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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理论与方法·
叉生分析在基因一环境交互作用
研究中的应用与意义
王培桦

沈洪兵

【摘要】

陈峰赵金扣

目的探讨叉生分析在基因一环境交互作用研究中的作用和意义。方法

以口服避孕

药和Ｌｅｉｄｅｎ因子Ｖ基因突变与静脉血栓栓塞的病例对照研究为例，分析２×４叉生分析表核心信息，
并与分层分析、单纯病例研究相比较。结果对基因一环境交互作用的分析依赖于相加或相乘模型的
选择。基于相乘模型交互作用的叉生分析ＯＲ值为１．３５（Ｐ＞０．０５），其结果与分层分析和单纯病例
研究一致；叉生分析还可计算相加模型的各项指标：交互作用指数为３．９０、交互作用归因比为
７２．２４％、交互作用超额相对危险度为２５．０８（Ｐ＞０．０５）。结论

叉生分析在基因一环境交互作用分析

中可进一步应用。
【关键词】叉生分析；交互作用；分层分析；单纯病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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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很少一些疾病纯粹由遗传（如先天性遗传病）

回归模型分析方法以及广义相对危险度模型方法

或环境因素（如车祸）引起外，绝大多数疾病是遗传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尤其是对于复杂性状

照研究方法中的基本流行病学单元——２×４叉生

的慢性病，基因和环境因素的交互作用在其中扮演

分析表着手，阐明其在分析基因．环境交互作用中的

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近年来，在研究基因一环境交

作用，并试图从深层次挖掘其与分层分析、单纯病例

互作用的方法学上进展很快，有分层分析方法（病例

研究的联系，同时给予例证。

对照研究或单纯病例研究），有采用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基金项目：江苏省医学“１３５工程”重点学科资助项目（流行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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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ｄｅｌ）…。我们从病例对

基本原理
１．叉生分析表及其核心信息：２×４叉生分析表
是基因与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研究中的基本研究单
元，它表示遗传（Ｇ）、环境因素（Ｅ）均为二分类变量
而组成的四种可能的组合表。同时暴露于两因素相
对于同时不暴露于两因素的危险性（比值比，Ｏ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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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５

·

记为０Ｒｅｇ（简记为Ａ）；单独暴露于遗传或环境因

ｒｉｓｋ ｏｆ

素的危险性分别记为ＯＲ ｇ、０Ｒｅ（分别简记为Ｂ、

其单独作用之和的差值，ＲＥＲＩ＝Ａ一（Ｂ＋Ｃ一１），同

Ｃ）；两因素均未暴露的病例和对照组作为共同参比

时也表示交互作用与两因素以外的因素作用之间的

组，０Ｒ＝１。参见表１。

关系（这里公式是假定后者ｏＲ＝１），如果未知因子

表１
Ｇ

Ｅ

遗传（Ｇ）与环境（Ｅ）因素作用２×４叉生分析
病例数对照人数ｏＲ值

反映信息

ａ

ｂ

ａｈ／ｂｇ（０Ｒｅｇ，Ａ）Ｇ、Ｅ联合作用效应

Ｃ

ｄ

ｃｈ／ｄｇ（ｏＲｇ，Ｂ）

Ｇ单独作用效应

ｅ

ｆ

ｅｈ／ｆｇ（ＯＲｅ，ｃ）

Ｅ单独作用效应

ｇ

ｈ

作用很大，则所研究的交互作用就变得十分次要而
没有意义。这里，ＲＥＲＩ即为基于相加模型的两因
素交互作用值∽Ｊ。
从上述四项指标可以看出，公式均是以两因素
的相加模型的交互作用为前提的。如果是基于相加

共同对照

１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ＲＥＲＩ）：表示两因素联合作用与

模型的交互作用，就可以进一步计算指标（１）至（４）
这里，基因与环境联合作用的效应不仅包括两

的值。

者分别作用的效应，还可能包括基因与环境作用的

２．与分层分析、单纯病例研究之间的关系：

叠加，也可能呈现基因与环境作用的相乘效应。通

（１）在分层分析中，如果分层后各层ＯＲ值不

过不同的模型，我们可以判别基于不同模型的两因

一致，并经假设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可认为分层

素间交互作用是否存在及其大小。

因素与研究因素之间存在效应修饰（ｅｆｆｅｃｔ

通过表１提供的数值，可以计算基于不同模型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即交互作用）¨１。它不同于混杂效应，

的交互作用值，进行不同组合的分层分析，并且可以

是观察者希望识别并予以报告的。可以证明，分层

计算单纯病例或单纯对照中的０Ｒ估计值，其反映

分析得出的两层０Ｒ之比值与基于相乘模型的交

的主要信息通过表２表示心，３｜。交互作用的存在与

互作用相等。

否，与所选择的模型密切相关¨ｏ，对其相应的结果应
进行统计学假设检验。

用为（ａｄ／ｂｃ）／（ｅｈ／西）将分子分母同时乘以ｈ／ｇ，就会

根据Ｒｏｔｈｍａｎ等提出的基于相加模型的计算
交互作用的指标Ｈ培Ｊ，有以下几种：
（１）交互作用指数（ｔｈｅ

以表２中分层分析１、２为例，Ｇ与Ｅ的交互作

推导出其值即为基于相乘模型的交互作用Ａ／（Ｂ×
Ｃ）。通过分层分析３、４之比可以得出同样的结果。

Ｓ，Ｓ）：Ｓ＝

（２）单纯病例研究由于在研究中不需要对照，花

（Ａ一１）／［（Ｂ一１）＋（Ｃ一１）］当Ｓ＝ｌ时，无交互作

费小，研究快，偏倚小而逐渐受到重视，但其应用需

用；ｓ＞１时，两因子间有正交互作用；Ｓ＜１时，两因

要满足两个条件：①环境、基因两因素相互独立；②

子间有负交互作用。

交互作用的模式是基于相对危险度（ＲＲ）的乘法模

ｓｙｎｅｒｇｙ ｉｎｄｅｘ

（２）交互作用归因比（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ａｂｌ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型，病例需要有代表性。这两个条件任何一个得不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Ｐ）：表示总效应中有多大比例归因于

到满足，此研究就不能检验交互作用的存在∽。１

两因子交互作用ＡＰ＝［Ａ一（Ｂ＋Ｃ一１）］／Ａ。

在患病率较低的前提下，以病例对照研究的ＯＲ值

２Ｉ。

（３）纯交互作用归因比：ＡＰ。＝［Ａ一（Ｂ＋Ｃ一

近似估计Ｒ尺值。应用病例对照研究叉生分析表，

１）］／（Ａ一１）表示由基因和环境两因素引起的效应中

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单纯病例和单纯对照的数据。利

归因于两因子交互作用的比例。

用对照的各项数值计算ＯＲ值，可以反映或检验基

（４）交互作用超额相对危险度（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表２

ｅｘｃｅｓｓ

因和环境两因素在人群中的独立性，理论上其值应

基于不同模型计算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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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不等于１．３５），同时计算单纯对照的ＯＲ值＝

值并不一定恰好等于１，此时应进行假设检验。这

（２×１００）／（４×６３）＝０．７９，计算单纯病例和单纯对

也是直接利用单纯病例数据计算出的两因素交互作

照０Ｒ值之比为１．０７／０．７９＝１．３５，即与基于相乘模

用值，并不正好等于基于相乘模型交互作用ＯＲ值

型的交互作用其值是相等的。

的原因所在。可以证明，利用叉生分析表计算的单

对上例进行分层分析见表４。

纯病例研究０Ｒ值和单纯对照两因素独立性检验

表４

基于表３的分层分析

ＯＲ值之比恰等于基于相乘模型交互作用０Ｒ值。
两Ｃ）Ｒ之比：（ａｇ／ｃｅ）／（ｂｈ／ｄｆ）＝（ａ／ｂ）／（ｃｈｅ／ｄｇｆ）＝
（ａｈ／ｂｇ）／［（ｃｈ／ｄｇ）×（ｅｈ／ｆｇ）］＝Ａ／（Ｂ×Ｃ）。
实例分析

ＯＲ值（９５％ａ）５．ｏｏ（Ｏ．７９～３１．７７）３．７０（２．２４～６．１２）

１．３５

１．研究对象：一项关于口服避孕药（环境因素

分层后，Ｇ（＋）与Ｇ（一）两层０暇值不等，其

Ｅ）和Ｌｅｉｄｅｎ因子Ｖ基因突变（遗传因素Ｇ）与静脉

ｏＲ值之比为５．００／３．７０＝１．３５，即等于基于相乘模

血栓栓塞的病例对照研究，静脉血栓栓塞患者１５５

型的交互作用。层间０Ｒ值一致性及交互作用的

例，健康对照１６９人，其叉生分析数据表如表３左四

假设检验不赘述。

列所示，资料描述具体见参考文献［１３］。
表３

口服避孕药（Ｅ）和Ｌｅｉｄｅｎ因子Ｖ基因突变（Ｇ）与
静脉血栓栓塞的病例对照研究

４．基于相加模型的交互作用计算：这里，我们进
一步对本例计算基于相加模型的交互作用值进行分
析，根据文中前述的计算交互作用的指标，可以计
算出：
（１）交互作用指数：Ｓ＝（Ａ一１）／［（Ｂ一１）＋（Ｃ—
１）］＝３．９０，Ａ一１＞（Ｂ一１）＋（Ｃ一１）表明两者之间
存在基于相加模型的正交互作用，有Ｌｅｉｄｅｎ因子Ｖ
基因突变者再口服避孕药可能增加静脉血栓栓塞的

＊Ｇ（＋）：Ｌｅｉｄｅｎ因子Ｖ基因突变（包括突变杂合子和纯台子）；
Ｇ（一）：无Ｌｅｉｄｅｎ因子Ｖ基因突变；＃Ｅ（＋）：最近服用口服避孕
药；Ｅ（一）：最近不服用口服避孕药；△ＯＲ值９５％Ｃｆ

危险。该指数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需要进行假设
检验。
（２）交互作用归因比：ＡＰ＝［Ａ一（Ｂ＋Ｃ一１）］／

２．环境与遗传因素单独作用与联合作用效应

Ａ＝０．７２２４＝７２．２４％，表明有上述基因突变的口服

计算：以表３中两因素均为阴性的病例与对照组作

避孕药者，其产生的静脉血栓栓塞患者中，有

参比组，其他各行病例与对照数据分别与其组成四

７２．２４％是由该两因子的交互作用所致。

格表，从中可以计算出两因素单独作用和联合作用

效应的０Ｒ值和９５％凹（表３）。

（３）纯交互作用归因比：ＡＰ＋＝［Ａ一（Ｂ＋Ｃ一
１）］／（Ａ一１）＝０．７４３８＝７４．３８％，在有上述基因突变

３．基于相乘模型的交互作用计算：基于相乘模

的口服避孕药者所产生的全部静脉血栓栓塞患者

型的交互作用值为ＯＲｅｇ／（ＯＲｇ×ＯＲｅ）＝３４．７２／

中，当除去其他或未知因子产生的病例后，因这两因

（６．９４×３．７０）＝１．３５，Ｐ＝０．７５９（Ｐ值由笔者根据

子交互作用占有的与两因子有关的病例总数比例为

不控制混杂因素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计算而得），显示不

７４．３８％。

存在相乘正交互作用（原文中笔者在控制年龄的情

（４）交互作用超额相对危险度：ＲＥＲＩ＝Ａ一

况下，运用１０９ｉｓｔｉｃ模型计算Ｌｅｉｄｅｎ因子Ｖ基因突变

（Ｂ＋Ｃ一１）＝２５．０８，表明归因于有Ｌｅｉｄｅｎ因子Ｖ基

和使用口服避孕药的基于相乘模型的交互作用值为

因突变者口服避孕药两者交互作用所致的静脉血栓

１．２，９５％ａ：０．２～９．７，显示不存在两因素的相乘

栓塞危险性是其他或未知因子（其ｏＲ＝１）的

交互作用。笔者直接利用表３数据计算，显示也不

２５．０８倍。

存在相乘交互作用）。
对上例进行单纯病例ＯＲ分析，运用表３原始
数据计算，其值：（２５×３６）／（１０×８４）＝１．０７（注意此

对相加模型的交互作用的假设检验较为复杂，

不再详述。有兴趣可以参看Ｍｉｔｃｈｅｌｌ与Ｊａｃｑｕｅｓ合
著的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ｅｐｉｄｅｍｉ０１０９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ｓ（Ｊｏｈｎ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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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ｌｅｙ＆Ｓｏｎｓ Ｌｔｄ，２０００）相关章节。笔者尝试对相

况下的优势比计算亦十分方便；对单纯对照的０Ｒ

加效应模型交互作用值即ＲＥＲＩ用Ｓｔａｔａ软件编程

值估计可帮助我们了解两因素在研究人群中作用是

进行假设检验，得到其值为２５．０７３ ９５（约为２５．０８），

否独立（本文未列出）。总之，叉生分析表提供的信

Ｐ＝０．１７７（Ｐ＞０．０５），表明两因素虽然对静脉血栓

息十分丰富，在统计分析中应充分挖掘，予以利用。

栓塞作用的相加交互作用值很大，达到２５．０８，但仍

但是，由于２×４叉生分析表只能分析两个二分类因

然未呈现统计学意义，即两因素相加交互作用不具

素的作用，在分析交互作用时，未考虑其他不参加叉

有统计学意义。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是同时具有

生的危险因素的作用（其他类型的叉生分析表也存

Ｌｅｉｄｅｎ因子Ｖ基因突变者再口服避孕药的对照数极

在同样的问题），应将其与多因素回归分析（如基于

少，仅为２例，造成可信区间过宽，两因素联合作用

相乘模型的１０９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或基于广义相对危险

效应不稳定所致。要克服此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大

度模型的分析）相结合，才能得到更为合理的信息。

样本量。

尽管如此，叉生分析表在流行病学分析中，尤其是交
讨

论

互作用的分析中其作用依然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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