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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中国发布临床实践指南利益冲突与
经济学证据的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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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评价 2018 年中国发布的临床实践指南中有关利益冲突和经
济学证据的情况，并与 2017 年进行比较，以期了解指南制定变化情况，为完
善我国临床实践指南的制定 / 修订提供参考。方法 计算机检索中国知网、万方
数据库及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检索 2018 年我国发布的临床实践指南，
检索时间为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由 2 名研究者独立筛选文
献、提取纳入指南的利益冲突声明与是否关注经济学证据等相关信息后，使用
Microsoft Excel 2019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共纳入临床实践指南 92 部，其
中 23 部指南（25.00%）声明了利益冲突，25 部（27.17%）报告了资金来源，
22 部（23.91%）报道了经济学证据，且该报道的指南中有一半都有国家重大
或重点专项支持（50.00%）。而 2017 年中国发布的 53 部临床实践指南中，有
26.42% 声明利益冲突，18.87% 报告资金来源，11.32% 提及经济学证据。结论
相较于 2017 年，2018 年我国加大了对临床实践指南制定资金投入的力度，在
指南经济学证据方面的关注也有所提高，但是对于指南中利益冲突的声明报告
和确切的经济学证据仍然很低。因此，进一步推进和完善我国临床实践指南对
利益冲突的声明与经济学证据的关注，使我国临床实践指南制定更加客观、透
明和独立是必要的。
【关键词】临床实践指南；利益冲突；经费来源；经济学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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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s To evaluate the status of conflict of interest and
economic evidence in Chinese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published in 2018, and
compare with the relevant content guidelines published in 2017. In order to find the
changes in guidelines development and also provide implications for guidelines in
China. Methods The CNKI, WanFang Data and CBM were searched to collect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published in China in 2018 from January 1st to December 31st.
Two researchers independently selected literature, extracted relevant information such
as statements of conflict of interest and economic evidences; then, th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by using the Microsoft Excel 2019 software. Results A total of 92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were included, in which 23 (25.00%) disclosed conflict of interest,
25 (27.17%) stated sources of funding, and 22 (23.91%) reported economic evidence,
and half of the reported guidelines were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Ke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lan 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jor Project of China (50.00%).
However, of the 53 clinical practice guide released in 2017, 26.42% disclosed conflict
of interest, 18.87% stated sources of funding, and 11.32% referred to economic
evidence. Conclusion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onflict of interest and economic
evidence in Chinese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published in 2017-2018, with the
increase of financial invest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in
China, the attention to economic evidence has also increased, while, we found that the
disclosed conflict of interest in the guidelines and the exact economic evidence are still
very low. Therefore, we should further promote the report of conflict of interest statement
and the generation of economic evidence in our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which will
make our guidelines more objective, transparent and independent.
【Keywords】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Conflict of interest; Financial
resources; Economic evidence
美国医学科学院（Institute of Medicine，
IOM）于 1990 年首次提出实践指南定义：系
统制定的针对特定临床情况，帮助医务人员
和患者做出恰当处理的指导性建议（推荐意
见）[1]。随着循证医学的发展及其对指南的
影响，2011 年 IOM 更新指南定义为：指南
是基于系统评价的证据和平衡了不同干预措
施的利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能够为患者提
供最佳医疗服务的推荐意见 [2]。我国临床实
践指南数量近年来也不断增加，医学期刊在
1995-2015 年期间，已发表了超过 500 部指
南 [3]。但是指南整体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截至到 2017 年 10 月底，美国国立指南文库
（National Guideline Clearinghouse，NGC）收
录高质量的循证指南数量超过 1 700 部，我
国由中国药理学会治疗药物监测委员会组织
的《中国万古霉素治疗药物监测指南》[4] 被
首次收录进入 NGC 数据库；然而，运用指
http://www.jnewmed.com

南评价工具（Appraisal of Guidelines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II，AGREE II）分析国内外指
南质量，发现我国在指南制定的严谨性和编
辑的独立性与国际水平存在较大差距 [5]。利
益冲突的存在可直接影响临床实践指南制定
的独立性，并可以直接降低整个指南的可信
度及权威性，应高度重视。随着全球医疗负
担的加重，治疗成本问题得到了越来越多决
策者的关注，众多的临床实践指南都需将成
本问题考虑至指南推荐中 [6]。但是，目前我
国临床实践指南制定对于经济学证据关注不
足，王强等 [7] 调查分析了 2017 年中国发布
的临床实践指南，发现仅有 11.32% 临床实
践指南涉及到卫生经济学的内容，且无经济
学证据存在。本研究进一步调查 2018 年我
国发布的临床实践指南中利益冲突与经济学
证据的情况，并与 2017 年发布的临床实践
指南进行对比，以明确我国临床实践指南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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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时这两方面的情况，为进一步完善我国临
床实践指南制定 / 修订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纳入与排除标准

141

初步检索共获取 8 678 部相关的指南文
献，严格按照纳入与排除标准筛选后，最终
纳入 92 部 [8-99] 临床实践指南。文献筛选的
流程及结果详见图 1。

纳 入 2018 年 1 月 1 日 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发布的所有中国医药卫生领域临床实
践指南，仅限中文。排除标准为：①无法获
取全文；②不同刊物同步发表的同一部指南，
选择其中最详细的纳入；③对指南的解读或
者摘译；④专家共识、计划书及草案。

1.2 文献检索策略
计算机检索中国知网（CNKI）、万方数
据库（WanFang Data）和中国生物医学文献
数据库（CBM），搜索 2018 年我国发布的
有关医药卫生领域的临床实践指南，检索时
间为 2018 年 1 月 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采用“主题词 + 自由词”方式检索，中文检
索词包括：临床实践指南、指南、诊疗常规，
限定领域为“医药卫生科技”或“医药、卫生”。

1.3 文献筛选与资料提取
由 2 名研究者独立筛选文献、提取资料
并交叉核对，如遇分歧，则讨论解决或交由
第三名研究者解决 ; 缺乏相关资料 , 尽量与
原作者联系并予以补充。首先通过阅读标题
进行文献筛选，在排除明确不相关的文献后，
进一步阅读全文和摘要，最终确定是否纳入。
预先设计好资料提取表，提取资料内容主要
包括：指南的标题、制定组织、涉及专业领
域、版本、关注领域、利益冲突声明、资金
来源及是否关注经济学证据。

1.4 统计分析
使用 Microsoft Excel 2019 软件进行资料
整理和数据分析。以描述性分析为主，对
2017 年与 2018 年指南的三个方面比较采用
柱状图展示；对 2018 年指南的学科分布领
域按照内科学、外科学、儿科学、口腔科学、
妇产科学、麻醉学和护理学进行领域分类，
并以柱状图展示结果。

2 结果
2.1 文献筛选流程及结果

图1 2018年中国发布临床实践指南筛选的流程及结果
Figure 1. The process and results of screening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released in China in 2018

2.2 纳入研究的基本信息
2018 年中国发布的临床实践指南有关利
益冲突和经济学证据的基本信息详见表 1。

2.3 纳入2018年临床实践指南中关于利
益冲突与经济学证据分析结果
纳入的 92 部临床实践指南中，声明利益
冲 突 的 有 23 部 [34,75,79-99]（25.00%）， 其中有 7
部 [79-85]（7.61%）指南仅粗略报道无利益冲突，
并未声明相关利益冲突的具体内容；报告资
金 来 源 有 25 部 [8-10,12,24,38,42,47,53,65,69,73,75,84-85,87,8995,97-98]
（27.17%）, 多 数 资 金 来 源 于 国 家 自
然科学基金及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基金；
报道经济学证据有 22 部指南 [14-15,30,33-35,42,4647,65,75,80,83,86-87,89,90-95]
（23.91%）， 其 中 11 部 [42,47,
65,75,87,89-94]
（50.00%）指南均有国家重点或重大
专项基金支持。在不同的学科领域，中国临
床实践指南的利益冲突声明、资金来源与经
济学证据分布有差异，在内科学中利益冲突
声 明 有 9 部 [34,79-85,98]（22.50%）, 报 告 资 金
来源 8 部 [8-9,42,53,65,84-85,98]（20.00%）与提及经
济学证据 7 部 [15,33-34,42,65,80,83]（17.50%）；在
http://www.jnewm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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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18年中国临床实践指南发布的有关利益冲突声明和经济学证据的基本信息
Table 1. The essential information aboutdisclosed conflict of interest and economic evidence published in 2018 China clinical practice guide
指南名称

制定组织

中国痴呆与认知障
2018中国痴呆与认知
碍写作组；中国医
障碍诊治指南（二）：
师协会神经内科医
阿尔茨海默病诊治指
师分会认知障碍疾
[8]
南
病专业委员会

版本

NR

专业

神经科

关注领域

诊疗

利益冲突

经费来源报告

是否关注经济学证据

NR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81530036）；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国家重大科研仪器
研制项目(31627803)；北京
市医院管理局“使命”人
才计划（SMl20150801）；
北京学者；北京市科学
技术委员会资助课题
（Z161100000216137）

NR

NR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81530036）；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国家重大科研仪器
研制项目（31627803）；北
京市医院管理局“使命”人
才计划（SML20150801）；
北京学者；北京市科学
技术委员会资助课题
（Z161100000216137）

NR

NR

2018中国痴呆与认
知障碍诊治指南
（八）： 快速进展
性痴呆的诊断[9]

中国痴呆与认知障
碍诊治指南写作
组；中国医师协会
神经内科医师分会
认知障碍疾病专业
委员会

成人股骨颈骨折诊
治指南[10]

中华医学会骨科学
分会创伤骨科学
组；中国医师协会
骨科医师分会创伤
专家工作委员会

NR

骨科

诊疗

NR

上海市卫生系统重
要疾病联合攻关项
（2014ZYJB0301）；上海
交通大学医学院多中心临床
研究项目（DLY201616）；
西藏自治区重点科技计划项
目（XZ20178Y01）

成人阻塞性睡眠呼
吸暂停多学科诊疗
指南[11]

中国医师协会睡眠
医学专业委员会

NR

呼吸科

诊疗

NR

NR

NR

NR

NR

神经科

诊疗

创伤弧菌脓毒症诊
疗方案（2018）[12]

NR

2018

感染科

诊疗

NR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81571937，81772112）；
浙江省“十二五”重点学
科建设计划资助项目；浙江
省医学创新学科计划（11—
c）(26)；浙江省中医药重点
学科计划（2012—xK—A28）

多囊卵巢综合征中
国诊疗指南[13]

中华医学会妇产科
学分会内分泌学组
及指南专家组

NR

妇产科

诊疗

NR

NR

NR

儿童喘息性疾病合
理用药指南[14]

国家卫生计生委儿
童用药专家委员
会；中华医学会儿
科学分会呼吸学组

NR

采取有效治疗与管理
改善临床预后。此
外，还需考虑患儿及
家长意愿及经济等人
文因素

NR

儿科

用药

NR

腹膜透析相关感染
的防治指南[15]

中国腹膜透析相关
感染防治专家组

NR

感染科

防治

NR

NR

需要根据患者一般状
况、肿瘤范围以及
治疗单位放疗设备条
件、患者经济能力来
选择。

宫颈癌诊断与治疗
指南（第四版）[16]

中国抗癌协会妇科
肿瘤专业委员会

第四版

妇产科

诊疗

NR

NR

NR

骨关节炎诊疗指南
（2018年版）[17]

中华医学会骨科学
分会关节外科学组

2018年版

骨科

诊疗

NR

NR

NR

结直肠癌肝转移诊
断和综合治疗指南
（2018 版）[18]

中华医学会外科分
会胃肠外科学组；
中华医学会外科分
会结直肠外科学组

2018版

肿瘤科

治疗

NR

NR

NR

慢性肺源性心脏病
基层诊疗指南
（2018 年）[19]

中华医学会；中华
医学会全科医学分
会

2018 年

呼吸科

诊疗

NR

NR

NR

http://www.jnewm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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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表1 2018年中国临床实践指南发布的有关利益冲突声明和经济学证据的基本信息
Table 1. The essential information aboutdisclosed conflict of interest and economic evidence published in 2018 China clinical practice guide
指南名称

制定组织

版本

专业

关注领域

利益冲突

经费来源报告

是否关注经济学证据

排卵障碍性异常子
宫出血诊治指南 [20]

中华医学会妇产科
学分会妇科内分泌
学组

NR

妇产科

诊疗

NR

NR

NR

新生儿肺脏疾病超
声诊断指南 [21]

中华医学会儿科学
分会围产医学专业
委员会；中国医师
协会新生儿科医师
分会超声专业委员
会

NR

儿科

诊断

NR

NR

NR

胰腺外分泌功能不
全诊治规范
（2018，广州 )[22]

中国医师协会胰腺
病专业委员会慢性
胰腺炎专委会

2018

消化科

诊疗

NR

NR

NR

支气管哮喘基层诊
疗指南 (2018 年 )[23]

中华医学会；中华
医学会全科医学分
会中华医学会呼吸
病学

2018 年

呼吸科

诊疗

NR

NR

NR

中国半侧颜面短小
畸形·下颌骨畸形
临床诊疗指南 [24]

中华医学会整形外
科学分会颅颌面外
科专业学组（筹备
组）；中华医学会
整形外科学分会外
耳整形再造专业学
组（筹备组）

NR

整形科

诊疗

NR

中国骨巨细胞瘤临
床诊疗指南 [25]

中华医学会骨科学
分会骨肿瘤学组

NR

骨科

诊疗

NR

NR

NR

中国急性早幼粒细
胞白血病诊疗指南
（2018 年版）[26]

中华医学会血液学
分会；中国医师协
会血液科医师分会

2018 年版

血液科

诊疗

NR

NR

NR

NR

肿瘤科

诊疗

NR

NR

NR

国家卫生计生委医
中国结直肠癌诊疗
政医管局；中华医
规范（2017 年版）[28]
学会肿瘤学分会

2017 年版

肿瘤科

诊疗

NR

NR

NR

重型 β 地中海贫血
的诊断和治疗指南
（2017 年版）[29]

中华医学会儿科学
分会血液学组

2017 年版

血液科

诊疗

NR

NR

NR

中国子宫颈癌综合
防控指南 [30]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慢性非传染性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NR

妇产科

防控

NR

NR

应选择尽量准确且适
宜本地卫生技术条件
和经济水平的筛查技
术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
病防治指南
（2018 更新版）[31]

中华医学会肝病学
分会脂肪肝和酒精
性肝病学组；中国
医师协会脂肪性肝
病专家委员会

2018
更新版

肝胆病科

防治

NR

NR

NR

近视防治指南 [32]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

NR

眼科

防治

NR

NR

NR

NR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
下， 推 荐 使 用 AST
／ PLT 比 值 作 为 无
创肝纤维化初步评
估；在设备且经济条
件允许的情况下，推
荐瞬时弹性成像或
FibroTest 作为无创肝
纤维化评估的首选检
测（A1）。

中国间变性淋巴瘤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
激酶阳性、ROS1 阳
肿瘤标志物专家委
性非小细胞肺癌诊
员会
疗指南 [27]

中华医学会肝病学
分会脂肪肝和酒精
酒精性肝病防治指南
2018 年
性肝病学组；中国
（2018 年更新版）[33]
更新版
医师协会脂肪性肝
病专家委员会

肝胆病科

防治

NR

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
（201502016）

NR

http://www.jnewm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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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名称

制定组织

中国 2 型糖尿病防治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
指南（2017 年版）[34] 学分会

版本

专业

2017 年版 内分泌科

关注领域

利益冲突

防治

在指南修订过程中产
生的费用均由中华医
学会糖尿病学分会负
责，避免与厂家产生
利益冲突

经费来源报告

是否关注经济学证据

NR

由于目前尚无充分的
证据表明药物干预具
有长期疗效和卫生经
济学益处，故国内外
相关指南尚未广泛推
荐药物干预作为预防
糖尿病的主要手段

中国艰难梭菌医院
感染预防与控制指
南 [35]

中华预防医学会医
院感染控制分会

NR

感染科

防治

NR

NR

可以采集大便、直肠
拭子或者肛周拭子样
本进行检测，但需注
意卫生经济学预估

骨质疏松性骨折围
手术期干预指南 [36]

中华医学会骨质疏
松和骨矿盐疾病分
会骨与关节学组；
中国医师协会骨科
医师分会骨质疏松
工作委员会

NR

骨科

治疗

NR

NR

NR

老年人糖尿病前期
干预指南 [37]

国家老年医学中心，
中国老年保健医学
研究会老龄健康服
务与标准化分会

NR

内分泌科

治疗

NR

NR

NR

NR

妇产科

防治

NR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与健
康 科 技 创 新 工 程（201712M-1-002）； 国 家 重 点
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
（2018YFC1002105）

心血管科

用药

NR

NR

NR

NR

老年科

用药

NR

NR

NR

2018 年版

普外科

诊疗

NR

NR

NR

中国绝经管理与绝
经激素治疗指南
（2018）[38]

中华医学会妇产科
学分会绝经学组

冠心病合理用药指
南（第 2 版）[39]

国家卫生计生委合
理用药专家委员会， 第 2 版
中国药师协会

老年人慎用药物指
南 [40]

国家老年医学，中
国老年保健医学研
究会老龄健康服务
与标准化分会

成人腹股沟疝诊断
和治疗指南
（2018 年版）[41]

中华医学会外科学
分会疝与腹壁外科
学组，中国医师协
会外科医师分会疝
和腹壁外科医师委
员会

2018

“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精准医学研究重点专
从经济的角度来说，
项 (2016YFC0901503)； 中
该方案在我国更具
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与健康
可行性
科技创新工程重大协同创
新项（2016-12M-1-002）

中华医学会血液学
凝血因子 Ⅷ/Ⅸ 抑
分会血栓与止血学
制物诊断与治疗中
组中国血友病协作
国指南（2018 年版）[42]
组

2018 年版

血液科

诊疗

NR

国家老年医学中国
居家 ( 养护 ) 老年人 老年保健医学研究
跌倒干预指南 [43]
会老龄健康服务与
标准化分会

NR

老年科

治疗

NR

NR

NR

腹壁切口疝诊断和
治疗指南
（2018 年版）[44]

中华医学会外科学
分会疝与腹壁外科
学组，中国医师协
会外科医师分会疝
和腹壁外科医师委
员会

2018 年版

普外科

诊疗

NR

NR

NR

卵巢恶性肿瘤诊断
与治疗指南（第四
版）[45]

中国抗癌协会妇科
肿瘤专业委员会

第四版

妇产科

诊疗

NR

NR

NR

NR

治疗方案的选择根据
FIGO 分 期、 年 龄、
对生育的要求和经济
情况综合考虑，实施
分层或个体化治疗

妊娠滋养细胞疾病
中国抗癌协会妇科
诊断与治疗指南（第
肿瘤专业委员会
四版）[46]

http://www.jnewmed.com

第四版

妇产科

诊疗

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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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名称

制定组织

版本

专业

关注领域

利益冲突

经费来源报告

是否关注经济学证据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
（2017ZX103055001-003）；
广东省科技专项资金项
目（2013A020229001,
开展卫生经济学研
2013A020229002）；广州
究， 评 估 中 国 登 革
市健康医疗协同创新重大
热的疾病负担
计划项目（201508020263,
201803040006）；广州市临
床医学研究与转化中心试
点建设项（2014Y2-00550）

中国登革热临床诊
断和治疗指南 [47]

中华医学会感染病
学分会，中华医学
会热带病与寄生虫
学分会，中华中医
药学会急诊分会

NR

感染科

诊疗

NR

多发性骨髓瘤骨病
外科治疗循证医学
指南 [48]

中国医师协会骨科
医师分会骨肿瘤工
作委员会

NR

骨科

诊疗

NR

NR

NR

肝硬化腹水及相关并 中华医学会肝病学
发症的诊疗指南 [49] 分会

NR

肝胆病科

诊疗

NR

NR

NR

肝硬化肝性脑病诊
疗指南 [50]

中华医学会肝病学
分会

NR

肝胆病科

诊疗

NR

NR

NR

骨巨细胞瘤临床循
证诊疗指南 [51]

中国医师协会骨科
医师分会骨肿瘤专
业委员会

NR

骨科

诊疗

NR

NR

NR

骨肉瘤临床循证诊
疗指南 [52]

中国医师协会骨科
医师分会骨肿瘤专
业委员会

NR

骨科

诊疗

NR

NR

NR

NR

冠心病心绞痛介入前 中华中医药学会心
后中医诊疗指南 [53] 血管病分会

NR

中医
心血管科

诊疗

NR

由中华中医药学会心血管
病分会委托，在国家重点
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
划）（No.2003CB517103）
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
研究计划（No.90709048）
等课题

甲状旁腺功能减退
症临床诊疗指南 [54]

中华医学会骨质疏
松和骨矿盐疾病分
会；中华医学会内
分泌分会代谢性骨
病学组

NR

内分泌科

诊疗

NR

NR

NR

类风湿关节炎病证
结合诊疗指南 [55]

中华中医药学会风
湿病分会

NR

风湿科

诊疗

NR

NR

NR

慢性乙型肝炎中医
诊疗指南
（2018 年版）[56]

中华中医药学会肝
胆病专业委员会；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
肝病专业委员会

2018 年版

中医
肝胆科

诊疗

NR

NR

NR

痞满中医临床实践
指南（2018）[57]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
合会消化病专业委
员会

2018

中医科

诊疗

NR

NR

NR

软骨肉瘤临床循证
诊疗指南 [58]

中国医师协会骨科
医师分会骨肿瘤专
业委员会

NR

骨科

诊疗

NR

NR

NR

手足口病诊疗指南
（2018 年版）[59]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

2018 年版

传染科

诊疗

NR

NR

NR

外阴癌诊断与治疗
指南（第四版）[60]

中国抗癌协会妇科
肿瘤专业委员会

第四版

妇产科

诊疗

NR

NR

NR

阴道恶性肿瘤诊断
与治疗指南
（第四版）[61]

中国抗癌协会妇科
肿瘤专业委员会

第四版

妇产科

诊疗

NR

NR

NR

尤文肉瘤肿瘤家族
（ESFT）临床循证
诊疗指南 [62]

中国医师协会骨科
医师分会骨肿瘤专
业委员会

NR

骨科

诊疗

NR

NR

NR

http://www.jnewm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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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组织

早泄中西医结合诊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
疗指南（试行版）[63] 会男科专业委员会

版本

专业

关注领域

利益冲突

经费来源报告

是否关注经济学证据

NR

泌尿外科

诊疗

NR

NR

NR

NR

NR

中国 ERCP 指南
（2018 版）[64]

中华医学会消化内
镜学分会 ERCP 学
组；中国医师协会
消化医师分会胆胰
学组

2018 版

消化科

诊疗

NR

中国艾滋病诊疗指
南（2018 版）[65]

中华医学会感染病
学分会艾滋病丙型
肝炎学组；中国疾
病预防与控制中心

2018 年版

传染科

诊疗

NR

2018

消化科

诊疗

NR

NR

NR

中国医师协会胰腺
慢性胰腺炎诊治指
[66] 病专业委员会慢性
南（2018，广州）
胰腺炎专委会

“十二五”国家科技重大
专项（2012ZX10001003）； 经 济 条 件 允 许， 患
“十三五”国家科技重大 者可以选择 INSTIs
专项（2017ZX10202101）

糖尿病足介入综合
诊治临床指南
（第４版）[67]

中国糖尿病足细胞
与介入治疗技术联
盟

第4版

内分泌科

诊疗

NR

NR

NR

胰腺癌综合诊治指
南 (2018 版 )[68]

中国抗癌协会胰腺
癌专业委员会

2018 版

消化科

诊疗

NR

NR

NR

超声引导经皮微波
（射频）消融治疗
子宫肌瘤临床应用
指南（2017）[69]

超声引导经皮热消
融治疗子宫肌瘤全
国多中心研究协作
组

2017

超声科

治疗

NR

急性缺血性卒中血
管内治疗中国指南
2018[70]

中华预防医学会卒
中预防与控制专业
委员会介入学

2018

神经科

治疗

NR

NR

NR

甲状腺围手术期甲
状旁腺功能保护指
南（2018 版）[71]

中国医师协会外科
医师分会甲状腺外
科医师委员会；中
华医学会外科学分
会甲状腺及代谢外
科学组

2018 版

甲状腺
外科

治疗

NR

NR

NR

中国急性心力衰竭
急诊临床实践指南
(2017)[72]

中国医师协会急诊
医师分会；中国心
胸血管麻醉学会急
救与复苏分会

2017

心血管科

诊疗

NR

NR

NR

中国瘢痕疙瘩临床
治疗推荐指南 [73]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
瘢痕医学分会常务
委员会专家组

NR

整形科

治疗

NR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81671921）；国家卫计
委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基
金（201502028）

NR

中国成人 ICU 镇痛 中华医学会重症医
和镇静治疗指南 [74] 学分会

NR

ICU

治疗

NR

NR

NR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81071156，
81371562）

NR

中国良性前列腺增
生症经尿道等离子
双极电切术治疗指
南（2018 简化版）[75]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
会泌尿外科学专业
委员会；中国医疗
保健国际交流促进
会泌尿健康促进分
会；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微创等离子手
术体系及云规划解
决方案项目组

2018
简化版

泌尿外科

治疗

中国脓毒症／脓毒
性休克急诊治疗指
南（2018）[76]

中国医师协会急诊
医师分会；中国研
究型医院学会休克
与脓毒症专业委员
会

2018

急诊科

治疗

NR

NR

NR

中国胸腔镜肺叶切
除临床实践指南 [77]

中华医学会胸心血
管外科学分会胸腔
镜外科学组；中国
医师协会胸外科医
师分会微创胸外科
专家委员会

NR

普外科

治疗

NR

NR

NR

http://www.jnewmed.com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基
所有指南制定委员
金（No.2016YFC0l06300）， 从 当 前 的 情 况 看，
会参与人员均要求
国家卫生计生委医疗服务 尚缺乏有关 TUPKP
进行利益冲突声明，
管理指导中心委托课题
本 身 的、 以 TUPKP
由两位主席（王行
（No. 医管办函 [201819 号 )， 与其他手术治疗方
环和贺大林）负责
湖北省科技厅技术创新专 式比较的卫生经济
审核，均无利益冲
项重大项目基金（No.201 学研究结果
突
6ACAl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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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组织

子宫肉瘤诊断与治 中国抗癌协会妇科
疗指南（第四版）[78] 肿瘤专业委员会

版本

专业

关注领域

利益冲突

经费来源报告

是否关注经济学证据

第四版

妇产科

治疗

NR

NR

NR

NR

心血管科

诊疗

无

NR

NR

稳定性冠心病诊断
与治疗指南 [79]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
病学分会介入心脏
病学组；中华医学
会心血管病学分会
动脉粥样硬化与冠
心病学组

中国心力衰竭诊断
和治疗指南 2018[80]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
病学分会心力衰竭
学组；中国医师协
会心力衰竭专业委
员会

2018

心血管科

诊疗

无

NR

老年患者面临更多的
经济、社会问题，就
医和随访难度大，医
生需结合其生活状态
选择恰当的方式

中国心血管病预防
指南（2017）[81]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
病学分会及中华心
血管病杂志编辑委
员会

2017

心血管科

防治

无

NR

NR

肝衰竭诊治指南
（2018 年版）[82]

中华医学会感染病
学分会肝衰竭与人
工肝学组；中华医
学会肝病学分会重
型肝病与人工肝学
组

2018 年版

感染科

诊疗

无

NR

NR

中国脑梗死中西
医结合诊治指南
（2017）[83]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
会神经科专业委员
会

2017

神经科

诊疗

无

NR

注意兼顾疗效、风险、
经济因素以及是否容
易使用等多方面因素

中国扩张型心肌病
诊断和治疗指南 [84]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
病学分会；中国心
肌炎心肌病协作组

NR

心血管科

诊疗

无

国家十二五支撑计划
（No:2011BAI11B23）

NR

中国肺高血压诊断
和治疗指南 2018[85]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
病学分会肺血管病
学组 ; 中华心血管
病杂志编辑委员会

2018

心血管科

诊疗

无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 心肺
肾罕见病的注册登记研究
（2016YFC0901502）

NR

诊疗

指南工作组成员均填
写了利益声明表，不
存在与本《指南》直
接相关的利益冲突

NR

考虑中国患者的偏好
与价值观、干预措施
的成本和利弊平衡为
老年骨质疏松症的诊
疗提供 15 条推荐意
见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
中国老年骨质疏松
[86] 医学学会骨质疏松
症诊疗指南（2018）
分会

2018

骨科

临床医师可根据患者
病 情、 用 药 情 况，
以及患者的经济状
况 等， 与 患 者 讨 论
是否停用生物制剂
DMARDs 或靶向合成
DMARDs

2018 中国类风湿关
节炎诊疗指南 [87]

中华医学会风湿病
学分会

NR

骨科

诊疗

本指南工作组成员均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精
填写了利益声明表，
准医学研究重点专项
不存在与本指南直接
（2017YFC0907605）
相关的利益冲突

慢性瘙痒管理指南
（2018 版）[88]

中国医师协会皮肤
科分会变态反应性
疾病专业委员会

2018 版

皮肤科

诊疗

指南制订过程中无相
关利益冲突

诊疗

本指南形成推荐治疗
方 案 过 程 中， 工 作
他们与其他任何组织
组成员及参与论证的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2014
或个人无利益冲突，
有关专家通过医保政
年中医药部门公共服务补
资助单位的观点或利
策、临床经验、随访
助资金中医药标准制修订
益不会影响最终推荐
调研等考虑了患儿及
项目（64）》
建议的形成
其家属的观点和选择
意愿，兼顾有效性、
安全性和经济性

诊疗

本指南形成推荐治疗
方 案 过 程 中， 工 作
他们与其他任何组织
组成员及参与论证的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2014
或个人无利益冲突，
有关专家通过医保政
年中医药部门公共卫生服
资助单位的观点或利
策、临床经验、随访
务补助资金中医药标准制
益不会影响最终推荐
调研等考虑了患儿及
修订项目（88）》
建议的形成
其家属的观点和选择
意愿，兼顾有效性、
安全性和经济性

中医儿科临床诊疗指
中华中医药学会
南·蛲虫病 ( 修订 )[89]

中医儿科临床诊疗
中华中医药学会
指南·胎黄 ( 修订 )[90]

NR

NR

中医儿科

中医儿科

NR

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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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表1 2018年中国临床实践指南发布的有关利益冲突声明和经济学证据的基本信息
Table 1. The essential information aboutdisclosed conflict of interest and economic evidence published in 2018 China clinical practice guide
指南名称

中医儿科临床诊疗
指南·小儿口疮
（修订 )[91]

中医儿科临床诊疗
指南·小儿胃炎
( 修订 )[92]

制定组织

中华中医药学会

中华中医药学会

中医儿科临床诊疗
指南·小儿遗尿症
( 修订 )[93]

中华中医药学会

中国非肌层浸润性
膀胱癌治疗与监测
循证临床实践指南
（2018 简化版）[94]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
会泌尿外科学专业
委员会；中国医疗
保健国际交流促进
会泌尿健康促进分
会，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微创等离子手
术体系及云规划解
决方案项目组

关节腔注射富血小
板血浆治疗膝骨关
节炎的临床实践指
南（2018 年版）[95]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
交流促进会骨科分
会

中国肝细胞癌经动
脉化疗栓塞治疗
中国医师协会介入
（TACE）临床实践 医师分会
指南 [96]

版本

NR

NR

NR

2018
简化版

专业

中医儿科

中医儿科

中医儿科

经费来源报告

是否关注经济学证据

诊疗

本指南形成推荐治疗
方 案 过 程 中， 工 作
他们与其他任何组织
组成员及参与论证的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2014
或个人无利益冲突，
有关专家通过医保政
年中医药部门公共卫生服
资助单位的观点或利
策、临床经验、随访
务补助资金中医药标准制
益不会影响最终推荐
调研等考虑了患儿及
修订项目（051）》
建议的形成
其家属的观点和选择
意愿，兼顾有效性、
安全性和经济性

诊疗

本指南形成推荐治疗
方 案 过 程 中， 工 作
他们与其他任何组织
组成员及参与论证的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2014
或个人无利益冲突，
有关专家通过医保政
年中医药部门公共卫生服
资助单位的观点或利
策、临床经验、随访
务补助资金中医药标准制
益不会影响最终推荐
调研等考虑了患儿及
修订项目（250）》
建议的形成
其家属的观点和选择
意愿，兼顾有效性、
安全性和经济性

诊疗

本指南形成推荐治疗
方 案 过 程 中， 工 作
他们与其他任何组织
组成员及参与论证的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2014
或个人无利益冲突，
有关专家通过医保政
年中医药部门公共服务补
资助单位的观点或利
策、临床经验、随访
助资金中医药标准制修订
益不会影响最终推荐
调研等考虑了患儿及
项目（05）》
建议的形成
其家属的观点和选择
意愿，兼顾有效性、
安全性和经济性

2018 年版

骨科

治疗

所有参与指南制订的
成员均对本指南有关
建议同时考虑成本一
的任何利益关系进行
效益因素、患者的价
了声明，并填写了利 山东威高集团医用高分子 值观与偏好、医生的
益声明表，本指南制 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赞助修 经验等 ; 在临床决策
订过程中，山东威高 订会议
时，除权衡干预措施
集团医用高分子制品
的利弊因素外，还需
股份有限公司赞助了
考虑上述因素的影响
修订会议

NR

介入

治疗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
在利益冲突

中华医学会儿科分
会急诊学组；中华
医学会急诊分会儿
科学组

急性心肌梗死中西
医结合诊疗指南 [98]

中国医师协会中西医
结合医师分会中国中
西医结合学会心血管
病专业委员会；中国
中西医结合学会重症
医学专业委员会中华
中医药学会心血管病
分会

NR

心血管科

中国肝癌肝移植临
床实践指南
（2018 版）[99]

中国医师协会器官
移植医师分会；中
华医学会器官移植
学分会

2018 版

器官移植

http://www.jnewmed.com

利益冲突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基
选择开放手术和腹腔
基金对指南的制定和 金（2016YFC0106300）；
镜手术，应结合自身
泌尿外科 治疗与监测 相关推荐意见形成无 湖北省卫生计生委 2018
技术、设备条件、经
影响
年度联合基金科技创新平
济水平、患者意愿等
台项目（WJ2018H0009）

危重症儿童营养评
估及支持治疗指南
（2018，中国，标
准版）[97]

注：NR：未报告

关注领域

2018
标准版

儿科

NR

指南工作组成员均以
本指南制作经费来源于指
书面形式保证与任何
南制作工作组专家的课题
药商和器械商无利益
经费和中华医学会儿科学
关系，亦无冲突关系。
评估与治疗
分会危重症学组指南制作
同时也注意了在危重
经费；经费主要用于面对
症儿童营养评估专业
面会议时的差旅和场租费
不同学术观点和派别
以及劳务支出
的利益冲突

NR

NR

诊疗

本指南制订工作组所
有成员声明完全独立
地进行指南编制工
作，不代表任何利益
团体

广东省省级科技计划项
目（NO.2014A0202213）;
广东省中医院中医药科
学技术研究专项（NO.
YK2013B2N14）

NR

诊疗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
在利益冲突

NR

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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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学中三者分布分别为 24.00%，30.00%
与 21.00%； 而 在 儿 科 学 中 三 者 分 布 均 为
75.00%，妇产科中差异很大（0.00%），具
体详见图 2。临床实践指南学科进一步细
分，涵盖了 26 个专业，主要分布在骨科 12
部 [10,17,25,36,48,51-52, 58-62,86-87,95]（13.04%）和妇产
科 10 部 [13,16,20,30,38, 45-46,60-61,78]（10.87%）， 其
次是中医科和心血管科各 8 部 [39,53,72,79-81,84,85]
（8.70%）；指南类型涵盖 6 大领域，主要
针对的是疾病的诊疗 62 部 [7-13,16,17,19-20,22-29,4142,44-68,72,79-80,82-87,89-93, 98-99]
（67.39%）； 基 于 循
证医学方法制定指南有 28 部（30.43%），
其他内容详见表 1。相较于 2018 年中国发
布的临床实践指南，2017 年中国发布的指
南中，利益冲突声明 26.40% 略高于 2018 年，
而资金来源及指南对经济学证据关注低于
2018 年指南，详见图 3。

图2 2018年中国分布的临床实践指南中利益冲突及经济学证据在不同
学科领域分布情况
Figure 2. The results of conflict of interest and economic evidence in
different disciplines in the clinical practice guide of China in 2018

图3 2017-2018年中国发布临床实践指南有关利益冲突声明及经济学
证据的对比结果
Figure 3. The comparison results of disclosed conflict of interest and
economic evidence in China's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issued in
2017-2018

3 讨论
随着循证医学、转化医学和人工智能的
兴起，作为医务人员临床诊疗工作最重要的
决策依据，临床实践指南的发展已经从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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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2011 年 IOM 更
新指南的定义，再次强调了循证医学在指
南制定中的重要地位。本次研究纳入的 92
部指南中，有 28 部（30.43%）是基于循证
方法制定的，其中占比最多的是儿科指南
5 部（5.43%）， 刘 雅 莉 等 [100] 调 查 20102017 年针对儿内科临床实践指南发现 39 部
（28.89%）
指南提及应用循证方法制定指南，
且 2010-2013 年占 12 部（31.00%），20142017 年占 27 部（69.00%），间接证实我国
基于循证方法制定指南在逐年增高，但是每
个专业领域是有差异的。除此以外，我们还
发现不同学科领域中临床实践指南对利益冲
突声明、资金来源的报道及经济学证据的关
注分布也是有差异的，内科学临床实践指南
中三者的分布由高到低分别为利益冲突声明
22.50%，资金来源报道 20.00% 及提及经济
学证据 17.50%；外科学指南中最高为资金来
源的报道 30.00%，而儿科学指南中三者分布
一致，均为 75.00%，妇产科学指南中有关利
益冲突声明为 0.00%，且学科领域的临床实
践指南分布亦不均，此次调查分析中并未发
现与口腔学科相关的临床实践指南的发布。
故我们在倡导大家基于系统评价证据制定临
床实践指南时，不能一概而论，应根据不同
学科领域具体情况，针对性提倡和推广基于
循证方法制定指南，全面提高我国临床实践
指南制定的规范性。
利益冲突可直接影响临床实践指南制定
的独立性，是临床实践指南制定的重要因素。
利益冲突主要包括经济和非经济两类 [101]。
本研究纳入的指南中有 23 部（25.00%）声
明利益冲突，其中 7 部指南仅以“无”来表
述利益冲突，未描述是否填写利益冲突声明
表及是否会影响最终推荐建议的形成等详尽
的信息。2017 年我国发布的临床实践指南
有关利益冲突声明 [7] 是 26.40%，相比之下，
我国临床实践指南在利益冲突声明方面依然
需要大力的提倡和改进。值得提及的是，相
对于 2017 年我国对于临床实践指南制定资
金的投入力度有所加强，由原来 18.90% 提
高至 27.17%，说明国家对临床实践指南制
定的支持。
近年来科学证据逐渐增多，高新技术层
http://www.jnewm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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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不穷，患者及家属知识水平和法律意识的
增强，使得临床决策不仅仅考虑诊治问题，
还要平衡治疗成本、效益及风险等。故临床
实践指南作为指导文件，在其制定过程中涉
及到证据向推荐意见转化时需要平衡利弊关
系，这里面的弊主要包括成本，这里的成本
主要是指与治疗有关的经济负担及随访管理
中可能的成本消耗 [102]。本次纳入的指南中
有 22 部（23.91%）指南提及经济学证据，
其 中 11 部 [42,47,65,75,87,89-94]（50.00%） 指 南 均
有国家重点专项基金支持。相对于 2017 年
中国发布的临床实践指南报道的经济学证据
11.30%，2018 年指南制定在经济学证据方
面有所改善。这跟国家投入资金大力支持有
关；但是，我们发现临床实践指南中有关经
济学证据方面的报道，大部分只是在推荐意
见中宽泛的提及，在治疗时除考虑患儿及其
家属的观点及意愿，还需兼顾有效性、安全
性和经济性，没有确切的经济学证据支持。
为更好地制定 / 更新临床实践指南与科学化
的临床决策，建议如下：其一，完善指南制

定团队，在原来人员组成的基础上，增加卫
生经济学专家，研究表明卫生经济学专家能
帮助指南制定团队得出干预或服务可能的成
本效果 [103]，以提供确切的经济学证据；其二，
国家继续投入资金，支持临床实践指南的制
定 / 更新；其三，提高我国有关卫生经济学
的原始研究，积极培养具有临床实践指南制
定和卫生经济学思维的交叉学科人才。
总之，本研究的结果显示，虽然国家提
高了对于临床实践指南制定资金的投入，指
南制定过程中对经济学证据方面关注也有所
提高，但是我国临床实践指南制定在利益冲
突声明和确切的经济学证据方面依然薄弱，
而这些又影响到我国临床实践指南制定整体
的客观性、独立性及透明性。因此，加强对
利益冲突的声明及管理，加大对经济学证据
关注及生产的落实，对未来我们制定更规范、
更实用的临床实践指南是很有必要的。
利益冲突声明：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
利益冲突。
Medicine, 2015, 15(3): 259-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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