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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分析 ＡＴＡ ２０１５ 版成人《 甲状腺结节和分化型甲状腺癌诊治指南》 （简称《指

南》）所引用参考文献的特点。 方法 利用 Ｅｘｃｅｌ 表格对 ２０１５ 版《指南》的参考文献按文献标题、发表时间、

期刊区域等进行汇总分析，并与 ＡＴＡ ２００９ 版《指南》比较。 结果 ２０１５ 版《指南》引用文献 １ ０７８ 篇，年份

跨度 ６３ 年（１９５２ 至 ２０１５ 年） ，专业期刊 １７２ 种，专业书籍 ８ 本。 文献地域分布偏倚度大。 与 ２００９ 版

《 指南》 相比，２０１５ 版《 指南》 引用新发表文献比例高。 ２０１５ 版《 指南》 也依据文献的科学证据强度对
《 指南》 推荐条款进行分类，但新旧《 指南》 中高质量证据的推荐条款均少于 ５０％。 结论
南》 引用文献量多且广泛，但源文献地域差异大，高质量文献仍有不足。
【 关键词】

２０１５ 版《 指

甲状腺肿瘤；指南；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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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甲状腺结节和 ＤＴＣ 的发病率逐渐升高。 为规范对

该类疾病的临床诊治， ＡＴＡ 于 ２００６ 年制定出版了《 甲状腺结

节和分化型甲状腺癌诊治指南》 （ 简称《 指南》 ）

［１］

，２００９ 年推

出修订版 ［２］ ， 该 《 指 南》 被 广 泛 引 用 且 很 快 被 国 内 同 行 借

鉴 ［３］ 。 ＡＴＡ 于 ２ ０ １ ５ 年 更 新 了 《 指 南 》 ［４］ ， 引 用 文 献 量 高 达

１ ０７８ 篇。 笔者分析了 ２０１５ 版《 指南》 所引文献的特点，并与

２００９ 版《指南》的参考文献进行比较，以便对《指南》 所引用文
献的特点及《指南》推荐条款的循证依据质量进行初步评价。
资料与方法
将 ２０１５ 版《 指南》 所引用的 １ ０７８ 篇参考文献按标题、

发表年份、期刊发行地区、专业类别等信息列入 Ｅｘｃｅｌ 表格，
查询期刊的学术影响因子（ ｉｍｐａｃｔ ｆａｃｔｏｒ， ＩＦ） ，利用 Ｅｘｃｅｌ 表

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同时，参考 ２００９ 版《 指南》 的相关数据，

进行对比分析。

结

果

１． ２０１５ 版《指南》参考文献年份跨度。 该版《指南》纳入参

考文献发表年份为 １９５２ 至 ２０１５ 年，跨度为 ６３ 年；而 ２００９ 版的

年份跨度为 ４７ 年（１９６２ 至 ２００９ 年；图 １） 。 ２０１５ 版《 指南》 引
用近 １０ 年发表文献比例为 ７２．４５％（ ７８１ ／ １ ０７８） ，２００９ 版《 指

南》 的相应比例为７３．９１％ （ ３２３ ／ ４３７） 。２００９版《 指南》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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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 Ｊ Ｎｕｃｌ Ｍｅｄ Ｍｏｌ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Ｊｕｎ． ２０１６， Ｖｏｌ． ３６， Ｎｏ． ３

２００６ 版《指南》发表后的新文献 １０７ 篇，占 ２４．４９％（１０７／ ４３７），而

没有非洲区期刊和文献被引用。

比为 ５３．５２％（５７７／ １ ０７８）。

２ 个。 ８ 本专著中 ６ 本由美国出版，英国和法国各出版 １ 本。

南》 共涉及全球 １７２ 种医学专业期刊，其中 １５７ 种期刊被美

ＳＣＩ 收录，ＩＦ 范围为 ０．６９１ ～ １１５．８４０，均值为 ６．６３０，文献合计

２０１５ 版《指南》引用 ２００９ 版《指南》出版以后的新文献 ５７７ 篇，占
２． ２０１５ 版《指南》文献来源期刊 ＩＦ 分布及地域分布。 《 指

未被 ＳＣＩ 收录的期刊中，美洲区 ８ 个、欧洲区 ５ 个、亚洲区

２００９ 版《 指南》 共收录全球 ９４ 种医学期刊，其中 ８３ 种被

国科学引文索引（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ＣＩ） 收录，ＩＦ 范围为

４２０ 篇。 另有 １１ 种期刊（１３ 篇文献）未被 ＳＣＩ 收录。 其余 ４ 篇

期刊（２０ 篇文献）未被 ＳＣＩ 收录。 其余 １３ 篇参考文献源于 ８ 本

为：美洲区 ５６ 个，欧洲区 ２４ 个，亚洲区 ２ 个，大洋洲 １ 个。 未被

０．３５３～ １１５．８４０，均值为 ６．１６０，文献合计 １ ０４５ 篇。 另有 １５ 种
医学专著。

ＳＣＩ 引文期刊的出版地域分布为：美洲区 ９０ 个，其中美

国 ８７ 个、加拿大 ２ 个、巴西 １ 个。 欧洲区 ５８ 个，其中英国 ３７ 个，

参考文献来源于医学专著。 ＳＣＩ 引文期刊的出版地域分布

ＳＣＩ 收录的期刊中，美洲区 ３ 个，欧洲区 ６ 个，亚洲区 １ 个，非洲
区（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１ 个。

３． ２０１５ 版《指南》 参考文献的学科分布。 按医学专科对

德国 ８ 个，意大利 ４ 个，希腊 ３ 个，荷兰 ２ 个，爱尔兰、挪威、瑞

２０１５ 版《指南》引文进行分类：内分泌代谢 ２８９ 篇、外科 １８０ 篇、

２３ ５７％（３７ ／ １５７） 。 亚洲期刊共 ８ 个，日本和韩国各 ３ 个，巴

（包括免疫、遗传、病理、生化、分子诊断和流行病、妇产科、实

典和 瑞 士 各 １ 个。 美 英 占 比 分 别 为 ５５． ４１％ （ ８７ ／ １５７ ） 和

基斯坦 １ 个，中国台湾 １ 个。 大洋洲仅 １ 个澳大利亚期刊。

图１

甲状腺专科 １７５ 篇、 医 学 影 像 １１６ 篇、 肿 瘤 学 １０３ 篇、 其 他

验技术和重症监护等）７８ 篇、头颈耳鼻喉科 ７０ 篇、医学综合

ＡＴＡ 成人《甲状腺结节和分化型甲状腺癌诊治指南》引用文献年份分布。 Ａ． ２０１５ 版《指南》，１ ０７８ 篇文献；Ｂ． ２００９ 版《指南》，４３７ 篇文献

Ｃｈｉｎ Ｊ Ｎｕｃｌ Ｍｅｄ Ｍｏｌ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Ｊｕｎ． ２０１６， Ｖｏｌ． ３６， Ｎｏ． ３

４． ２００９ 版和 ２０１５ 版《 指南》 推荐条款对比。 ２００９ 版《 指

南》 共有 １２４ 条诊治推荐条款，根据循证依据的强度差异分
为 Ａ ～ Ｉ ７ 个层次，其中 Ａ 级条款占 １６． １３％ （ ２０ ／ １２４） ，Ｂ 级

１２４） ，Ｅ 级 ４． ０３％ （ ５ ／ １２４） ，Ｆ 级 ３． ２３％ （ ４ ／ １２４） ，Ｉ 级 ８． ８７％

（１１ ／ １２４） ［５］ 。 ２０１５ 版《 指南》 共有 １７９ 条推荐条款，按照循

证证据质量差异分为：高质量证据条款占 ３．３５％ （ ６ ／ １７９） ，中

等质量占 ４１．９０％ （ ７５ ／ １７９） ，低质量占 ４９．１６％ （ ８８ ／ １７９） ，证

据不充分占 ５．５９％ （ １０ ／ １７９） 。 ２ 个《 指南》 前后判别标准不
完全一致，无法直接比较。

讨

制定相关《 指南》 提供参照。
利益冲突

无


本文直接使用的缩略语：ＡＴ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Ｔｈｙｒｏｉ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



３３．０６％ （ ４１ ／ １２４） ， Ｃ 级 ３３． ０６％ （ ４１ ／ １２４） ， Ｄ 级 １． ６１％ （ ２ ／

量有待提高或许多新的临床问题仍存在较大争议。 这些新
增推荐条款值得借鉴，但更多的是未来需做好研究，为国内



６７ 篇。

· ２６９·

美国甲状腺协会；ＤＴＣ（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ｔｈｙｒｏｉｄ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分化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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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癌

参

考

文

献

［１］ Ｃｏｏｐｅｒ ＤＳ， Ｄｏｈｅｒｔｙ ＧＭ， Ｈａｕｇｅｎ ＢＲ， ｅｔ 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ｇｕｉｄｅ⁃

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ｙｒｏｉｄ ｎｏｄ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ｔｈｙｒｏｉｄ

论

近年来指南类文献越来越受到临床实践和专业期刊的
重视，且被引用的频次非常高，２００９ 版《 指南》 的被引用频次
达数千次。 本研究对《 指南》 本身引用的文献进行了分析。

２０１５ 版《 指南》 所采纳的文献来源于 １７２ 种期刊（ １５ 种未被

ＳＣＩ 收录） 及 ８ 本医学专著，充分说明甲状腺结节和 ＤＴＣ 的临

床诊治是多学科交叉研究。 ２０１５ 版《指南》 所引用的近 １０ 年
文献百分比达 ７２．４５％，表明《 指南》 编写组注重较新的研究
进展；且与 ２００９ 版《 指南》 相比，２０１５ 版对最新文献的引用
率也明显升高。 ２０１５ 版《 指南》 文献发表年份跨度更大，说
明早期经典文献仍有其独特的历史价值。 另外，２０１５ 版《 指

南》 含图片（８ 个） 和表格（１７ 个） ，较 ２００９ 版《 指南》 多，表达

更形象直观。

ＡＴＡ《 指南》 引文的期刊区域差距非常显著。 美洲期刊

ｃａｎｃｅｒ［ Ｊ］ ． Ｔｈｙｒｏｉｄ， ２００６， １６（ ２） ： １０９⁃１４２． ＤＯＩ：１０． １０８９ ／ ｔｈｙ．

２００６．１６．１０９．

［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Ｔｈｙｒｏｉ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ＴＡ）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Ｔａｓｋｆｏｒｃｅ ｏｎ Ｔｈｙｒｏｉｄ

Ｎｏｄ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Ｔｈｙｒｏｉｄ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ｏｏｐｅｒ ＤＳ， Ｄｏｈｅｒｔｙ ＧＭ，

ｅｔ ａｌ．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Ｔｈｙｒｏｉ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ｙｒｏｉｄ ｎｏｄ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ｔｈｙｒｏｉｄ ｃａｎｃｅｒ［Ｊ］． Ｔｈｙ⁃

ｒｏｉｄ， ２００９， １９（１１）： １１６７⁃１２１４． ＤＯＩ：１０．１０８９／ ｔｈｙ．２００９．０１１０．

［３］ 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内分泌学组，
中国抗癌协会头颈肿瘤专业委员会，等．甲状腺结节和分化型甲

状腺癌诊治指南［ Ｊ］． 中华核医 学与分子影像杂志， ２０１３， ３３

（２）： ９６⁃１１５．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 ／ 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２０９５⁃２８４８．２０１３．０２．００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ｏｇｙ，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ｅ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Ｂｒａｎｃｈ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ｆｏｒ Ｈｅａｄ ａｎｄ

Ｎｅｃｋ Ｏｎｃ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ｔｉ⁃Ｃａｎｃｅｒ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ｅｔ ａｌ．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ｙｒｏｉｄ ｎｏｄ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ｔｈｙｒｏｉｄ ｃａｎｃｅｒ ［ Ｊ］ ． Ｃｈｉｎ Ｊ Ｎｕｃｌ Ｍｅｄ Ｍｏｌ Ｉｍａｇｉｎｇ，

占有最大的比重；欧洲期刊尤其英国期刊被引用的比例也很

２０１３， ３３（２） ： ９６⁃１１５．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 ／ 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２０９５⁃２８４８．２０１３．

亚洲区期刊文献占极少部分，但在 ２０１５ 版《 指南》 中的比例

［４］ Ｈａｕｇｅｎ ＢＲ，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ＥＫ， Ｂｉｂｌｅ ＫＣ，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Ｔｈｙ⁃

文同样被采用，如《 中华耳鼻咽喉科杂志》 ２００４ 年刊发的关

ｒｏｉｄ ｎｏｄ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ｔｈｙｒｏｉｄ ｃａｎｃｅｒ：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Ｔｈｙ⁃

高，但相比 ２００９ 版，２０１５ 版《 指南》 欧洲文献占比有所下降；
较前上升。 文献中 ＳＣＩ 论文占主导地位，但是非 ＳＣＩ 收录论
于晚期甲状腺癌外科治疗的 １ 篇论文

［６］

。 有近 ２０ 篇我国学

者的 ＳＣＩ 论文被引用，均发表在美欧期刊。

０２．００３．

ｒｏｉ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ａｄｕｌｔ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ｙ⁃

ｒｏｉ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Ｔａｓｋ Ｆｏｒｃｅ ｏｎ ｔｈｙｒｏｉｄ ｎｏｄ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ｔｈｙｒｏｉｄ ｃａｎｃｅｒ ［ Ｊ ］ ． Ｔｈｙｒｏｉｄ， ２０１６， ２６ （ １ ） ： １⁃１３３．
ＤＯＩ：１０．１０８９ ／ ｔｈｙ．２０１５．００２０．

从 ２００６ 版、２００９ 版到 ２０１５ 版，《 指南》 的推荐条款逐渐

［ ５］ Ｐｕｘｅｄｄｕ Ｅ， Ｆｉｌｅｔｔｉ Ｓ． Ｔｈｅ ２００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Ｔｈｙｒｏｉ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ｇｕｉｄｅ⁃

的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的质量已成为《 指南》 推荐条款强度

ｃａｎｃｅｒ：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ａｄ ｆｒｏｍ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ｔｏ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ｐｒａｃ⁃

增加，对推荐条款的注解越来越详细，注解依据于相关研究
的主导因素。 ２０１５ 版《 指南》 对高质量支持文献的定义为：
来自没有明显不足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非常明确的观察性
研究、精心设计的非随机化横断面或队列研究的临床研究文
［４，７］

献，也包括系统综述或荟萃分析等

。 以此为标准，２０１５ 版

《 指南》 中高质量证据占比仅为 ３．３５％，低于 ２００９ 版《 指南》

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ｙｒｏｉｄ ｎｏｄ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ｔｈｙｒｏｉｄ

ｔｉｃｅ［Ｊ］． Ｔｈｙｒｏｉｄ， ２００９， １９ （ １１）： １１４５⁃１１４７．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８９ ／ ｔｈｙ．

２００９．１６０１．

［６］ 葛俊恒，赵瑞利，胡俊兰，等． 侵及气道和消化道的晚期甲状腺

癌的外科治疗［ Ｊ］ ． 中华耳鼻咽喉科杂志， ２００４， ３９（ ４） ： ２３７⁃
２４０．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 ／ 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０８６０．２００４．０４．０１２．

Ｇｅ ＪＨ， Ｚｈａｏ ＲＬ， Ｈｕ ＪＬ， ｅｔ ａｌ．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ｔｈｙｒｏｉｄ

中的 Ａ 级 （ １６． １３％） ； ２０１５ 版 《 指 南 》 中 等 质 量 条 款 占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ｗｉｔｈ ａｅｒｏｄｉｇｅｓｔｉｖｅ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Ｊ］． Ｃｈｉｎ Ｊ Ｏｔｏｒｈｉｎｏｌａｒｙｎｇｏｌ， ３９

之间标准存在差异，无法直接比较，但 ２ 版《 指南》 的高中质

［７］ Ａｔｋｉｎｓ Ｄ， Ｂｅｓｔ Ｄ， Ｂｒｉｓｓ ＰＡ， ｅｔ ａｌ． Ｇｒａｄ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４１ ９０％，高于 ２００９ 版中的 Ｂ 级（３３．０６％） 。 由于 ２ 版《 指南》

量条款整体仍不超过 ５０％，相关研究的文献质量不够高。 当
然，对甲状腺癌患者进行随机对照试验有一定困难。

总之，尽管参考文献量巨大，２０１５ 版《 指南》 新增的大部
分推荐条款依据为中、低等质量证据，说明新增参考文献质

（４） ： ２３７⁃２４０．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 ／ 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０８６０．２００４．０４．０１２．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Ｊ］ ． ＢＭＪ， ２００４， ３２８（ ７４５４） ： １４９０．
ＤＯＩ：１０．１１３６ ／ ｂｍｊ．３２８．７４５４．１４９０．

（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２⁃０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