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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N-of-1 试验具有应用于医疗相关经济学评价的潜力，但其尚处于探索阶段。在精准医学时代，能
够精确估计患者疗效和花费的优势有利于 N-of-1 试验在经济学评价领域的推广和应用。本文介绍了 N-of-1 试
验用于医疗相关经济学评价的必要性、可行性、指标选择、计算及影响因素，为研究者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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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troduction of economic evaluation of N-of-1 t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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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potential for N-of-1 trials to evaluate economics of health care, however, it is still in the
exploratory stage. With the advantage of accurate estimation of costs and effects, it is beneficial to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of N-of-1 trials for economic evaluation in the era of precision medicine. In this study, we introduce the necessity,
feasibility, selection, calculation of indicators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N-of-1 trials for economic evaluation, and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researchers to perform related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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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相关的经济学评价是近年来研究热点之
一。精准医学的兴起加速了医疗技术变革，对经济
[1]

学评价提出了新要求 。既往医疗相关的经济学评
价证据通常基于群体水平，在应用于个体临床决策
时可能存在一定的不足

[1, 2]

。N-of-1 试验是针对单

及影响因素，为研究者提供参考依据。

1 必要性
医疗费用的快速增长是全球面临的重大问题
之一。如何在确保医疗水平不降低的前提下合理

个患者开展的试验，主要用于疗效的个体化评价。

使用医疗经费是各国政府亟待解决的难题。开展

已有研究表明，N-of-1 试验可用于医疗相关的经济

医疗相关的经济学评价有利于合理配置资源、缓解

学评价，特别适用于个体水平，但目前相关研究报

医疗费用的过快增长。

道较少 。本文目的是介绍 N-of-1 试验用于医疗相

医疗相关的经济学研究，如卫生经济学、临床

关经济学评价的必要性、可行性、指标选择、计算

经济学、药物经济学等，都是应用经济学原理和方

[3]

法来研究和评估医疗成本与效果、效益、效用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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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其重要目的是合理分配健康资
源，指导政府医疗决策和临床合理用药等。
医疗相关的经济学评价证据通常来自群体水
平，如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监测研究等，其反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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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所有使用该措施的成本与效果、效益、效用等相
互关系。由于个体之间的差异，部分患者可因该治

（incremental effect，IE）、增量成本-效果比
（incremental cost-effective ratio，ICER）是成本-效果

疗措施而获益，而部分患者也可能不会获益。当个
体之间的变异较大时，这些差异会更加显著。群体

分析的三个重要评价指标。在群体水平下，IC 通
过计算干预组与对照组消耗的成本之差获得，公式

水平的证据能回答治疗措施性价比的问题，但很难
从总人群中剥离出对治疗措施起效的部分患者并

（1）。IE 通过计算干预组与对照组获得的疗效之差
获得，公式（2）。ICER 通过 IC 与 IE 之比获得，公

评价治疗措施的性价比。因此，群体水平的经济学
评价通常由于纳入了对治疗措施无效的患者而导

式（3） 。

致估计存在偏倚。将基于群体水平的经济学评价
证据用于个体临床决策时可导致资源的浪费，所以
开展个体化的经济学评价具有必要性。

[8]

IC = Cost int ¡ Cost comp

(1)

IE = E®ect int ¡ E®ect comp
IC
ICER =
IE

(2)
(3)

[2]

Nikles 等 给出了用于 N-of-1 试验的成本-效果

2 可行性
N-of-1 试验主要用于评估不同治疗措施在个
体患者内部的疗效。N-of-1 试验能够精确测量个
体患者的治疗成本和疗效，将有效的人群从总人群
中剥离并单独对其治疗的经济性进行评价。所以，
[3]

N-of-1 试验可以用于个体化的成本-效益评估 。
[4]
Scuffham 指出 ，N-of-1 试验非常适合对治疗费用
较高且尚无最优治疗措施疾病的经济学进行评价。
当开展经济学评价时，N-of-1 试验与随机对照
临床试验并不矛盾。当研究者关注的是整个人群
医疗相关的经济学问题时，应开展随机对照临床试
验。当研究者关注的是患者个体的医疗相关的经
济学问题时，开展 N-of-1 试验更具优势。将多个
[2]

N-of-1 试验合并也可实现群体水平的经济学评价 。
这两种研究设计在经济学评价中是互补的关系。
N-of-1 试验在合并过程中利用的是患者的个体数
据，所以，N-of-1 试验还可以用于干预措施成本和
[2]

获益在个体之间异质性的分析 。当研究人群较难
募集时，群体水平的临床试验可能较难开展或者周
期较长，N-of-1 试验所需样本量较小，更有利于研
究人群的招募。

3 指标选择和计算

分析计算方法。与群体水平下 ICER 的计算方法不
同，Nikles 给出的是针对单个 N-of-1 试验的 ICER
计算方法。IC 通过计算单个患者内部所有干预组
和所有对照组的平均花费之差获得，公式（4）。
IE 通过计算单个患者内部所有干预组和所有对照
组的平均疗效之差获得，公式（5）。ICER 通过单个
患者内部 IC 与 IE 之比获得，公式（6）。N-of-1 试
验由多轮次治疗构成。每个轮次包括一个干预治
疗期和一个对照治疗期。因存在受试者只完成其
中某一个治疗期的可能性，所以在指标的计算过程
中，试验组和对照组的分母 n 可能不同。当研究者
开展多个 N-of-1 试验时，可通过计算所有 N-of-1
试验 ICER 的平均值来获得群体水平下的 ICER
估计。
P
P
Cost int
Cost comp
IC i =
¡
(4)
n int
n comp
P
P
E®ect int
E®ect comp
IE i =
¡
(5)
n int
n comp
IC i
ICER i =
(6)
IE i
在基于 N-of-1 试验的经济学评价实践中，研
究者通常根据实际需要选择经济学评价指标。
[9]

经济学评价的指标包括成本-效果分析、成本[5]

Scuffham 等 开展的一项基于 N-of-1 试验的经济学
评价研究采用了半马尔可夫过程的决策分析模型、

效益分析、成本-效用分析等 。成本-效果分析是
经济学评价的主要方法之一。成本-效果分析中，疗

ICER、质量调整生存年等对开展 N-of-1 试验与仅采
[10]
用常规治疗的成本和疗效进行了比较分析。Pope 等

效和费用指标的选择至关重要。疗效指标的选择
受到疾病、人群、研究目的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费

在一项 N-of-1 试验与标准治疗有效性和经济性的
比较研究中，将患者消耗的时间转换成费用并计入

[6, 7]

用可分直接和间接费用、固定和可变费用等 。支
付者的不同（政府、个人、团体等）可影响经济学评
价的费用构成，所以开展 N-of-1 试验的经济学评价
[2]
时，研究者需要慎重选择疗效和费用的测量指标 。
增量成本（incremental cost，IC）、增量效果

经济学评价。

4 影响因素
4.1 N-of-1 试验的使用条件限制
开展 N-of-1 试验需要满足慢性疾病、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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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效快、停止治疗后疗效消失快等条件。也就是
说，N-of-1 试验并非适用于所有的疾病和满足所有
经济学评价的要求。

4.2 费用支付者的不同
不同支付者的立场可能不同，将会影响经济学
评价中费用的构成、研究是基于群体还是个体水平
等。从制定政策的角度来讲，群体水平的经济学
评估更有利于决策者做出决定。当研究目的是具
体患者用药经济性时，N-of-1 试验是一个不错的
选择。
4.3 N-of-1 试验的费用
开展 N-of-1 试验的费用应计入经济学评价。
N-of-1 试验的花费来自于多方面，如研究者培训、
讨论会、信息采集等。增加样本量可降低每个患者
所花费的平均试验费用。如研究目的是识别对药
物起效的患者并对这部分人群开展经济学评价，那
么筛选患者的费用也应当计入经济学评价中。由
于事先可能无法获知对药物起效患者占总人群的
比例，这可能导致费用的增加。
4.4 患者意愿
即使 N-of-1 试验发现患者选择某一种药物可
以在相同的成本条件下获得更优的治疗效果，也有
利于促进患者参与医疗决策、改善医患矛盾等。但
这不意味着患者一定要选用该药。在临床实践时，
患者可因各种原因而不选择最经济实惠的治疗措
施，如换药改变患者服药习惯、消费习惯、患者经
济水平等因素。此外，还需要结合医生意见等做出
临床决策。将 N-of-1 试验用于经济学评估只是获
取证据的途径之一，患者的临床决策仍需遵循循证
医学的原则。

5 小结
N-of-1 试验具有应用于医疗相关经济学评价
的潜力，但其尚处于探索阶段，精确估计患者疗效
和花费有利于 N-of-1 试验在经济学评价领域的推
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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