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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点回归设计在临床治疗性研究中的应用
张华，王晓晓，曾琳，李楠，陶立元，石岩岩，褚红玲，倪凯文，赵一鸣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临床流行病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191）

【摘要】 随机对照试验的证据等级较高，但因其实施成本较高、外部真实性较低和伦理要求等原因而限制
了其在临床开展和应用，而传统的观察性研究由于存在各种混杂因素导致内部真实性降低，从而降低了证据等
级。断点回归设计（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RDD）是在自然条件下观察比较阈值附近的人群，其控制混杂
的能力仅次于随机对照试验，可提供较高等级证据。它适用于干预（或暴露）与某连续变量的数值直接相关的情
况，如 HIV 患者是否需要抗逆转录病毒治疗主要取决于其 CD4 细胞计数是否低于 200/μL。因为连续变量的测量
存在随机误差，在阈值附近是否给予干预是接近随机的，阈值附近干预和非干预组患者基线应该是均衡可比的。
根据这一假设，比较阈值附近人群的结局，即可估计干预（或暴露）与结局的因果效应。RDD 在医学中主要适用
于分类结局的研究，其中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基于似然比的估计方法、贝叶斯方法是较常用的模型估计方法。然
而，RDD 的适用条件和对样本量的要求限制了其在医学中的广泛应用，随着数据可及性的提高和真实世界研究
的发展，RDD 将更多地应用于临床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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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evel of evidence in 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ies is high, but it cannot be widely applied due to
its high cost, external authenticity, ethics and other reasons. The traditional observational studies reduce the internal
authenticity due to various confounding factors, and the level of evidence is low.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RDD) is
a design that observes and compares outcome of object around the threshold under practical clinical conditions. Its ability
to adjust confounding factors is second only to that of randomized control studies. It can be used in cases where the
intervention (or exposure)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value of a continuous variable, for example, whether an HIV patient
needs antiretroviral treatment mainly depends on whether the CD4 cell count is lower than 200/μL. Because the
measurement of continuous variables has random error, whether intervention is given near the threshold is close to
random, and the baseline of patients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and non-intervention group near the threshold should be
balanced and comparable. Based on this assumption, the causal effect of intervention (or exposure) and outcome can be
estimated by comparing the outcomes of populations near the threshold. RDD is mainly applicable to the study of
classification outcomes in medicine, among which two-stage least square method, likelihood ratio based estimation
method and Bayesian method are more commonly used model estimation methods. However, the application conditions
of RDD and the requirement of sample size limit its extensive application in medicine.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data
accessibil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eal world research, RDD will be more widely used in clinic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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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是临床研究因果推断的最佳研究设计类型，
但其实施受到多方面限制。首先，RCT 的时间成本
和经济成本非常高，实施过程比较困难；其次，其
外部真实性受到质疑，原因是研究的入选和排除标
准比较严格，多数 RCT 结果是在理想情况下估计
干预措施与结局的因果关系，而非在真实环境中；
再者，某些 RCT 方案因不符合伦理原则而不能组
织实施。当临床治疗性研究在条件受限时需要调
整技术路线，其中采用观察性研究方案进行因果关
系推断是学术界探讨的一个方向。在观察性研究
中，准确因果推断需要一个假设：没有混杂因素干
扰。违反这条假设会导致因果效应的估计出现偏
倚，从而降低了观察性研究的内部真实性。
断点回归设计（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RDD）是在约束条件下分析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实
证方法之一[1, 2]，其已在经济学等领域广泛应用。近
年来 RDD 逐渐应用于医学领域，如临床护理、健康
行为方式、社会决定因素、环境暴露等，在临床治
疗性研究中也出现了成功运用的案例，成为我们学
习理解 RDD 的窗口。本文将介绍 RDD 的原理，并
举例其在治疗性研究中如何实现因果关系推论。

2 RDD 的定义
当是否实施某种暴露或干预措施是由测量的
连续分布变量的阈值决定时，可考虑采用 RDD 来
进行因果关系推断。阈值决定原则在临床医学中
很常见，如胆固醇、血糖或出生体重等，当患者的
测量值高于或低于某个阈值时，就会给予该患者相
应的干预措施。而决定是否给予干预措施的连续
变量会因测量误差、抽样变异性及环境温度等偶然
因素而受到影响。这种测量值的误差是随机产生
的，这意味着在阈值之上和低于阈值的患者在所有
观察到和未观察到的基线资料应该是均衡的，这与
RCT 相似 [3]。而通过比较这些患者结果，可进行因
果关系推断，即 RDD。RDD 阈值是指南或政策规
定的界值，如正常值范围的上下限，或某项治疗的
应用指征等。RDD 可分为两类 [4]，第一类，临界值
是确定的（sharp），即在临界值一侧的所有观测点
都接受了干预；反之，在临界值另一侧的所有观测
点都没有接受干预，称为确定型 RDD（sharp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SRD）。此时，接受干预的
概率从临界值一侧的 0 跳转到另一侧的 1。以艾滋

病抗逆转录病毒治疗为例，如果 CD4 细胞计数低
于阈值 200/μL，那么就会对患者实施抗逆转录病毒
治疗，否则不给予治疗 [5]。第二类，在多数情况下，
干预方案不是由连续变量的阈值完全决定的，而是
有概率的，即临界点是模糊的（fussy），即在临界值
附近，接受处置的概率是单调变化的，称为模糊型
RDD（fussy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FRD）。如临床
医生仅在一定程度上根据阈值决定原则对患者进
行治疗，而这种判断主要根据医生自身的临床判
断，即是 FRD。以艾滋病抗逆转录病毒治疗为例，
如果 CD4 细胞计数低于阈值，或患者出现较重的
临床症状，那么他们就会获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
这种类型即为 FRD[6]。Hahn 等[7]证明了在一定假设
下，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断点回归，都可使用临界
值附近的样本情况来推断暴露和结局之间的因果
关系。

3 RDD 因果效应估计方法的理论及应用
3.1 因果关系推断的理论基础
本文简要介绍如何使用 RDD 进行因果推论的
方法。为方便论述，我们假设存在两种干预方案，
当然 RDD 也可推广到多种干预方案甚至连续暴露
变量。我们以一个 RDD 在临床研究应用中较经典
的真实案例 [5, 8] 来进行说明：对于 HIV 患者来说，
患者病情进展到哪一阶段开始进行抗逆转录病毒
治疗（anti-retroviral therapy，ART）一直是存在争议
的问题[9, 10]。有研究认为在 CD4 细胞计数在 200 以
下时使用 ART，也在研究者认为在 250～350 之间
就应该进行治疗，甚至有研究认为低于 550 就需要
进行治疗。虽然有相关的 RCT 研究，但检验效能
不足，未能解决该问题。在非洲国家的实际医疗常
规中，如果 CD4 细胞计数低于 200，或有 AIDS 四
期相关的并发疾病，或符合某个国家的标准时，患
者将接受 ART。我们将影响干预方案分配的连续
变量（如 CD4 细胞计数）记为变量 Z，其阈值（开始
治疗的临界值如 200/μL）记为 c；结局（如是否死
亡）记为 Y，进行治疗记为 1，不进行治疗记为 0；
治疗与未治疗的结果记为 Y（1）和 Y（0），治疗与未
治疗的期望结果记为 E（Y（1））和 E（Y（0）），单个
患者的参数用 i 表示。
在上述案例中，我们想观察 ART 是否可降低
HIV 患者的病死率，其最佳研究设计类型为 RCT，
但实施难度较大。如果采用观察性研究，影响患者
死亡的因素有很多，如未能识别和处理设计与分析
过程中的混杂因素，那么 ART 与死亡的因果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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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将存在较大偏倚。而一般观察性研究设计不
能识别和处理未知的影响因素，这也是观察性研究
设计所面临的挑战。RDD 通过对阈值 200/μL 周围
的数据进行分析，可避免和降低各种未知混杂因素
的影响。在阈值 200/μL 附近的一个小范围内（如
195～205/μL），由于测量误差的存在，使低于阈值
200/μL 或高于 200/μL 的测量结果是随机出现的，
此时对 CD4 细胞计数在 200/μL 以下的患者进行
ART 治疗，那这个范围内的患者是否进行治疗是接
近随机分配的。再进行一个极端的假设，当这个范
围趋于 0 时，即所有患者 CD4 计数约等于 200/μL
时，其治疗的分配是独立于其它因素的，类似于随
机分配的结果，此时进行因果关系推断就可避免已
知和未知混杂因素的影响。

ACE SR D =
lim fz"cgE [Yi Z i = z] ¡ lim fz#cgE [Yi Z i = z] (1)
在 FRD 中，公式 (1) 就是意向性治疗（intention
to treat，ITT）分析效果，即低于阈值 c 进行干预、
高于阈值 c 不进行干预，进行分析。ITTFRD 衡量的
是由阈值规则决定的 ITT 的效果。此外，治疗本身
的依从性会对结果产生重要影响，考虑这种影响
时，其结果称为依从者平均因果效应（complier
average causal effect，CACEFRD），即将 ITTFRD 除以阈
值处的治疗概率差异[4]。
CACE R DD =
lim fz"cgE [Yi Z i = z] ¡ lim fz#cgE [Yi Z i = z]
lim fz"cgP [Ti = 1Z i = z] ¡ lim fz#cgP [Ti = 1Z i = z]
(2)

采用 RDD 进行因果推断有两个假设条件 ：
① 连续变量 Z 在阈值 c 附近是连续的，即病例的

当公式 (2) 的分母等于 1 时，这时就是确定型
断点回归，此时 ITTFRD=CACEFRD=ACESRD；当分母为

CD4 计数在 200/μL 处是连续的，呈现均匀分布，如
果出现不连续，即分布不均匀，则存在人为操纵

0 时，没有发现不连续点，因果效应差异也没有被
识别。

CD4 计数的可能，这会导致治疗方案不是随机分配
的，因此不能使用 RDD。② 基线变量与结果 Y 的

在 SRD 和 FRD 中，都在阈值处计算因果效应
大小。如果可证明，无论 CD4 计数是多少，ART 治

关系在阈值 c 处是连续的。如果基线资料在 200/μL
处不连续，如年龄不连续，在进行因果推断时不能

疗可降低的病死率是恒定的，此时阈值处计算得到
的 ACE 可认为是在整个连续变量 Z 范围内治疗效

区分到底是年龄对死亡有影响还是是治疗对死亡
有影响，因果推断无法确定。如满足这些假设条

应的平均值。而此时 RCT 可被认为是一个特殊的
RDD，在这个设计中，随机数字是连续变量 Z。如

件，则所有潜在的混杂因素都在阈值附近的一个小
范围内保持均衡，治疗组在阈值附近的预期结果可

果治疗效应在连续变量各处是不均匀的，那么
RDD 应该被解释为在阈值 c 处局部的治疗效应。

估计，对照组在阈值处的预期结果也可估计，此时
两组在阈值处预期结果的差异与治疗存在因果关

由于对 Z 的测量存在随机误差，因此，在连续变量
Z 的单个值中确定的治疗效果可被认为是一个更大

系。尽管在阈值 c 处的连续性看起来像是一个非常
强的假设，但事实上连续变量 Z 存在测量误差，另

范围内（Zi-se，Zi+se）（注：se 为允许误差）真值的
加权平均值。此外，即使在整个 Z 范围内的预期效

外多数情况下无法精确地按是否低于阈值对患者
进行干预方案的分配，故上述假设条件在临床实际

应是不同的，它也可近似于在阈值周围的某个适当
范围内的平均值。可通过评估在 c 处的曲线斜率是

工作中较容易满足。
大多数研究应用断点回归估计两组在阈值附

否变化来检测接近阈值的效应异质性。需要小心
的是，局部效应可能无法推广到远离阈值的人群

[4, 5]

近的预期结果差值，称为平均因果效应（average
causal effect，ACE）[4]。在 SRD 中，患者因为在阈值
上（或下）而被分到不同的组。图 1 显示了结局的
连续条件期望函数。纵轴 Y 为预期病死率，横轴 Z

Y
E[Yi (0)| Zi=z]

为连续变量 CD4 计数。上方曲线为未治疗组病死
率与 CD4 计数的函数关系，二方曲线为治疗组病
死率与 CD4 计数的函数关系，实线表示观察到的
数据，虚线表示预测的条件期望函数，而预测的条

ACESRD
E[Yi (1)| Zi=z]

件期望函数并没有被实际观察到。可通过已观察
到的数据，在阈值处求极限来识别两组阈值处的效
应差异（ACE）大小。

C
图1

结局的连续条件期望函数图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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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阈值处，替代局部识别的另一种方法是通过

而二分类、计数、生存模型在临床研究中更加常

拟合整个 Z 范围内的条件期望函数来估计一个整
体平均因果效应，这需要知道两组中 Y 与 Z 的函数

用。对于 ACE S R D 和 ITT F R D 来说，非线性模型的
RDD 的扩展是非常简单的。只需要将连续性 RDD

关系。
3.2 因果效应估计方法

中条件期望值换成经 log 或 logit 转换的条件期望
值即可[14]。在上述案例中，可对病死率进行 logit 转

在 RDD 中进行效应估计需要估计公式 (1) 和
(2) 的极限。然而，如果曲线斜率在阈值的任意一

换，采用 logit（p）与 CD4 计数进行模型拟合，从而
进行因果关系推断。另外，RDD 可应用到其他的

端是非零的，那么这些平均值对真实平均值的估计
存在偏差。估计局部线性（或立方）回归模型可很

不依靠均值的参数，如乘法模型和量化回归估计的
边际效应等。

好 地 解 决 这 个 问 题 。 在 实 际 应 用 时 ， ACE S R D 和
ITTFRD 估计通常是使用在阈值范围的数据拟合结局

3.4 应用案例
如前所述，在 HIV 疾病进展过程中，何时进行
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在
开始 ART 治疗的时机选择上，没有较多的 RCT 证
据。几个较大的队列研究都存在一定的偏倚，如治
疗决策的选择原因及排除了所有未进行 ART 治疗
患者等。Bor 等 [6]使用南非的一个大型队列研究数
据（2007～2011 年），估计了在阈值（CD4 计数在
200/μL）处 ART 治疗对患者死亡率的影响。该研究
获取了患者的基本信息、治疗信息和随访信息，
HIV 患者 CD4 计数在 200/μL 以下或者有艾滋病 4
期相关的并发症即开始 ART 治疗。在注册的 4 391
人中 2 874 人开始 ART 治疗，共随访 13 139 人/年，
以 10 个细胞为宽度分组，分别计算每组的病死率，
使用病死率与 CD4 计数的分组拟合模型，分别得
到干预组和非干预组病死率与 CD4 细胞计数的关
系，进而得到在 200/μL 处的患者死亡率差异。相
对于在阈值附近且在 200/μL 以上的病例，在
200/μL 以下的死亡率下降 35%（ITTFRD=0.65），即认
为在阈值处 ART 治疗可减少 35% 的死亡率。

与连续变量 Z 的函数，并计算阈值 c 处的预测值差
异。一般情况下要符合如下模型：
E [Yi jZ i ] = 0 + 1 (Z i ¡ c) + 2
(3)
1 [Z i < c] + 3 (Z i ¡ c) ¤1[Z i < c]
β1为阈值以上直线的斜率，β1+β3为阈值以下直
线的斜率，β2为阈值处的差异。交互项 3 (Z i ¡ c) £

1[Z i < c] 表示治疗效果是可异质的。除非效应的函
数关系已知，否则有限样本的效应估计总是存在偏
差，但可通过使用更小的范围来估计模型，并通过
评估 z 的高阶多项式来提高估计结果的稳健性，从
而解决这个问题。
在 RDD 中，对数据进行无偏差的图形呈现是
必要的。断点回归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① 数
据的密度应该在阈值附近连续。如果患者（或研究
者）能够精确地操纵连续变量 Z，则不能使用断点
回归估计。② 基线的协变量应该在阈值上保持平
衡（即连续）。正如在 RCTs 中，基线观测值的均衡
性意味着被分配到治疗组和对照组的患者具有可
交换性[11]。
通常 RDD 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因果效
应的估计 [12]。其优点是可得到 ACE 的无偏差的估

4 优点和局限性
作 为 观 察 性 研 究 的 一 种 ， RDD 有 很 大 的 优

计，一般的统计软件都可实现，但对标准误差的估
计准确性较差。基于似然比的估计方法也可对因

势。首先，该方法因果推断的证据等级较高，有研
究者建议将 RDD 与 RCT 并列作为高证据等级的研

果进行无偏差的估计，且对效应误差的估计也较准
确。贝叶斯方法在 RDD 中有较大优势[13]，首先，贝

究设计类型[1]。Lee 等[15]认为在不适合开展 RCT 的
情况下，RDD 能够有效避免各种偏倚，特别是降低

叶斯方法可基于之前 RCT 的结果，设置先验概率
使贝叶斯估计更加准确；其次贝叶斯使用 MCMC

甚至消除未知的混杂因素影响，从而反映出变量之
间真实的因果关系[3]。其次，RDD 主要关注阈值附

方法使模型结构更加灵活，可提供与前两种方法一
样的准确性，特别是可设置条件概率和先验分布进

近的因果效应差异，这也正是临床决策的难点。例
如 CD4 计数低于 200/μL 时需要使用 ART，高于

行估计，因此可用于阈值宽度较大的研究。
3.3 非线性模型的 RDD

600/μL 时不需要使用 ART，但在 200～600/μL 之间
时是否需要服药存在较大的争议，而 RDD 关注的

RDD 最常应用于经济学领域，经济学结局指
标多为连续性，所以 RDD 通常使用线性回归模

正是这部分人群的干预效应，能够给临床决策提供
数据支持。

型，很少有二分类、计数、生存模型的 RDD 应用。

值得注意的是，RDD 并不是完美的方法：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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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传统 RCT，RDD 的统计效能较低，因为
RDD 只用到邻近阈值处的数据，要达到与 RCT 相
同的统计效能时，RDD 的样本量需要达到传统
RCT 的 3～4 倍以上[11]。因此，RDD 更适用于样本
量较大的研究及真实世界研究。② 需要预先评价
阈值附近协变量的均衡性和连续性，如果不均衡，
可能不适用 RDD。③ 因为是在阈值处进行因果效
应估计，故在向阈值远处进行推广时，应进行敏感
性分析，并慎重进行结论 。
我们希望在医学领域更广泛地使用 RDD，特
[3]

别是在越来越多地使用计算机观测数据和医保数
据的情况下，海量数据可避免局部回归模型样本量
较小导致的统计效能不足的缺点。同时在使用这
一方法时，应注意确保对参数估计是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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