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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理论与方法·

需治疗人数——衡量临床治疗试验效果的重要指标
徐文体许能锋

为了将临床研究结果应用于临床实践，使随机
对照试验结果易于接受，Ｌａｕｐａｃｉｓ等“１提出了一个

新的临床流行病学术语——需治疗人数（ｎｕｍｂｅｒ
ｎｅｅｄｅｄ

ｔｏ

ｔｒｅａｔ，ＮＮＴ）。ＮＮＴ把抽象的率转变为一

个具体的频数，使Ｉ临床试验结果转化为临床实践应
用的指标，具有表达统计学意义及临床意义的双重
作用，是一个衡量临床治疗效果、指导临床决策的有
用工具‘２’“。

１．定义：①如果试验组同对照组相比，接受治疗
的试验组患者发生不良事件的概率减少了，ＮＮＴ可
以定义为：某种治疗措施实施一段时间后，需要治疗

多少例患者可以预防一例发生不良事件（ｔｈｅ
ｒⅥ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ｈｏ ｎｅｅｄ
ｏｎｅ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ｔｏ

ｂｅ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ｔ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ｅｖｅｎｔ）“１。②如果试验组同对照组相

比，接受治疗的试验组患者出现好的结局事件的概
率增加了，ＮＮＴ可以定义为：某种治疗措施实施一
段时间后，需要治疗多少患者可以使一例出现好的
结局（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口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ｈｏ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ｏｎ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ｂｅ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ａｄｄｌｔｉｏｎａｌ ９００ｄ ｏｕｔｃｏｍｅ）‘“。

２．适用条件：ＮＮＴ用于系统评价某个治疗措施
的效果，主要应用于临床随机对照试验。假设临床
试验是预防不良结局事件的发生，结局变量为二分
变量（发生事件／不发生事件），试验组事件发生率用
ｒａｔｅ）、对照组事件发生率用

ＥＥＲ（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ａＩ

ｅｖｅｎｔ

ＣＥＲ（ｃｏｎｔｒｏｌ

ｒａｔｅ）表示。

ｅｖｅｎｔ

３．ＮＮＴ的可信区间及其计算：由于精确的危险
度降低率是未知的，存在于某个特定范围内，因此
ＮＮＴ本身是个点估计”１，其可信区间为绝对危险度
降低率（ＡＲＲ）／绝对获益增加率（ＡＢＩ）可信区间的
倒数。如果ｃＥＲ＞ＥＥＲ，指积极治疗措施可以预防
不良事件发生，则
ＮＮＴ＝ｌ／（ｃＥＲ

益，则
ＮＮｒ＝ｌ／ＥＥＲ

ｃＥＲ＝ｌ／ＡＢＩ

（２）

此外，ＮＮＴ还可以表示为（式中ＲＲＲ为相对危险度
降低率）
ＮＮｒ＝ｌ“ＣＥＲ×ＲＲＲ）

（３）

即ＮＮＴ表达了没有接受治疗的危险度和接受治疗
后减少了的危险度，而且，ＮＮＴ能让医生和患者了
解他们必须花费多少努力去预肪一例不良事件发生
（或者出现一例好的结局），能够比较一种治疗方案
和其他治疗方案，预防一例相同事件发生，而需要努
力的事件数。

４．ＮＮＴ的列线图计算法：ｃｈａｔｅｌｌｉｅｒ等“。提出
在ＮＮＴ的应用前提下，用列线图来表示ＮＮＴ的大
小，而无需计算。ＮＮＴ的应用前提是：①ＲＲＲ和基
线事件发生率不相关；②不在特定临床试验的时间
点上也可以外推试验结果。列线图有左、中、右３个
竖线轴，左手轴代表ｃＥＲ，中轴代表ＲＲＲ，右手轴上
代表ＮＮＴ。从左手轴的ｃＥＲ处引一条直线经过
ＲＲＲ点，到达右手轴上的截点就是ＮＮＴ。通过

ＲＲＲ的可信区问，能得到ＮＮＴ的可信限。这样就
可以直接获得ＮＮＴ，进行临床决策。
该计算用ＲＲＲ代替ＡＲＲ是基于试验得出的
ＮＮＴ，不是对每一例接受治疗患者的估计，而是一
个均值，用ＲＲＲ代替ＡＲＲ可以估计末接受治疗患
者的基线事件发生率。

５．连续性变量如何计算ＮＮＴ：对于连续性变量
来说，一个重要问题是个体间的差异，如何用连续性
变量来计算ＮＮＴ，２００２年ｓｈｉｒｅｒ等”１提出用最小
临床重要差异（ＭＣＩＤ）来解决这个问题。ＭｃＩＤ是
指临床上认为有意义的最小效果，以ＭｃＩＤ为界

线，将患者接受治疗前后效果的差值分为３组（＜
ＥＥＲ）＝１／ＡＲＲ

（１）

ＭｃＩＤ，ＭＣＩＤ，＞ＭｃＩＤ），试验组同对照组相比较，

如果ＥＥＲ＞ｃＥＲ，指积极治疗措施可以使患者获

根据频数计算每一组的事件发生率，就可以得到
ＡＲＲ和ＮＮＴ。

作者单位：３０００１１天津市卫生防病中心消毒与病媒生物控制学
部（徐文体）；福建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教研
室（许能锋）

６．评价：
（】）ＮＮＴ的优点：相对危险度（ＲＲ）、ＲＲＲ、

８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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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Ｒ、ＡＢＩ都是常用的表达临床试验结果的评价指

ＲＲＲ存在可变性：ＮＮＴ成立的前提条件之一是

标，但是这些指标在临床实践应用中存在缺陷。如

ＲＲＲ在某些疾病中临床试验是不变的。实际上，

ＲＲ在临床随机对照试验中

ＲＲＲ可能改变，对于一些疾病来说，ＲＲＲ是随着疾

尺Ｒ＝ＥＥＲ／ＣＥＲ

（４）

表达相对指标的还有ＲＲＲ，当ＥＥＲ＜ｃＥＲ，指积极

治疗措施预防不利事件发生的概率，用ＲＲＲ指标
ＲＲＲ＝（ｃＥＲ—ＥＥＲ）／ｃＥＲ

（５）

病严重程度的差异而改变。②治疗时间的影响：大
多数临床情况下，某病治疗时间越长，接受治疗的病
例数会越来越多，对于同样的ＲＲＲ ５％，对照组发
病率为２０％的ＮＮＴ比２％的ＮＮＴ会更低，同时
ＲＲＲ或多或少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因此ＮＮＴ只

ＲＲ、ＲＲＲ受基线事件发生率的影响”ｏ，可以保证大
概率事件在统计学上有显著性意义及临床上对患者
有意义，而对于小概率事件，考虑到治疗的意义及成
本花赞，治疗措施可能不值得。而且，ＲＲ、ＲＲＲ受
时问的影响，仅仅在特定时间获得的资料不可能外
推到其他时间，否则ＲＲ、ＲＲＲ可能会误导医生的
治疗决策。

而绝对危险度能够克服ＲＲＲ的缺陷”ｏ，区分受
益或受害的高低，表达没有接受治疗的结果。当
ＥＥＲ＜ＣＥＲ，用ＡＲＲ表示
ＡＲＲ＝ｃＥＲ—ＥＲＲ

ｃＥＲ

否则，可能会低估或高估获益，从而导致决策失误。
③主观概率和数值本身的意义：高估ＡＲＲ，导致
ＮＮＴ降低，高估了干预效果，数值本身可能影响临
床决策。对一些临床医生来说可能认为某个ＮＮＴ
值代表一个重要的卫生获益，而对另一些医生可能
持相反的观点。ＮＮＴ数值仅仅描述治疗性效果的
概要性指标，它对临床决策影响的大小是未知的，应
该在临床实践中融合医生和患者双方的意见。④基
线率的影响：ＮＮＴ显著受患者基线发生率的影响，

（６）

对照组有更高的疾病发生率…，ＮＮＴ将更小，在将
已发表的已知试验的典型病例外推到不同基线发生

当ＥＥＲ＞ｃＥＲ，用ＡＢＩ表示
ＡＢＩ＝ＥＲＲ

可能有效估计短期效果，并不能预测长期的获益。

（７）

但是ＡＲＲ／ＡＢＩ通常＜ｌ，并以小数的形式来表达，

率的单个病例时，需要进行校正。⑤可信区间的影
响：假如ＮＮＴ ９５％的可信区间估计是无限的‘“，试

很难把小数形式的表达方式同临床结合起来。在临

验治疗措施也是无益或者引起副作用；假如９５％

床上无法做出合理的比较，而ＡＲＲ／ＡＢＩ的倒数

ＮＮＴ的点估计包括在可信区间内，证明ＮＮＴ点估

ＮＮＴ可以克服ＡＲＲ、ＡＢＩ的缺陷，在临床上比后两

计是一个有益结果。

者更实用。例如”Ｊ，对同一种病有两种治疗方案

总之，尽管ＮＮＴ本身有局限性和需要解决的

（Ａ、Ｂ）。Ａ方案治疗２５０例患者才能防止一例出现

问题，比如时间、基线率，但是ＮＮＴ在其正确应用

不利事件，Ｂ方案治疗２．５例患者就能防止一例出现

前提下，仍不失是一个好的评价临床治疗效果的指

不利事件，基于治疗方案和高成本考虑，尽管两者有

标，因为它是一个比较直观的指标，易于为Ｉ临床医生

相似的ＲＲ和ＲＲＲ值，人们选择治疗方案Ｂ，因此

接受和理解。国内将其应用于Ｉ晦床证据分级评价系

ＮＮＴ比ＲＲＲ、ＡＲＲ更易于解释临床事件。

统、慢性病防治效果的评价及药物疗效及不良反应

此外．ＮＮＴ可以推广到群体。Ｈｅｕｅｒ”。提出从
公共卫生角度而不单纯从ｌ临床决策来考虑ＮＮＴ，因

的评价中”…，但如果不正确应用，ＮＮＴ也可能误
导临床决策。

为ＮＮＴ仅仅关注接受治疗的患者，并没有给出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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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比在诊断试验评价中的应用
童峰陈坤何寒青
诊断试验是辅助临床医师进行疾病诊断的试验
方法，评价诊断试验准确度的常用指标，包括灵敏度
（真阳性率，ＴＰＲ）、特异度（真阴性率，ＴＮＲ）、假阴

例组更有可能得到诊断试验的阳性结果。
ＯＲ值的９５％可信区间（口）估计，可以采用
ｗｏｏＩｆ自然对数转换法。

性率（ＦＮＲ）、假阳性率（ＦＰＲ）、约登指数、似然比

ｏＲ值的概念还可以应用于诊断试验的Ｍｅｔａ

（ＬＲ）、阳性预测值（ＰＰｖ）、阴性预测值（ＮＰｖ）等。

分析。对诊断试验进行Ｍｅｔａ分析时，如果只是简

这些指标各有优缺点。其实，可以利用流行病学中

单地合并各个研究的灵敏度和特异度作为衡量某一

的优势比（ｏＲ）概念，将其应用到诊断试验的评价

诊断试验准确性的合并效应值并不恰当。因为各研

中，与传统的指标相比，ｏＲ在某些方面有其独特的

究在报道某项试验的阳性和阴性结果时，采用的截

优势和用途，为此拟对诊断试验ＯＲ的含义及应用

断闰值可能不尽相同，所以研究间灵敏度和特异度

做一介绍。

的变异，部分可能是由于阈值的变动所致”１。而采

１．基本原理：评价一项诊断试验的基本方法是

用ｏＲ作为合并效应值，就可以克服这个问题。要

对金标准已诊断为患者和非患者的研究对象，采用

计算合并ｏＲ采用ｓＲｏｃ曲线的方法”１，首先建立

某种试验方法进行检测，根据测定结果，整理成四格

一个线性回归方程：Ｄ＝ａ＋邸，方程中＿Ｄ＝

表（表１），诊断试验ｏＲ即为病例组中试验阳性的

１０９（ＯＲ），ｓ＝ｌｏｇ打（ＴＰＲ）＋ｌｏｇ打（ＦＰＲ），ｓ与诊断

比值与对照组中试验阳性的比值之比…。

界点的选择有关，可视为诊断阈值；口为回归系数，
反映ｌｏｇ（ｏＲ）依赖于阈值（ｓ）的程度；ａ为方程的

０Ｒ＝笳＝等
表ｌ

截距项，是ｓ＝Ｏ时的１０９（０Ｒ）值。如果口与Ｏ的
单个诊断试验的四格表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则说明ＯＲ值不随着诊断阈值
的变动而改变，那么各个原始研究的合并ＯＲ＝Ｐ。。
要比较两种诊断试验的准确性有无差异，可以在线

性回归模型中加入一个哑变量（ｚ），表示不同的诊
断试验进行回归分析，那么对自变量ｚ的回归系数
进行反自然对数转换后，就得到了诊断试验的相对
当有某一单元格的频数为０时，可以在每格的

优势比（ＲＯＲ）。此外，也可以将其他可能导致研究

数值上各加０．５，再进行计算。ｏＲ表示诊断试验的

间异质性的协变量（如研究设计类型、患者临床特

结果与疾病的联系强度。ｏＲ数值越大表示该诊断

征、文献发表年份等）加入到模型中，最终得到调整

试验的判别效果越好；０Ｒ＝１，表示该试验无法判

的合并ＯＲ值。

别患者与非患者；若ＯＲ＜１，则意味着对照组比病

２实例分析：为了系统地评价核磁共振血管造
影术（ＭＲＡ）中的二维模式（２．Ｄ ＭＲＡ）和三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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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造影术和动脉内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术作为参照金

与卫生统计学教研室
通讯作者：脒坤，Ｅ＿ｍａⅡ：ｃｋ＠葫ｕ ｅｄｕ

（３一Ｄ ＭＲＡ）诊断下肢动脉闭塞的准确性，以传统动

ｃⅡ

标准，利用Ｋｏｅｌｅｍａｙ等”１报道的其中４０个研究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