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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分析某医院伦理委员会首次以远程会议的形式进行伦理审查的实践过程与体会遥 从会议的组织与实
施展开袁描述其与会议审查的不同之处袁从会后的调查问卷结果分析本次远程伦理审查会议顺利实施的各方面
因素袁探讨远程伦理审查会议的意义及存在的问题遥 本次伦理审查会议采用视频会议模式进行袁是特殊时期的一
种尝试袁会议实施过程确保遵从现有的法律法规袁符合医院伦理委员会现行的规章制度和流程袁满足医院伦理审
查会议的要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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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and experience of remote ethical review meeting in our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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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practice process and experience of a hospital ethics committee conducting ethical

review in the form of a remote meeting for the first time. The differences of the meeting review were elaborated based

on the organiz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meeting. From the results of the questionnaire after the meeting, the vari鄄
ous factors of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this remote ethical review meeting were analyzed,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remote ethical review meeting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were discussed. This ethical review meeting was conducted in
a video conference mode, which was an attempt in this special period.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the meeting en鄄

sured compliance with existing laws and regulations, complied with the current rules and procedures of the hospital
ethics committee, and m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hospital ethical review meeting.

[Key words] Public emergencies; Medical ethical review; Remote meetings; Practice and experience

1 资料与方法

用远程会议模式实施伦理审查的操作指引曳[5]组织制

1.1 背景

定了叶远程会议的标准操作规程曳袁同时结合既往一些

近来袁为满足我院伦理审查的需求袁同时符合我
院防控防疫的相关要求袁我院伦理委员会利用现有资
源综合利用袁开展了一次远程审查会议袁全程顺利袁各
项操作均符合相关法规指南

[1-4]

及我院会议审查的标

准操作规程渊SOP冤遥 远程审查会议是我院伦理审查会
议在特殊时期下的新操作袁是今后应对特殊情况开展
伦理会议审查的一次创新性的探索与尝试遥 在当前防
疫防控形势下袁 采用远程会议开展伦理审查工作袁具
有一定的实际意义遥
1.2 远程审查会议的组织与实施

1.2.1 远程审查会议的发起 2020 年 2 月袁为满足我院

涉及人体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标准化操作程序

的问题 [6]遥 该标准操作规程包含远程会议的目的尧范
围尧相关人员的职责及准备工作和具体实施过程的详
细说明遥

1.2.2 远程审查会议的准备 准备工作包括审查项目

的受理尧审查会议材料的发放尧远程会议工具的使用
培训及调试尧会议安排的通知遥

1.2.3 审查项目的受理与审查会议材料的发放 申办
者按照我院伦理委员会已有的 SOP 递交审查项目申

请遥 在特殊时期管制的情况下袁申请者无法及时提交
研究材料纸质文件者袁伦理委员会办公室允许申办者

临床研究伦理审查的需求袁伦理办公室提议袁经主任

先提交电子文件袁之后再提交纸质版文件存档遥 因我

委员批准后决定当月的伦理会议审查可采用远程视

院临床试验管理系统尚未上线袁会议审查文件暂时以

频模式实施审查遥

电子版加密形式提前发放给参会委员袁后续考虑应用

在本次远程会议发起之前袁伦理办公室根据叶采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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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试验管理系统来进行线上伦理文件的审查遥

1.2.4 远程会议工具的选择尧使用培训及调试 我院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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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镇的河北燕达陆道培医院是
兄弟单位袁均隶属于陆道培医疗集团袁两院工作模式

或无关人员连接进入会议遥 盂委员讨论院进入讨论环
节之前袁 伦理秘书确保主要研究者和申办者代表下

存在高度相似性遥 基于各项工作的需要袁各部门人员

线袁确认后示意主任委员进入讨论环节遥 在讨论环节袁

均有一定程度上的沟通与联系遥 尤其是两院均已具备

伦理秘书同样随时监督视频会议系统上的参会人员

成熟稳定的视频会议系统袁用于两院间的会诊及国内
外远程会诊袁此外还有道培云讲堂在线课程等工作开
展遥 故两家医院远程视频会议系统使用率高尧个人使
用友好度高尧客服支持响应及时袁因此我院远程视频
会议首选该系统遥
伦理委员会的全部委员均接受该视频会议系统

的使用培训遥 会议前 3 天袁由我院信息科专业技术人
员负责两院之间系统对接调试及院外参会人员的一
对一系统调试袁会前 1 h 再次连线两院之间的系统袁
并进行院外参会人员一对一系统调试遥 确保每位参会

人员明确软件的安装方法尧参会权限尧针对会议的必
要环节可使用的软件功能渊如举手尧发言尧私信和退出

等冤遥 远程会议前 1 h 再次进行系统调试袁以保证会议

列表袁以防无关人员连接进入会议遥 榆审查决定院全部
参会委员采用视频在线举手投票袁分别填写书面投票

单并逐一视频展示袁伦理秘书当场进行票数统计尧填
写投票表决表袁并由主任委员确认和宣布结果遥 虞审
查决定的传达院主任委员正式签发纸质版意见/批件袁

之后扫描为电子版发送至申办者代表及主要研究者
电子邮箱袁邮件设置为需要已读回执袁必要时需要申
办者代表及主要研究者回复邮件做签收反馈遥 如快递
不受限制袁可按需求快递纸质版意见/批件至申办者遥

愚会议文件材料整理和归档院根据伦理审查委员会档
案资料的分类 [7]袁归档文件除现场会议审查要求的全
部文件材料外袁本次远程视频会议还留存归档会议全
程的影音文件袁包括视频软件录制和现场摄像头录制

时系统运行通畅遥 我院信息科技术人员从会议前调试

的电子文件袁院外委员投票决定的照片等遥

至会议结束全程为会议做后勤保障遥

1.3 会议的满意度调查

调试内容包括系统连接的速度尧稳定性尧视频时

伦理委员会办公室设计了会后的满意度调查问

画面和语音的清晰度袁以及会议工具如发言尧举手尧查

卷袁收集本次会议的主要问题袁以便日后远程会议更

看在线人员尧连接进会议提示等功能是否符合常规会

好地召开遥

议要求袁并调试了视频软件自带的摄录功能与信息科
摄录设备的效果遥

1.2.5 会议安排的通知 伦理委员会秘书负责按照常

1.3.1 问卷内容 共 14 项袁包括会议整体组织安排尧会
前远程视频培训尧会前系统调试工作尧会议视频系统

流畅且使用简单尧会议中各环节流程控制尧会议实施

规会议审查的安排制定会议召开时间段及会议议程袁

效果尧额外的时间精力花费尧可接受程度尧特殊情况下

并详细确认每位参会委员的参会地点渊两院远程视频

再次参加远程会议的接受度尧 参会后的整体满意度尧

会议室或自行决定的私密环境冤袁安排会前测试调试

远程会议与现场会议审查的区别尧 远程会议的好处尧

时间遥 要求我院院外委员在预定的参会私密环境下参

最不满意的地方尧其他意见和建议遥

与调试袁不能改变参会环境和设备袁以减小会议当天
参会设备发生突发状况的风险遥

1.2.6 远程审查会议的实施过程 远程审查会议实施

的具体过程与常规会议一致袁步骤具体如下院淤会议
签到院与常规会议不同袁参会委员们分别在两个会议
室及院外私密地点出席遥 为了更加明确参会委员袁主

1.3.2 评价标准 采用李克特量表渊5 分制冤评价满意

度问卷的每个项目袁具体标度方法为袁野非常同意冶为
5 分袁野比较同意冶为 4 分袁野一般冶为 3 分袁野不同意冶为

2 分袁野非常不同意冶为 1 分遥 每位被调查者均对每个项

目作出评价袁遗漏一项者按野一般冶记 3 分袁遗漏 2 项
及以上者袁调查问卷按无效问卷统计遥

任委员在会议开始时进行点名报到袁以留下影音文件
记录袁同时签到表以分会场的形式进行签署袁之后合

2 结果与分析

并归档遥 会议报告之前袁秘书再次确认会议设备运行

2.1 调查问卷结果

正常袁再次明确院外委员接入设备符合要求且参会环

我院伦理委员会在特殊时期管控形势下袁首次尝

境只有本人在场遥 于会议报告院具体过程与常规会议

试以远程视频审查会议的形式开展伦理审查工作遥 在

一致遥 对于主要研究者与申办者代表共同汇报方案的

院领导的大力协调下袁在全体委员和工作人员的全力

环节袁由伦理秘书以电话通知的形式有序邀请主要研

配合下袁在充分商讨准备工作的具体内容和可行性之

究者与申办者代表连线加入远程会场汇报项目方案袁

后袁首次以远程视频会议形式顺利完成会议审查遥 在

在此期间伦理秘书负责随时监督视频会议系统上的

会议过程中袁全部实施环节均按照预期在预定的时间

参会人员列表袁以防主要研究者或者申办者代表掉线

内完成袁无突发状况发生袁过程可控袁会议相关材料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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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我院伦理 SOP 要求遥

本次会议中并未出现突发情况袁但是完善紧急情况下

组织安排合理尧培训效果有效袁调式过程成功袁流程可

使会议各环节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遥

会后的满意度调查问卷结果显示袁本次远程会议

的预案袁 也会在会议开展期间增加工作人员的信心袁

控袁没有造成参会委员们额外的时间精力花费袁会议

3.1.4 会议资料的记录与归档 新版叶药物临床试验质

2.2 结果分析

第十四条要求野伦理委员会应当建立以下书面文件并

实施效果好袁可接受度为 100%遥

量管理规范曳[8]于 2020 年 7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袁其中

2.2.1 问卷有效性判定 发出调查问卷共计 14 份袁调

执行院噎噎渊二冤伦理委员会会议日程安排尧会议通知

查人员为参加本次审查会议的伦理委员会委员 10 人袁

和会议审查的程序冶袁 即远程伦理审查会议作为会议

工作人员 2 人袁研究者 2 人遥 回收的全部 14 份问卷均

审查程序的一种袁在开展之前也务必要将相关文件进

行制定尧审批并生效遥 而且从 SOP 的制定开始袁相关

无遗漏项袁均为有效问卷遥

2.2.2 各项调查的满意度比例 全部有效的调查问卷

流程均应满足所有伦理会议审查的要求和规范袁包括

中袁各项调查的满意度比例及平均分见表 1遥

会议资料的整理和归档遥 监管部门对伦理委员会的检

2.2.3 开放式问题结果 开放式问题主要包括远程会

查中有关文件管理的问题同样应避免在远程会议审

议审查与现场审查的区别尧远程会议审查的好处尧对

查中发生遥 例如未保留审查会议原始记录或录音袁仅

远程会议的不满意方面及其他意见和建议遥 回复结果

有整理后的审查会议纪要曰审查会议原始记录过于简

显示袁本次远程会议审查的优点主要体现在可以满足

单袁未体现委员讨论过程曰审查会议原始记录无主任

委员签字袁仅有伦理秘书签字等[9]遥 在远程伦理审查会

监管部门的需要尧提高工作效率尧节约时间和经济成
本遥

议实施后袁有关文件的归档要更加注意规范尧客观且
全面遥 例如审查过程中产生的邮件尧电子审查表及申

3 讨论

办方的送审文件袁均应下载并妥善保存遥 审查表尧投票

3.1 远程会议顺利实施的关键点

结果及签到详情表等袁均应打印后保存袁审查表尧会议

3.1.1 会议系统的选择与调试 本次远程会议顺利实

纪要尧伦理审评意见书及批件在合适时间补充签字后

归档[10]遥 对于文档管理袁随着近年来档案的信息化发

施的首要条件是我院已经具备成熟度高的视频会议

系统遥 在此条件下袁相关工作人员组织制定相关 SOP

展进程加快袁各档案管理部门也均在探索档案管理的

新方法和新途径[11]遥 现代化管理手段在维持归档文件

并且进行有效培训袁相关技术人员对风险可防控遥 本
次会议进行了至少 2 次培训与调试袁充分的准备也是

的原始性和保密性问题方面仍普遍面临技术性难题

并受到多方质疑[12]遥 伦理审查委员会在借鉴已有的文

本次会议顺利完成的因素之一遥

3.1.2 会议流程把控 伦理办公室在会前将会议流程

档管理信息化成熟经验的同时要注意与实际工作相

发给各参会委员袁主任委员在远程会议期间严格掌握

结合袁尤其是实施远程伦理审查会议时袁更要注重文档

好每个环节的时间袁尤其在讨论环节袁要时刻留意每

的原始性袁必要时电子档案与文件档案要配套并存遥

位委员的参与度袁使问题得到充分讨论遥

3.2 远程伦理审查会议的意义

3.1.3 突发情况预案制定 使用电子系统难免会出现

首先袁叶采用远程会议模式实施伦理审查的操作

突发情况袁如参会人员意外离线或中断尧系统突发情

指引曳[5]中指出野远程审查会议主要适用于以下情况院

况尧委员突发情况等遥 伦理办公室在会议之前针对每

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无法召集委员集中组织及时的

种可预期的突发情况分别制订了两套备选方案遥 虽然

现场会议渊如传染病疫情期间不宜集中开会冤曰或个别

表 1 各项调查的满意度比例及平均分
调查项目

非常同意渊%冤 比较同意渊%冤

会议整体组织安排顺畅尧良好
会前远程视频培训到位尧有用
会前系统调试工作有效尧满意
会议视频系统流畅无卡顿袁使用简单袁友好度高
会议中各环节流程控制恰当
会议实施效果好袁会议决议可靠
没有增加额外的时间精力花费
完全可接受远程视频会议模式开展伦理审查工作
完全可接受特殊情况下再次参加远程会议
参会后的整体感觉让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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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渊%冤

不同意渊%冤

非常不同意渊%冤

平均分渊分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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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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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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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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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0
0
0
0
0

5.00
5.00

4.93
4.86
4.93
4.93
5.00
5.00

4.93

窑医院管理窑

中国现代医生 2021 年 2 月第 59 卷第 4 期

委员或独立顾问因故不能赶到会场袁但可以通过视频
或电话形式参加审查会议冶遥 在特殊时期袁远程伦理审
查会议为伦理会议审查提供了另外一种有效的途径袁
是高效可行的办法遥 在满足防疫防控需要的同时袁使
院内受试者保护措施及时有效的实施袁具有非常重要
的现实意义遥
其次袁如果需要列席审查会议的人员因故无法到
达现场参会袁可作为紧急预案的一种方式袁在接下来
的会议审查发生突发情况时采用袁不会影响整体会议
安排及其他参会人员的日程遥 能够节约会议成本及参
会人员的时间与经济成本袁提高工作效率遥
第三袁 今后伦理审查的趋势是区域伦理委员会袁
委员们来自不同的医疗机构或单位袁甚至不同地区袁远
程会议可以节约委员们的时间成本尧提高工作效率袁或
许会为今后区域伦理委员会的发展提供一定的条件遥
3.3 目前存在的问题

3.3.1 伦理委员会所在的医疗机构需要有一定的远程

会议经验 如果将视频会议广泛应用于各伦理委员
会袁首先取决于伦理委员会所在的医疗机构是否已经
具备远程视频会议系统遥 对于还未建立远程会议系统
的单位袁首次尝试时或许需要做更多工作袁势必要付
出更多的时间与精力遥 我院使用的是付费视频会议系
统袁在系统稳定性及客户支持方面比免费的视频系统
具有优势遥 如在视频系统还不成熟的时候袁冒然尝试
进行远程会议袁可能会增加一些突发情况的发生风险遥

3.3.2 参会人员过于分散时不适合进行远程审查会议

我院本次伦理审查会议基于上级监管部门的要求袁

参会人员主要分布在两院区的远程会议室 渊间隔入
座冤袁律师在自己的办公室渊私密环境冤远程接入会议

系统袁即绝大部分参会委员平均在 2 个会议室完成的
本次伦理审查遥 如果人员过于分散袁首先会前培训要
增加时间和人力成本袁其次在会议进行时也会增加各

的风险袁再者袁注意力能否在视频会议全程保持高度
集中对各参会委员是个巨大的考验袁因此审查项目多
时不适合发起远程视频会议遥
3.3.4 数据安全与隐私 远程视频会议系统的数据安
全与隐私是首要需要考虑的袁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
规尧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等袁不断加强信息安全管
理与防护体系袁 对医疗机构的信息基础建设提出挑
战遥 其次袁对于视频会议系统如何进行具有法律效力
的数字认证技术袁使会议审查各环节符合伦理会议审
查的要求袁保障会议内容安全及隐私信息安全袁也将
是未来需要考虑的内容遥 国外先进国家的伦理委员会
大多具有信息沟通交流平台袁并由专门的工作人员进
行管理 [14]遥 对于目前国内伦理审查现状袁在提高信息
化水平的同时袁 如何构建专业的伦理审查沟通平台尧
如何保障视频会议系统的专业性尧如何保证远程会议
审查的有效沟通袁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遥
3.4 远程会议现阶段属于现场会议的一种备选形式
根据叶采用远程会议模式实施伦理审查的操作指
[5]
引曳 中的野在所有需要会议审查的情况下袁现场会议
仍应作为首选的会议组织方式遥 远程会议审查遵循与
现场会议审查时完全相同的伦理原则袁批准研究实施
的所有条件不能因为采用了远程会议审查而有任何
改变遥 冶在我院现阶段实际情况下袁现场会议仍是伦理
会议审查首选的组织形式遥 因此袁我院远程会议审查
目前只是现场会议伦理审查的一种替代形式袁仅在特
殊时期或某些特殊情况下召开遥 无论线上还是线下会
议过程均有真实完整的追溯性记录 [15]袁很多会议审查
需要注意的问题同样适用于远程会议袁均应在会议过
程中留意并规避风险遥
特殊时期灵活创新的工作方式袁体现了实事求是尧
务实高效的一种工作态度袁有助于充分发挥应对灾害
及其他公共安全卫生突发事件尧 降低会议组织成本尧
提高会议审查效率尧及时保障受试者的安全与福祉遥

方面的风险袁如参会人员的设备稳定性尧突然中断或
[参考文献]

离线尧讨论的充分度等袁这也会增加主任委员和秘书
在会议进行期间的工作量遥 会议审查是伦理委员会
日常工作最重要的部分袁每位委员充分发表意见至关

重要[13]遥 对于伦理委员会的会议审查而言袁各位委员

针对问题要进行充分的讨论以形成会议决议袁所以讨
论环节尤其重要遥 如果参会委员过于分散袁也会对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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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时每位委员是否集中注意力及积极充分表达自己
的意见产生影响遥

3.3.3 审查项目多的情况不适合远程视频会议 我院
本次伦理审查安排了 2 个项目的会议审查袁会议时长
为 2 h遥 如果审查项目多尧审查时间长袁首先对视频会
议系统的要求会更高袁其次也会增加会议期间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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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袁空气压力波联合低分子肝素钙可有效

改善 COPD 急性加重期患者凝血纤溶功能及血液流
变学袁在预防 DVT 的发生率中有明显作用袁护理效果
满意袁值得临床应用推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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