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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理论与方法·

暴露测量错分对研究真实性的影响
周艺彪杨美霞姜庆五

【摘要】

目的探讨二分暴露变量错分对暴露与疾病结局变量联系效应的影响。方法利用错

分概率、联系效应以及暴露比例之间的函数，采用Ｒ ２ ０ １软件作图来讨论错分对研究真实性的影
响。结果无差异性暴露错分使普通线性模型系数的估计值偏低，当ｒ＝Ｏ ５时，灵敏度和特异度对
错分偏倚产生的影响是相同的，而ｒ≠０ ５时，它们对错分偏倚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当错分是无差
异性时，暴露比例ｒ０趋于Ｏ或１，估计的ｏＲ值都趋近于ｌ。差异性错分所致的偏倚远比无差异性错
分所致的偏倚来得复杂得多，可使ｏＲ值趋于或远离无效值。结论暴露错分对暴露与结局变量之
间联系效应的影响相当复杂，在研究中对错分偏倚的识别、控制、评估以及正确地对结果进行解释均
十分必要。

【关键词】二分暴露变量；错误分类；偏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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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变量的测量误差通常称为错误分类（错

进行了讨论ｕ“，但这些讨论主要使用表格形式来描

分），是流行病学研究中的一个普遍问题，此外在有

述错分对少量数目暴露与疾病联系效应的影响，而

将连续变量转化为分类变量进行分析的研究中，也

不是利用图形的形式来分析错分对大量仍至无限数

存在错分的问题。错分是流行病研究中偏倚产生的

目暴露与疾病联系强度的影响，也一般没有体现出

一个主要来源之一，它往往会低估或高估暴露与疾

对照组暴露比例的大小对错分偏倚的影响。我们主

病之间的联系效应，甚至会导致暴露与疾病之间虚

要根据错分概率、联系效应以及暴露比例之间的函

假的关联。因此在研究中如何识别、控制、评估错分

数，采用Ｒ

偏倚以及如何对结果进行正确的解释都是相当重要

量测量错分随着暴露比例的变化对联系效应的

的。对于暴露测量错分的问题，已有许多学者对此

影响。

２

０

１软件作图来讨论分析二分暴露变

１．分类变量错分测量：无论是二分变量还是无
作者单位：２０００３２上海。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教研
室（周艺彪、姜庆五）；上海市徐正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杨美霞）
通讯作者：姜庆五，Ｅｍａｌｌ：ｑｗＪｌａｎｇ＠ｓｈｍｕｅｄｕ

ｃｎ

序或有序多分类变量，一个目标人群的测量误差都
能用下面的错分矩阵来描述”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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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０

从上表达式可以看出，无差异性错分对系数的影响

真实暴露，
１

２

１卜１ｌ
暴露分类：２

Ｍ

＾

一

Ｋ

ｃ１２

不仅跟错分的程度有关，还与实际暴露的比例大少

ｆ Ｌ‘

有关。

１％锄Ｋ‘２‘
Ｍ
Ｍ

［举例］

Ｍ

＾Ｌ“１

Ｋ

ｆ＾２

图１是实际暴露比例ｒ分别为Ｏ．７、

０．５、０．３和Ｏ．１时，ＡＦ随灵敏度ｓＮ和特异度ｓＰ变

‘“

化的轮廓图。从图１可以看出，暴露测量的无差异
性错分使估计的玩低于实际的ａ．，并随着的错分程
这是一个比例矩阵，其中ｃ。是真实暴露，被分类为ｉ

度的增加，错分偏倚的程度也增加。例如当ｒ＝０．５

的比例，＆为分类的数目，％所在的每一列之和为

和ＳＮ＝ＳＰ＝Ｏ ９时，ＡＦ＝０．８，即估计的函比实际

１，对角线（“、吻、…、ｃ。）为正确分类的比例，当对

的∞低估了２０％。当ｒ为Ｏ．５时，错分偏倚在ｓＮ

角线上的ｃ。都为１时，暴露测量无错分。

和ｓＰ为轴的平面中呈对称分布，即暴露的错分程

对于二分类变量（女＝２，１为暴露，Ｏ为非暴

度和无暴露的错分程度对ＡＦ的影响是相同的，例

露），只需用暴露测量的灵敏度（暴露对象被分类为

如ＳＮ＝１和ＳＰ＝０．８与ＳＮ＝０．８和ｓＰ＝１，ＡＦ是

暴露的概率，ｓＮ）和特异度（非暴露对象被分类为非

相等的，都为Ｏ．８３３，同时也可以看出，“平衡”的错分

暴露的概率，ｓＰ）来衡量错分的程度：

（ｓＮ＝ｓＰ）比“非平衡”的错分（ＳＮ≠ＳＰ）对ＡＦ影

响更大，例如ｓＮ＝ｓＰ＝０．９的ＡＦ值（０ ８）低于

真实暴露ｊ
１

暴露分类：１『ｓⅣ
０

Ｌ１一ｓＮ
１

０

ｓＮ＝１和ＳＰ＝０ ８或ｓＮ＝０ ８和ＳＰ＝１的ＡＦ值

１一ｓＰ］
ＳＰ

（０＿８３３）。但当ｒ大于或少于０．５时，ｓＮ与ＳＰ对

ｊ

ＡＦ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当ｒ少于０．５时，ｓＰ比

ｌ

２．对普通线性模型系数估计的影响：对于连续

ｓＮ对ＡＦ影响程度更大，例如，当ｒ＝０ ｌ，ＳＰ＝０．８

性结果变量与一个暴露二分变量的关系，可以用Ｅ

和ＳＮ＝１时，ＡＦ＝０．３６，而当ｒ＝Ｏ．１，ｓＰ＝ｌ和

（ｙ／ｘ）＝ａ。＋ａ。Ｘ来表示。由于存在暴露测量错

ｓＮ＝０－８时，ＡＦ＝Ｏ．９８。当ｒ大于Ｏ．５时，则ｓＮ

分，观察到的ｘ不是真实的ｘ。在非差异性错分的

比ＳＰ对ＡＦ影响程度更大，例如，当ｒ＝０．７，ＳＮ＝

条件下，实际暴露的比例记为ｒ＝Ｐｒ（ｘ＝１），和观

０．８和ｓＰ＝１时，ＡＦ＝０ ６８，而当ｒ＝０．７，ｓＮ＝１和

察的暴露比例记为ｉ＝Ｐｒ（ｘ＝１），则ｆ＝ｒＳＮ＋
（１一ｒ）（１一ｓＰ）。因此，结果变量ｙ与观察到的变

量戈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下列表达式来描述“１。
Ｅ（ｙ Ｊ贾）＝Ｅ｛Ｅ（ｙ ｘ）１贾｝＝ａ。＋ａ。Ｅ（ｘｌ元）＝ｉ＋ｉｌ灭

ＳＰ＝Ｏ ８时，ＡＦ＝０．９２。

３．对ｏＲ值估计的影响：对于病例对照研究中
一个二分结局变量与一个二分暴露变量之间的联系

强度，可用暴露比值比（ＯＲ）来衡量。对照组的暴
露比例记为ｒ。＝Ｐｒ（Ｘ＝１Ｉ ｙ＝０），病例组的暴露

暴露测量错分对系数的影响可以表达如下：
ＡＦ（Ａｔｔ郫ｕａｔｌ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旦

比例记为ｒ，＝Ｐｒ（ｘ＝１Ｉ ｙ＝１）。由于在实际研究
中病例组和对照组的暴露测量存在错分，因而观测

Ⅱ１

＝ｌ—Ｂ．（ｘ＝０１童＝１）一丹（ｘ＝１ Ｊ贾＝Ｏ）

。！！二！！！！二望！！！！二ｉ盟！

图１

到的ｉ。和ｉ。往往不是实际的ｒ。和ｒ。。它们之间
的关系可用下列表达式来描述：

不同实际暴露比例、不同灵敏度和特异度下的ＡＦ轮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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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ｒ，“，＋（１

ｒ．）（１

９２ｌ

２．１，最小的ｏＲ估计值约为０．１。

ｓＰ．）

其中Ｆ ０，１，无差异性暴露错分时，ＳＮ。＝ｓＮ。和

（２）差异性错分对ＯＲ值估计的影响：在回顾
性病例对照研究中，暴露错分往往是有差异的。比

ＳＰｏ＝ＳＰｌ。

暴露测量错分对ｏＲ值的影响程度记为：

！：！！！二！！型！ｉ！！！二！！型
ｒ１（１一ｒｏ）…ｒｏ（１

如研究者或病例组的对象过分地将疾病的发生归功
于某一因素或过分地夸大某一因素的暴露等，而使
病例组对象估计暴露于这一因素的比例偏高，即有

ｒ１）｝

ｓＰ，少于ｓＰ。，而在另一方面，有些病例刻意隐瞒某
［举例］

一因素的暴露，比如隐瞒婚外性行为等，而使病例组

（１）无差异性错分对ｏＲ值估计的影响：从图２

对象估计暴露于这一因素的比例偏低，即有ｓＮ．少

可以看出，在病例对照研究中当错分概率相同时，随

于ｓＮ。。图４是＞ｌ的ＯＲ值在不同程度差异性错

着实际的ｏＲ值离１越远，错分偏倚的程度就更明

分条件下所产的偏倚随“变化的轮廓图，图５

显。另外随着暴露错分程度的增加，错分偏倚的程度
也明显扩大。图３更为详细地显示无差异性错分以
及对照组人群的暴露比例ｒｎ对不同ｏＲ值估计的影
响，当对照组人群的暴露比例“趋于０或１，无论
ｏＲ值是多少和错分的程度有多大，对于固定的（）Ｒ

值、ｓＮ和ＳＰ，ＡＦ都逐渐趋于ｌ／ｏＲ。对＞１的ｏＲ
值，当ｈ趋于０时，ＡＦ较快地逼近Ｉ／ＯＲ，而对＜１的
ｏＲ值，当ｒｎ趋于１时，ＡＦ才迅速地趋于１／ｏＲ。处
于中间水平的暴露比例“和两端的“相比，对ｏＲ

值估计的影响相对较少。图３也显示即使轻微的暴
露错分（ＳＮ＝Ｓ尸＝０．９），对于离１较远的ＯＲ，也能

是＜１的ＯＲ值在不同程度差异性错分条件下所产
的偏倚随ｒ。变化的轮廓图。从图４可以看出，对于
“刻意隐瞒某一暴露因素”的情况，所估计的ｏＲ值
都低于实际的ｏＲ值，并随着ｈ趋近于１，ＡＦ也逐
渐减少，但当‰趋近于０，ＡＦ值的变化趋势与实际
ｏＲ值的大小以及差异性错分程度（如ｓＮ，的大
小）都有关。而对于“过分地将疾病的发生归功于某

一因素”的情况，差异性错分对ＯＲ值估计的影响
就变得更为复杂，既可以高估也可以低估ｏＲ值。
从图５可以看出，对于“刻意隐瞒某一暴露因素”的
情况，较低的Ｏ尺值一般被高估。而对于“过分地

产生较为明显的偏倚，例如ｏＲ＝１０，随着ｈ的变化，

夸大某一因素暴露”的情况，差异性错分会高估ｏＲ

最大的ＡＦ也只约为Ｏ，５９，最大的０Ｒ估计值约为

值，特别是当ｈ趋近于Ｏ时，高估的程度也越大，同

５．９；ｏＲ＝Ｏ ０５，随着ｈ的变化，最小的ＡＦ也约为

固２

圈３

时差异性错分程度越大，偏倚的程度也越大。

ｏＲ值和不同灵敏度与特异度的条件下ＡＦ随暴露比例变化ｒ。的轮廓图

不同程度无差异性错分条件下不同ｏＲ值的偏倚随ｒ。变化的轮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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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不同程度差异性错分条件下不同ｏＲ值（≥１）的偏倚随ｒ。变化的轮廓图

图５

不同程度差异性错分条件下不同ＯＲ值（≤１）的偏倚随ｒ。变化的轮廓图

讨

论

ｏＲ值估计的影响中，当错分概率相同时，随着实际
的ｏＲ值离１越远，错分偏倚的程度就更明显。当

暴露测量错分对暴露与疾病结局变量之问联系

对照组人群的暴露比例ｒｎ趋于０或ｌ，无论ＯＲ值

效应的影响是相当复杂的。无论是偏倚的方向，还

是多少和错分概率有多大，估计的ｏＲ值都趋近于

是偏倚的程度在实际流行病学研究中都是很难预见

ｌ。对＞１的０Ｒ值，当“趋于０时，ＯＲ估计值较

的”。即使无差异性暴露错分，也只是在疾病分类

快地逼近ｌ，而对＜ｌ的ＯＲ值，当ｒ。趋于１时，估

完善、暴露变量为二分变量以及其他变量没有错分

计的ｏＲ值才迅速地趋于１，处于中问暴露水平的

的情况下，错分才使观察的联系效应向无效值偏

ｒ。和两端的ｒ。相比，对ｏＲ估计值的影响相对较

倚“’８ｊ。如果暴露变量为多分类变量或疾病与暴露

少，这些都表明了无差异性二分暴露变量错分使观

联合错分时，即使总的暴露和疾病错分是无差异的，

察到的ＯＲ值趋向于无效值在罕见和高水平暴露

都有可能使所观察的暴露与疾病的联系向任何方向

时表现更为突出。

发生很强的偏倚”一‘１“。以上实例结果表明，在不考

在二分暴露变量差异性错分方面，我们着重讨

虑疾病错分的情况下，暴露测量错分对暴露与疾病

论了“刻意隐瞒某一因素暴露”和“过分地夸大某一

结局变量之间联系效应的影响不仅跟暴露错分的概

因素暴露”两种比较常见的情况。结果表明差异性

率、暴露错分的类型有关，还跟人群中实际暴露的比

错分所致的偏倚远比无差异性错分所致的偏倚来得

例大小有关。例如对普通线性模型系数估计的影响

复杂得多，既可以使ｏＲ值趋于无效值，也可以使

中，无差异性暴露错分使系数的估计值偏低，并随着

（）Ｒ远离无效值。例如在“过分地夸大某一暴露因

的错分概率的增加，偏倚的程度也增加。当暴露比

素”的情况中，差异性错分对ｏＲ值估计的影响就

例ｒ＝０ ５时，灵敏度和特异度对错分偏倚产生的影

变得更为复杂，既可以高估也可以低估ＯＲ值，特

响是相同的，但当ｒ＜０．５时，特异度的降低比灵敏

别是当该因素是“罕见”时，其复杂程度表现尤其突

度的降低更容易产生较大的偏倚，当ｒ＞０．５时，则

出，不仅是ＯＲ偏倚的方向，还是偏倚的程度，对错

相反。因此在对普通线性模型的系数进行估计的研

分概率、０Ｒ值本身的大小和对照组的暴露比例都

究中，应根据暴露比例的大小，选用适宜的暴露测量

非常敏感。

的灵敏度和特异度来减少暴露错分偏倚。

二分暴露变量无差异性错分在对病例对照研究

本文的例子仅限于二分类暴露，并且疾病结局

变量正确测量或分类正确，也未考虑其他变量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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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控制·
郑州市某医院一起呼吸机致铜绿假单胞菌院内感染暴发的调查
王全楚申德林李保军
２００５年７月ｌ

５日郑州市某医院心胸外科发生一起７

倒手术后患者不明原因集体发热事件，经流行病学调查和实
验室检测，证实是一起由呼吸机污染引起的铜绿假单胞菌院
内感染暴发。
１调查结果：２００５年７月１日出现第１例发热患者，该８

铜绿假单胞菌，对多种抗生素耐药。根据血培养结果改用泰
能治疗２—３天后患者全部康复。
２讨论：近年来，呼吸机作为呼吸衰竭的抢救措施之一
已在临床上广泛应用。在呼吸机使用过程中所发生的呼吸
机相关肺炎（ｖＡＰ）已经越来越引起临床医师的关注。铜绿

岁患儿心脏手术后在重症监护室（ＩＣＵ）观察３天，病情平稳，

假单胞菌是引起院内感染的重要病原菌之一。由于心脏病

拔除呼吸机从ＩＣＵ转入普通病房的当天，突然发生寒战、高

患儿特异性和非特异性免疫功能均有缺陷，屏障功能差，尤

热，最高体温４０ ９℃，退热时伴大汗淋漓。紧接着７月４日、

其在侵入性导管插入、机械通气过程中，更易发生二重感染

５日相继出现６例类似发热患者。全科住院患者３０例，罹患

和交叉感染。调查表明，由于近期手术患者较多，呼吸机使

率为２３ ３％。呈现出短时间内相继发病、持续高热的特点。

用频繁，加上天气炎热，消毒工作没有及时跟上，导致了该起

上述７例患者年龄８～１２岁，均为心脏手术后３—７天，全部

院内感染事件的发生。检测结果显示，铜绿假单胞菌可以存

使用过同～种鸟牌呼吸机，全部病例分布在该科的６个病房

在于呼吸治疗装置内，如呼吸机、湿化器、吸痰管等。铜绿假

和１个ＩＣＵ病房，男女性别比为１ ９３：ｌ。临床特征及实验室

单胞菌院内感染的防治应严格执行下列措施：①切断交叉感

检查普遍有骤起寒战、高热、四肢冰凉、血白细胞计数增高，

染的传播途径。病房和Ｉｃｕ应有良好的通风设备，定期进行

胸片（一），刚开始怀疑为药物引起的输液反应，但全科使用

紫外线照射或室内消毒。医护人员应戴口罩，接触患者和操

同一批号的药物，其他患者无发热，药物抽检合格后排除了

作前后应洗手。②严格消毒器械，包括呼吸机、雾化器、呼吸

这种可能性。后发现Ｉｃｕ病房有２台呼吸机，ｌ台供成人使

机管道等。戴一次性手套吸痰，每次趿痰后更换吸痰管；气

用，另外１台鸟牌呼吸机供儿童患者使用，全部７例发热患

道内定时湿化；可采用特殊设计的气管导管，吸引声门下、气

者近期均使用了同一种鸟牌呼吸机。随即对２台呼吸机和７

囊上气管内的分泌物，防止口咽部分泌物直接流人呼吸道。

例发热患者进行严格的细菌培养。结果证实，２台呼吸机中

③一旦明确诊断ｖＡＰ后应采取积极有效的治疗措施，除了

只有鸟牌呼吸机培养出铜绿假单胞菌，７例中６例血培养为

治疗原发病以外，应合理选用抗生素。
（收稿日期：２００５．０７．１５）

作者单位：４５００４２郑州，解放军第１５３医院

（本文编辑：尹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