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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医学论文中，
统计学分析必不可少，统计学涵盖了研究的多个方面。而相关研究表明，
医

学期刊中统计学处理完全正确的比例极低。文章归纳了医学期刊中出现比较集中的统计学方法选
取和描述问题，主要为抽样方法描述和统计学分析方法描述不详细、不准确等；统计描述中数值准
确性的问题，主要涉及统计图表问题和数据缺失情况的处理。以期和论文撰写者及编辑同行进行
交流，
提高医学期刊相关表述的准确性，从而提高论文及期刊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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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论文中袁统计学分析必不可少袁一项关于
医学期刊的调查表明袁怨缘豫的稿件均进行了统计学
分析袁 而数据统计学处理完全正确的不足 猿园豫 咱员暂遥
统计学涵盖了研究的多个方面袁有学者研究发现咱圆暂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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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缺乏深刻了解袁 在医学论文中错误应用统计学方
法的现象时有发生遥
渊一冤抽样方法描述
论文中样本量的统计描述包括样本抽样方法尧

在医学论文中袁统计研究设计尧数据的表达与描述尧

样本量的计算尧入选标准尧排除标准等方面的介绍遥

数据的统计分析尧统计分析结果的解释等各个环节袁

在统计学中袁把研究对象的全体称为总体袁要了解总

都或多或少存在问题袁其错误率平均约为 愿园豫遥 统

体的分布规律袁在统计分析工作中袁通常是从总体中

计学分析的正确与否尧数据表达方式的准确与否都

抽取一部分个体进行观测袁这个过程称为抽样遥抽样

直接关系着论文的质量和学术水平遥 每一位医学研

方法分为随机抽样和非随机抽样袁在医学研究中袁为

究工作者都应掌握一定的统计学知识遥 同时袁这也

保证样本的代表性袁通常选取随机抽样方法遥在样本

对期刊的编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院具备相应的统计

抽取过程中袁每抽取一个个体袁就是对总体进行一次

学基础知识袁能对大多数文章的统计学问题进行审

随机试验袁 每次抽取的 灶 个个体称为总体的一个容

核遥 医学期刊编辑掌握并按照统计学原理对来稿进

量为 灶 的样本遥 随机抽样方法的要求是具有代表性

行学术质量把关袁无疑将使医学期刊的学术质量得

和独立性遥随机抽样方法主要有单纯随机抽样尧系统

到保证和提高 遥 笔者结合编辑工作中遇到的实际

抽样尧分层抽样尧整群抽样尧多阶段抽样等遥

案例袁归纳医学期刊中出现比较集中的统计学方法

医学论文中袁 抽样方法的描述务必要详细和准

选取和描述问题尧统计描述中数值准确性的问题袁以

确袁一些论文中抽样方法只简单介绍野采用随机抽样

期和论文撰写者及编辑同行进行交流袁从而提高医

的方式选取冶某研究对象袁而不交待随机的方法具体

学论文中统计学方面的编校质量遥

是什么或根本不介绍抽样方法袁 均会降低文章的严

咱猿暂

一尧统计学方法问题
医学统计学方法的准确选择与应用袁直接关系
着研究结果的正确性袁并最终决定科学研究的质量遥
由于有些作者对医学科研的统计学理论和方法的应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远原员园原园愿
作者简介院姜鑫渊员怨愿远原 冤袁女袁重庆北碚人袁硕士袁编辑遥

谨性遥如一篇文章调查对象介绍为野以南京市高校在
校大学生为调查对象袁随机抽取 缘 所高校袁共发放问
卷 远员愿 份冶袁文章中未介绍抽样方法的名称袁只简单

罗列了抽样的操作方法袁 从描述上看袁 抽取 缘 所高
校袁容易认为是整群抽样方法袁而整群抽样方法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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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抽取 缘 所高校的所有学生为调查对象袁而从样本

样才会让读者一目了然袁 同时能够对作者采用的方

惑遥另一篇文章研究对象介绍为野对南京医科大学本科

资料用均数 依 标准差表示遥 采用方差分析比较组间

量仅为 远员愿 份来看袁显然不是袁这必然造成读者的困

法是否正确作出准确判断咱缘暂遥 例如一篇文章中野计量

大一尧大二年级学生按班级采用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袁

均数差异遥两两比较采用 孕 臆 园援园缘 为差异有统计学

每个年级抽取三个班噎噎分发问卷 圆园园 份冶袁 该介绍

意义冶袁 未说明方差分析是针对定量资料多组间比

包含了抽样方法渊随机整群抽样冤袁具体操作方式渊大

较袁且也未指出两两比较所采用的方法遥相较之下另

一尧大二每个年级抽取三个班冤尧样本数量渊圆园园份冤袁就

一篇文章野计量资料两组间比较采用 贼 检验袁多组间

比较准确全面袁应参考此类书写方式遥

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袁 采用 择 检验进行两两比

渊二冤统计学分析方法描述

较冶袁则介绍得详细尧准确遥

统计学分析方法通常会在全文第一部分野对象

另外较常出现的问题是统计学方法选取本身的

与方法冶中作为一个比较独立的部分予以专门介绍遥

错误袁如等级资料的比较选取了卡方检验渊通常应为

有学者 研究认为袁这一部分应包含统计分析软件

秩和检验冤袁 定量资料多组间的比较选取了 贼 检验

的介绍尧数据表达方式的介绍尧统计学方法的交代和

渊应为方差分析冤等遥 还有一类较容易出现的错误是

咱猿暂

检验水准的设定等至少四个方面的内容袁在实际工
作中袁发现前三个方面的内容容易出现较多问题遥
员援 统计分析软件介绍

涉及多组间的比较遥 多组间比较需要建立的一个思
想是袁 首先需要进行多组间数据不全相同的一个统
计学检验袁 这一步骤在定量资料中通常采用方差分

介绍统计学软件时无软件版本信息袁这是论文

析袁在定性资料中通常采用卡方检验袁当得到结果是

中容易出现的问题袁如野采用 杂孕杂杂 统计软件进行数

孕 约 园援园缘 时袁能得到的结论是多组间数据不全相同袁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冶此类描述遥 另有一些文章无统

两比较袁数据的两两比较方法较多袁可参考相关统计

计学软件的介绍袁应予以避免遥

学书籍遥 论文中容易出现的问题是研究结果只计算

据分析冶袁缺少软件版本袁应为野采用 杂孕杂杂员苑援园 统计

圆援 根据资料类型选取不同表达方式

正确判别统计资料的性质是合理选择统计分析
方法的重要前提遥 统计资料一般分为定量资料尧定性
资料和等级资料三大类遥 定量资料又称计量资料袁指
通过度量衡的方法从每个观察单位上测得的指标袁特

而要进一步说明组间数据的差异袁 则需要再进行两

了一个多组间比较的统计量袁 而在数据解释中却阐
述其中的一组数据比另一组高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袁
这是不正确的袁必须进行两两比较结果补充遥

二尧统计描述中数值的准确性

点是用具体的数值表示袁一般带度量衡单位袁多为连

统计描述是对数据的直接处理和分析袁 目的在

续性资料袁如年龄尧身高尧体重等遥 定性资料又称计数

于通过一定方式的描述与整理袁 计算统计数据的特

资料袁 为将全体观测单位按某种性质或特征分组袁然

征值袁进而发现其数量的规律性袁为用样本统计量推

后分别清点各组观察单位的个数袁其特点是没有度量

断未知总体的参数提供充分的依据咱远暂遥 论文的结果

衡单位袁多为间断性资料袁如血型尧性别等遥 等级资料
也叫有序资料袁指将观察单位按某种属性的不同程度
或次序分成等级后分组计数的观察结果袁如根据某种
治疗方式袁将患者分为治愈尧好转尧无效咱源暂遥

论文中根据资料形式采取不同的表达方式袁符

合正态分布的定量资料采用均数 依 标准差渊x 依 s冤

部分一般由大量数据构成袁数据的准确尧可靠是学术
论文的核心咱苑暂遥 结果部分的展现形式通常是文字描
述尧表格和图相结合袁其内容包罗万象袁其中的问题

也各有不同袁 以下将主要总结在医学期刊出现较多
的统计图表和数据缺失问题遥
渊一冤统计图表问题

表达袁偏态分布的定量资料通常采用中位数渊酝冤依四

统计图尧表格是统计描述中常用的表达形式袁其

分位间距渊匝冤表达遥 定性资料常用构成比尧率表达遥

以形象直观尧简单明了尧清晰易懂的方式对数据进行

这部分内容常见的错误有院淤数据表达方式未提及曰

描述袁能将重要结果简洁清晰地表示出来咱愿暂遥 图尧表

于偏态计量资料误用均数 依 标准差表示曰盂采用全
而杂的描述方式袁 如 野数据以均数垣标准差尧 率表
示冶袁应分不同类型的数据进行分别描述遥
猿援 统计学分析方法选取的问题

在文中可独立支持论文结果袁不再重复文字描述袁否
则保留一种即可遥
员援 统计图的问题

文章中统计图的问题首先是统计图的滥用袁在

论文中对所用统计学方法的交待袁 应准确尧清

文章编辑加工过程中袁很多作者的图会被删除袁此类

楚袁哪些数据采用何种统计学方法应该分别指出袁这

图的一个共同点是存在意义较低袁 图的内容通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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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描述已能很清楚表达袁再增加图只是耗费版面和

影响研究结果统计描述的准确性遥 如一篇文章对象

重复袁如描述男尧女例数表达和比例袁文字描述很简

介绍为野对全体在校本科生 缘员怨 人进行调查冶袁而其

单就能完成袁一些作者却要加上饼图再说明袁就没有
必要了遥 另一类较多的问题是图中项目的缺失袁如
经常使用的坐标图缺失横坐标或纵坐标的名称遥
圆援 统计表格的问题

中一项结果为 野该学院现就读专业是高考第一志愿

的人数仅 源苑 人袁占调查人数的 怨援圆豫冶袁根据提供的
数据计算百分比应为 源苑 辕 缘员怨伊员园园豫越怨援员豫袁 和文中

的结果不一致袁 如果文章直接刊出读者就会对文章

表格的运用较多袁 统计学表格均应为三线表格袁

结果的可信度产生质疑袁经过编辑进一步追问作者袁

仅使用横线遥表格中袁应条目清楚尧完整袁论文中常出现

发现此指标的应答人数只有 缘员圆 人袁 该百分比是以

的问题是缺少条目以及条目介绍不清楚曰 对于表格中
每一项数据袁应在表格栏目中标明度量衡单位曰小数
点位数需要统一袁此类问题较常出现袁特别是当小数
点后数字为 园 时容易被忽略袁如当表格中率的小数
点位数均保留 员 位袁一个数据为 苑缘豫袁此处就应修
改为 苑缘援园豫遥

在表格中袁要注意野园冶尧空白和野原冶的运用袁当数

据为 园 时必须标 园袁而不能空白曰当数据为不能测量

缘员圆 为分母计算得出袁 针对此种情况作者就应在对
象中对数据有缺失的情况进行说明袁 并在计算百分
比时提供分母的数值遥
数据缺失的处理办法较多袁 可以参照统计学教
材中相关章节内容袁 但应在论文中说明缺失值的具
体处理方法袁 而不能出现结果中各个调查总样本数
不一致而毫无说明的情况遥
综上袁医学期刊中袁统计学方法的正确应用和准

时标野原冶袁而不能是 园 或空白曰当数据没有测量或缺

确表达直接关系着文章的学术水平遥对于作者袁统计

失时为空白袁而不能标 园遥 此外袁描述相同内容的表

学分析是数据处理的必备环节袁 也是文章能否被录

格不要拆分袁许多文章里面本应是描述一个内容的

用尧 文章学术价值高低的最主要考察部分曰 对于编

大表格拆分成了多个小表格而分别描述袁这样会使

辑袁论文中统计学方法选用的正确性尧统计学相关内

文章内容显得复杂袁读者在阅读时比较吃力袁没能体

容描述的准确性也是编辑加工环节的一大重点遥 这

现表格使数据一目了然的优势遥

都需要作者和编辑不断进行统计学相关知识的学习

渊二冤数据缺失问题

和总结袁从而减少论文中的统计学错误袁确保论文的

论文中出现结果部分几个表格中的总调查样本

严谨性和科学性遥

数都不一样的情况袁而文章中未对该情况作出合理
解释遥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数据的缺失袁如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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