研究周围环境的看法。这类信

息可以对今后工具和传播渠道的选择产生重大影响。 

步骤 2：制定传播目标 

应通过头脑风暴讨论研究团队希望通过传播实施研究结果实现什么目标。为何团队希望

将研究过程或结果传达给特定受众？传播目的是提高认识、理解、行动，还是支持地方参与？ 

以下是青年预防 HIV 运动的传播目标的例子： 

方框 5  

案例：到2013年底，该项目将向青年提供以下信息： 

• HIV预防策略 

• 预防/减轻HIV感染的生活技能 

步骤 3：确定受众 

确定所传播的信息的主要和次要受众是传播战略的一个关键方面。研究团队必须了解受

众是谁，他们如何接收研究证据，他们的时间表、需求等等。这将大大增加传播方法将满足

其目标的可能性。每个实施研究项目都有多个具有独特能力和需求的受众。考虑到这些因素，

信息必须进行适当的调整。 

其中一种经过测试的方法可以确保团队在传播过程中满足所有利益相关者的需求，那就

是将他们分为主要受众和次要受众。主要受众是那些需要做出决定或改变的人。次要受众是

指那些能够影响主要受众的决策或行动的受众。受众的水平（主要或次要）由传播目标决定。 

方框 6  

案例： 

在为预防HIV而进行的安全男性包皮环切手术干预中，你的目标是说服男性来进行

包皮环切手术，主要受众是与安全男性包皮环切手术相关的有感染HIV风险的男性(例如

未割包皮的男性和性行为活跃的割过包皮的男性)。次要受众将包括卫生工作者、意见领

袖、未割包皮男孩的监护者和女性性伴侣。每个受众都需要自己的针对性传播策略。 

然而，在同样的干预中，如果传播的目标是寻求决策者的支持，以便将割礼政策纳入

现有的国家卫生政策，那么卫生部官员和立法机构以及其他意见领袖将是主要受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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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形成信息 

信息是任何传播产品的核心。信息应该是直接的，简单的，并且解释研究要解决的问题。

此外，研究可能产生的解决方案，研究结果的特定含义，以及/或作为这些结果对不同受众

的期望，都应该在信息中体现出来。实施研究项目通常会产生三到五个关键信息。当然，这

并不代表研究的整体，这些信息可以在几个简洁的词和短语中传达研究的本质和它的含义。 

步骤 5：确定传播方式 

选择传播方式的其中一种方法是与特定的受众开展多阶段的“对话”。加拿大卫生服务

研究基金会的“逐级进入”方法（14）就提供了这样一个思路。研究小组将为主要受众形成

一份简短的文件（即 1 页或更少）作为初步结果。该文件专门关注对该受众而言最重要的调

查结果及其主要影响。假若受众反响积极，那么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份更详细的 3 页文件，提

供关于研究项目本身的更多细节，并将其含义与上下文和其他科学证据进行对比。然后再写

一份 25 页的文件（和/或一篇同行评议的论文），解释诸如方法等技术问题。 

步骤 6：确定传播渠道 

再好的传播产品，如果不通过最相关的渠道传播，影响也微乎其微。例如，如果目标受

众没有 DVD 播放机，甚至没有可靠的电力供应，那么制作精美的带有视频和照片的 DVD

的研究项目就毫无用处。依靠互联网作为传播渠道显然是假设用户具有连通性，能够获得一

定的最小带宽和足够的能力，以便能够发现和使用研究团队的研究结果。考虑适当的渠道是

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有助于以非常现实的方式缩小在现有预算范围内、能够接触到适当

受众的实用通讯工具的种类。在任何其他考虑因素之上，渠道的选择决定了谁接收（因此谁

可能采取行动）消息。 

步骤 7：评估可用资源 

着重考虑可用于传播活动的资源。什么材料可以用于这项工作？谁能做，他们有什么技

能？有多少资金可用来创建和实施该策略?在实施策略的过程中，这些变量会发生变化吗？ 

研究团队往往不善于分享他们的研究发现，其中一个原因是传播成本很高。某些形式的

传播需要大量的资源和高水平的能力。通讯产品也可能带来隐性成本，如将材料翻译成多种

语言，或是专门技能（如平面设计等）的成本。团队对所有这些成本越是现实和精确，对这

项工作的期望就越现实。最好从一开始就为每种产品制定详细的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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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8：考虑时机与机会窗口 

开发和传播信息/通讯产品的时间表可能很明显，但值得重申。例如，可能会有一个即

将举行的会议或其他活动，研究团队可以在其中分发几种不同的通讯产品，进行全体演示，

和/或安排一些面对面的会议。 

鉴于上述一些关于分阶段方法的建议，研究团队必须注意时机问题。这包括了解受众内

部的变化（表明对团队工作的接受程度更高）、可能突然打开的战略机遇之窗（你的团队必

须对此做出快速反应），以及志同道合的研究人员和机构的活动，他们的行动可能有助于推

进你团队的议程。 

步骤 9：评估工作 

与实施研究过程的所有方面一样，传播结果和影响也需要仔细评估和反馈。应仔细规划

传播策略，以便能够接触到预期的受众。在实施过程中，可能需要进行调整，以确保得到最

大的投资回报和关注。一个可以有效地指导整个传播方法的问题是：如果传播完全成功，将

会带来什么变化？你不只是想让你的研究发现进入公共领域，你还想要特定的受众接受它们

并据此采取行动。那么，在关键受众中，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才算是成功呢？ 

评估所涉预算问题也很重要。为了认识到成功传播的成果，你需要清楚地知道你是否已

经使用了正确的工具，并在可用的工具之间取得了正确的平衡，以及收到了足够多的用户反

馈。上述信息可以通过一些正式的调查和关键的线人访谈来收集，这对于规划未来的战略是

非常有价值的。“影响日志”（20）可以是积累你沟通策略反馈的另一种方式。影响日志通常

以非正式的方式记录利益相关者的反应、媒体参考资料、同行评审参考资料等;媒体工作的

参考资料；同行评审参考等。然后研究团队可以将所有信息综合成一份经验教训或最佳实践

文件。在某些情况下，反馈可能会立即转变或改变某些产品，以确保它们能以准确的信息传

递给合适的受众。 

 

思考活动 

下面是一个传播策略的例子。使用此示例和提供的模板指导你的

团队制定你传播计划的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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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论 

祝贺完成单元 5：传播研究结果的学习。本单元还描述了利益相关者持续参与讨论和利

用研究成果的价值，在研究项目中制定全面传播策略的价值，以及针对不同目标受众量身定

制传播工具的重要性。我们希望这个单元对你有所帮助，并且增加了你对传播研究成果和研

究发现的知识和理解。我们鼓励你继续学习单元 6“监测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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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6 监测和评估实施研究项目 

一、简介 

本单元旨在帮助研究团队根据既定的计划跟踪其进展、检查对既定标准的遵守情况、识

别趋势和模式、调整策略并为项目管理提供决策依据。本单元还旨在培养技能，以确定目标

的相关性和实现情况、发展效率、效力、影响和可持续性。包括以下关键概念，并附有实例： 

• 监测和评估计划 

• 制定监测和评估计划 

• 实施监测和评估计划 

 

二、学习目标 

学习本单元后，你的研究团队将能够： 

1. 理解监测和评估计划的制定过程。 

2. 描述监测和评估计划的实施过程。 

 

三、关键概念 

监测和评估计划 

监测和评估计划是一份概述如何监测和评估实施研究项目，并将从各种数据收集系统获

得的策略信息与如何持续改进项目的决策联系起来的文件。监测和评估计划有几个主要目的，

包括：①说明如何评估规划/项目的成果；②记录共识意见，从而鼓励透明度、问责制和责

任感；③指导监测和评估的实施；④保存机构记忆。 

一项监测和评估计划建立在项目关键决定因素的基础上，其中包括： 

• 总体目标或预期的变化或效果； 

• 项目的主要受益者或受众； 

• 将项目目标与特定干预或活动联系起来的假设或假定； 

• 项目范围和规模； 

• 监测与评估的参与程度和能力； 

• 项目持续时间； 

• 项目总体预算。 

每个项目都有不同的监测和评估需要，这取决于运作环境、实施机构能力、捐赠者需求

和其他因素。在撰写监测和评估计划时，重要的是要确定这些需求并协调用于满足这些需求

的方法、程序和工具;这可以节省资源，简化监测和评估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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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和评估计划的标准 

一项有效的监测和评估计划应该符合以下标准： 

实用性：它必须是有用的，并能满足目标用户在制定决策目的的实际和战略信息需求，

这些需求可能包括评估方案执行情况和资源分配等等。 

可行性：实事求是。考虑到资源的稀缺，监测和评估计划应该充分利用现有的数据收集

系统。但是，如果涉及新的数据收集系统，则必须仔细考虑资源（费用和技术能力）。 

符合道德规范：遵守与监测和评估活动相关和受其影响的道德原则。 

准确性：为决策制定和方案改进提供技术上准确和有用的信息。 

 

监测和评估计划的关键要素 

构建监测和评估计划的关键要素有四个。回答以下四个问题是监测和评估计划的关键： 

①项目想要改变什么，怎么改变？②为实现这一变化而设计的具体目标是什么？③指标

是什么，将如何衡量这些指标；④如何收集和分析监测和评估的数据? 

 

制定监测和评估计划 

在你建立一个监测和评估计划之前，团队应该定义整个项目的目标和目的，理解研究的

情境，并识别关键的参与者/利益相关者（单元 1 和单元 2 详细描述了理解干预和确定利益

相关者的细节）。还应选择最适当的方法（如监测和评估框架，进行监测和评估的数据收集

方法）。在单元 1 和单元 2 中分别对框架（逻辑模型、逻辑框架）和数据收集方法进行说明。 

以下是制定监测和评估计划时应该采取的关键步骤。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步骤不一定相

互独立，实际上可能会有很大程度的重叠。其中许多步骤可能需要开发或需要与其他步骤一

并综合考虑。 

 

制定一项监测和评估计划的关键步骤 

利益相关者的协商和参与 

利益相关者的协商和参与应该经常发生在制定和实施你的监测和评估计划的整个过程

中。这些协商确保对话，明确了解项目目标和目的，以及如何评估这些目标。他们还确保不

同的观点得到理解和整合，并确保真实的需求得到满足。利益相关者参与监测和评估计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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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有利于选择适当和有用的监测和评估指标。此外，采取额外措施促进利益相关者的参

与，能在合作伙伴之间创造了一种所有权和责任感。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增加了监测和评估计

划所指导的信息和结果与他们的期望一致的可能性。 

 

制定监测和评估计划 

制定你的监测和评估计划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将项目的研究问题、目标和目的转化为可

以客观衡量的变量。具体的监测和评估计划强调并参考整个项目所建立的概念基础。理解项

目投入、产出、结果和影响之间的差异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监测和评估计划下要衡量的指

标将最有可能反映这个层次。 

要在以下几个关键问题上达成共识:“在项目结束时，我们想知道什么？”以及“到项

目结束时，我们期望发生什么变化？”同样，回答关于你期望你的项目能改变什么的这一问

题，将指导项目管理决策需要什么战略信息以及为了评估进展应该监测和评估哪些内容的决

策。你的监测和评估计划的严谨程度和范围，将取决于你所承诺的内容以及你的项目要对哪

些结果或成果负责。 

制定监测和评估计划可以让你的团队清楚地了解以下情况： 

• 项目活动如何与预期产出、结果和人群层面的影响相联系。 

• 不同级别的卫生系统如何收集和使用不同类型的信息。 

• 需要测量的内容（例如，资源、服务量统计、覆盖率和质量、成本、项目相关结果）。 

• 选择适当的指标。为了标准化并与其他类似项目进行比较，各项指标应与国际/国家

标准一致。指标数据的收集也应该是可行的和符合实际的。所确定的数据来源必须提供衡量

这些指标所需的信息。 

 

确定监测和评估的方法 

当你的团队制定了监测和评估计划、定义了指标、确定了必要的数据源后，就应该把相

应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也确定下来。例如，你的团队应该确你是否将使用现有的数据收集

系统，或者是否需要开发新的系统。你的团队还必须确定如何记录、分析和报告相关信息。

此外，在确定要使用的方法和工具时，你的团队还应该仔细考虑技术能力、成本和时间方面

有哪些可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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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实施职责 

在制定监测和评估计划之后，应该清楚地描述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角色和责任。这一步骤

将决定如何具体实施监测和评估计划，以及采用何种报告体系。计划的实施应包括数据收集

计划（即由谁负责收集具体数据；确保各阶段的质量控制;收集数据的频率；数据的格式（例

如原始数据、摘要）；在每个阶段需要哪些资源;谁来分析数据）和传播计划。 

 

设定目标 

目标应该在与所有利益相关者协商后确定，以便每个人都了解项目承诺要实现的目标。

通过设定目标，你将有一个具体的衡量标准，通过它来判断项目是否按照预期进行。在设定

目标的过程中，必须着重回答以下问题：“鉴于项目所处的资源和环境条件下，该项目实际

上能达到什么目标？”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基线水平；既往趋势；专家意见；研究结果；

在其他地方已取得的成就；客户的期望；以及实现目标所需的能力和后勤保障。在设定具体

的项目目标时，你还需要对任何可能随着时间推移而出现的潜在变化方向做出判断。 

 

定义报告系统，传播和利用结果 

制定监测和评估计划的整个过程中，必须满足终端用户的信息需要，以确保研究项目的

结果得到利用。在监测和评估计划中，你的团队应该阐明传播和利用监测和评估结果的计划

（参见单元 5）。初步结果应在具有战略意义的用户会议和/或研讨会上准备和展示。信息应

根据特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和需求进行调整。相关信息将征集可能影响决策和项目改进的意

见和反馈。以下是计划信息报告及利用的一些切实考虑： 

• 围绕用户的信息需要设计监测和例如，是否需要监测和评估来监测流程?进行策略

规划?遵守要求?帮助识别问题?申请资金是否合理?或者进行影响评估?评估传播计划。需要注

意的是，数据报告的内容和格式将根据其预期用途而有所不同。 

• 确定数据报告需求的频率。例如，项目管理者可能希望经常回顾监测和评估数据，

以评估项目进展并形成决策计划，而捐赠者可能一年只需要一次或两次数据，以确保责任。 

• 针对目标受众定制相应的报告格式。由于报告可能涉及不同程度的复杂性和技术语

言，报告格式和媒体应根据特定的受众和不同的方法来征求反馈。 

• 确定合适的渠道来传播监测和评估数据。既应考虑向管理部门提交定期项目报告和

向捐赠者提交进度报告等内部报告，也应考虑公共论坛、新闻稿、简报和网站等外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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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监测和评估计划 

监测和评估计划的实施分为三个阶段，即：①检查和评估进度；②现状分析；和③对新

事件、机遇和问题做出反应。下面将对此作详细说明。 

检查和测量进度 

理想情况下，监测关注于项目的三个主要特征:质量、时间和成本。项目管理者负责协

调项目团队，并且应该时刻注意项目的状态。在检查和测量进度时，项目管理者应与所有团

队成员进行沟通，以查明计划的活动是否按时、在商定的质量标准和预算范围内得到实施。

衡量里程碑成果并反映项目的进展。 

 

现状分析 

监测的第二阶段包括现状分析。将项目发展状态与原计划进行比较，识别潜在偏差的原

因和影响。确定解决这些原因和任何偏差的影响的措施。 

 

对新事件、机遇和问题做出反应 

对新情况、新事件、新机遇和新问题进行预测并迅速做出反应，重点确定可能采取的行

动。可以的话，请考虑各种选择并与项目团队进行讨论，然后决定出最合适的路径。 

 

调整/更新监测和评估计划 

监测和评估计划应是动态的，并应始终反映已知和理解的事实。每当发现与原计划的偏

差时，无论是否需要采取进一步的措施，都应修订监测和评估计划，并将相应的变化记录在

案。修订后的计划应反映新情况，并应说明偏差对整个研究项目的影响。这对于有效实施和

与项目团队、捐赠者和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良好沟通至关重要。调整监测和评估计划还有助于

项目预算和财务的管理。更新监测和评估计划包括将整个项目团队（关键利益相关者/合作

伙伴）纳入制定决策过程；在必要时修订工作计划（包括成本）；以及仔细记录所有调整。

将修订后的计划分发给所有利益相关者，包括相关的伦理审查委员会和机构审查委员会，强

调变更及其对项目的影响。你的团队必须在适当的情况下获得所有相关方对计划修改的批准。 

下面是一些示例问题，可以帮助你的团队评估监测和评估计划的效果。 

• 监测和评估活动是否按计划进行？ 

• 评估问题是否得到了充分的回答？ 

• 是否提出了新的评估问题，如果提出，是否应将其纳入监测和评估计划？ 

• 是否有需要解决的方法或评估设计问题？ 

• 是否有任何外部因素（政治、环境）影响监测和评估计划？ 

• 是否有合适的人员和资金来实施监测和评估计划？ 

• 监测和评估结果是否被利益相关者传播并用于决策和方案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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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键概念的应用 

下面的例子描述了研究团队和实现者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2003-2007年）制定扩大

使用驱虫蚊帐代金券的监测和评估计划所采取的 6个步骤。 

案例：Hanson et al (2008) (1). 

第一步:利益相关者咨询和参与 

监测和评估战略是为坦桑尼亚国家补助计划合作伙伴安排的会议期间制定的。这些利益

相关方包括来自国家疟疾控制方案的官员、参与在坦桑尼亚开展驱虫蚊帐（ITN）分发活动

的团体以及来自 Ifakara 卫生研究和发展中心和伦敦卫生和热带医学学院的研究人员。在广

泛的协商和参与之后，商定了一项全面和多学科的监测和评估方法，以适应干预措施的新颖

性和复杂性，这涉及多个合作伙伴，并取决于卫生系统和零售部门。 

第二步:制定监测和评估计划 

研究人员和利益相关者制定一项监测和评估计划。目的是调查项目在五个主要领域的效

果：①在目标群体中的 ITN 覆盖率；②提供和使用生殖和儿童保健服务；③代金券“滥用”

（即非目标群体收到代金券，以及代金券被用于购买 ITNs 以外的物品）；④驱虫蚊帐的贸

易市场；⑤方案的费用和总成本效益。他们还制定了衡量进展的指标。这些指标是由资助该

项目的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GFATM）商定的。表 1 显示了各评估领域、

核心指标和数据来源。 

第三步:确定监测和评估方法 

该团队使用了三角测量的原理，即从多个来源收集数据。这些调查包括家庭、机构和离

境调查、焦点小组讨论和深度访谈、对 ITN 可用性数据的零售审计、商店零售价格、代金

券跟踪以及成本分析。 

 

思考活动 

使用表中的信息作为参考，完成下面的模板（表 2）并创建你项目

监测和评估计划的初始草案。 

 

第四步:指定实施职责 

由 IHRDC（Ifakara 卫生研究和发展中心）和 LSHTM（伦敦卫生和热带医学学院）的

独立研究人员进行监测和评估活动。行动包括收集和分析数据，并向实施者报告调查结果，

实施者包括国家疟疾控制方案和在该国参与实施 ITN 监测和评估活动的团体。有时，将监

测和评估活动外包出去可能是合适的。但是，如果研究团队正在实施干预措施，则整个团队

参与监测活动将是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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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评估领域和数据收集方法 

评估领域 指标 

调查 
焦点小组访谈和 

深度访谈 

零售 

普查 

代金券 

追踪 

成本 

分析 家庭 机构 离境 

目标群体的覆盖范

围（所有权、使用） 

• 家庭拥有至少一个蚊帐/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 

• 调查前，每晚睡在蚊帐下的人数。 

 

X 

 

X 

 

X 

    

生殖和儿童保健服务的

提供和使用，包括代金

券计划 

• 目前/最近怀孕的妇女*参加生殖和儿童保健服

务； 

• 首次访视生殖和儿童保健服务时的平均妊娠周

数； 

• 收到代金券； 

• 接受1剂SP作为妊娠期间歇性预防治疗； 

• 接受2剂SP作为妊娠期间歇性预防治疗。 

 

 

 

X 

 

 

 

X 

 

 

 

X 

 

 

 

X 

 

 

 

 

X 

 

代金券外泄 • 能够确认、面谈并确认收到代金券的接收人的

百分比    
 

X 

 
 

X 

 

对ITN市场的影响 • 至少有一个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杀虫剂零售

来源的地区的百分比 
X    X   

成本和成本效益 • 每张代金券的成本； 

• 交付； 

• 每交付ITN的成本。 

 

X 

     
 

X 

计算了目前怀孕妇女和调查前 12 个月内活产的妇女的代金券覆盖率指标。 

ITN=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RCH=生殖和儿童健康;ANC=产前保健；SP=磺胺嘧啶；IPTp=妊娠期间歇性预防治疗 

 

 



161  
 
 

表 2. 评估领域和数据收集方法的模板 

指出与项目相关的数据收集标准 

 

第五步：设定目标 

代金券项目的效果目标包括： 

• 测量代金券计划对孕妇及五岁以下儿童使用驱虫蚊帐的影响。 

• 代金券计划中生殖和儿童保健服务的使用。 

• 该计划对提供生殖和儿童保健服务的影响。 

• 孕妇生殖和儿童保健服务的使用情况、代金券认识和使用情况、驱虫蚊帐使用情况

和孕期疟疾知识。 

• 社区和供应商对该计划的看法。 

• ITN 供应情况和指定商店的零售价格。 

• 代金券“滥用”的程度。 

• 代金券计划的经济和财政成本。 

监测和评估的范围和确定的指标是根据现有资源确定的。例如，虽然这是一个国家项目，

但行动是在 21 个重点地区的代表性样本内进行的。没有衡量该项目对健康的影响（就预防

的死亡率和发病率而言）。更重要的是，在该国较早的一项研究中，在有效条件下证明了使

用 ITN 对发病率、死亡率和贫血的健康影响，因此认为在这种干预中没有必要。 

评估 

领域 
指标 

数据收集标准* 
数据收 

集技术 

数据收 

集技术 

数据收 

集技术 

数据收 

集技术 家庭 机构 

        

        

        

        

        

        



162  
 
 

第六步：定义报告系统，利用和传播结果 

①报告系统和传播结果 

在前两年安排的会议上，向坦桑尼亚国家补助计划合作伙伴介绍了研究的各个部分的结

果。表 3 列出了每种主要数据收集方法的结果报告日期。 

表 3. 按数据收集方法列出的具体报告日期一览表 

 

②研究结果的利用 

关于研究结果的定期反馈有助于实施者在项目的早期发现问题。识别问题使研究团队能

够在必要时重新审视和修改其监测与评价战略，如表 4 所述。 

表 4. 当前和新出现的问题及相应对策 

识别问题 评估响应 实施者响应 

代金券覆盖率相对较低 
与后勤员工进行定性调查，以确定不

分发代金券的原因 

为后勤员工重新制定培训

信息 

代金券发放所需的产前卡和

代金券缺货 
深度机构水平分析 

与医疗用品司和MEDA合

作，改善供应链 

在大多数地理上孤立的区域

中，代金券覆盖率相对较低 

在随后的几轮调查中修改了调查工

具，包括关于产前保健外展服务的使

用和所接受的干预措施的问题 

制定外展服务提供者分发

代金券的机制 

ITN再治疗水平相对较低 
进行定性调查，以确定接受代金券的

人对再治疗包的了解 

修改杀虫剂处理信息，以

响应用户的知识和看法 

对代金券价值认识不足 定性调查了解价值的价值 
开发IEC材料以解决代金

券价值和充值问题 

数据收集方法 报告结果时间 

家庭及机构调查 2005年11月 

零售审计 2006年1月 

代金券追踪 2006年4月 

关键线人访谈和焦点小组访谈 2006年8月 

家庭调查及成本计算 2006年11月 

零售审计及代金券追踪 2007年8月 

家庭及机构调查 200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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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祝贺完成单元 6 监测和评估的学习。最后一个单元为你提供了如何帮助你的研究团队根据既

定计划跟踪您的进度，检查是否符合既定标准，确定趋势和模式，调整策略并为项目管理提

供决策依据。本单元还描述了监测和评估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中所涉及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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