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医药科学研究的设计

     （学位论文开题和计划）

Proposal  for  dissertation or thesis



医学研究分类：按研究性质分类

观察性研究

实验性研究

理论性研究



观察性研究

非实验性研究（non-experimental study）
研究者不能全部掌握或控制研究中涉及的各种条件

主要特点是研究过程中没有人为的施加干预措施，而是客观的
观察记录某些现象的现状及其相关特征。

横断面研究（cross-sectional studies）

纵向调查（longitudinal study）

分析性研究（analytical study）：

        病例对照研究（case-control study）/回顾性研究（retrospective study）

        同期群体研究（cohort study）/前瞻性研究（prospective study



实验性研究（experimental study）

一种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着实验的条件，主动
给予研究对象某种干预措施的研究方法，严格的对
照较好地排除了外界因素的干扰

动物实验（animal experiment）
临床试验(clinical trial）
社区干预试验（community-based public health trial）



理论性研究

理论性研究多指数学模型的研究，

是利用医学研究所获得的数据，拟合建立能
够反映疾病发生、发展规律及因素间关联性
的研究；或用计算机仿真，进行理论研究；
文献研究。



博士生学位论文部分题目

 针药与食疗在治疗月经不调中的应用（何钊洁）

 针药治疗心律失常的临床探讨（夏国华）

 针药在试管婴儿技术中的临床应用探讨 （王丽）

 学习麻仲学教授的国际新经方的思辨及临床运用（张舜华）

 针药在乳腺癌西医治疗及康复期的应用（付彤）

 针药结合情志疗法治疗不孕症的探讨（杨青）

 论呼吸暂停综合征的针药与食疗方法（姚健）

 新冠后遗症的针药治疗探讨（叶佳鑫）

 育龄妇女过度避孕导致闭经及不孕症中医治疗的关键点分析 （潘超虹）

 从美学分析针药与食疗在女性美体中的应用（刘治）

 针药治疗双腿静脉炎的临床探讨（Bayuan Qu）



课程简介



博士论文写作
课程两个步骤

第一阶段：论文开题与设计（15 小时）
Disposal for dissertation or thesis
课题来源(提出问题）
Develop a problem statement for dissertation 
proposal
写作目的陈述，

Writing purpose statement
研究问题和假设，

Research question and hypothesis
写作文献棕述 
Write literature review
研究方法（定量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方法和混合研究方
法）

Master research method(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ethod



第一阶段目标 
Aim

第一阶段目标（Aim）

完成本课程后，学生将能够: 

1）为论文开题准备一份问题陈述; 

2 ）撰写目的陈述、研究问题和假设; 

3）写文献综述;  课后要根据自己的论文选题写一篇文
献综述。

（评分50%）
  
Write a review related proposal of dissertation 

4） 掌握研究方法有定量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方法、混
合研究方法等 



参考书 Reference

1. Steven R. Terrell, Writing a Proposal for Your Dissertation, The Guilford Press, A Division of 
Guilford Publications, Inc. New York, 2016.

2. William M.K. Trochim, James P. Donnelly, The Research Methods Knowledge Base, Thomson 
Custom Publishing, 2007

3. Sharon E. Straus etc., Evidence-based medicine, How to Practice and Teach It (Fourth Edition), 
Churchill Livingstone, 2011

4. Bowling, Ann, Research Methods in Health: Investing Health and Health Services (2nd Edition),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2. ISBN: 0-335-19885-6



2. 第二阶段课程-博士论文书写（15小时）

.
论文的整体构思和规划

a whole, planning an integrated thesis,

论文的主要组成部分

Main components  of thesis

写作要求

Writing requirement

数据处理（统计）， 图形， 表格。 
handling attention points such as data, charts and graphics, and 
finishing a doctoral dissertation.



第二阶段目标
Aim

1. 撰写一篇综合论文; 
plan an integrated thesis;

2. 处理数据、图表和图形等合理规范。
Reasonable standards for processing data, charts and graphs
3. 书写清楚;      write clearly
4. 完成博士论文
finish a doctoral dissertation.



参考书

 Patrick Dunleavy, Authoring a PhD How to plan, draft, write and 
finish a doctoral thesis or dissertation, Patrick Dunleavy 2003.



一. 学位论文开题（研究设计）
Proposal for thesis or dissertation 



学位论文开题设计

论文开题，提出问题
Develop a the problem statement for dissertation proposal
写作目的陈述，研究问题和假设
Write purpose statements, research questions, and hypotheses.
写作文献 综述
write literature review
研究方法有定量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方法和混合研究方法
Master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and mixed Methods.



开题- 提出问题    Develop a problem for 
Proposal

1. 提出问题： “提出问题就是个问题”
好的课题来源：

1) 你所从事领域的相关文献

2）工作实践中发现的问题。

3）理论的或基础的问题： 
相互矛盾的理论问题；

与实践不符的理论问题；

4）继续前面的研究



什么是好题目

好的题目：

1. 研究者对此题目感兴趣。

2. 研究者对研究题目有掌控的可能。

3. 研究者要有对题目的相关知识，足够的时间和资源。

4. 研究题目能通过收集和分析资料得出结果。

5. 研究题目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2. 研究目的

理解已有的理论

了解事物之间的相关性

新的发现（理论， 方法， 产物）



研究问题和假设（research question and 
hypothesis）

研究的问题：

根据研究目的， 集中某个问题研究，理解提出的问题。

要对研究的主题的过去，现在，将来发展趋势。 （综述）
归纳总结

 综合分析

 研究者观点



假设

1. 好的假设的叙述：

1）对提出的问题和研究的问题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2）与以往的研究一致。

3） 叙述清楚准确，

4）能被收集的资料证实。



例 1.

提出问题： 每天都有很多职工迟到。

研究目的： 调查职工迟到的原因。

研究要回答的问题： 职工迟到是否由于交通问题？

假设： 因交通问题而迟到的职工数量显著高于其它原因
而迟到的职工
职工迟到与交通问题密切相关。



例2：
提出问题： 具有计算计专业学位的女性比男性少。

研究目的： 本研究调查具有计算机专业学位的女性比男性
少的原因。

研究要回答的问题：是否女性比她们的男同学更不可能选择

计算机科学专业?

假设： 选择计算机专业的女生明显比男生少， 可能是女生
获计算机专业学位少于男生的原因。



例3.
1.提出问题：莲花清瘟 (LH)胶囊可以显著抑制SARS-CoV-2复
制、改变病毒形态和引起体外抗炎活动。LH可显著改善主要症
状(发热、咳嗽、乏力)，缩短病程。然而，目前还没足够的样
本量和前瞻性研究肯定LH在Covid 19 流行期间的抗病作用。

2. 目的：多中心环境下进行足够的样本量和前瞻性随机设计的
研究，以确定LH的抗病作用。

3. 研究问题和假设：开展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探索LH胶囊治
疗Covid-19患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推测LH胶囊可以有效改善
症状(包括发烧、咳嗽、疲劳)，缩短病毒脱落时间。



Problem

Popose

Research Question

Hypothesis

提出问题

problem

研究目的

purpose

研究问题

research question

假设

hypothesis



假设（hypothesis）

 定向假设

  Directional hypothesis
 零假设（虚拟假设）

   Null hypothesis

   

 significantly greater (or less ) than

  No  difference

     



例：

 定向假设 directional hypothesis
上午上自然科学课的学生的成绩明显比下午上课的学生好。

 零假设 null  hypothesis
上午上自然科学课的学生的成绩与下午上课的学生没有明显不
同



证明定向假设的成立

 1. 可靠， 可行的方法。

 2. 与零假设有显著不同。



证明假设成立

1. 有说服力的研究方法。（有文献或实践依据）

2. 合理的资料分析方法。

3. 定向假设因素有与阴性对照有显著不同。

（significantly greater or less) 



开题报告（研究设计）的书写

 开题书写

 1. 前言 introduction：
 提出问题

 研究目的

 综述现有文献

 提出研究的问题，缩窄研究的范围。

 假说: 说明研究问题与目的的关系



2. 方法和研究程序 
methods and procedures

为回答要研究的问题和验证提出的假说，
 要：
可靠的研究方法（经过验证）
有步骤的收集资料（data)
适当的统计方法和工具
统计分析研究资料（data) 以回答和说明研究的
问题和假说。



3, 结果 results
样品差异显著性检验
定性分析 quantitative analysis
定量分析 quolitative analysis
显著性p<0.05

4. 讨论  discussion
说明实验结果与假说的关系
讨论与研究目的和假说相关的问题
研究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

5. 结论:

根据研究的结果回答假说是否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