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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实验Meta分析的数据处理
尚志忠1,2，姜彦彪1,2，赵冰1，张哲文3，张婷1，张俊华4，马彬1
【摘要】目前，开展动物实验Meta分析已被认为是探索提升动物实验对临床研究指导价值的有效途
径，可有效降低其结果向临床转化时的风险。但由于动物实验与临床试验间存在一定差异，使得动物实
验Meta分析在方法学标准等多个方面与临床研究不同。本文主要介绍动物实验Meta分析数据处理的有关
问题，以期为国内研究人员开展动物实验Meta分析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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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Meta-analysis of animal experiments has been considered to be an effective way
to enhance the guiding value of animal experiments to clinical research, and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risk of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results to the clinical. However, due to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animal experiments and
clinical trials, Meta-analysis of animal experiments is different from clinical research in many aspects, such as
methodological standards and so on. This article mainly introduces the problems related to the processing of metaanalysis data of animal experiments,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domestic researchers to carry out metaanalysis of animal experiments.
[Key words] Animal Studies; Meta-analysis; Data Processing

目前，开展动物实验Meta分析已被认为是探
索提升动物实验对临床研究指导价值的有效途
径，可有效降低其结果向临床转化时的风险 [1]。
但由于动物实验与临床试验间存在一定差异 [2]，
使得动物实验Meta分析在方法学标准等多个方面
与临床研究不同。在对动物实验进行Meta分析
时，可参考临床试验Meta分析的方法学，但需要
针对动物研究特点进行调整和优化 [3]。因此，本
文主要介绍动物实验Meta分析中异质性的来源、
相关数据处理等问题，以期为动物实验Meta分析
提供一定的指导。

表1 动物实验与临床试验Meta分析的区别
区别
Meta分析的目的

临床试验Meta分析
动物实验Meta分析
评估一个持续应用的干预措施的 通过探索异质性以发现病理生理
总体效应，以帮助临床实践决策 和治疗方面的新假说，以指导新
的制定、或优化治疗方案[3]，并 的临床试验的设计并检测干预措
评估在不同的人群和环境下的一 施有效性和安全性[2]。

不同研究间

致性。
由 于 研 究 问 题 中 P I C O 更 加 精 一般只是合并效应的方向（基于

效应量的合并

确，一般合并效应量（方向和 置信区间），由于不可避免的异

连续性数据的

大小）。
质性，很难解释点估计值。
相比较于标准化均数差（SMD） 由 于 测 量 指 标 、 不 同 物 种 间 的

效应量选择

而言，均数差（MD）为首选且 差 异 较 大 ， 常 采 用 正 态 化 平 均
易于解释。若使用不同的测量 差 （ N M D ） ， 或 标 准 化 均 数 差

探索异质性的选择

方法测量结果，则使用SMD。
（SMD）。
特定的限制增加了效应量估计 动物实验在评估干预措施的不良
的可靠性和可信度[3]。

涉及的范围较大。因此，动物实

1 动物实验Meta分析和临床试验Meta分析的区别
由于动物实验的特点，使得动物实验Meta分析
与临床试验Meta分析在研究目的、数据效应量的选
择、异质性的来源等多个方面存在差异（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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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和研究疾病的发生机制方面
验Meta分析更有利于探索异质性
的来源 [5] ，其结果常用于引导研
究者创建新假说，也可指导后续

纳入研究的特征

临床试验的设计[2]。
临床试验因伦理学等诸多因素 动物实验中可同时包括安慰剂组和
的限制，其干预措施常为几种 假干预措施组、纳入研究的偏倚风
有效的治疗措施，且通常是大 险较高、动物实验样本量通常较

样本多中心的研究。
少、研究间的异质性相对较大[4]。
针对纳入原始研究 已 建 立 相 对 完 善 的 偏 倚 评 估 未建立完善的偏倚评估和报告标
的报告标准和偏倚 和 报 告 标 准 规 范 / 标 准 ， 如 准体系，如仅见新近制定标准/规
评估风险

CONSORT声明、Cochrane推荐 范，如ARRIVE指南、SYRCLE动
的随机对照试验偏倚风险评估 物实验偏倚风险评估工具等。
工具等。

动物实验Meta分析步骤主要包括5个步骤：①
纳入研究间异质性评估；②数据收集及效应尺度选
择；③选择合理的统计分析模型；④减小与评估发
表偏倚；⑤数据结果呈现并作出相应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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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纳入研究间异质性评估 由于动物实验Meta分
析通常解决是比原始研究更广泛的研究问题 [5]，
因此，纳入的研究在动物种属、结果类型、测量
时间等方面具有多样性。为了能够对某一特定的
研究问题提供有指导意义的证据，进行Meta分析
的研究必须在研究对象、干预措施、实验设计和
结果等方面具有充分的同质性 [6]。因此，在合并
统计量前，需对纳入研究进行异质性检验。通过
前瞻性定义严格纳入和排除标准，并对相似研究
进行合理的比较，可减少/降低异质性。此外，
如果Meta分析是以研究影响总效应量的因素或关
注研究特征和结局指标间的关系为目的，则可包
括更多异质性较大的研究。
2.1.1 异质性的来源 动物实验Meta分析中，异质
性可分为研究内和研究间两方面。动物实验研究
内异质性主要来自：①研究对象：同一种属或品
系动物在饲养过程中因疾病或外界环境影响，在
实验过程中其对相同干预措施及环境因素的反应
存在差异；②动物安置：实验动物安置的不同可
导致其生存条件的差异，如当饲养动物的笼子处
于不同高度或位置时，其光照强度与温度等均存
在细微差异，亦若在动物饲养过程中研究人员未
对动物进行随机化安置，则造成动物因不同的外
界环境而产生不同的反应[7]。
相较于动物研究内的异质性，动物研究间异
质性更明显，主要包括：①研究对象：各研究间
纳入/排除标准的差异，实验动物所代表的群体
差异，实验规模的大小、实验场所不同以及对照
个体的选择所造成的差异等。②干预措施：药物
的剂量与剂型、给药途径与时间、干预措施的组
合方式与作用时间的差异等。③实验设计：如实
验动物是否随机分组、隐蔽分组是否正确、是否
实施盲法、样本大小是否合理、实验动物模型是
否充分一致、实验过程中对结局指标的定义和测
量方法是否一致、纳入研究可能由于研究目的不
同导致对实验动物的选择、数据的收集与评价的
倾向性出现差异；④统计学：因随机误差和多种
偏倚的存在，动物实验结果仅能近似反映研究的
真实效应。若研究结果与真实效应的差异超出了
随机误差的范围，则会导致各研究间存在较大统
计学异质性。⑤结果合并：不同种属动物，由遗
传决定的生物学基础不同，在解剖结构、代谢过
程、疾病的发病机制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则需考
虑合并的合理性；不同种属或品种的实验动物的
结果合并后能够代表何种动物的合并结果，其代
表的研究总体是否产生了更大不确定性；是否需
要限定最低的样本量以使各研究具有较好的同质
性和代表性；研究所得的结果及结论是否真实可

靠，结果报告是否充分正确。此外，虽然使用多
个种属动物模型的研究可探索或全面评估干预措
施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但不同研究的动物模型是
否足够标准化或是否使用了公认而稳定的模型以
降低研究间异质性。
2.1.2 异质性的检验与处理 Meta分析仅对符合纳
入/排除标准，探索相同主题的研究进行统计合
并。异质性的存在影响各研究之间效应量的合
并，若不能对研究间存在的异质性加以控制，或
进行合理解释和分析，将严重降低Meta分析所得
结果和结论的可信度[8,9]。因此，必须对纳入研究
的异质性进行评价，包括异质性检验和异质性处
理两个方面。
①异质性检验的方法异质性检验的方法包括
定性和定量两种，其中定性方法有图示法，包括
森林图、拉贝图、星状图，可以直观观察研究
之间是否存在异质性[10]；定量统计分析方法包括
Q检验，I2和H检验，可准确检验异质性大小[9]。
若经上述方法检测出研究间存在较大异质性（P
＜0.05或I2＞50%[11]），可通过亚组分析、Meta回
归分析等方法探索异质性的来源并对异质性进行
处理[12]。
②异质性处理动物实验研究的亚组分析是根
据一定的研究水平变量（如研究设计、研究对
象、干预措施的种类等）将研究分为若干亚组，
然后对每个亚组分别进行效应量的合并以探讨异
质性的来源[13]。亚组分析等同于Meta回归分析中
实验水平上的分类协变量。一次亚组分析仅能分
析一个变量，而动物实验通常样本量较小而异质
性较大 [4]，过多亚组分析会导致Meta分析变得复
杂而难以理解，因此，宜采用Meta回归分析探索
异质性的来源以简化分析步骤。
Meta回归分析是以研究结果的估计为因变量，
一个或多个研究水平变量为自变量，采用回归分
析的方法探讨各变量对Meta分析中合并效应的影
响，以明确各研究间异质性的来源的研究[13,14]。因
其属于Meta分析的一部分，需遵守Meta分析的一般
规律，符合Meta分析的特点；同时，也要符合回归
分析的一般规律，如样本量不能过小，否则会降
低检验效能。此外，Meta回归分析也存在局限性，
包括混杂偏倚、测量误差、无法获取所需的全部
信息资料，假阳性结论等[15,16]。
2.2 数据收集及效应尺度选择[17,18]
2.2.1 二分类数据及效应尺度选择 对于各实验
组只有两种结果，如死亡或存活、治疗成功或
失败等，可选择比值比（OR）、相对危险度
（RR）、危险差（RD）为合并统计量。若不能
获得总样本量和目标事件发生数，仅报告OR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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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R值及其95%可信区间（CI）、标准误（SE）或
P值，则可通过经典的方差倒数法合并数据 [3]。
OR、RR值作为相对效应尺度指标，其不受基线
风险的影响，具有较好的一致性。但某些情况下
相对指标不能反应事件的真实风险情况，易夸大
研究结果的效应，如实验组中某种不良反应的发
生率为0.8%，对照组为0.08%，此时RR=10，此
时若单独报告RR=10，则意味着非常强的联系，
难以接受干预措施的风险，但如果计算RD，其
数值仅为0.72%。RD值适用于研究对象的基线特
征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当所研究的结局事件在实
验组或对照组中全部发生或为0时，此时不能计
算OR和RR，可计算RD值。
2.2.2 连续型数据及效应尺度选择 若纳入研究中
可提取的数据为各实验组测量结果的均数、标准
差和测量结果的研究对象的数目，则可选择均数
差（MD or WMD）、标准化均数差（SMD）或正
态化均数差（NMD）合并统计量。①MD和WMD
是以各研究间的结果测量方法或单位相同为基础
计算合并效应量的大小，消除了研究间绝对值大
小的影响，以原有的单位真实地反应实验效应。
MD和WMD作为绝对效应尺度指标，其结果易于解
释。但因其易夸大研究效应且需纳入的各研究间
结果测量方法和尺度相同，导致可推广性受到限
制，如某一干预措施的干预效果，使得脑梗塞体
积在小鼠模型中减少10 mm3，该结果与在灵长类动
物模型中同样减少10 mm3相比，小鼠疾病模型的干
预效果要明显优于灵长类动物疾病模型。②NMD
是将实验组干预措施产生的效应与对照组动物自
身的效应进行比较，其应用的前提是对照组的动
物是未接受任何干预措施的“正常”动物，且获
得自身效应，同时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的效应可
用比例尺度进行量化比较。NMD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 x c和 x rx分别代表研究
中对照组和干预组的平均效应， x sham代表未接受
任何干预措施的“正常”动物的平均效应。NMD
的优势在于将实验组的效应与正常动物相比较，
可更好地揭示干预措施的效应。但由于动物实验
的样本量通常较小，且易受到随机误差的影响，
导致实验效应的夸大，此时要使用矫正方法计算
NMD，其具体计算方法详见 Vesterinen等 [3]。若
无法得到正常动物的效应，如每个高倍视野中的
神经元数量，或者自发的运动行为等，此时可计
算SMD [3]。③SMD既不受研究间绝对值大小的影
响，也不受测量单位的差异对结果的影响，适用
于各研究间相同干预措施采用不同的测量方法，
也适用于研究间均数差异过大的情况。
有时原始研究数据报告并非标准和充分，如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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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仅报告中位数而未报告均数；有些仅报告标
准误、可信区间、四分位间距、甚至最大值、最
小值而未报告标准差；有些研究报告的结局指标
也不同，如有些研究报告干预前后的差值，有些
报告原始数值，有些报告对数值等。因此，需要
对纳入研究的数据处理后再进行Meta分析[3,16,19]。
2.3 有序数据及效应尺度选择 各研究对象被分
为几个有自然顺序的类别，如病情程度的“轻、
中、重”等。此外，还有一种常用于测量行为及
认知功能的量表所得到的“得分”的特殊类型
有序数据，可作为连续型数据或有序数据进行提
取。如果分类等级较少，可采用比例优势模型进
行Meta分析；如果分类等级较多，可作为连续型
数据进行Meta分析，也可以选取适当的切割点将
其转换为二分类数据。
2.4 计数数据及效应尺度选择 部分研究中报告
的是事件发生的次数，如癫痫发生次数等，此类
数据即为计数数据。可分为罕见事件数据和常见
事件数据。对于罕见事件数据，常采用的指标是
“率”，“率”常与观察时间跨度内事件发生的
次数有关。对于常见事件数据，可作为连续型数
据提取。当获得的频数为小概率事件时，若可获
得发病率，则计算RR或RD；当频数为非小概率
事件时，可将频数当作连续性变量处理。
2.5 时间事件（生存）数据及效应量的选择 对于
以死亡、疾病进展等某些重要事件发生的时间为
结局的观察性动物实验，最好联系作者获得个体
化数据，重新分析得到logHR及其标准误，然后
进行Meta分析。
总之，进行Meta分析时，纳入研究的不同类型
的数据均需转化为二分类或连续性变量合并分析。
3 选择合理的统计分析模型
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是基于不同的
假设对研究结果进行合并的两种统计方法。固定
效应模型假设纳入研究间的差异仅由随机误差引
起，各研究具有相同的潜在真实效应；随机效应
模型允许各研究间因研究特征等方面的差异而存
在不同的潜在效应[20]，其比固定效应模型具有更
宽的可信区间。
统计分析模型的选择取决于纳入研究间异质
性的大小。若各研究间存在的异质性较大，则需
通过亚组分析、Meta回归分析等探索异质性的来
源，使之达到同质后再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若经
过异质性分析和处理后，各研究间的异质性依旧
较大，则考虑选择随机效应模型。动物实验因其
研究性质和多样性，导致各研究间通常具有较大
的异质性，宜选择随机效应模型进行统计分析[2]。
4 减小与评估发表偏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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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发表偏倚在动物实验和临床试验中均可
能出现，但在动物实验中可能更为严重[21]。相较
于阳性结果，阴性或中立实验结果被发表的概率
较低，因此对阴性或中立实验结果的不报告会
导致高估干预措施效果[22]。Sena等[23]基于发表在
CAMARARDS上的急性缺血性卒中动物实验系统
评价发现：约14%的原始动物实验未被发表，这
些未发表的原始动物实验导致的缺失数据使其结
果比实际值高估了30%。
系统化地全面收集与当前研究问题有关的全
部资料是控制发表偏倚的唯一措施。对动物实验
而言，除必检数据库PubMed、EMbase和Web of
Science外，还应检索BIOSIS Previews等相关数据
库[24]。此外，会议摘要、灰色文献、参考文献目
录检索都是必要的补充检索手段。同时，可借鉴
临床试验Meta分析的发表偏倚评估方法，如漏斗
图法、失安全数法、剪补法、森林图法等识别动
物实验的发表偏倚。
5 数据结果呈现并作出相应的解释
作为Meta分析结果的主要呈现形式，森林
图中的相对效应尺度指标（RR和OR）的无效
竖线的横轴尺度为1，绝对效应指标（如RD、
MD、SMD）的无效竖线的横轴尺度为0。若某
个研究95%CI的线条横跨无效竖线，则该研究
无统计学意义，反之，则该研究有统计学意
义。每条横线直观地表示各研究的95%可信区
间范围的大小，线条中央的小方块为统计量的
位置，其方块大小代表该研究权重大小。以
ZHOU等 [25]的关于白藜芦醇对脓毒症动物模型组
织中丙二醛影响的Meta分析结果为例。如图1所
示，图中“菱形”为合并效应量的图示结果，
“-3.10（-5.27，-0.93）”表示合并效应量及
其95%CI；“Z=2.80，P=0.005”，表示假设检
验中的统计量及其P值。“χ2=30.20，df=3，P
＜0.00001”，表示异质性检验的Q统计量、自由
度及P值，异质指数I2=90%（图1）。
6 结论
相比较于单个实验动物研究，基于高质量动
物研究的Meta分析的结果更为可靠，不仅可以有
效评估和优选最佳的实验动物模型，避免卫生资
源的浪费和实验动物的重复利用，亦可在即将

图1 白藜芦醇对脓毒症动物模型组织中丙二醛的影响的森林图

开展的临床试验中计算效能时增加估计疗效的精
度，降低假阴性结果的风险，从而降低动物实验
结果向临床试验转化时的风险，促进其成果的转
化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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