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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授内容

1. 概述

2. 干预项目评价步骤与方法

3. 倍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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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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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西北地区某贫困县在世界银行贷款支持下开展了
县级公立医院临床诊治技术优化和补偿机制改革
试点项目。其目标是通过实施优化的临床路径和
以临床路径为基础的单病种定额支付方式，辅以
电子化临床路径监管手段、定期价格调整机制以
及超支自负、结余归己的激励模式，充分调动医
务人员积极性，规范医疗行为，改进医疗质量，
控制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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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项目资助方要求，该项目开展了实施效果
评价。项目采用了准实验评价中干预前后平行
对照设计，以验证试点工作所取得的净效果。
通过选取试点区域内经济、文化、人文、医院
规模和能力、信息化建设程度相似的另一个非
世界银行项目支持县作为该项目评价的对照县，
分别收集干预县和对照县的10个试点病种在项
目启动和结束时病人住院费用、药品费用、自
付费用等信息，以及试点病种住院患者入院和
出院时的生活质量信息（EQ-5D量表），应用
倍差法对项目实施效果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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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干预项目的评价

干预项目评价：是对项目理论的检验，具

体而言是指系统地收集可靠、有效的项目

信息，通过分析比较，全面了解项目的因

果关系和作用机理，对项目的价值进行科

学全面地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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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评价需要对干预项目的价值进行判断；

• 2. 评价需要系统地收集干预项目可靠和有效的信息；

• 3. 评价的基本方法是比较；

• 4. 科学全面地确定一个干预项目；

• 5. 评价需要对项目干预机制进行系统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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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项目评价的内涵

干预项目评价主要是评价项目干预活动与

项目目标的关系、项目计划完成情况、项

目目标的实现程度（效果）及影响、效率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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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干预项目评价的目的

1. 扩大项目；

2. 选择最适宜的项目；

3. 决定继续支持项目；

4. 更好地应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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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干预项目的发展、实施都是假设; 
是否产生了效果，需要进行项目监测评价。

公共场所禁烟、公共卫生服务均等性、医疗卫
生改革；

慢性病管理、减盐控制高血压、应用信息化技
术社区控制和预防糖尿病及并发症。

经济影响、社会影响和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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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的形式

形成性
formative

发展性
developmental

总结性
summative

三、干预评价的逻辑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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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成性评价(formative evaluation)

目的是为项目决策者提供信息，以帮助他们

对项目进行完善。关注项目实施过程、运行环

境和项目的作用机制，为项目的推广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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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性评价(summative evaluation)

是对项目结果和价值进行判断，它关注项目的

产出、结果和资源的使用，属于外部评价。重点

关注项目的结果或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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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

活动

结果

•形成性评价

•总结性评价

•影响评价

产出

Impact
Impact

项目目标
影响

项目评价的logic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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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高中学校“数学干预项目”的评价。

投入：预算，高中数学教师，培训设施;

活动：设计新课程，教师培训，开发、印刷和分发新教科书;

产出：培训了1 000 数学教师，5 0000本教科书发给学生;

结果：教师使用新教科书，用新课程(new curriculum), 学生
遵循new curriculum，数学测验成绩提高(performance);

影响：高中完成率提高，高收入，高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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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产出和结果 影响

逻辑模型的两个假设

Text Text TextAction hypothesis：
依据行为改变理论。

Conceptual hypothesis：
依据科学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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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评价是寻求干预与影响之间的
因果关系，重要任务是控制各种偏倚后，
估计由项目或政策干预带来的净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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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排除的
影响

选择性偏倚

测量偏倚

混杂偏倚

抽样误差

影响评价的难点之一：排除或控制随机误差
和偏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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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评价的难点之二：Counterfactual

影响：

易感人群进行了疫苗接种，发病率为Y1；

如果对同样的该人群不进行疫苗接种，发病率为
Y1
*；

项目干预效果 = Y1–Y1
*。

这一易感人群已经进行了疫苗接种干预，因此无法
知道如果不干预的发病率（Y1

*）。

影响评价设计的关键是如何寻找counterfac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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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1                                                                  
(observedl) 

              
 
                                                                                                          

 
                                             

             Y 0       
 
 
 

                               t=0          t=1   tim e  
 

干预

我们可以观察到干预前的效果指标，也可观察到在干
预后该效果指标值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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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干预效果指标是多少？
Counterfactual非常重要。

            Y1                                                                  
(observedl)

 
              

 
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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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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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选择了适当的counterfactual后，
就可以估计干预效果了。

            Y 1                                                                       

                                                          Im p a c t  =  Y 1-  Y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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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 8Y = 8岁儿童身高岁儿童身高
增加（净效果）增加（净效果）

营养干预

家庭经济

遗传

X ‥‥‥
净效果是把其它影响效果指
标的因素排除掉，分析完全
由营养干预所导致的儿童身
高增加。

儿童营养干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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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项目评价

步骤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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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识别评价结果的使用者，了解项目信息需求；

• 了解与描述项目；

• 确定项目评价问题；

• 项目评价设计；

• 收集、分析和解释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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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识别评价结果的使用者，
了解项目信息需求

（一）卫生项目评价结果使用者的类别

1. 卫生政策制定者；

2. 项目资助者；

3. 项目管理者；

4. 项目受益者；

5. 项目潜在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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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类使用者对项目信息的需求

1. 政策决策者和项目资助者

这两类使用者趋向于得到能够帮助他们解决

更广泛卫生问题的项目信息。他们更关注项目的

整体效果，希望评价信息能够丰富他们对项目的

思考，使他们对项目作出整体性和综合性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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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管理者

项目管理者主要任务是按照项目设计方案

严格执行，他们更关心如何使项目实施得更好，

与类似项目相比时会有更好的效果。

项目团队最关心的是每天的工作和技术，

关心与项目实施相关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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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受益者

项目受益者对项目的效果会更感兴趣，他们

更希望知道这些治疗方案和服务项目的效果和费

用及哪些是具有成本效果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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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识别项目评价结果使用者的意义

• 首先，及时地将评价结果报告给使用者，可使其

掌握项目进展情况，以便加强对项目的控制，及

时纠偏；

• 其次，项目评价结果可帮助决策者对是否继续支

持项目做出客观判断；

• 最后，项目评价结果可为扩大项目范围、推广项

目经验等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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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了解与描述项目

项目的描述一般用概念模型和逻辑模

型，两种模型有所不同并相互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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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概念模型

概念模型更加综合地包括了哪些影响干预

效果的因素，一般用箭头和框图呈现重要概念间

的因果关系，框图表示干预措施和干预结果及影

响，而箭头反映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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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PRECEDE-PROCEED模型
医疗行为改变概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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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部横线部分展示了干预措施和策略、改变行为
的因素、干预结果和项目影响逻辑过程。

模型主体部分展示的是相关因素的作用机理，其
中个人倾向因素（predisposing factor）包括对临
床路径管理的知识、技能、态度、信念、主观标
准的影响等因素；激励与约束因素（reinforcing 
factor）包括奖励或惩罚因素，社会支持和表扬等
因素；可执行因素（enabling factor）包括可利用
的资源、设备和操作技能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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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逻辑模型

与概念模型相比，项目逻辑模型包括更

多更具体的项目信息，通常被评价人员作为评

价计划工具。

项目逻辑模型包括项目投入、活动、产

出、结果、影响五个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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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诊治技术优化和补偿机制改革试点项目逻辑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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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项目逻辑模型中，产出和结果的描述比较
容易混淆。

• 产出是指通过实施项目所产出的产品。一般以产品的
数量、质量和水平来反映产出。如章上例中项目的产
出为临床路径文本和操作系统、临床路径管理病种数
和病人进入临床路径管理率等。

• 而结果是指这些产品被干预对象应用后所带来的改变，
其重点是在干预前后的变化。结果可分为短期、中期
和长期结果，长期结果也被叫做影响，即项目干预实
施对机构、社区和体系层面所带来的更大范围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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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逻辑模型可以帮助项目评价人员计划项目的评

价，同时为项目评价、设计和实施人员提供一个探

讨和寻求共识的平台，也是为项目管理和评价人员

提供一份清晰的项目路径图，使评价人员与实施人

员在共识框架下谈论项目，有利于评价人员确定项

目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的指标和时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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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确定项目评价问题

常用的评价问题包括：

• 1. 项目有效吗？

回答项目是在理想状况下的有效，即功效

（efficacy），还是在通常环境下的有效，即效果

（effectiveness）。

• 2. 为什么有效，怎么有效的？

解释项目的有效性和项目有效性的形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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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全部效果是什么？

回答全部的项目效果，包括非预期的和长期效果。

4. 项目效果能持续多久？

回答项目效果的持续性。

5. 项目费用是多少？

回答项目已经使用的资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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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项目具有成本效果吗？

与其他项目进行成本效果比较，或进行自

身的投入产出比较。

• 7. 项目对象和项目人员怎么看待这个项目？

判断项目的可接受性和满意度。

• 8. 项目对其他部分人群也同样受益吗？

判断项目的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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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我们应怎样改进项目？

确保实现项目目标。

10. 项目是否达到预定的目标和要求? 

终止项目还是继续进行？

11. 怎么促进项目结果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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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评价设计

• 项目评价设计分类

• 项目评价设计具体方法

- 统计分析是建立在严

格的研究设计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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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试验
社区试验
现场试验

实验实验
研究研究
实验实验
研究研究

观察性观察性
研究研究
观察性观察性
研究研究

PPD
ITS 
RDD
PID

RPDD

准实验准实验
研究研究
准实验准实验
研究研究

描述性研究
分析性研究

项目评价设计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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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性研究：现况研究、患病率调查、
常规数据收集、病例报告。

分析性研究: 队列研究、病例对照研究、病
例交叉研究、生态学研究。

1. 观察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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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性研究

对获得的原始观察数据资料进行三间分布陈述

，即直观描述疾病、健康及其可能的相关因素在时

间、空间、人间上的分布，主要是有关疾病、健康

和相关因素分布的频率指标的计算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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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对照研究示意图病例对照研究示意图

比较 人数 暴露 疾病

病例

对照

+

－

+

－

a

c

b

d

）（ caa 

）（ d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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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人群
未患某
研究疾病

代表
性样
本

Yes

No

Yes

No

暴露组

非暴露组

时间顺序

是否暴露某个危险因子

结局（疾病）

队列研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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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顺序

过去 现在 将来

回顾性队列

双向性队列

前瞻性队列

回顾性收集已有的历史资料回顾性收集已有的历史资料

回顾性收集已有的历史资料回顾性收集已有的历史资料 继续前瞻性收集资料继续前瞻性收集资料

前瞻性收集资料前瞻性收集资料

队列研究类型示意图队列研究类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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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访观察

结局事件不发生

结局事件发生

结局事件不发生

随
机
分
组

2. 实验研究

结局－

结局+

实验组
（干预措施）

对照组
（对照措施）

样本
目标
人群

结局+

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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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 前瞻性随访观察；

干预 施加一种或多种人为干预处理；

随机 研究对象随机分配到比较组；

对照 有平行的或可比的对照组。

基本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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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试验和社区试验均是以自然人群
作为研究对象，在现场环境下进行
的干预研究；但前者接受干预措施
的基本单位是个人，后者接受干预
措施的基本单位是整个社区，或某
一人群的各个亚人群(学校的班级，
工厂的车间或城市的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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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试验以没有患病的人作为

研究对象，接受处理或某种

预防措施的基本单位是个体。

为了提高现场试验的效率，

一般在高危人群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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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试验以人群作为整体进行试验观察，

常用于对某种预防措施或方法进行评价。

接受干预的基本单位是整个社区，或某

一人群的各个亚人群（学校的班级，工

厂的车间或城市的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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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干预措施效果；

危险因素或病因评估；

评价卫生服务措施质量；

评价公共卫生策略。

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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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比较试验设计 (PPD)

设平行对照的前后比较试验设计(倍差法)

中断时间序列设计 (ITS)

设对照组的中断时间序列设计

回归中断设计 (RDD)

阶段实施设计 (PID)

回归点置换设计 (RPDD)

3. 准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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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后比较试验设计

前后比较试验设计:

试验前 ×

设平行对照的前后比较试验设计:

试验组 ×

对照组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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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断时间序列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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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对照组的中断时间序列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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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措施分阶段实施时，先接受干预措施
的为干预组，后接受或未接受干预措施
的为对照组。为干预找到了一个合理的
对照。

（3）阶段实施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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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前后比较设计,使用集合数据,一个试验
组(一个点)与对照组(多个点)。

（4）回归点置换设计(RPDD)(RPDD)

N(n=1) O X O
N 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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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新经济发展计划(NEDP)在某县实施后
的效果。

实施2年干预。

评价指标：失业率。

20个在大小和其它指标可比较的县为对照。

在实施干预的前一年和干预后2年的失业率
情况。

分析方法：协方差分析（ANCOVA）

例：例：RPDDRPDD实例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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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收集、分析和解释证据

（一）数据收集

• 1. 观察法

• 2. 访谈法

• 3. 问卷法

• 4. 测量

• 5.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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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内部有效性(Statistical Internal Validity): 不论X和Y理论
上代表什么，X和Y之间有因果关系吗？

内部有效性关注的是因果，要回答：因变量Y 的改变是什么
引起的？或什么因素引起了干预效果？

• 假如我们把因变量定义为Y；

• 把一揽子干预定义为X。

• 我们希望开展X，会导致Y的变化？

X Y  ?

因果关系论证要有严格的研究设计！

（二）分析和解释证据



2015/8/6

66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变量

定量变量

定性变量

连续型

离散型

有序的

名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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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资料分析方法：

t检验、F检验; Wilcoxon秩和检验、Kruskal-
Wallis H检验(Nemenyi检验)。

计数资料分析方法：

 检验、Fisher确切概率法；Partitions of 

method。

2 2

单因素分析

1. 实验研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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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资料分析方法：

多重线性回归（MLR）；调整基线协变
量（调整协方差）；混合效应线性回归
模型(多水平模型)；GEE模型 。

计数资料分析方法：

 logistic回归分析；Cox回归分析；Poisson
回归分析；GEE模型；多水平模型。

多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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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准试验设计

前后比较试验设计(PPD)

计量资料：倍差法、多重线性回归

二项分类资料： 检验、logistic回归

中断时间序列设计(ITS): 多重线性回归

回归点置换设计(RPDD): 协方差分析(ANCOVA)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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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组： O× O
非随机对照组： O O

由于是非随机对照，在干预前，两组的效果变量即存在差异d1；在干预后

，两组又存在一个差异d2，而实际的干预效果是d2―d1，所以称为倍差法。

d
1

d2

干预前 干预后

问题 1：如何评价干预措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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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肉骨骼伤害(MSI)率/床

Year Rate

1996 0.19

1997 0.18

1998 0.17

1999 0.15

2000 0.15

2001 0.14

2002(7) 0.11

2003 0.09

2004 0.09

2005 0.08

0

0.02

0.04

0.06

0.08

0.1

0.12

0.14

0.16

0.18

0.2

1 2 3 4 5 6 7 8 9 10

问题 2：中断时间序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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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和趋势改变(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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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3：倾向性得分配比(PSM)

 研究纳入的研究对象是志愿者 – 自我选择；

 参加就业培训的失业人员的收入要明显高于那些失业
没有参加就业培训人的收入。

选择
偏倚
普遍
存在!

PSM步骤：
1. 确定哪些因素影响参加项目的行为;
2. 参加=1，没参加=0，用上述因素做logistic回归;
3. 利用logistic或probit回归，预测“参加”的概率，
即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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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用PS进行匹配

 如在干预组中有一个PS=0.3，在对照组中，找一个PS=0.31，配成一对；

 匹配的方法很多。

5. 进行配比效果检查

 检查两组在特征变量上是否平衡；

 如不平衡，再完善logistic回归(加入交互项、二次项、三次项)；

 当干预组和对照组，在年龄、收入、教育等变量上没有差异，即均衡；

 那么，我们认为这两组就可比了。

6. 利用PS对干预效果进行分析

 单因素分析: 由于匹配后实现了两组均衡，可以进行两组检验；

 多元回归：估计干预效果，但用PS对样本进行加权；

 模型调整：可以把PS作为变量放入模型，对回归模型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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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4：工具变量(IV)：

 OLS假设：自变量 与 不相关，但有时误差项 对自
变量有影响，造成参数 估计不准。

 外生性变量：与误差不相关的变量。

 内生性变量：与误差 相关的变量。

 IV定义：在模型的估计中替代与误差项相关的随机解
释变量的变量。有四个条件：与替代的随机解释变量
高度相关；与随机误差项不相关；与模型中其它解释
变量不相关。

 加工食品对肥胖(BMI)的影响；加工食品提供的能量(IV)=到超市的
距离+到自由市场的距离+城市化指数(内生变量）；

 外生变量：其它食品提供的能量、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收入
水平、体力活动等。

x

uxY  

u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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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罪率(y)与警力配备(x)的关系，直接做OLS，得到系数为正，
于是得到警察越多，犯罪越高的奇怪结论。

 原因：可能因为城市会在犯罪率比较高的街区多配备警力，或
者是由于这个街区人口比较多，政府部门雇用各种员工都比较
多，包括警察。

 用消防队员人数(z)作为工具变量(IV)，消防队员人数和警察人
数有一定正比关系，但和犯罪率无关。两步最小方差（2 stages 
least square, 2SLS）模型：

（1）把警察人数(x)作为被解释变量，消防队员(Z)作为解释变量
作一次OLS；

（2）把第一步里OLS对警察的“预测值”作为解释变量，代替原
来的警察人数对犯罪率做回归。因为这个新的解释变量是用消
防队员人数预测出来，就可以得到一个基本消除互为因果的模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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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观察性研究

描述性研究：现况研究、患病率调查

分析性研究: 队列研究、生态学研究。

重复测量数据
 同一观察对象的重复测量值之间是非独立的，后一次测
量的数据可能受前一次测量结果的影响。这不符合传统
的统计分析方法中关于独立性的假设。

 观察指标在所测量的时间范围内可能成趋势性变化。

 观察值的变异来源较多，有来自个体内的变异，个体间
的变异，或更高水平上的变异；变异可能与时间有关，
或其他协变量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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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测量资料的方差分析:适用于测量时间固定的定
量资料，其基本思想是：将个体(subject)作为区
组，采用稳健估计法(robust estimate)，将个体
内变异从总变异中分解出来，达到扣除个体内相关
、控制 type I 误差的目的。但其缺点是将随机效
应作为无用的参数(nuisance parameter)，而没有
作深入细致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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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估计方程(GEE):广义估计方程是在广义线性
模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专用于处理纵向数据，
以解决应变量相关的问题,适用于平衡或非平衡
的定量、定性、等级、Poisson分布等资料。其
特点是估计几种特定结构的组内相关系数，因而
，比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模型精细一些。在实际
工作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但GEE只适用于两水平
的资料，且对随机效应未进行深入的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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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水平统计模型(MLM)：随机效应和处理两水平或
以上的资料。

面板数据模型(Panel Data Model):面板数据是横
断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相结合的一种数据，其
重要特点就是其效应可能随地区或时间变化，即
不同地区或不同时间点之间的效应有可能不同。

不同地区多个时间点发病率的监测数据即是典型
的面板数据



2015/8/6

82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六、报告和传播项目评价结果

一份完整的具有可读性的评价报告应:

• 1. 清晰;

• 2. 图表化;

• 3. 项目理论;

• 4. 时间性;

• 5. 评价的优势和局限;

• 6. 外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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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报告是评价结果传播的载体，只有将
这个载体放在适宜的轨迹上，评价结果才
得以及时有效地传播扩散出去，使更多的
人知道和了解这个项目的经验和理论，对
这个项目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定。

根据传播对象不同可以采取不同的传播策
略以推动决策改变，传播对象可以为个体、
小组和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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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差法(Double Difference)
-它被看做是对干预效果作出最优
估计的统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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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ouble difference)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组： O Intervention O
非随机对照组： O O

由于是非随机对照，在干预前，两组的效果变量即存在差异d1；在干预后，
两组又存在一个差异d2，而实际的干预效果是d2―d1，所以称为倍差法。

d1

d2

干预前 干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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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效果变量。
group：0为对照组，1为干预组。
time： 0为干预前，1为干预后。
group*time:交互作用项。

Xj：协变量； :项目的干预效果(差中差)。

这种设计可以很好地处理两组基线时的差异，
并排除同时作用于两组的其他因素。

 jjtimegrouptimegroupY xβ****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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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ce-in-differences

Compare change in outcomes between 
treatment and non-treatment groups.

Impact is the difference in the change in 
outcomes.

)()(
0101 cctt YYYY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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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damental assumption that trends 
(slopes) are the same in treatments and 
controls (sometimes true, sometimes not);

Need a minimum of three points in time to 
verify this and estimate treatment (two 
points pre-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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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计划剖宫产是相对急诊剖宫产而言,有手术指征但非急诊,
可择期手术。某市卫生计生委要评价实施临床路径对计划剖宫
产患者住院治疗费用的影响。在试点的某三甲医院收集了临床
路径开展前36名计划剖宫产患者住院治疗费用，又收集了开展
临床路径后36名计划剖宫产患者住院治疗费用，试点后收集的
计划剖宫产患者按年龄、性别和病情轻重与试点前患者配比，
以保证试验前后均衡。该市另一家未开展临床路径的三甲医院
为对照，收集与试点医院相同时间段和相同数目的计划剖宫产
患者住院治疗费用，试点后收集的数据也按患者年龄、性别和
病情轻重与试点前患者配比。Data: double difference.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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