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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理论与方法·
流行病学病因研究中的理论问题与研究方法展望
陶秋山李立明

邮

６

病因问题是一切医疗实践活动（诊断、治疗及预防）的重

康状况更糟，因为他们更为社会所排斥，更不易享受到相应

要理论基础，因此它在医学研究领域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

的卫生服务和卫生资源旧Ｊ。因此，将宏观（群体水平）与微观

多年来．流行病学从群体的角度出发对病因问题提出了许多

（个体水平）相结合，开发新型的跨水平的病因研究模型将是

独到的见解，井对许多疾病的病因在新的层次上进行了阐

今后病因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１”。

释‘１。然而．发展总是与问题并存。当前，流行病学在研究

２．病因、危险因素与决定因素之间的关系问题：病因

戗食、生活方式或环境因素与疾病之间的潜在联系时很少能

（ｃａｕｓｅｏｆ 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ａｕｓａｌｉｔｖ）、危险因素（＾ｓｋｆａｃｔｏｒ）与决定因素

够得到确定性的结果，例如：二氯二苯三氯乙烷（Ⅱ）Ｔ）与乳

（山ｔｅ玎ｎｉｒｌａｎｔ）是流行病学病因研究中常用的３个概念。按照

腺癌、电礁场与脑增等的病因学研究中往往得出相互矛盾的

现有的定义．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清晰．例如，Ｌｉｌｉｅｎｆｄｄ

结果。１■ｕｂ岛。刮认为这种现象表明流行病学在病因推断问题

认为：“那些使人们发病率增加的因子，就可以认为有病因关

上面临其自身的极限。虽然流行病学界对此极限是否存在

系存在，当其中一个或多个不存在时，疾病频率就下降”＿ｔ’。

的认识并不一致，但是问题的提出显然有助于促进现有病因

医学主题词表（ＭｅｓＨ）中将危险因素定义为：基于流行病学

理论的完善和研究方法的创新。

证据得出的与健康状况有关而且可能具有重要预防作用的

流行病学病因推断中存在的许多问题不仅与其方法学

一些因素，如个体的行为特征或生活方式、环境暴露、先天的

上的局限性有关，而且还与其自身病因理论的不完善有关。

遗传特征等【引。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０）将决定因索定义为：

下述问题是当前流行病学讨论中的一些热点。

对个体或群体健康状况起决定作用的范畴——千体、社会、

一、病因学研究中的理论问题

经济和环境等方面的因素ＬＩ引。显然，这些概念是不同的人

流行病学是一门较为年轻的学科，它虽然在研究中取得

根据不同的目的而提出的，虽然它们的内涵和外延有或多或

了许多成绩，但是在一些基本概念和理论上都存在着较大的

少的联系。但其界限并不十分清晰。只有在此基础上提出一

争议－ｏ。在现有的流行病学病因理论中也存在着许多看似

个适合流行病学研究需要的、完整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病因

简单．实则混淆的理论问题。下述几个同题是涉及病因理论

定义才能充分避免概念上的二义性，否则就无法建立起完善

体系的构建与完善的最基本问题，现分别加以讨论。

的病因学理论体系。

ｌ群体病因与个体病因之间的关系问题：流行病学的研

另外，疾病的发生或人群健康状况的恶化既可以因不利

究对象（人群）虽然是由单一的个体所组成，但它显然是一个

因素增加而引起，也可以因有利因素的减少所致，而更多情

更高层次上的复杂整体１３ｊ。从某种意义上讲，个体与人群之

况下是两者综合作用的结果¨ｏ’（图１）。而现有的病因定义

问的差别不仅体现为数量，更是质的区别。现有的病因理论

只考虑了不利于健康的因素，因此它是一种狭义的病因定

往往将人群看作是个体的简单加和，并由此导致了一个矛盾

义。健康的奂定因素宴际更符合流行病学的群体病因的观

的现象——流行病学的研究对象虽然是人群，却将研究范畴

念，虽然它也并不完善．但在一定程度上它算是一种广义的

降低到了个体水平，进而严重阻碍了病因学研究进＾宏观

病因定义。

（群体）水平３。而这种观念还会产生两种负效应：一是不自

３病因的作用模式与疾病预防的关系：研究病因之间的

觉地导致“谴责受害者”的行为，把疾病单纯地看作是个人选

作用模式，不仅有助于了解致病讥理，更主要的是它能够提

择不良生括方式的后果，因此把责任只归罪于个体；二是这

供预防和控制疾病的重要信息。许多传染病的病因作用模

种强诃个人的危险生活方式的健康促进也会对社会上不同

式为病因链（ｃ｝ｌａｉｌｌ

的群体或阶层起不同的效果，宴际上会加剧现存的健康差

其病因作用模式为病因网（ｗｅｂ ０ｆ∞ｕｓ乱ｉｏｎ）…”』。病因网

异４，

模式的复杂性可以从Ｔａｋａｎｏ与ＮａｋａＩｌｌ山ｍ的研究中得到一

Ｐｅｍｅ ５－认为，虽然生态研究中存在生态学偏性，但是个

０ｆ

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而对于多病因的复杂疾病，

定程度的反映…（图１）。

人研究中也存在着个体偏性。例如：富裕国家（或地区）中的

Ｒｄｈｎｍ…认为：病因和预防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危

穷人可能会比贫穷国家（或地区）中的相同收人的个人的健

险因素的Ｍ占Ｈ定义中也强调了危险因素必须具备潜在的
预防意义一。在链式病因模式中，链条的强度取决于最薄弱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８３北京夫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教研
事（啕秋山）；中国瑗防医学科学院（李立明）

的一环．容易找到预防和控制的关键环节；而在网状病因模
式中缺乏所谓的最薄弱环节，不容易找到预防和控制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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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因此，如何对待慢性疾病的多病因、弱效应与疾病

还包括信息的处理与分析，例如地理信息系统（ＧＩｓ）与人工

的有效预防和控制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也将成为今后病因理

智能（ＡＩ）。以下重点讨论这两项技术的发展对病因学研究

论构建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产生的潜在影响。

地理信息不仅能够用于疾病分布的描述性研究，它还能

｛遴愁１１ｌ

…一”■：：蔫磊ｊｉ矧。；。…．。；，

一Ｌ曲，。零。磁＃ｊＨ｝

提供重要的病因线索，并能够为疾病的预防和控制提供重要

的参考ｍ．。例如：早在１８５４年，Ｊｏｈｎ Ｓ丌ｏｗ在英国伦敦宽街
的霍乱流行病学研究中就成功地应用数据地图找到了霍乱

流行的病因所在ⅢＪ。（ｈｊ加ｅ等ｏ”－用ＧＩｓ方法对地震引起
的伤害的原因进行了探索性分析。从生态学来看．地理信息
不仅是自然环境信息的集中体现，而且它总是与一定时期内
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如何从庞杂的地理信息数据中有效
地发现病因线索，将会成为环境流行病学和生态流行病学进
行病因分析的重要课题，并将会成为流行病学从宏观上认识
病因的重要手段。
人工智能出现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专家系统是其主要研

图１

３１１个日本城市的人群健康状况与

究内容之一。神经网络最初是作为专家系统的推理机而提

其决定因素之间的网络关系

出的．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又出现了许多新的应用，如模式识

（弓Ｉ白：Ｔ出ａｎｏ＆Ｎ８ｋ雌ｍ孙．２００ｌ圈中数据为Ｐｅａｒ９∞相关系
数．根据原图翻译后重绘）

别、多变量分析、医学诊断和遗传分析等”·２０‘２“。事实上，
任何一项成功的流行病学研究都依赖于可靠的研究方法和

Ｓｒ哪研究成

二、相关学科的发展对病因学研究的潜在影响

研究者的专业知识水平两个方面。例如，Ｊｏｈｎ

流行病学是一门交叉性应用学科，因此它的发展与其相

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他曾经接触许多腹泻病例，具有丰富的

关学科的发展密切相关。纵观一下这些相关学科的新进展，

临床实践经验，这使得他对疾病流行的因素有超出他人的认

将有助于找出解决上述病因问题的切人点。以下几个学科

知能力，而统计方法则成为检验这种认知是否正确的一个工

领域的发展将台对流行病学病因研究带来潜在影响。

具［”一。另外，早在１９６５年ＨｉⅡ口“提出的病因推断准则中就

ｌ生物统计学：生物统计学（ｂｉｏ丌１ｅｍ岱）是流行病学的基

强调了病因推断中的合理性问题。因此，病因推断问题不仅

础学科之一，它对流行病学发展有着最直接的影响。其作用

是一个统计学上的假设检验问题，还是一个如何依据经验知

主要在于对随机变量的识别和分析，井在混杂因素的分析与

识进行科学决策的问题。当前的病因研究中涉及的因素可

控制等方面发挥主要作用…。由于统计学上的相关性并不

能要远远超出流行病学家个人的知识水平，如在１■ｋａ∞…ｏ

等于因果关系，因此，如何将生物统计学与流行病学中的病

的研究中，其研究和分析的因素就涉及多达儿十个学科领域

因推断相结台，进行有效的因果关系识别是当前的一个十分

的内容，包括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许多方面。在此情况

重要的课题ｌ”一。

下，如果所有知识都从其他领域的专家那里获得是一个十分

Ｇｅｈａｎ－“－认为在流行病学研究中，首先在统计思想上贝

不现实的问题。因此，如果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和专家系统开

叶斯方法将有取代尸值的倾向，主要是由于现代的统计模型

发出病因决策支持系统将会极大地促进流行病学病因研究

将会变得越来越复杂，而Ｐ值所包含的信息量太少，不能完

的发展。

全满足统计推断的要求。其次，在方法学上图模型方法、经

３分子生物学技术：分子生物学技术和人类基因组计划

验贝叶斯（ＥＢ）方法、神经网络等复杂变量分析方法不仅能够

对包括流行病学在内的许多医学学科都产生了革命性的影

应用于专家系统的构建，而且也能够用于对因果关系的量化

响，而这种影响作用显然是双向的、互利的。例如：人类基因

识别¨１６一。另外，一些基本的统计理论与方法（如潜变量分

组计划能够从微观水平上给流行病学病因研究提供最有力

析、缺失数据分析及复杂数据分析等）的发展与完善也将促

的生物学证据；反之，流行病学研究资料也是研究基因与疾

进流行病学的病因学研究的发展。

病关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拉３’２４ｊ。

２现代信息技术：流行病学病因研究中将会面对大量的

另外，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成果并没有证明所有的人类疾

不同层次和来源的信息，对这些信息如何进行收集、整理和

病都是由基因引起的或由基因决定的，也没有否定环境对疾

分析将会越来越依靠现代信息技术。现代信息技术的狭义

病的作用和影响。因此，如何评价不同基因在不同疾病中的

定义是指以计算机网络为基础的信息的收集、加工整理与传

病因效应以及基因与环境间的相互作用等问题都将成为今

递。例如ｗＨＯ和世界各国建立的传染病监测网络；而前述

后病因学研究中的新课题。例如，一项在北京燕山石化公司

的Ｔａｋａ∞与Ｎ出蛆ｎｌｕｒａ的研究结果是对多达１２种不同来源

的职业妇女中进行的研究发现：苯敏感性基困（ｃＹＰｌＡｌ，

的数据库进行分析后得出的…Ｊ。现代信息技术的广义定义

ＧＳｌｖｒｌ）对胎儿宫内发育的影响中，环境因素与基因之间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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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明显的交互作用，从而为致病基因的发现提供了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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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２ｌ世纪将是信息与生物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这
种趋势推动了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融合．并标志着一个大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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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同题的彻底阐明或许只是一个时同问题；而从理论上来
看，病因永远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流行病学界对病因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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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信詹Ｌ·
欢迎订阅《中国抗感染化疗杂志》
《中国抗感染化疗杂志》由复旦大学医学院（原上海医科大学）主办．汪复主编。本刊２００１年３月正式创刊，由《中国抗感
集化疗杂志＞缩辑委员会编辑、出版，主要栏目有：述评、沦著、综述、临床研究、实验研究、临床经验、病例报告、台理用药、信息
交流、专题讲座、国内外动态、作者·读者·编者等。读者对象：内、外、妇、儿等各科医师、医院药剂科工作人员、临床破生物检验
人员以及从事抗感染化疗的药理学、临床药理学和临床药学等各级研究人员。本刊为季刊，１６开本，６４页，每期定价８ 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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