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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理论与方法·
阶梯设计在随机对照试验中的应用
杨祖耀詹思延
【导读】介绍阶梯设计的基本原理和实施方法，探讨其在随机对照试验中的应用。当研究者
希望在一定范围内全面推行某项通常来说“利大于弊”的措施，又想通过随机对照试验来对该措施
的效果进行评价，尤其是当资源有限使得本来就只能分步实施十预的时候，阶梯设计非常适用。
另外，该方法还可用来发现或控制时间趋势对效果评价的影响。但与传统设计相比，阶梯设计的
试验周期更长，统计学问题也要复杂得多。因此，在设计和实施的过程中应严格把握有关注意事
项，以保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关键词】

阶梯设计；随机对照试验；设计延迟；分阶段引入；分阶段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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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对照试验（ＲＣＴ）是目前评估医学干预措施

１９７９年Ｃｏｏｋ和Ｃａｍｐｂｅｌｌ＾提出了与之类似的“实验

效果最严谨、最可靠的科学方法…。通常情况下，不管

式分阶段引入”（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ｌｙ ｓｔａｇｅｄ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的

是平行设计还是交叉设计，均要求在大约一半的研究

方法。１９８６年冈比亚肝炎十预研究（ｔｈｅ

对象中同时实施所研究的十预措施。而在实际操作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的过程中，这样的要求并不总是能得到满足。例如，

分阶段引入”的思想付诸实践。４１，并把它称之为“阶梯

当所要研究的干预属于一般被认为是“利大于弊”的

设计”（ｔｈｅ

措施时，只在部分研究对象中实施干预（平行设计），

这种设计的研究明显增多ｈ１。鉴于此，本文介绍该设

或是从正在接受十预的研究对象中撤出干预（交叉设

计的基本原理，并通过研究实例加以说明。

计），容易引发伦理问题。又比如，当需要接受十预的
研究对象较多而人力、物力或财力等资源有限时，研

Ｇａｍｂｉａ

Ｓｔｕｄｙ，ＧＨＩＳ）第一次将“实验式

ｓｔｅｐｐｅｄ—ｗｅｄｇｅ

ｄｅｓｉｇｎ）ｂ１。近几年来，采用

基本原理

究者可能无法在这么多研究对象中同时给予十预措

阶梯设计多用于整群随机试验，评价“利大于

施。为此，Ｔｏｍ Ｃｈａｌｍｅｒｓ在１９６８年首先建议了一种

弊”的干预措施，例如免疫接种、筛检、健康教育、医

后来被称为“设计延迟”（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ｄｅｌａｙ）的方法乜１；

护人员培训等Ｈ３。这种设计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

它通常不设置专门的对照组，随着试验的进行，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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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每组可有一个或多个群）都将接受十预。之所以
这样做，是因为最终达到“有益”措施的全面覆盖。既
符合卫生决策者的目标，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减轻试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０年１月第３ｌ卷第ｌ期Ｃｈｉｎ ＪＥｐｉｄｃｍｉｏｌ，Ｊａｎｕａ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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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的伦理学负担。阶梯设计的第二个特点是各个组

群范围内全面实施某“有益”的干预，又想通过ＲＣＴ

不在同一时间，而是按照随机的顺序相继接受干预。

评价其效果，有的时候还可能因为受资源（人力／物

以＿个分５次进行干预的阶梯设计为例（图１），其实

力／财力）的限制，本来就难以在所有组同时给予干

施步骤：先把研究对象分成５组，编号为ｌ～５，并将干

预措施。在此设计中，虽然各组最终都将变成“干预

预的时间划分为５个时间段，一般来说，这５个时间段

组”，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研究对象都能接受干预。

的长度应该大致相等。通过查阅随机排列表或抽签

当研究对象为动态队列时，在某一组中，接受了干预

等方式，获得数字１。５的一个随机排列顺序，如５—

的就只是那些自该组引入干预时起进人或仍在队列

１—嘲＿３—２。按照该顺序，在第１个时间段，编号为５

中的人。阶梯设计还可用来发现及控制“时间趋势”

的组将开始接受干预，其余的组则处于“等待干预”状

（ｔｉｍｅ ｔｒｅｎｄ）对效果评价的影响。在开展一些为期较

态；在第２个时间段，编号为ｌ的组将开始接受干预，

长的试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或某些因素（如季节、

此前已经接受干预的５组仍继续接受干预或保持干

卫生条件等）的改变，疾病的发生、发展等情况可能

预后状态，其余的三个组“等待干预”；同理，在第３个

本身就会发生变化，从而给干预效果的评价造成偏

时间段，编号为５、ｌ、４的三个组接受干预或保持干预

倚。采用阶梯设计有助于展示是否存在这种效应，

后状态，其余的两个组“等待干预”；以此类推，至第５

并对其进行调整。

个时间段结束时，所有组都成了干预组。

ｚ口口口［１
熹，口［］［］＿Ｉ
囊。口口＿＿ｌ
善·［］ｌ■■＿■■
ｓ＿■■ｌ■■■■
２

３

４

５

时问段

注：黑色框表示正在或已经接受干预，空白框表示尚未接受干预

图１阶梯设计原理示意图

近年来已有研究者将阶梯设计应用于个体随机
试验＂－９Ｊ，在决定接受干预的先后顺序时，随机化的
单位不再是“组”，而是个体，每个个体都町看作是一
个“固定队列”，因此其原理与上述研究对象为固定
队列的整群随机试验相似。
实例分析

１．整群随机试验：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冈比亚儿童的
ＨＢＶ感染率非常高，构成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当
时已有一些试验证明接种乙肝疫苗在高危人群中预
防急性ＨＢＶ感染及携带状态的有效性及安全性，但

由于各组的状态都发生了从“未干预”到“干预”

少有关于其长期效果的研究。１ ９８６年ＧＨＩＳ工作组

的单向转换，因而可以把阶梯设计看成是交叉试验

希望利用在全国开展乙肝疫苗接种的机会对出生后

的一种特殊形式哺］。当各组研究对象为动态队列

９个月内接种乙肝疫苗（０、２、４、９个月各一针）预防

时，有两种结局比较方式可以实现“随机（同期）对

ＨＢＶ感染、慢性肝病和肝细胞癌的效果进行评价‘５１。

照”：①分别对各个时间段内接受干预的对象与其他

但由于当时乙肝疫苗较昂贵，且供应有限，不可能一

组未接受干预的对象进行比较；②将达到全面干预

开始就在全国范围内同时接种；此外研究者希望能够

之前的各个时间段中接受与未接受干预者的结局数

通过与同期对照的比较来评价疫苗接种的预防效果；

据分别汇总（对应于图１中所有白色框和第ｌ～４时

如果进行个体随机试验的话，需要—个庞大的工作队

间段的所有黑色框），然后再对两者进行比较，这种

伍，以现有的力量很难做到，且容易引发伦理问题。

方式兼有同期对照和前后对照的属性。当各组研究

因此，ＧＨＩＳ工作组采用了阶梯设计整群随机试验的

对象为固定队列时，会导致退出观察或失访的事件，

方法。为叙述方便，本文仅以第一针（０个月）为例，

如严重疾病、死亡等，不宜作为结局指标，否则可能

说明其实施过程，其余的三针依此类推。

ｂｉａｓ）［４１。

乙肝疫苗接种工作组根据冈比亚全国卫生服务

如采用上述第一种方式进行结局比较，选择的结局

中心的分布，将划分的１７个地区由１７个团队按照随

指标应该是在给予干预后一个时间段以内就能观察

机的顺序在不同的时间启动疫苗接种工作，相继开

到的，不用通过更长时间的随访来获得；如要采用上

始接种的两个团队启动的时间相差１０—１２周（即前

述第二种方式，则要求在第ｌ～４时间段都有可能观

文所说的一个时间段的长度）。接种对象为在整个

察到结局。

干预阶段时间内该负责的地区出生的所有新生儿

会引入健康幸存者偏倚（ｈｅａｌｔｈｙ

ｓｕｒｖｉｖｏｒ

采用阶梯设计的常见原因是，既想在一定的人

（与图１中黑色框的含义近似）。就接种团队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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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期间每个地区的新生儿都是一个动态队列，因

“诊所后阶段”的数据，用泊松随机效应模型比较两

为每个时间段接种的新生儿与其他时间段的新生儿

者的结核例次发生率，从而评价该诊所对ＨＷ感染

不一致。除了第一个启动的团队以外，在其他团队

者结核发生率的影响。

所负责的地区内，从第一个时间段开始到相应团队

整个试验期间，共有１６５５人预约就诊，贡献的

启动之前出生的新生儿都不接种乙肝疫苗（与图１

“诊所前阶段”为１５９５．１人年，期间共发生结核１９０

中空白框的含义近似），从而形成“同期对照”。经过

例次，例次发生率为１１．９／１００人年。１０１６人至少去

３年多的时间，接种工作将覆盖到全国范嗣。在此

一次诊所，纳入分析的“诊所后阶段”共为７０９．０人

期间出生的新生儿中，接种和未接种乙肝疫苗者大

年，期间共发生结核６４例次，例次发生率为９．０／１００

约各占５０％。研究者拟对这些人进行３０～４０年的

人年，由此得到粗ＲＲ值为０．７８（９５％ｃ，：０．５８一

随访，然后分别比较各个时间段出生的人中接种者

１．０５）。该试验持续两年余，此期间患者相继就诊，

和未接种者ＨＢＶ感染率、携带率、慢性肝病发生率

随ＨＩＶ感染病情不断进展，所有人发生结核的机会

和肝细胞癌发生率。这样比较的好处是，即使不同

都会比试验开始时有所增大，因此诊所对结核发生

时间段出生的新生儿发生上述各种疾病的风险不同

率的作用就可能受到患者本底风险变化的影响而被

（时间趋势），对乙肝疫苗效果的评价也不会受到影

低估。为了控制这种时间趋势对效果评价造成的偏

响。ＧＨＩＳ的随访预计在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结束，因此

倚，研究者对随访时间（自１９９９年７月起，以６个月

其最终结果如何尚不清楚。

为单位转换成有序分类变量）进行调整，调整后ＲＲ

２．个体随机试验：临床试验的结果表明，异烟肼

值为０．６８（９５％ＣＩ：０．４８。０．９６）。在多因素分析中，

预防性治疗（ＩＰＴ）能够降低ＨＷ感染者中结核的发

调整了随访时间、年龄和矽肺评分后，ＲＲ＝０．６２

生率。但由于实际操作中存在的困难，ＩＰＴ并没有

（９５％ｃ，：０．４３—０．８９）。可见，设立一个常规提供ＩＰＴ

得到广泛的实施，其在实际的临床环境中效果如何

的诊所后，ＨＩＶ感染者的结核发生率降低了３８％，但

不得而知。南非某金矿公司的诊所常规提供ＩＰＴ服

仍然保持在较高水平。

务，为评价此诊所对ＨＩＶ感染者结核发生率的影响，
Ｇｒａｎｔ等扣３开展了一项阶梯设计个体随机试验。采

讨

论

用这种设计的原因是：①无需专门设置不去该诊所

阶梯设计的优点是在没有设立专门的对照组，

就诊的对照组，合乎伦理学要求；②该设计可以控制

且允许分多步进行干预的情况下，仍能保持传统

“时间趋势”对效果评价的影响。

ＲＣＴ“随机（同期）对照”的优势。当卫生决策者希望

研究者给金矿公司的所有２１３５名ＨＩＶ感染者

在一定范围内全面推行某措施，又想通过ＲＣＴ来对

每人分配一个计算机生成的随机数字，按照该数字

该措施的效果进行评价，尤其是当资源有限只能分

大小决定先后顺序，分别与他们面谈（１９９９年７月），

步实施干预时，阶梯设计非常适用。另外，该方法还

并应邀到上述诊所就诊。对于同意就诊者，研究者

可用来发现及控制时间趋势对效果评价的影响。但

根据他们参加面谈的顺序与之预约相应的就诊日

该方法也存在统计学和组织实施等问题。

期，顺序仍然按照上述计算机生成的随机数字排列，

１．统计学问题：在ＲＣＴ的各种类型中，等比例

即就诊顺序随机化；对于拒访者，也可按研究人员的

分配平行设计的统计效能是最高的，其他变体与之

联系方式预约。凡是预约者，从１９９９年７月１日起

相比都有或多或少的下降…。就阶梯设计而言，可

至就诊日期（对于未去诊所的人，则为自１９９９年７月

能影响统计效能的因素包括：

１日起至因各种原因退出或失访的日期）称为“诊所

（１）阶梯设计效应（ｓｔｅｐｐｅｄ

ｗｅｄｇｅ

ｄｅｓｉｇｎ

前阶段”，其意义与图１中空白框近似。凡是预约就

ｅｆｆｅｃｔ）：Ｍｏｕｌｔｏｎ等ｕ们进行数据模拟的结果显示，在

诊者，从第一次去诊所之日起至随访结束或截尾日

样本量一定、群数一定且每个群大小相等的条件下，

期称为“诊所后阶段”，其意义与图１中的黑色框近

阶梯设计的统计量Ｚ值总是比两组平行设计的ｚ值

似。医生对就诊者进行ＨＩＶ、结核相关检查，符合标

小，从而导致拒绝零假设的可能性降低，即没有足够

准者将给予ＩＰＴ。定期随访“诊所前阶段”和“诊所

的把握度来发现可能存在的差异。这就是“阶梯设

后阶段”的结核发生情况，同一人的多次结核发作全

计效应”。由于这个缘故，ＧＨＩＳ的统计效能只能达

部计算在内，以避免一次发作后即停止随访而造成

到传统设计的７０％ｂ１。如要使两者接近，阶梯设计

健康幸存者偏倚。分别汇总所有“诊所前阶段”和

需纳入更大的样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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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ｉ，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０，Ｖ０１．３１，Ｎｏ．１

（２）干预的步数：Ｈｕｓｓｅｙ和Ｈｕｇｈｅｓ㈨的研究表
明，在群数一定的情况下，干预的步数越少，即每一

·９５·

是一个很明显的过程。所以，要想减少信息偏倚，对
评估者实施盲法就显得尤为重要。

步同时开始接受干预的群数越多，统计效能越低。

（３）沾染：采用阶梯设计试验，其干预措施往往

例如，假设有２４个群将接受干预，如果试验分８步进

是“利大于弊”，且研究对象很容易获知哪些组正在

行，即３个群／步，其效能可以达到０．９以上；在其他条

接受干预。所以，应注意防止“等待干预”组和“正在

件不变的情况下，当随机化的步数分别减少到４、３、

接受干预”组之间发生沾染，以免对结果的真实性造

２步，即每步的群数分别变成６、８、１２个时，效能将分

成歪曲。

别降低到０．７～０．８、０．６、０．４左右，这种降低主要是由

总之，阶梯设计为由于各种限制而不适合采用

测量次数变少所致，而不是因为随机化的步数减少

平行设计或交叉设计的随机对照试验提供了新的选

本身。但实际上，一步只在一个群中实施干预并不

择，但与传统设计相比，该方法所要求的试验周期更

可行，因为这样会延长整个试验所需的时间，尤其是

长，统计学问题也要复杂得多，多种因素如阶梯设计

在群数较多的时候。因此，在设计阶段应注意权衡

效应、干预步数的多少、治疗效应延迟、盲法的实施

两者的关系，以保证较高的统计效能。

等，都可能会对结果的稳健性产生影响。因此，要想

（３）治疗效应延迟（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ｄｅｌａｙ）：是指
在某一时间段实施的干预，其效果要在一个或多个

利用阶梯设计较好地评价干预措施的效果，必须进
行谨慎、严格的计划和实施。

时间段以后才能完全显现出来的现象。治疗效应延
迟会显著地影响统计效能，延迟的越多则效能的损
失越大。在干预阶段结束以后延长随访时间可以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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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ｒａｐｙ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ｉｎｏｕｒｉｓｈｅｄ Ｍａｌａｗｉａ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ｔｒｉａｌ．Ａｍ Ｊ Ｃ１ｉｎ Ｎｔｌｔｒ，２００５，８１：
８６４－８７０．

（２）盲法：在阶梯设计中，几乎不可能对研究对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埘一１６）

象和实施干预者设盲，因为从“无干预”到“有干预”

（本文编辑：张林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