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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与实验效力与效果
唐全陵杨祖耀

【导读】作者以２０１２和２０１３年在中国医师协会循证医学年会上的两次讲座内容为基础，重
点分析“观察”与“实验”的区别以及“效力”与“效果”的关系，讨论评估效力和效果时研究类型的选
择，强调现实世界研究的大数据增加的精确性不能替代实验研究的真实性，并依此阐述大数据观
察性现实世界研究在评估疗效中的作用。文中的讨论也有助于决策者根据研究设计判断证据的
真实性，以便更好地进行医学实践。文后附有特邀专家对该文的点评。
【关键词】疗效；实验研究；随机对照试验；观察性研究；现实世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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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观察与实验：现代流行病学是在人群中定量

实验和观察的本质区别在于其科学性，而非研究的

地研究有关健康、疾病以及医疗卫生服务一般规律

问题。因此，严格意义上讲，如果不具备通过对其他

的方法论“４ ３。其常见的研究设计包括病例系列、横

断面研究、病例对照研究、队列研究、随机对照试验

实验条件的控制而获得的组间可比性，这样的“实验
研究”与“观察性研究”在结果真实性上无本质区别，

和系统综述。按照设计特征，：更可分为观察性研究

同样存在观察性研究常见的混杂偏倚和其他偏倚。

和实验研究，或简称观察和实验。顾名思义，观察性

只有严格控制其他研究条件和具有组间可比性的干

研究是在无研究者影响或控制的“自然条件下”进行

预研究，才可能与观察性研究区分开来，成为真正意

的研究，而实验研究则是在研究者完全或部分控制

义上的实验研究，而随机分组则是实现组间可比性

的“非自然条件下”进行的研究，可获得比观察性研

的关键。因此实验和观察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采

究更可靠的结论。

用了随机分组，区别的本质是组间的可比性，而非

流行病学研究中研究者可控的条件有两方面，
一是对暴露状态的分配，二是对其他研究条件（如组

旋加的干预，后者仅仅使研究者实施随机分组和形

间可比性）的控制。研究者对暴露分配的介入就是

的必然因素（图１）。

干预，即研究对象是否处于某种暴露状态（例如是否

现代流行病学已将实验研究等同于随机对照试
验幢，４圳，而其他流行病学研究设计均属于观察性研

接受某种治疗）不是自然条件下形成的，而是研究者

成真正的实验条件成为可能，并不是实验条件形成

研究，在临床研究里称做临床试验，即对一项治疗措

究。在流行病学里常被冠为“实验”研究的目的及其
与随机对照试验的区别见表１。特别值得一提的

施作用的试验（ｔｒｉａｌ）。干预研究常被等同于实验研

是，并非所有的“临床试验”都是“随机对照试验”或

究。这样区分实验研究和非实验研究（观察性研
究），本质上是依据研究问题亓百进行的分类。然而，

真正意义上的实验，“试验”与“实验”的区别在于前
者是测试一个干预的效果，而后者则强调对研究条

的主动行为。由研究者主动施加干预的研究称干预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４．０３．００１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８１２７３１７］）
作者单位：香港中文大学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流行病学部香港
中文大学深圳研究院深瑚Ｉ市卫生风险：制行重点实验室
通信作者：唐金陵，Ｅｍａｉ［：ｊｌｔａｎｇ＠ｃｕｈｋ．ｃｄｕ ｈｋ

件的控制。据此可知，临床试验既可以是实验眭的，
也可以是观察性的。例如交叉试验、序贯试验、析因
试验和单人交叉试验，如果分组和交叉是随机形成
的，则属于“实验”，否则等同于观察，或称类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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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可用于评估干预效果研究的真实性阳

设计。
因此按研究的真实性进行分类，有助于研究者

在评估一项干预措施的不同阶段合理地选择研究设
计，并利于决策者根据研究设计判断其结果的真实
性，更好地开展医学实践哺。“。尽管如此，本文并不
排除流行病学研究其他分类方法的合理性，虽然有

些分类同时使用两种或以上的研究特征，易引起逻
辑上的混乱。

２．实验与实践条件的差异：研究设计决定结果
图１观察性研究与实验研究的区别

的真实性。而研究结果的意义和价值。则取决于研

用研究的科学性而不是研究目的对流行病学研

究的问题，即研究的问题越重要，结果的价值就越

究进行分类，还在于不同研究类型可用于同一研究

高。随机对照试验的研究问题南ＰＩＣＯＳ［即ｐａｔｉｅｎｔ／

目的，同一研究类型也可用于不同的研究目的（表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患者或接受干预的人群）、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２）沁『。例如在人群中研究干预的作用，并非必须使
用实验研究，也可以是观察性的，尤其是初期测试和

（测试的干预措施）、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ｏｒ（对照组的干预措

后期对慢性毒副作用的调查。另外，由于伦理的限
制，研究者不能在研究对象人群中人为施加可能有

的环境和条件）］决定，其结果的实践意义也就取决
于ＰＩＣＯＳ的设置ｍ ３。例如，在常规治疗基础上，三甲

害的病因或危险因素，所以在人类中进行的实验研

医院急性心肌梗死住院患者预防性使用利多卡因是

究只能用于评估可能有益的干预措施［２】。因此，不

否可以降低患者死亡的机会？该研究问题中，Ｐ＝急

同的研究问题均有适合自身的最佳、可行的研究设计

性心肌梗死患者，Ｉ＝利多卡因，Ｃ＝无利多卡因治

（表３）陋１。研究类型的区别及其设计的严谨程度决

疗，０＝死亡，Ｓ＝服务水平最高的一类医院。

施）、ｏｕｔｃｏｍｅ（使用的结局指标）和ｓｅｔｔｉｎｇ（实施干预

定了流行病学研究结果和结论的真实性。就可用于

出于可行性、安全性和科学性的考虑，随机对照

评估干预效果的研究设计而言，随机对照试验结果

试验的ＰＩＣＯＳ常常与实践存在差异，尤其是初期探

的真实性一般高于观察性队列研究（图２）【９。“，有盲

索疗效的试验。实验一般是在理想的控制条件下进

法的随机对照试验结果的真实性又高于无盲法的随

行的，而实践则发生于现实的自然条件下。比如实

机对照试验。因此在研究同一问题时，不同的研究

验研究多采用诊断明确、病情稳定、依从性高的典型

设计就具有不同的定位和作用。本文重点讨论在评

病例，而实践中必须包括非典型病例的治疗；实验研

估干预作用时，如何根据研究目的选择适合的研究

究多采用安慰剂作为对照，而实践中往往需要在不

表１流行病学中常被冠以“实验”的研究与随机对照试验的区别
研究种类

研究目的及其与随机对照研究（真正的实验研究）的主要区剔

干预研究评估医学干预措施的研究，常被等同于流行病学实验；但其研究设计既可以是实验研究，也可以是观察性研究
临床试验评估临床治疗措施效果的干预研究，其设计可以是实验研究，也可以是观察性研究
类实验

属于评估干预效果的研究，使用的是非随机分组形成的对照组．或不设平行对照，以自身前后作为对照，其设计更接近观察性研
究，又叫半实验或准实验

社区试验属于评估于预效果的研究。一般流行病学研究的观察和分组单位是一个个体，在社区试验里，观察和分组单位为一个群组（如社
区、工厂和学校），等同于临床试验里的群组试验（ｃｌｕｓｔｅｒｔｒｉａｌ），其设计可以是随机对照试验，但由于受研究群组数量和随机分组可
行性的限制，此类研究多是观察性研究
现场试验属于评估干预效果的研究，但现场试验是一个定义十分模糊的词汇，一般指在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领域、在非临床环境的现场进
行的有关干预的研究，可为社区试验，多为观察性研究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４年３月第３５卷第３期Ｃｈｉｎ

Ｊ

表２流行病学研究设计及其主要应用领域”
研究设计

’２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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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直用领域

对照。使用终末结局评估干预措施效果的研究也称
结局研究（ｏｕｔｃｏｍ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即关于医学实践活动

随机对照试验

干预、筛查、诊断和管理模式效果，副作用

队列研究

病因，副作用，疾病预后和转归，疾病负担

病例对照研究

病因，副作用，诊断

现况调查

疾病负担，卫生服务需求评估，诊断准确性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口９Ｉ，比较疗效研究也可以通过系统综述来

系统综述

各种研究结果的总结和整理

实现，如网络Ｍｅｔａ分析脚］。重要的是，效果试验多

表３常见医学问题的最佳研究设计随

最终结果的研究ｎ…。而采用现行治疗作为对照研究
则属于比较疗效研究（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是在代表一般实践条件的医疗场所进行的。

研究设计

然而，在医疗服务条件和医生素质方面，理想和

疾病负担

ｊｊＩｌ况和队列研究

实际的医疗环境是相对的，美国的理想医疗环境高

病因和危险因素

队列研究

于我国，我国实际医疗环境在不同地区也不尽相

预后和预后因素

队列研究

干预（含筛检）的效果

随机对照试验

诊断的准确性

：现况研究

立的情况，而是一个从最好到最差的连续现象。好

罕见的病因

病例对照研究

和差是相对的，一个医院在一个地区可能是比较好

罕见的药物慢性副作用

病例对照研究

患者和服务现状

现况研究

总结现自的研究证据

系统综述

的，而在另一个地区则可能是比较差的。因此，从理
论上讲，“效力”还存在最大效力和最小效力，“效果”

医学问题

同。因此，理想和实际条件并非截然分开的两种独

也存在最大效果和最小效果，从最大效力到最小效
同的有效治疗中进行选择；实验研究采用的结局指

果应是一个连续现象。当研究效力的服务条件优于

标可能是中间替代变量（如血压），而实践中更关心

研究效果的服务条件时，效力应大于或等于效果。

的是终末变量（如心肌梗死）；研究多是在优越或高

当效力等于或接近效果时，说明该项治疗对医疗环

于一般的医疗条件下进行，实施者多是有经验的高

境要求不高，易推广，且使用面宽（如各种同类患

水平的医生，对各项条件的严格控制使得干预措施

者），很多药物治疗都是如此；相反，当效果远远小于

的作用趋向最大化，而实际治疗中，由于条件和资源

效力时，说明该项治疗需要一定医疗条件的保障，不

限制，不可能像做研究那样严格控制这些条件，从而

易推广，很多复杂的外科手术即属于此类。

使干预措施的作用被多种影响因素“稀释”甚至完全

４．观察和实验的互补作用：关于观察和实验以

消除。因此研究在理想条件下显示的疗效的大小往

及效力和效果的概念，在临床流行病学领域已有广

往不能在实际医疗环境中得到验证和实现。干预措

泛讨论和认识。在人群中进行药物治疗测试的过程

施还需要在实际或至少是接近实际实践的条件下进

中，为保障安全、缩短测试时间和降低费用，以及降
低未来大规模试验失败的风险，首先采用观察性研

一步评估。
３．效力与效果：为便于区别，通常将理想医疗环

究初步了解治疗毒副作用和效果是合理的，然后再

境下显示的疗效称作效力（ｅｆｆｉｃａｃｙ）、最大效果或理

进行更严谨的随机对照试验以确定疗效。然而，即

论效果，把评估效力的研究叫做效力试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使是大规模的试验，也不足以检出罕见的慢性毒副

ｔｒｉａｌ）、探索性试验（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ｔｒｉａｌ）或解释性试验

作用。因此在药物上市后，再次求助于观察性研究，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ｔｒｉａｌ）¨。‘”３。相反，在实际或接近实际的

调查药物可能引起的罕见慢性毒副作用，同样是合

医疗环境下显示的疗效称为效果（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把

理选择。可见观察性研究在药物评估中不可或缺，

评估效果的研究称作效果试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ｔｒｉａｌ）、

但观察性研究的重要性并不能取代实验研究（即随

实用性试验（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ｔｒｉａｌ）或验证性试验

机对照试验）在确定治疗效果中的关键性作用。在

（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ｏｒｙ ｔｒｉａｌ）ｎ卜¨］。由于需要征募大量患者，

不同评估阶段，根据不同研究目的，选择不同的研究

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ｒｅ ｔｒｉａｌｓ，ｍｅｇａ

设计和ＰＩＣＯＳ，正是西医药物测试的四期临床试验

大规模（多中心）试验（１ａｒｇｅ

ｔｒｉａｌｓ）多属于评估干预效果试验“…。因此，效力试验
应尽可能在理想的环境中进行，效果试验则应尽可

能模仿实际治疗环境。

的概念（表４）Ｈ’２。２…。
５．现实世界研究及其作用：由于随机对照试验

费用昂贵和实施困难，以及其ＰＩＣＯＳ组合与实际情

与效力试验比较，效果试验多采用患者和医生

况的差异，加之互联网时代大量常规医学数据的出

最关心的终末结局（如伤残、死亡和生活质量）来估

现，有人开始怀疑和挑战随机对照试验在确定干预

计治疗作用，并选择现行最好的或常规的治疗作为

效果中的作用阱＇２ ５Ｉ，并提出使用观察性研究最终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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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四期临床试验的比较“。ｎ
项目
目的

Ｉ期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４，Ｖ０１．３５，Ｎｏ．３

２３

Ⅱ期

Ⅲ期

Ⅳ期

了解新药的临床药理及人体安全性，初步评价有效性及一般的毒副作确定有效性及常见毒副新药上市后被广泛使用的
观察药物代谢动力学、人体对新药的用，建立剂量反应关系

作用

情况下，开展现实世界研

耐受程度、是否有不可接受的急性毒
副作用，为制定给药方案提供依据
研究设计

观察性研究：类实验

究，并监测罕见严重的慢性
毒副作用
观察性研究或实验研究：类实验、实验研究：严格设计的随观察性研究：队列研究、病例
小样本的随机对照试验、交叉试机对照试验，如大规模多对照研究或常规数据分析
验、序贯试验等
中心试验

人群／患者通常是健康志愿者；样本量常为十几高度选择的目标疾病患者；样本目标疾病的各类患者；样大批使用过和未使用过该药
至几十
干预

量常为几十至几百

本量常为几百至几千

多次给药，从初始安全剂量开始，逐渐Ｉ期试验中确定的剂量及给药方与Ⅱ期试验类似，一般给与Ⅱ期和Ⅲ期试验类似，具
加大，以确定人体可耐受而无毒副作式，可能包括≥２个不同剂量组
用的合适剂量

对照

者，入选标准一般较宽；样本
量常为几千以上

无对照组

药方案比较固定

体方案可能根据临床实际
做调整

可以无对照组。如有，可用无治疗、多为安慰剂或已被证明在现实世界中接受测试用药
安慰剂、同一药物的不同剂量或已有效的标准治疗

之外的任何可能处理

被证明有效的标准治疗作对照
结局

常见的实验室检测指标，如血球计数、疗效的替代结局；常见的急性毒疗效的终末结局；常见的罕见严重的慢性毒副作用，
肝肾功能检查、心电图等
副作用
急性毒副作用
如死亡

证现实条件下的疗效，而且认为这类研究完全可以

实验研究结果

通过分析常规收集的资料来完成陋６，２…。该设想最重
要的理由是临床治疗是基于患者实际情况而定，不

现

可能是随机的，尽管随机对照试验可以在十分接近

奁

现实的环境中进行，但是就随机分配治疗这一点，它

嚣

无法反映实际情况，因此随机对照试验的结果不可

现实世界研究（ｒｅ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８＇２９｜，那么现实世

＋＋

一＋

一

结
果

能反映实际疗效（实效），后者只能通过观察加以验

证。如果把现实情况下进行的研究称为实效研究或

＋

界

注：＋治疗有效；一治疗无效；第一、第二个符号分别代表实
验研究结果和现实世界研究结果；＋＋示治疗在两种条件下效果相
当，容易推广；＋一示①现实世界研究可能有误；②现实世界研究

界研究就是对疗效的最后测试。“现实”与“理想”相

可能正确，但效果随ＰＩＣＯＳ变化的可能性很大，治疗很可能在特殊

对，强调实际环境与理想环境的差别。亦有学者称

条件下或在严格质量控制下才会有效

之为真实世界研究，但是“真实”与“不真实”或“虚

图３实验研究与现实世界研究结果不同的４种可能性

假”相对，随机对照试验的条件并非不真实，只是在

验证才具有意义。在情况①，现实世界研究验证了

常规实践中较难达到而已，因此我们认为用“现实”

效果的存在，说明疗效受实际医疗条件的限制较小，

更妥当。广义地讲，现实世界研究包括观察性研究，

易推广；相反，情况④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现实

也包括在接近现实世界环境中进行的随机对照试

世界研究的阴性结果有误；二是其结果正确，但并不

验。但在非随机决定治疗的现实世界中，治疗效果

能否定疗效，可能说明治疗生效还应满足一定的医

只能通过观察进行验证。因此狭义的现实世界研究

疗条件和环境，如医生素质、诊断和护理质量、患者

排除了任何随机对照试验，仅指观察性研究。

依从性等。

那么，现实世界研究（或观察性实效研究）在评

由此可见，在评估干预措施效果时，现实世界研

估疗效中的意义何在？比较实验研究和现实世界研

究的特殊作用在于检验理想条件下已经证明有效的

究的结果，有四种可能：①两种研究均显示治疗有
效；②均显示治疗无效；③实验研究显示无效，现实

措施在一般环境下是否仍然有效。当然，一些效果

世界研究显示有效；④实验研究显示有效，现实世界

糖及乙醚麻醉的效果，通过现实世界研究就足以可

研究显示无效（图３）。众所周知，实验研究的真实

靠地证明，不必再开展费时费力的实验研究３０】。现

性高于观察性研究，当两者不一致时，观察性研究结

实世界研究本质是观察性的，因此存在所有观察性比

果更可能是错误的。由此推论，在实验研究显示无

较研究共同的问题——混杂。在观察性研究里控制

效时，现实世界研究的进一步验证是没有意义的，只

混杂的方法有很多，例如在设计阶段可以采用匹配

有当实验研究显示有效时，现实世界观察性研究的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和限制（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但两者在前瞻性研究

非常显著的干预措施如断指再植手术、胰岛素降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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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４，Ｖ０１．３５，Ｎｏ．３

和病例对照研究中控制混杂的能力有限心·３Ｉ。“匹配”

了随机分组，实验研究的真实性高于观察性研究。

在前瞻性研究中费时费力，在病例对照研究巾是无效

“效力”是一项干预措施可能的最大有益作用，“效

的呛。］，“限制”在两种研究中都会使入组人群大大减

果”是指该措施在实际条件下的作用。“实验和观察”

少。在数据分析阶段，可采用标化（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是指不同的研究类型，“效力和效果”是指不同的研

分层分析（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ｅ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和多元回归分析

究目的。不同研究类型可用于同一研究目的，同一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乜＇“，其中使用最多的是最后一

研究类型可用于不同研究目的。干预措施的评估应

种，可以同时有效控制多个混杂因素。此外还可使

循序渐进（观察一实验一观察）。实验研究只能用于

用倾向评分（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以及控制未知变量潜

评估干预，但评估干预的研究并不都是实验研究。

在混杂的手段（如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实验条件下展示的效果能否在实际条件下得到重

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复，只能利用现实世界的观察性研究予以验证。但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和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ｄｅｓｉｇｎｓ等方法）同时控制多个已知或未知的混杂因

在现实世界中验证疗效的重要性不能否定实验研究

素［３１｜。但在控制“混杂”的意义上，上述方法均没有
随机分组有效。因此观察性研究的真实性一般低于

的必要性。同理，当实验研究的效果无法在现实情
况下重复时，仅凭此不足以否定干预的效果，因为观

实验研究，更无法替代实验研究。关于利用常规资料

察性研究的结果可能有误，也可能干预需要高质量

评估干预效果的其他方法学问题，请参见文献［３］。
如果现实世界研究的结果可信，当实验研究显

的服务条件方能生效。重要的是，现实世界并不是
一个单一的状况，而是千变万化，如果一项治疗的效

示某治疗有效而现实世界研究显示其无效时，其原

果对治疗条件的依赖性很高，我们不可能在所有具

因大致有两种。一是现实世界研究的某些要素与实

体的现实情况下进行测试，然后决定在什么条件下

验研究明显不同，例如实验研究中实施某种干预者

均为高水平医生，并有高端医疗设备辅助，而现实世

可以推荐。更实际、可取的方法是，根据研究中的服
务标准，改善当地实际的诊疗和服务质量，以获得应

界研究的人员及环境不具备此条件；二是现实世界

有的疗效。

研究的某些要素与实验研究部分不同，例如实验研
究纳入的是病情单一、依从性高的患者，而现实世界
研究除此之外还纳入了患有其他疾病的复杂病例和
依从性低的患者。对于第一种情况，做好过程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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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医学强调证据分级，在评价疗效时“最佳证据”主要来自随机对照试验（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ＲＣＴ）及其系统综述和Ｍｅｔａ分析。但经典的ＲＣＴ通常要求研究对象患单一疾病，采用标准治
疗和单一干预措施，从而评价干预措施在理想状态下所能达到的最大效果，即理论疗效或效力（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而在临床实际中，患者通常罹患多种疾病，同时接受多种治疗措施，最终疗效是欲研究的干预措施与其他各
种处理因素（如治疗方式、管理、辅助治疗等）的综合效果。为了帮助临床医生、患者和管理者更好地进行诊
疗决策，仅有理论疗效是不够的，还需要提供这些疗法在“真实世界”中的实际疗效或效果（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因此，近年来疗效比较研究（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Ｒ）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ＣＥＲ的兴起不仅

为临床研究开启了新天地，也为流行病学，尤其是观察性流行病学研究方法用于临床疗效评价带来机遇，但

观察性研究能否取代实验性研究，二者有何联系与区别，如何根据不同的临床问题选择最佳研究设计等，均
是当前迫切需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香港中文大学唐金陵教授和杨祖耀博士撰写的“观察与实验

效力与

效果”一文针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并提出一些独到见解，不仅为读者了解国际此领域新的研究进展
提供大量信息，且有助于推动内地学者对流行病学一些本质问题的思考和探讨。
观察性研究主要的特点是研究对象客观存在的各种特征，研究者并不能将研究因素随机分配予观察对
象，只能靠全面、客观的描述或精心设计的方案对人群现象进行分析、比较、归纳和判断，以揭示事物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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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４，Ｖ０１．３５，Ｎｏ．３

联系。观察法相对于实验法而言，易实施，且伦理学问题相对较少。但研究中也存在多种偏倚，影响结果的
真实性。实验性研究将人群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人为地给实验组施与措施，如待评价的新药、疫苗接
种等，对照组则给予安慰剂，或不给任何措施。在相同的条件下，随访并比较两组人群的结果以判断措施的
效果。由于实验研究对象对处理因素的暴露是由研究者随机分配的，能够控制各种外部因素的影响，因此结
论可靠，可以论证因果关系假说。当然，有时难以做到严格的随机分组，即为非随机对照试验。
实际上，关于观察与实验在群体医学研究中作用的辨析由来已久。世界上第一个严格意义的ＲＣＴ设计
者Ｈｉｌｌ…爵士于１９５３年在Ｎｅｗ。Ｅｎｇｌａｎ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发表文章曾讨论该问题，认为实验的科学性高于观

察，但二者并非对立的关系，好的观察性研究结合恰当的统计学分析可以得出因果的结论，如伦敦宽街的霍
乱研究、孕期风疹感染与出生聋儿关系研究以及吸烟与肺癌的研究；而缺乏严格设计的某些疫苗现场试验虽
然称为实验研究，其结果未必真实可信。因此，即使难以开展实验研究，至少要有严谨的实验性思维。当然，
也有学者持不同观点，如Ｈｅｍｔａｎ［２１１９９４年在Ｌａｎｃｅｔ发表文章指出，过于强调实验限制了临床医学研究的发

展，尤其当ＲＣＴ在不必要、不适当、不可能或者伦理法律不允许的情况下，需要观察性研究来评价保健的效
果·“。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年发表的几篇系统综述更是将观察与实验的争论再次点燃ｎ“１。这几篇基于文献的研究提
示尚未发现某种设计可比另一种设计得到更大的效果，而设计良好的观察性研究与同一主题的ＲＣＴ相比不会
系统地高估干预的效果。由此说来，观察性研究似乎可以代替ＲＣＴ。事实的确如此吗？２００１年ＭｃＭａｈｏｎ＂１通

过一个队列研究说明，在药物效力的评价上，即使采用严格的队列设计，尚有混杂问题无法克服，因此观察性
研究的作用有限。Ｉｏａｎｎｉｄｉｓ等隋１的系统综述也支持该结论。什么时候观察性研究像ＲＣＴ一样可信呢？
Ｖａｎｄｅｎｂｒｏｕｃｋｅ【９１２００４年提出，只有兼顾选题、设计和分析三方面的限制（ｔｈｒｅｅ．ｐｒｏｎｇｅｄ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才能帮助观

察性研究获得可信的结果。区７此，实验与观察都是科学，但应恰当使用ｎ…。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电子医
疗记录（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ｒｅｃｏｒｄ，ＥＭＲ）数据库用于疗效评价的设想也被提了出来。鉴于ＥＭＲ是临床管理

工作的记录，而非专门为科学研究所设计，因此数据的质量以及非随机观察性研究的特点就是主要的挑战，
需要开发新的统计学分析指标和方法处理已知及未知的混杂，如倾向评分、工具变量、本底事件率比值（ｐｒｉｏｒ
ｅｖｅｎｔ ｒａｔｅ

ｒａｔｉｏ，ＰＥＲＲ）调整等¨“。

当然，如何清晰划分观察性研究与实验性研究，传统上是按干预措施是否由研究者决定和分配加以区
分，目前的百科全书，包括国内外大部分教材也是如此分类；而该文作者将“干预”作为前提，是否随机分组怍
为区分的主要依据，可视为一：仲学术观点。其实，没有“干预”这个大前提，泛泛地探讨是否随机分组没有意

义；但有了“干预”，如果不是严格意义的随机分配，可能会影响对比组之间的可比性。因此，二者的本质区别
应该是得到的关系（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Ｆ同，观察性研究结果显示的是相关或统计学关联（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而实验性研究结果显示的是因果关系（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总之，如何分类实验与观察是学术界需要不断探讨和逐
步达成共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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