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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前瞻性队列研究实施现况及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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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交互研究成为现实…。此为大型队列的设计初衷。
二、规模要求
多大规模称之为“大型队列”，目前尚无定论。就研究设
计而言，具体研究的规模大小，应根据研究目的、内容而定，
一些学术组织和机构也提供了推荐的样本量，例如对于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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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ｃｉｅｔｙ）网站对“大规模人群生物样本库（１ａｒｇ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ｂｉｏｂａｎｋ）”的最低样本量要求为１万名健康

人群“０］；对于研究遗传、环境因素对于慢性病的弱效应及其
交互作用，美国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所（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

ｏｆＣｈｉｎａ（Ｎｏ．２０１ １ＢＡｌ０９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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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认的大型队列研究样本量多在５万至５０万之间，其中以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ｈｏｒｔ；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的推荐样本量为５０万”１。目前

１０万以上居多。
大型前瞻性队列（大型队列）是２０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对
慢性病发病机制研究的不断深入，而逐渐兴起的现代病因研

三、实施现况
建立和维护大型队列需要有巨大的投入，对于研究地

究项目。在流行病学研究设计的分类体系中，大型队列仍属

区的医疗卫生服务基础、信息技术（ＩＴ）应用程度以及研究机

于队列研究，但绝非普通规模队列的简单放大“·。

构的生物样本处理、基因测序和数据分析能力等也有较高

一、诞生背景

要求。因此，现有的大型队列多建立在社会经济发展总体

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大多数疾病，尤其是慢

水平较高的国家或地区。目前在Ｐ３Ｇ网站注册的研究共有

性疾病（肿瘤、心血管疾病等）的发病机制复杂，不单纯由某

１６４项，大多位于北美和欧洲，我国大陆地区有８项”…。

一先天遗传特征或后天环境暴露引起，而是由基因、环境、行

１．模式概述”＇…：大型队列按其来源可分为两类。一类

为等多因素联合作用导致”１。此类疾病已成为现代社会最

为在已有较小规模（相对大型队列而言）的研究基础上，采取

主要的疾病负担，并造成巨大的健康和经济损失”’４】。深入

合并、协作、追加样本量等方式建立的队列，如欧洲的

揭示上述因素在慢性病发生、发展中的单独和，或交互作用，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以寻求适当的干预环节，已成为现代病因研究的重要课题。
流行病学有多种病因研究设计，但并非所有都适用于上

Ｃａｎｃｅｒ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ＥＰＩＣ）；另一类是新建的队列，如英国的ＵＫＢｉｏｂａｎｋ、美国
的Ｎｕｒｓｅｓ’Ｈｅａｌｔｈ Ｓｔｕｄｙ（ＮＨＳ）、中国的Ｃｈｉｎａ

Ｋａｄｏｏｆｉｅ

述疾病。当疾病的潜隐期（１ａｔｅｎｃｙｐｅｒｉｏｄ）较长、出现明显临

Ｂｉｏｂａｎｋ（Ｃｌ①；或Ｋａｄｏｏｒｉｅ

床症状的进展较慢（数年甚至数十年）时，若开展病例对照研

Ｃｈｉｎａ）。具体操作模式分为三种，即分散模式（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

究，则回忆偏倚对研究结果的干扰较大且难以排除；当疾病

集中模式（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和单一中心（ｓｉｎｇｌｅ ｓｉｔｅ）［９１。建立在已

在人群中的发生率极低时，则普通规模的队列研究在相当长

有研究基础上的大型队列多为分散模式，新建的大型队列多

时间内均无法累积足够数量病例，尤其是在研究基因一环境

采用后两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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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作用时”４］。故对于此类疾病，只有用足够大的样本、随

（１）分散模式：即传统的多中心联合／协作研究（ｍｕｌｔｉｓｉｔｅ

访足够长的时间，才能捕捉到足量病例；且只有在疾病发生

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ａ）。研究设有一个协调中心（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ｎｇ ｃｅｎｔｅｒ）以

之前就采集到准确的暴露信息，并及时、全面掌握研究人群

及若干分中心，根据分中心所在位置划分为若干地理区域。
协调中心负责总体设计、质控、培训、数据汇总及核查等；各

ＤＯＩ：ｌＯ．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４．０１．０２２

区域内的研究，如研究对象招募、基线调查、随访、重复调查

基金项目：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２０１ １ＢＡｌ０９８０１）

等，均交由分中心独立完成，包括采样及检测。所需人员和

作者单位：香港中文大学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流行病学系（熊玮

仪器多由分中心自行筹措和管理，所得的数据和样本也多由

仪）；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系（李立明、吕

分中心各自保存。此模式的实施前提为符合资质的机构（分

筠）；中国医学科学院（李立明、郭或）

中心）愿意加人本项研究。其优点是可以充分发挥分中心的

通信作者：李立明，Ｅｍａｉｌ：ｌｍｌｅｅ＠ｐｕｍｃ．ｅｄｕ．ｃａ

作用，以及建立协调中心的投入相对较小；缺点为难以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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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标准化和可比性，总费用高昂。此种模式的范例为

进行了周密的规划和设计，从样本量计算到实验室检测，各

ＥＰＩＣ研究。

环节均有详尽分析，且在正式开始前进行了两次预实验”“。

（２）集中模式：集中模式的大型队列也设有一个协调中

按原有设计，ＵＫ Ｂｉｏｂａｎｋ将通过英国各健康信息系统，以信

心和若干分中心，但职责划分与分散模式有很大不同。集中

息关联（１ｉｎｋａｇｅ）的方式，追踪每名入选研究对象今后数十年

模式的分中心是实地开展问卷调查、体格检查和采样的场

的健康结局；并选择有代表性的部分人群，开展暴露水平的

所，虽然有可能建立于某机构内，但对于研究而言只是临时

重复测量。据ＵＫ Ｂｉｏｂａｎｋ网站介绍，目前在曼彻斯特等４个

设置，即根据研究需要，临时指定，由协调中心提供设备、派

地区已完成了为数２万人的第二轮调查【ｌ“。

出或在当地雇佣人员，任务完成后本项目的人员和设备即撤

（２）ＮＨＳ：是美国一项迄今已持续近４０年的大规模职业

除。该模式的特点是分中心不储备数据和样本，所有调查数

人群队列，现已进入第三期研究（ＮＨＳ ＩＩＩ）。由于不同时期

据实时或在完成调查后短期内即传送至协调中心，样本采集

的研究领导团队不同，其研究内容也有所不同，但总体关注

后也及时转运至协调中心或指定实验室。协调中心在集中

女性生活方式（口服避孕药等）与肿瘤（乳腺癌等）之间的关

模式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负责设计、执行和全程管理，

系，是此类研究中规模最大者之一［１…。

同时也是数据和样本的保管中心。虽然该模式建立和维护

由于研究对象为具有一定医学专业知识的职业人群，因

协调中心的费用较高，但由于分中心的运行成本低，因此节

此ＮＨＳ实现了较高的随访应答率。Ｉ期队列（１２万人）启动

约了总成本。集中模式的范例为ＵＫ Ｂｉｏｂａｎｋ研究，我国

于１９７６年，研究人群为３０一５５岁已婚女护士，采用邮寄自填

ＣＫＢ研究也借鉴了此模式““。

式问卷方式，２年进行一次随访；截至２００４年，邮寄问卷随访

（３）单一中心：由一个机构负责所有的招募、基线调查、

应答率为９０％，加上从国家死亡登记系统（Ｕ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ａｔｈ

随访、重复调查以及采样检测等。以此种方式建立的大型队

ｉｎｄｅｘ）查找到的死因信息，总体随访率高达９８％。ＩＩ期队列

列，势必依托于某一成熟、强大的研究机构或医疗集团，如美

（１１．６万人）启动于１９８９年，研究人群为２５～４２岁女护士，随

国Ｋａｉｓｅｒ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ｎ

Ｇｅｎｅ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ＲＰＧＥＮ）。

访方式与Ｉ期相同，截至目前应答率为９０％”“。Ⅲ期队列启
动于２０１０年，目标研究人群为２０一４６岁女护士，以网络招

２．实施概况：自２０世纪中期慢性病引起流行病学家的

募的方式，面向美国和加拿大招募１０万志愿者，预计以在线

重视以来，前瞻性队列就成为了病因研究的常用设计，如美

调查的方式、每６个月进行一次随访，目前尚未公布应答率

国Ｆｒａｍｉｎｇｈａｍ Ｈｅａｒｔ Ｓｔｕｄｙ、英国Ｂｒｉｔｉｓｈ Ｄｏｃｔｏｒ Ｓｔｕｄｙ等经典

数据”“。

研究。与当今的大型队列相比，这些研究虽然规模稍逊，但

（３）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 Ｃｏｈｏｒｔ Ｓｔｕｄｙ（ＭＣＳ）：美国ＭＣＳ（英国同

其研究设计、实施及项目组织和管理等，时至今日仍颇具借

名队列研究人群为儿童，可参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ｌｓ．ｉｏｅ．ａｃ．ｕｋ）是

鉴价值，堪称大型队列的先驱。以下仅概述具有代表性的部

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军人队列，其目的为研究军旅经历对军

分现代大型队列。

人（包括退伍军人）的长期健康影响。该项目预计到２０２０年

（１）ＵＫ Ｂｉｏｂａｎｋ：被誉为现代大型队列研究的实施范

前招募２０万人，截至目前已达１５万人“…。考虑到研究对象

本“＇５．９］。该项目旨在了解英国普通人群中的主要慢性病及

的职业特点（现役军人为主、流动性强等），ＭＣＳ在招募研究

其病因，于２００７年４月至２０１０年７月从４０～６９岁一般人群

对象和选择调查模式方面有特殊考虑。

中招募５０万人，完成了多项内容的基线调查（含体格检查）

首先，为实现目标样本量，采取了分期招募、逐步追加的

和血、尿样本采集”２。１“。其运行效率和成本控制备受好评，

方式。截止目前已开展４轮招募，分别为Ｐａｎｅｌ ｌ（２００１—

如比预期提前１８个月完成了研究对象招募和基线调查，基

２００３年，实际招募７７ ０４７人）、Ｐａｎｅｌ ２（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实际招

线费用为１亿美元、维护和随访预计费用约７００万美元／年，

募３１ １１０人）、Ｐａｎｅｌ ３（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实际招募４３ ４４０人）和

均在预算范围之内…。

Ｐａｎｅｌ

ＵＫ

Ｂｉｏｂａｎｋ的成功得益于多个因素。首先该队列建立

于国民卫生服务系统（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４（２０１１年启动，目标招募６０ ０００人）；１９ Ｊ ｏ每轮基线调查

后，均开展３年一次的随访。为提高应答率，ＭＣＳ在招募、基

Ｓｅｒｖｉｃｅ）基础之上。该

线调查以及随访时，尽量与各种军队纪念日活动相结合，以

系统基本覆盖英国全体国民，记录有从出生到死亡的详细健

强化军人的参与荣誉感。截止２００９年统计，前三轮的基线

康信息，且有个体唯一编码。ＵＫ Ｂｉｏｂａｎｋ从招募研究对象开

调查累计应答率为３４％ｍ１（２００７年统计为３６％［２”）。前两轮

始就依托此系统，极大提高了可操作性“２ｔ“１。其次，采用集

招募到的ｌｏ万余人中，超过７０％完成了至少一次随访Ⅲ１。

Ｈｅａｌｔｈ

中模式以提高工作效率、节约成本。基线调查时先后设立了

其次，在调查模式上，考虑到军队人员流动性较强，但

３６个分中一Ｉ：，（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ｃｅｎｔｅｒ），最多同时设立６个。平均每

大部分军营配备有计算机及网络等特点，ＭＣＳ从首轮基线

个分中心有１４名工作人员，每天可完成１００名研究对象的基

调查开始，就在传统的纸质问卷调查基础上，鼓励研究对象

线调查。分中心通过专门的信息传送网络和样本运送通道，

从网络作答，并逐步将网络问卷作为主要的调查、随访模

每天将采集到的信息和样本发回协调中心，由后者统一保

式。结果显示，与纸质问卷调查相比，网络调查能节约５０美

管“…。此外ＵＫ Ｂｉｏｂａｎｋ设计完善，自２０００年前后该项目提

元／人ｍ Ｊ。

上议程““，至２００７年全面启动基线调查，研究团队耗时数年

此外，得益于美国军队系统强大的信息体系，ＭＣＳ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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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４，Ｖ０１．３５，Ｎｏ．１

国国防部下属的其他诸多信息系统实现了数据链接一“，由此

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源，如部分暴露因素可能在研究初期尚

扩展了本项研究的应用价值。

未得到充分认识或无法准确检测，但随着时间推移，一旦建

（４）ＥＰＩＣ：是在欧洲普通人群中研究膳食模式、生活方
式、遗传特征与肿瘤等慢性病关系的多中心大型队列研究，

立了适宜方法，则可对生物样本库中存储的样本进行检测，
从而直接获得研究人群在历史时点的真实暴露水平。

由欧洲１０国２３个研究中心共同参与，总样本量达５２万人，

５．广泛应用现代ＩＴ技术。突飞猛进的ＩＴ技术在很大程

覆盖地域广泛、研究人群多样”４ ２“。ＥＰＩＣ由国际肿瘤研究协

度上改变了流行病学研究的实施方式。在研究对象招募阶

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ＩＡＲＣ）负责，

段，除传统的寄送邀请函外，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尝试采用

协调总部设在法国里昂。ＩＡＲＣ负责总体的数据保存、生物

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社交媒体以及网络招募等方式。在问

样本库建立和维护，研究对象招募、基线调查、随访、采样及

卷调查阶段，除纸笔问卷调查和电话调查外，基于便携式设

样本保存等由各参与中心自行开展，由于各参与国的国情

备的计算机辅助调查以及在线调查已逐渐成为主流。并有

和基础不同，包括膳食调查在内的部分研究方法未能完全

研究（如ＵＫ Ｂｉｏｂａｎｋ）在体格检查中应用计算机程序辅助诊

统一［２“。有资料指出，ＥＰＩＣ对除了膳食以外的其他数据，

断，可在体检现场快速得出初步结论，有助提高受试者的参

并未指定统一的数据保存格式，而是由各参与中心自行决

与意愿”“。但ＩＴ技术虽然革新了信息获取、传送和存储方

定”“。为保证核心数据（膳食摄人）的质量，研究团队重点评

式，却对数据安全（尤其是个人隐私信息安全）提出了新的挑

价各国调查工具的有效性和可比性，并开发了一个兼容９种

战，如何控制新兴调查方式（如在线调查）可能产生的选择偏

语言的标准化调查软件（ＥＰＩＣ．ＳＯＦＴ）［２６１。

倚和信息偏倚也有待重视和研究。

Ａｇｅｎｃｙ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５）Ｊａｐａｎ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ｈｏｒｔ Ｓｔｕｄｙ ｆｏ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６．注重研究人群的多样性（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当大型队列的研

ＣａｎｃｅｒＲｉｓｋ（ＪＡＣＣ）：ＪＡＣＣ主要关注生活方式与胃癌、肺癌和

究目的并非对全人群发病或患病率进行无偏估计，而是揭示

心血管疾病等的关系，是日本规模最大的人群队列之一ｎ…。

疾病与暴露之间的关系时，只要研究涵盖各种特征（年龄、性

由２４个研究机构采取多中心协作模式在４５个地区分头开

别、种族、职业、社会经济地位等）人群，即使研究人群对于全

展，基线调查１１０ ７９２人，定期随访（不同地区频率不同，以查

人群不具备足够的代表性，在达到必需的样本量后，辅以恰

阅医疗档案和人户访视为主），１９８８－－２００９年间的２０年总体

当的统计分析，也足以揭示不同人群中疾病与暴露之间的关

随访应答率超９０％，并完成了抽样重复调查＇…。研究结束

系。基于此，出于节省成本的考虑，在一般人群中建立大型

后，ＪＡＣＣ研究团队总结了项目运行期间的各项失误和教训，

队列通常会放弁对于高应答率（ｈｉｇｈ

特别指出资金来源过于单一、未能建立薪火相传的管理团

（即致力于让每一个目标研究对象都参与调查，以提高研究

队，是导致ＪＡＣＣ无法持续下去的主要原因，呼吁今后的类似

人群对于全人群的代表性），而改为着力保证人选研究对象

研究应广泛开发和争取稳定的资金来源，并一定要建立起长

的多样性，即“高招募率（ｈｉｇｈ ｒｅｃｒｕｉｔｍｅｎｔ ｒａｔｅ）”…。

期、可持续的管理机制［２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ｒａｔｅ）的追求

７．越来越多的以信息关联的方式获取结局信息。传统

四、研究特点

的前瞻性研究一般通过定期主动随访，从研究对象直接收集

与传统队列研究相比，现有大型队列研究具有如下特点：

发病、死亡信息。此种方式虽然准确度较高，但对于超大规

１．所研究疾病多为肿瘤、心血管疾病、代谢性疾病等慢

模队列而言，组织、实施难度极大。因此在有条件的地区，信

性病，尤以发病率低的肿瘤居多。突破了队列研究“不适于

息关联逐步成为了获取结局信息的主要方式。所谓信息关

发病率很低的疾病病因研究”的传统认识。

联，指使用个体唯一性标识（身份证号、医疗或社会保险号、

２．样本量巨大（数万甚至数十万）即“超大规模队列

驾照证号等），从疾病登记、监测等卫生信息系统，门（急）诊、

（ｍｅｇａ ｃｏｈｏｒｔ）””…，是大型队列的最突出特点。庞大的样本

出入院等医院信息系统，以及医疗保险赔付等健康相关信息

量，提高了大型队列在研究低发病率疾病时的研究效能，并

系统中提取研究对象的发病、就诊、死亡信息。ＵＫ

使其成为强大的研究平台，诸多子课题可在其中孕育、实施。

以及我国ＣＫＢ均已采取此种方式进行结局追踪“２”］。

Ｂｉｏｂａｎｋ

３．随访时间长，如十数年、数十年，甚至终身随访。超长

８．高度重视成本控制。成本控制是大型队列研究最重

的随访期一方面考虑到研究疾病的潜隐期长，即只有随访足

要的考虑因素，堪称决定成败的关键”·５。…。上述集中模式、ＩＴ

够长时间才能发现病例；另一方面，长期随访也使得研究者

技术、信息关联等均可视为成本控制措施。在建立生物样本

有机会直接观察到生命全程中的多种健康结局。但这不可

库的过程中应用工业化流程，其目的之一也是控制成本。

避免的会带来失访增多、组织难度加大、经费难以为继等问

五、争论及展望

题。因此大型队列往往分阶段开展，将目标样本量和相应工

大型队列是人类社会科技发展和物质资源积累到一定

作分不同阶段完成。
４．多建立生物样本库。生物样本库指长期保存研究对

程度的产物，它的出现无疑开启了现代病因研究的新篇章。
在各基金机构的支持下，顺应大数据时代的趋势，大型队列

象的血、尿、ＤＮＡ等样本，并将来自同一个个体的样本检测

Ｅｔ渐获得关注，争论也随之产生，例如对于罕见疾病，超大规

信息、与其暴露和发病等信息进行关联。生物样本库拓展了

模队列是否是解决样本量不足的唯一或最佳选择？大型队

大型队列研究的应用价值，除支持当前的研究外，还为未来

列是否真的能做到兼顾数据的数量和质量？在资源总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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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的前提下，大型队列对其他类型的流行病学研究将带来怎
样的影响？以及流行病学研究者应该如何平衡“大而强”
ｂｅｔｔｅｒ）和“小而精”（ｓｍａｌｌ

ｉｓ

（ｂｉｇｇｅｒ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虽然大型

ｉｓ

队列在病因学研究中的价值目前面临以上质疑，但其作为强
大研究平台的实用意义已得到了一致肯定。可以预期，在今
后一段时期，大型队列仍将持续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对
流行病学，乃至医学研究的真正意义必将逐步展现。

Ａ，Ｌｉｔｔｌｅ 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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