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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理论与方法·
需暴露人数在流行病学中的应用
童峰陈坤何寒青

【摘要】

目的

以琥珀水杨酸交

介绍需暴露人数（ＮＮＥ）的基本概念、计算方法及用途。方法

联血红蛋白溶液（ＤＣＬＨｂ）治疗急性创伤后出血性休克与患者入院后２８天内死亡的研究为实例，计

算粗ＮＮＥ和调整ＮＮＥ及相应９５％可信区间（ａ）。结果

通过计算得到暴露ＤＣＬＨｂ的粗ＮＮＥＨ＝

３．７（９５％ａ：２．２～１１．５）；在调整了基线死亡风险的混杂偏倚后，暴露ＤＣＬＨｂ的调整ＮＮＥＨ＝２．６
（９５％ａ：１．６～８．０）。说明在试验组研究对象的基线死亡风险（病情严重程度）的分布与对照组相同
的情况下，平均每２．６例创伤后出血性休克患者暴露于ＤｃＬＨｂ就会在人院后２８天内新增１例死亡。
结论ＮＮＥ可用来说明在前瞻性研究中，相对于非暴露组，要新增（或预防）一例某病的发病或死亡
病例，需暴露于某因素的平均估计人数。作为衡量暴露因素作用强度的一个新指标，ＮＮＥ可以更为
直观地表达研究的结果，易被临床医生、卫生决策者及公众所接受。
【关键词】需暴露人数；流行病学；前瞻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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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ｐｏｓｅｄ，ＮＮＥ）的概念‘２｜，表

ＮＮＴ）的概念由于简单、易懂…，容易被医生和患者

示暴露组与非暴露组相比，暴露因素对某病的发病

所接受等优点，被广泛应用于临床随机对照试验中

或死亡产生的绝对效应。本文介绍ＮＮＥ的概念、

评价一种治疗措施的有效性，表示一种新疗法与标

计算方法及应用。

准疗法或对照组相比，要治愈或避免某一不良结局
事件发生而需要治疗的人数。其实，ＮＮＴ的基本思
想可同样应用于流行病学研究领域，提出需暴露人

基本原理
１．基本概念：根据暴露因素产生效应的方向不
同，ＮＮＥ可以分为ＮＮＥＨ和ＮＮＥＢ。ＮＮＥＨ表示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３１杭州，浙江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系流行病学
与卫生统计学教研室
通讯作者：陈坤，Ｅｍａｉｌ：ｃｋ＠ｚｊｕ．ｅｄｕ．ｃｎ

当暴露为疾病的危险因素时，相对于非暴露组，要新
增一例某病的发病或死亡病例，需暴露于该因素的
平均估计人数；而ＮＮＥＢ表示当暴露为疾病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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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１

因素时，相对于非暴露组，要预防一例某病的发病或

计算调整ＡＲＩ或ＡＲＲ相应的可信区间，再转换而

死亡病例发生，需暴露于该因素的平均估计人数。

得。所不同的是标准误ｓ，（ａＡＲＩ）或如（ａＡＲＲ）的计

２．ＮＮＥ及其可信区间（ａ）的计算：

算采用多元代尔塔法（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

（１）前瞻性研究中两组均衡可比时ＮＮＥ及

由于上述计算ＮＮＥ９５％凹的方法涉及矩阵的运

９５％Ｃｊ的计算：在前瞻性研究中，若欲比较的两组

算，需要借助计算机才能完成。相应的ＳＡＳ程序可

（如暴露组和非暴露组）除了暴露因素不同以外，其

通过Ｉｎｔｅｍｅｔ进行下载（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ｉ—ｍａｉｎｚ．ｄｅ／－

他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因素，尤其是混杂因素的分

ｂｅｎｄｅｒｒ／ｓｏｆｔｗ．ｈｔｍｌ）ｏ

ｄｅｌｔａ

ｍｅｔｈｏｄ）。

布在组间相同，即两组均衡可比时，ＮＮＥ的计算公
实例分析

式与ＮＮＴ相类似，可利用简单的四格表资料进行

计算。当暴露为疾病的危险因素时，绝对危险度的
增值（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ｒｉｓｋ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ＡＲＩ）等于暴露组的事
件发生率（ｅｘｐｏｓｅｄ

ｅｖｅｎｔ

事件发生率（ｕｎｅｘｐｏｓｅｄ

以下应用一项研究提供的有关数据来计算粗

ＮＮＥ和调整ＮＮＥ及相应９５％口ｂ’６。。

ｒａｔｅ，ＥＥＲ）与非暴露组的

在伤害患者复苏抢救中，创伤后出血性休克是

ｒａｔｅ，ＵＥＲ）之差，此时

导致患者死亡的常见原因，而标准的救治疗法可能

ｅｖｅｎｔ

需暴露人数

会加重严重创伤所引起的并发症。据以往一些临床

一＝嘉

前期的研究提示，琥珀水杨酸交联血红蛋白溶液
（ＤＣＬＨｂ）作为携氧的复苏液能有效增强细胞灌注，

另一方面，当暴露为疾病的保护因素时，绝对危险度
降值（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ｒｉｓｋ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ＲＲ）为ＵＥＲ减去

ＥＥＲ，此时需暴露人数

Ｍ脚＝志

从而可能促进急性创伤的复苏。为进一步明确该药
的安全性和有效性，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Ｓ１０ａｎ等∞１在美
国的１８个创伤急救中心开展了ＤＣＬＨｂ的临床随

（２）

由于通过样本数据计算得到的ＮＮＥ估计值通
常不服从近似正态分布，因此对总体ＮＮＥ的９５％
凹估计是间接地通过计算ＡＲＩ或ＡＲＲ的９５％
凹，再经过转换而得到。

机对照试验。以急性创伤后出血性休克患者作为研
究对象，试验组的干预措施为标准疗法加５００～
１０００ ｍｌ

ＤＣＬＨｂ溶液的静注处理；而对照组应用标

准疗法加等量的生理盐水。然后统计患者入院后
２８天内的病死率作为结局观察指标。另外考虑到
患者入院前的病情严重程度是混杂因素，在人院时

在大样本的情况下，两组率差的标准误（如）可

用Ｗ＆纪法计算ｂ１

ｓ如，嘞）＝√掣＋掣（３）

那么率差的相应９５％ａ则为乡。一户：±１．９６×如
（夕。一夕：），然后分别对其上、下限值取倒数，即得到

按照患者的情况根据ＴＲＩＳＳ法评分预测病例的基
线死亡风险，将其分为低、中、高三个等级。共计有
９８例研究对象符合纳入标准进行了此项研究，而９３
例获得了详细的研究资料（表１），然后我们运用
ＳＡＳ ８．０软件对研究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表１

不同基线死亡风险时ＤＣＬＨｂ组与对照组的随访结局

ＮＮＥ的９５％ａ。
（２）前瞻性研究中两组的混杂因素分布不均衡
时ＮＮＥ及９５％凹的计算乜’４］：在大多数情形下，前
瞻性研究中常存在混杂偏倚，这时就不能直接利用

两组的粗率之差来计算粗ＮＮＥ。因此可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获得某暴露因素的调整０Ｒ值及ＵＥＲ来计算
调整的ＮＮＥ。当ｏＲ值＞１时

删ＥＨ＝砸乒蒜＋丽萨吝熹Ｆ面（４）

当０Ｒ值＜１时
Ｎ卜砸Ｂ＝Ｉ ｈ小ｆＥＨｆ＝一Ｎｎ【ＥＨ

如果不考虑基线死亡风险的混杂效应，计算得
到暴露ＤＣＬＨｂ的粗ＮＮＥＨ＝３．７（９５％ＣＩ：２．２～

（５）

１１．５）。计算的过程是首先根据四格表资料得到暴

此时调整ＮＮＥ ９５％凹的计算仍然是间接地通过

露因素（使用ＤＣＬＨｂ）的粗０Ｒ＝３．６６７（９５％ａ：

·５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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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１７～９．４８７）；ＡＲＩ＝０．２６７２，根据讹脚法计算

ＲＲ、０Ｒ等均为流行病学的专业术语，非专业人士

如（ＡＲＩ）＝０．０９１８，ＡＲＩ

９５％ＣＪ：０．０８７２～０．４４７１，

通常不能正确理解其含义，尤其是优势比ＯＲ更是

然后将ＡＲＩ及其９５％ａ作倒数转换就可得此

容易被人误解＂ｏ，而利用临床医学中ＮＮＴ的基本

结果。

思想，将其扩展到流行病领域中，进而提出需暴露人

接下来进一步考虑基线死亡风险产生的混杂偏

数的新概念，用具体的人数取代抽象的比值、百分比

倚，计算暴露ＤＣＬＨｂ的调整ＮＮＥＨ＝２．６（９５％Ｃ工：

和率来形象地表述暴露因素的效应强度，比较符合

１．６～８．０）。计算的过程是将基线死亡风险作为等

人的直觉思维模式。

级变量纳入方程后，对资料进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表３

不同基线死亡风险时ＮＮＥＨ的取值

（表２），结果为暴露ＤＣＬＨｂ的调整０Ｒ＝５．７７１，表
明使用ＤＣＬＨｂ非但不是一种治疗创伤后出血性休
克的有效复苏药，反而会增加患者的死亡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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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调整的０Ｒ值及ＵＥＲ（０．１８１８），通过公式４计
注：ＥＥＲ（ｅｘｐｏｓｅｄ

ｅｖｅｎｔ

∞Ｍ记 舛帖蛇

５

＂＂”

¨弘∞ 勰＂记

３ Ｏ

ｒａｔｅ）表示暴露组事件发生率

算得到调整ＮＮＥＨ＝２．６。然后运用代尔塔法计算

调整的ＡＲＩ＝０．３８０１，ｓｉ（ｎＲＩ）＝０．１２９

７７６，从而

得到调整ＡＲＩ ９５％凹：０．１２５７～０．６３４４，经倒数换
算得到调整ＮＮＥＨ ９５％凹：１．６～８．０，表明调整了
混杂因素后，在试验组研究对象的基线死亡风险（病

情严重程度）的分布与对照组相同的情况下，平均每
２．６例创伤后出血性休克患者暴露于ＤＣＬＨｂ就会
在人院后２８天内新增１例死亡的发生。
表２

ＤＣＬＨｂ研究资料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

ＮＮＥＨ直观地回答了要新增某病的一个发病
或死亡病例而需暴露于某危险因素的平均人数，也

就是说，通过ＮＮＥＨ可以知道要使一例目标不良事
件免于发生，需要保护多少个体避免接触该暴露因
素。当暴露因素为一些可控的危险因素时（如吸烟、
饮酒、接触石棉等），ＮＮＥ就成为一个有效的测量指
标，更易被临床医生、卫生决策者及公众所理解和接
受，有助于公共卫生决策的制定和社区健康教育的
实施；其次，ＮＮＥ作为衡量暴露因素作用强度的其
中一个指标，从公式中可以看出，其数值的大小不仅
与暴露因素的０Ｒ值有关，且也随着ＵＥＲ的变动
而变动。这也就意味着，可以利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

注：１０９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的Ｈｏｓｍｅｒ－Ｌｅｍｅｓｈｏｗ拟合优度检验Ｐ２

型，计算在混杂因素不同取值的情况下，针对某暴露
因素的一系列ＮＮＥ数值，便于识别暴露因素的易

０．５９０５

另外，还可根据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中，事件发生

感人群。此外，基于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的基本原理计算调
整的ＮＮＥ，可有效地解决前瞻性研究中混杂偏倚对

概率
ｅｘｐ（口＋托＋卢ｌｚｌ＋…＋熊ｚ＾）
ｌ＋ｅｘｐ（口＋弘＋ｐ１ ｚｌ＋…＋恿ｚ女）

Ｄ～
１

式中ａ、Ｂ、７表示回归系数，ｚ表示两分类的暴
露变量，ｚ表示需调整的混杂变量，计算当患者处于

ＮＮＥ计算可能产生的影响。运用代尔塔法求得的
ＮＮＥ

９５％凹，其涵盖率也较为满意旧ｏ。而且计算

调整ＮＮＥ的公式对研究非罕见疾病也同样适用，
本文使用的例子就是如此。

不同基线死亡风险亚组时暴露于ＤＣＬＨｂ的ＮＮＥＨ

需要说明的是，将ＮＮＥ作为统计指标，也存在

（表３），可见ＮＮＥＨ的值随着患者基线死亡风险的

一定的局限性。首先表现在取值的不稳定性，当暴

不同等级取值而发生变动，当基线死亡风险为低、

露因素的作用强度很小时，ＮＮＥ的取值就会很大，

中、高时，ＮＮＥＨ值分别为７．５、２．７和３．０。表明

计算过程中小数点的取整会对结果产生较大的影

ＮＮＥＨ的值与暴露因素的０贝值及混杂因素的取

响。其次，ＮＮＥ表示的是暴露因素的绝对效应强

值有关。

度，所以某一具体研究的ＮＮＥ不能直接应用于另
讨

论

一目标人群，除了暴露因素的０Ｒ值维持不变以
外，需要对参数值（ＵＥＲ）做出调整，估计当地非暴

在流行病学研究中，传统的用于评价暴露与疾

露人群的目标疾病发病或死亡率，然后代入公式计

病关联强度的指标，如ＰＡＲ、只垤％、ＡＲ、ＡＲ％、

算相应的ＮＮＥ值。此外需注意的是，在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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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９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计算控制混杂后调整的ＮＮＥ时，
必须仔细检查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情况（如
Ｈｏｓｍｅｒ－Ｌｅｍｅｓｈｏｗ拟合优度检验Ｐ值），若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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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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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拟合度不佳（Ｐ＜０．０５），那么，ＮＮＥ的计算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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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固定的队列研究，非随机分组的临床对照试验及

关，随访期限不同，ＮＮＥ可能就会不同，所以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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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调整混杂因素的临床随机试验也同样适合应

用。由于ＮＮＥ取值与研究对象的随访期限密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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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Ｍ，Ｗｏｌｏｓｈｉｎ Ｓ，Ｗｅｌｃｈ Ｈ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果就会存在问题。
本文推荐的计算ＮＮＥ的方法可适用于随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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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链接
需治疗人数（ｎｕｍｂｅｒ

ｎｅｅｄｅｄ

ｔｒｅａｔ，ＮＮＴ）

ｔｏ

ＮＮＥ时应同时说明随访的时间。总之，在流行病学

ＮＮＴ表示在随机对照试验中，一种新疗法与标准疗法

研究中，除了应用ＯＲ、ＲＲ、ＡＲ等常用的分析指标

或对照组相比，要治愈或避免某一不良结局事件发生而需要

外，结合使用ＮＮＥ可以对研究的结果做出更为直

治疗的人数。
需暴露人数（ｎｕｍｂｅｒ

观、有效的解释，并提供更多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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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ＮＥ可用来说明在前瞻性研究中，相对于非暴露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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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年全国肝病学术会议暨研修班的通知
经中华医学会继续教育部批准，由中华医学会电子音像出版社培训部主办的“２００５年全国肝病学术会议暨研修班”将于
２００５年９月２—７日在北戴河举办，参加会议的代表将获中华医学会工类继续教育学分１０分。①主要授课专家：成军、魏来、
贾继东、傅希贤、田庚善、徐小元、张玲霞、郭利民、朗振为、胡大荣等。②授课内容：慢性丙型肝炎与代谢综合征、乙型肝炎全国
诊疗指南解读、自身免疫性肝病、丙型肝炎全国诊疗指南解读、病毒性肝炎的治疗进展、肝炎肝硬化并发上消化道出血的处理
原则、乙型肝炎的抗病毒治疗、人工肝与终末期肝病的治疗、酒精性肝病及非酒精性肝炎病理形态特点、干细胞在肝病中的治
疗新进展、脂肪肝等。③会议筹备处：北京东四西大街４２号中华医学会老楼２单元５０１室。邮编：１００７１０。电话：（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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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开始报名，欢迎广大肝病科医师及相关人员积极参加，也希望相关厂家赞助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