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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发现·交流
疗效比较研究的方法学应用及其实施过程
李敏时景璞
【导读】疗效比较研究（ＣＥＲ）可有效比较诊疗措施的临床效果，为医疗决策提供证据。其设
计除采用大规模临床随机对照试验、整群随机对照试验、类试验、数学模型外，以电子病历为基础
的观察性研究备受重视。对研究课题的证据生成、综合、传播及应用的每一环节上，采用ＣＥＲ均
需相应的统计学方法进行统计分析和质量控制。
【关键词】疗效比较研究；研究设计；生物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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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疗效比较研究
随着新药及新技术（影像学、检验学及介入诊
断治疗）不断涌现，导致医疗费用膨胀，但并未降低
心脑血管病、肿瘤等慢性病的发病，也未提高人群

优先发展的研究领域，其中以卫生保健居首，其次是
心血管和周围血管病，共涉及２５类疾病和２９个研究
课题ｂ ３。需要评价的干预措施包括药物制剂、设备、
程序和诊断方法等。ＩＯＭ的定义是“ＣＥＲ提供证据

平均寿命。以美国为例，新医疗技术研发居世界前

证实不同治疗方法在预防、诊断、治疗和临床监测方

列，而该领域投资是其他发达国家的２倍，但将这些
研究成果和资金转化到改善民众健康水平上，却未

面的获益风险差异，使其有据可查”【４］。Ｓｌｕｔｓｋｙ和

见明显收益。面对愈发难以负荷的医疗费用，美国
国会于２００９年２月提出用于不同卫生保健措施的

对谁何种治疗措施效果最好”ｂ１。ＣＥＲ又称临床疗
效研究（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和以患者为中

疗效比较，试图找到最有效和消费者最接受的治疗

心的研究（ｐａｔｉｅｎｔ．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其目标均是在
人群、亚人群水平上，对两种以上治疗措施开展短期

处方集…。即随后国际间兴起疗效比较研究

Ｃｌａｎｃｙ提出了该定义的速记法，即“在什么条件下，

美国政府对ＣＥＲ最初的定义是“严格评估针对

或长期的重要结局评定，产生和分析新证据，综合二
级研究资料，证明治疗措施在预防、诊断、治疗、监控

某一患病人群不同治疗间的疗效差异，可以比较两

Ｉ临床状况，及改善护理方面的获益和危害，为临床决

种药物、不同治疗方式，也可以比较获益风险比或效

策提供更多信息。效力研究（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ｔｒｉａｌｓ）以随机
对照试验（ＲＣＴ）为代表，关注干预措施能否在理想、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Ｒ）。

价比”［２］。美国医学研究所（ＩＯＭ）制定了１００个主要

严格控制环境下产生预期效果，着重于干预措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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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室；中国医科大学心血管病研究所；辽宁省循证医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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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有效性，相比之下，ＣＥＲ更侧重于效果研究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ｔｒｉａｌｓ），评价干预措施在真实临床环境

下的治疗效果，重在外部有效性，在一些方面有异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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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效力研究，如效果研究限制较少，样本量较

么医生的道德责任是什么。总之，ＣＥＲ引起的争论

大，能更好地回答发病的亚人群问题，得到的结果原
则上更代表真实世界中观察的结果肺’７］。

已影响其实施，并揭示出很多问题。
二、研究方法

ＣＥＲ的提出引起广泛关注和激烈讨论。支持者
认为：①应规范医疗市场。目前许多临床试验将有

１．试验性研究：
（１）ＲＣＴ：在推动和促成ＣＥＲ中，ＲＣＴ发挥重要

意控制风险，开展观察时间短样本量小的研究，且尽
量纳入并发症少的患者。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作用也面临复杂的问题。首先，为评估研究结果间

（ＦＤＡ）同样认可此类研究结果随１。而这样的治疗措

大的样本量；其次，患者病期不同，相关指标随之变

施很可能有较高的使用率。即使该治疗措施明显优
于常规治疗，但由于缺乏有效收集和传播这些信息

化，故在一组药物比较中，可能出现在不同疾病阶段
有效药物差异的现象；此外，患者和医生关心的临床

的渠道，也很难使其发挥功效。ＣＥＲ考虑的是减少

结局可能需要等待一定时间而由此带来一系列问

较差临床决策的费用，将更多资源最大程度帮助患

题ｎ引。故理想化的ＲＣＴ设计很难实施，但一个设计
良好、效力充足的ＲＣＴ仍可为干预措施效果评价提

者。此外还应慎重判断安慰剂的使用。②为医疗决
策提供证据。有研究估计，ＩＯＭ约有一半的临床决

潜在的差异并具有统计学意义，该试验往往需要更

策基于证据，ＣＥＲ将改善这一现象阳＇”１。Ｃｏｃｈｒａｎｅ中

供严格的证据，如观察个体患者的干预措施及其效
益时“…。然而，当在人群水平研究干预措施效果时，

心支持开展疗效研究，认为强调ＣＥＲ是国家主动提
高患者和临床医生决策制定的基础。③强调“个性

如对某传染病筛查患者是否携带感染病毒，并实施
隔离防止传播，该筛查项目均会对未被隔离者带来

化”治疗。ＣＥＲ强调针对不同类型的患者，比较不同

间接获益，故不宜使用ＲＣＴ，可采用整群随机对照试

治疗方法的优劣，找出最佳治疗方法，即通过评估临
床疗效和成本效益，对特殊的患者或疾病提供最适

验、类试验和数学模型”７１（表１）。
（２）整群随机对照试验：该方法对充分评估人群

合的治疗方案。

干预措施极其重要，但要求有足够的样本量。实施
中保证严格、正确地随机化，避免研究对象退出；分

但ＣＥＲ考虑了成本效益因素，可能涉及到患者
的权益ｎ…，故ＣＥＲ反对者认为ｎ ２｜：①政府涉足医

析时除传统的亚组分析、意向性分析外，有时需使

疗。民众担心一旦ＣＥＲ的研究结论被法制化，成为
医生及医药公司等的行业法，将限制决策范围。

用调整分析等统计学方法处理整群设计效应。
２００４年发表了针对整群随机对照试验的ＣＯＮＳＯＲＴ

Ｐｒｉｃｅ称“这将会产生一个替代医生和患者定量配给

声明ｎ…。当存在纳入对象间相互影响或受到同样外
部环境因素影响时，整群随机对照试验能更好地避

处方药的永久性政府”，最终导致政府控制医患关
系，出现“食谱医疗”和定量供给的局面¨１。ＣＥＲ支

免不同干预间的混杂，更适用于开展行为或环境暴

持使用电子医疗记录开展观察性研究，但有人对此
担忧，称“资料电脑化，政府就可将监控个体病例的

露的干预研究。

治疗决策，并惩罚未遵循治疗指南的临床医生”ｎ引。

的替代试验。类试验设计有明显的优势，如效力和
普遍性，并具有评价非随机化事件的能力。类试验

②其他方面包括民众担心ＣＥＲ可能影响个性化治

疗ｎ４１；成本效益或多或少与伦理发生碰撞，试想如果
患者最佳治疗策略不符合成本效益的常规标准，那
表１

（３）类试验：为单个ＲＣＴ和整群随机对照试验

虽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试验研究，但在设计和统计
分析上仍要谨慎，应有效控制混杂因素和选择性偏

ＣＥＲ的研究方法比较

。１１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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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首先可通过一个相对延长的基线观察期评估

电子病历研究的完整性及可靠性。二是为某一项目

结局指标；再使用一些非等价的控制点，即设立非随

招募研究对象。当患者年龄、性别、临床特点等符合

机对照组，不施加任何干预措施，必要时在实施干预

纳入标准时，临床医生在获得患者知情同意后还要

措施前对一些重要的特征，如结局测量指标等进行
对照组与干预组匹配，以减少选择性偏倚；最后是收

对受试者随访。该方法更适用于定期门诊患者，可
解决研究对象居住地偏远随访困难和费用高等问

集混杂变量的数据。在统计分析上，为具体研究某

题，如招募对该项研究感兴趣的患者，则可明显提高

一指标的变化趋势，可进行分层回归分析；为控制潜

研究效率。使用电子病历招募受试者虽可提高患
者／家庭对研究的参与率，但存在选择偏倚。三是验

在的混杂偏倚和选择偏倚，可采用多因素回归分析、
（４）数学模型：类试验和整群随机对照试验的共

证干预有效性。如对某地区进行免疫宣传干预，医
疗机构在临床实践中记录就诊人群的免疫情况，研

同点，就是可在某一单位水平进行干预。因此，保证

究发现与干预前相比，干预后健康就诊者中接受至

单位内所有个体的参与很重要。当某一单位个体参
与率很低，无法开展单位水平的干预，或当某项比较

少一次疫苗注射人群占应接种疫苗人群的比例从

研究无法开展临床试验时，可采用数学模型进行鉴
别、设置优先项及完善设计，甚至进行实际的疗效比

加了近２倍，由此验证干预措施的有效Ｉ生瞳３：。

较乜…。数学模型是在假定存在统计学联系的基础

的可行性，但在实际应用中仍存在多重障碍，如电子

上，预测特定的结局。其局限性体现在数据资料和

病历记录不完整，医疗机构问数据资源共享的网络

假设上，而其优势是考虑了现有流行病学资料，并通

系统尚未建立等。故在医生诊疗实践中应建立健全

过假设，得出干预在何种条件下可获得最大的收益。
２．观察性研究：进行ＣＥＲ开展大规模临床试验

电子病历记录程序，应全面记录如药物治疗及过敏
等重要的临床信息。考虑到网络系统在多中心研究

的同时，也应侧重于综合分析现有的医疗数据记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应进一步完善医疗机构的网络

录。医院建立的数据库拥有大量医疗记录，可作为
试验外的主要数据来源。由于手工收集纸质记录和

系统，努力做到临床网络一体化，并强化各大网络系

不同地方的资料费用巨大，且难以避免家庭或医生

络建设。建立地区或全国范围的标准化临床数据总

小样本研究产生的偏倚，如所有临床数据均被存入

库，统一数据收集标准，从各医疗机构的网站上提取

网络数据库，通过访问电子病历（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ｒｅｃｏｒｄ），采用网络数据产生不同地区比较的多中心

电子病历数据资料，在安全的服务器上将这些数据
标准化及汇总，随着患者不断就诊，数据持续累积，

大样本研究结果。目前费城儿童医院（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并且在整个过程中涉及到敏感信息时均采用匿名形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ｆ

式。这样不仅可以开展常见病的ＣＥＲ，也可将其应

倾向分数等。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２００３年启动的儿科研究联

盟（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科学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ＰｅＲＣ）和美国儿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科研究（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的电子儿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Ｏｆｆｉｃｅ

Ｓｅｔｔｉｎｇｓ，ｅＰＲＯＳ）两个大型儿科初级护理研究网络
已积极发展应用电子病历进行ＣＥＲ。

７８．２％上升至９０．３％，患者从１ １．３％增加到３２．Ｏ％，增
尽管上述研究已证实应用电子病历进行ＣＥＲ

统的合作，在条件具备隋况下，实现家庭电子病历网

用于罕见病、罕见不良反应、家族性疾病、前瞻性研
究、地区间甚至国家间比较的多中心研究。
三、实施过程

ＣＥＲ的实施过程主要包括最初的证据生成和分
析、二次资料分析、对现有证据综合及相关统计学方

电子病历实施ＣＥＲ的方法中其代表性有三

法应用。概括为生成、综合、传播及应用证据‘７ｔ ２“。

种［２“。一是收集各地电子病历分析回答某一特定临
床问题，如ＰｅＲＣ的一个研究组分析预防性使用抗菌

其步骤为①明确问题，即找出证据不完善的某一研
究课题，对现存证据特征进行描述和必要综合，明确

素与再发尿路感染危险的相关性，应用基于网络的

数据质量、潜在偏倚及研究设计上存在的问题。②

电子病历资料，共有７４ ９７４名儿童符合纳入标准。

研究发现首发尿路感染后采用抗菌治疗并不会降

生成证据。设计符合决策制定者需要的试验，通过
合理设计，开展临床试验、观察性研究。临床试验通

低尿路感染再发风险，反而增加以后细菌耐药的

过实施随机、盲法等措施，可相对有效控制偏倚，但

风险乜“。为验证该结果的真实性，研究人员回顾了

结论外推性较差。观察性研究更接近临床实际，研

纸质数据的研究结果，发现电子病历与纸质数据相
比，敏感度和特异度均大于９５％，证实了临床背景下

究对象的纳入限制较少、人群的异质性较大、自主选
择治疗措施等造成潜在的选择偏倚可采用多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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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ｖｏｌ＿３３，Ｎｏ．１１

模型、倾向性匹配等分析方法进行调整。数据分析

研究互相补充，应用全部证据答复某一类型的问

可选择单变量模型、回归模型、成本效益模型、贝叶

题？此外，我国具有中西医并行的医疗特点，其中中

斯模型。整合数据尤其是在合并不同来源数据时应

医治疗重视个性化治疗，治疗方式也多样，经常出现

谨慎。有学者认为按照统一的系统评价标准，观察

同病异治现象。需要进行西药、中药、中西医结合等

性研究应与临床试验性研究使用相同的纳入标准，

方法的疗效比较，这大大增加了ＣＥＲ在我国的实施

将有价值的研究纳入Ｍｅｔａ分析乜“。当存在两种类

难度。总之，ＣＥＲ可为卫生保健部门和患者提供更

型研究数据时，为提高统计学效力和减少偏倚，使用

多信息，使其作出更好的决策，在实施过程中应注意

Ｍｅｔａ回归判定异质性来源陋６Ｉ。对多种治疗措施的

方法学、实用性及道德伦理问题。

疗效评价，可使用间接比较的网络Ｍｅｔａ分析陋…。③
证据交流。疗效比较只是第一步，为使患者获益，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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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已标注数字对象惟一标识符
数字对象惟一标识符（ｄｉｇｉｔａｌ ｏｂｊｅｃｔ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ＤＯＩ）是对包括互联网信息在内的数字信息进行标识的一种工具。
为了实现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内容资源的有效数字化传播，同时保护这些数字资源在网络链接中的知识产权和网络传播
权，为标识对象的版权状态提供基础，实现对数字对象版权状态的持续追踪，自２００９年第１期开始，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纸版
期刊和数字化期刊的论文将全部标注ＤＯＩ。即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除科普和消息类稿件外，其他文章均需标注ＤＯＩ，ＤＯＩ标注
于每篇文章首页脚注的第１项。由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各期刊编辑部为决定刊载的论文标注ＤＯＩ。
参照ＩＤＦ编码方案（美国标准ＡＮＳＩ／ＮＩＳＯＺ３９．８４—２０００）规定，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标注规则如下：“ＤＯＩ：统一前缀／学会标

识．信息资源类型．杂志ＩＳＳＮ．料料一料＃．年期．论文流水号”。即：“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女￥｝一料料．ＹＹＹＹ．ｎｉｌ．ｚｚｚ”。
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标注ＤＯＩ各字段释义：“１０．３７６０”为中文ＤＯＩ管理机构分配给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的统一前缀；
“ｃｍａ”为中华医学会（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缩写；“ｉ”为ｊｏｕｒｎａｌ缩写，代表信息资源类别为期刊；“ｉｓｓｎ．料料一｝¨木，’为国际
标准连续出版物号（ＩＳＳＮ）；“ＹＹＹＹ”为４位出版年份；“ｒｌｎ”为２位期号；“ＺＺＺ”为３位本期论文流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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