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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理论与方法·
不完全病例对照研究基因环境

交互作用的估计
于浩沈洪兵魏庆艾陈峰

柏建岭荀鹏程赵杨

【摘要】

目的介绍不完全病例对照研究中基因与环境交互作用的估计方法。方法分别导出

了ｌ咄·ｓｔｉｃ模型、对数线性模型在传统病例对照研究、单纯病例研究、不完全病例对照研究中主效应以
及基因与环境交互作用效应的极大似然估计，并通过实例分析其应用价值。结果

在传统病例对照

研究中，当数据未缺失时，ｌ。ｇｉｓｔｉｃ模型与对数线性模型的结果是等价的。当无对照时，单纯病例研究
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可以估计基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当对照组基因信息缺失但环境信息齐全时．用传统
病倒对照研究的ｌｑｇｌｓｔｉｃ模型无法得到交互作用的估计；用单纯病例研究的１０９ｉｓｃｉｃ模型可以估计交互
作用，但由于没有充分利用环境的信息，故得不到环境主效应的估计；不完全病例对照研究的对数线
性模型，可同时得到交互作用和环境主效应的估计。结论

不完全病例对照研究采用对数线性模型

既可充分利用对照的环境暴露信息，估计环境的主效应．又可估计基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当基因与
环境暴露独立时，其估计值与完全数据是等价的。
【关键词】基因一环境交互作用；不完全病例对照研究；对数线性模型；ｌ孵ｉｓｔｉ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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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的研究设计如队列研究、病例对照研究可

以用于分析遗传因素与环境因素的交互作用“ｏ，单
纯病例研究（ｃ“ｅ—ｏｎｌｙ ｓｔｕｄｙ）估计遗传和环境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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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互作用，在暴露和基因独立的条件下可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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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作用的检验效能”。１。然而，在实际工作中，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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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的基因数据容易获得，对照的基因数据往往难以
获得，所得资料不完全，称之为不完全病例对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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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ｕｄｙ）“。。对这种资料，采用传统的１。ｇｉｓｔｉｃ模型分

效应。用极大似然（ｍａｘｉｍｕｍ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ｄ，ＭＬ）法估

析只能得到环境的主效应；采用单纯病例研究的

计模型中的参数，此时，两个模型对应的参数估计值

Ｉｏｇ㈤ｃ模型分析只能得到基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

及其估计误差是等价的。其ＭＬ估计均为

这两种分析均没有充分利用资料的信息。本文介绍

０Ｒ。：。。，（。．）：吾哮
Ａ００】４ｌ∞

一种对数线性模型（１０９—ｌｉｎｅａｒ ｍｏｄｅｌ），可以充分利用

对照的环境暴露信息估计环境的主效应，并同时估
计基因一环境的交互作用。“。笔者应用极太似然法，
分别导出了ｌ。ｇｉｓｔｉｃ模型、对数线性模型在传统病例
对照研究、单纯病例研究、不完全病例对照研究中可
估的主效应和基因与环境交互作用效应及各自的标
准估计误差（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ｒｒｏｒ，ｓＥ）的估计，并作了对比

靶㈠，＝√击＋击＋击＋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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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通过实例分析介绍其应用价值。

即在情形１，两个模型的结果是等价的。其中Ｏ尺

基本原理

值的ＳＥ等于叩值与相应的系数的ｓＥ之乘积。
不失一般性，在病例对照研究中，考虑两种因

素：环境因素（Ｅ）和基因因素（Ｇ）。患者的基因型
分为突变基因型（Ｇ＝１）和野生基因型（Ｇ＝Ｏ）；研

究对象环境危险因素分为暴露（Ｅ＝１）和未暴露

例如ｓＥ［ｏＲ。。］：ｏＲ。．。×ｓＥ（ｙ．）。余雷同。
［情形２］

只有病例资料而没有对照。此时就

是单纯病例研究”。。相应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为

（Ｅ＝Ｏ）。根据基因和环境信息，可以将观察资料整

理成表１的格式，称为２×２×２表，或叉生表（ｃｒｏｓｓ

这种资料也可以用对数线性模型表示

ｔａｂｌｅ）。
寰１

病例对照研究数据整理表

模型（４）和模型（５）中，ｙ：表示基因和环境交互作用
基因（＋）基因（一）基因（＋）基因（）
（Ｇ＝１）
（Ｇ＝０）
（Ｇ＝１）
（Ｇ＝０）
一＋
一

张再盼

的效应。用ＭＬ估计模型中参数，两模型的结果是

合计

等价的。其ｙ：的ＭＬ估计为

ＸⅢ

Ｘ１０１

Ｘｏ

Ｌ】

Ｘ∞１

Ｘｏ｝ｌ

Ｘ１１０

Ｘ１００

Ｘ０１０

Ｘ（＿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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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ｅｘｐ（ｙ２）＝笋等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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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中ｋ表示Ｄ，Ｇ，Ｅ的不同组合时的频数。
［情形１］表１资料齐全。此时常用ｋｇｉｓｔｉｃ回
归模型…

Ｖ

Ｖ

即模型（４）与模型（５，是等价的。特别是当导坐；半
』１０１１』１１１００

ｋｇＩｔＰ（Ｄ Ｇ，￡）＝Ｆ】＋口ｌＥ＋ｐｌＧ＋ｙ ＪＥＧ

（１）

得到的交互作用的点估计与模型（１）和模型（２）得到

也可以用对数线性模型

的估计是等价的，但ｓＥ的值要小一些。
在单纯病例对照研究中，只能估计基因与环境

１０９Ｐ如。Ｐｏ十。ｏＥ＋凤Ｇ＋ｙｏＥ＋ＰＩＤ十ｄ１ＤＥ
十口ｌＤＧ＋ｙ１Ｄ６￡

等于ｌ时（此时，对照中基因型与环境暴露无关），所

（２）

其中，∥。表示Ｄ，Ｇ，Ｅ的不同组合时的理论频数，
ｐ。‰，ｐ。ｙ。，是对照中基因和环境联合分布的参
数。不难验证，１０９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１）可以通过对数
线性模型（３）得到

的交互作用，而得不到基因或环境主效应的估计。
［情形３］具有不完全病例对照资料。在实际
工作中，对照组的基因数据往往难以收集，但其暴露
信息可以通过调查表获得。如果病例组个体的基因

和环境信息齐全，即表ｌ中病例组的４个频数
（ｘ。，ｘ。眦，ｘ。。。，ｘ。。。）是已知的，对照组个体关于

ｌ。ｇｉｔＰ＝（Ｄｆ６，Ｅ）＝【。ｇｐ。。崦脚

（３）

环境暴露的信息齐全，但缺乏基因信息，即此时表１

在模型（１）和模型（２）中，ａ．表示暴露的主效应，ｐ，

中对照组的４个频数蜀¨，ｘ。，ｘ。。。，ｘ。。。是未知

表示基因的主效应，ｙ。表示基因和环境交互作用的

的，但其行边缘合计ｘ。，ｘ。＋。是已知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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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

表２

Ｆａｃｔｏｒｖ

Ｌｅｉｄｅｎ等位基因与ｕ服避孕药的病例对照研究频数

这种设计称为不完全病例对照研究。
此时，用一般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只能
得到环境的主效应，而病例组基因信

息未得到利用。采用对数线性模型可
以估计环境的主效应，以及基因．环境
表３

的交互作用，但不能分析基因的主效

拟台模型（１）和模型（２）的ｏＲ值及９５％可信区间（口）

应。相应的模型：
ｌｏＲ，１如＝“ｏ＋。ｏＥ十叭Ｄ
＋。３ｎＥ＋岛ＤＧ＋ｈＤＧＥ

（６）

用ＭＬ估计模型中参数，其中，ａ，表

注：括号内数据为ｓＥ值

示暴露的主效应，其ＭＬ估计为

ｃ）Ｒｒ＝ｅｘ。（ａ，）＝糍．
ｍ‰，＝√击＋熹＋忐＋击

不难证明，当象糍等于１时（此时对照中基因型与
环境暴露无关），暴露的主效应

∞ｒ＝鲁舞＝黑等

假设悖：计划缺失但ｘ一＋ｘｍ和ｘｍ。＋ｘ

已知，可采用单纯病例研究的ｌ昭ｉｓｔｉｃ模型（此时丢
掉了对照的信息），也可采用不完全病例对照研究的
对数线性模型（此时利用了对照中关于环境暴露的
信息）。结果见表４。可见两种模型估计的基因一环
境交互作用的结果是等价的。但对数线性模型同时
估计了环境的主效应，而单纯病例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只
能估计交互作用。

与模型（１）、（２）所得结果相同，但ＳＥ的值要小
表４

一些。
ｙ，表示基因与环境交互作用的效应，其ＭＬ估

ｏｏｏ

拟台模型（４）和模型（６）的ｏＲ值及９５％ａ

囚素

模型（４）

衄值

模型（６）

９５％ａ

（）Ｒ值

９５％Ｃｆ

计为

‰…ｍ３）＿要糍，
趾ｃ㈦＝√击＋志＋击－忐
凌估计与情形２单纯病例研究之结果等价。

综上所述，对数线性模型可以处理三种情形的
资料，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只能适用于第１种和第２

汪：同袁３

从上述分析不难发现，对数线性模型既可用于
完全资料，此时与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结果等价；叉町用于

不完全资料，此时估计的交互作用等价于单纯病例
研究的１。ｇｔｓｔｉｃ模型，且能估计环境的主效应。需要

种情形。

注意的是，根据不完全资料的对数线性模型得到的
实例分析

点估计ｙ，，等价于根据单纯病例ｌ。ｇｉｓｔｉｃ模型得到

ｖａｎｄｅｎｂｒｏｕｃｋｅ等”１采用病例对照研究，调查

的交互作用点估计ｙ：，但与完全资料所得结果ｙ。

３２４人，其中病例１５５例，对照１６９例。分析口服避

不等，这是因为，虽然在对照中环境暴露与基因型是

孕药与Ｆａｃｔｏｒ

Ｌｅｉｄｅｎ等位基因在静脉血栓发生

独立的，但ｘ０。，ｘ。。。／ｘ。ｘ。叭一般不会正好等于ｌ。

对完全资料，分别采用１０９ｉｓｔｉｃ模型和对数线性

是等价的。这也是为什么应用中要强调环境暴露与

ｖ

中的作用（表２）。

模型，分别估计环境和基因的主效应，以及交互作用
（表３）。可见，无论是参数的点估计，还是其估计误
差，两个模型都是对应相等的。即对完全资料，
１０９ｉｓｔｉｃ模型和对数线性模型的结果是等价的。

只有当函。，‘Ｙ。。。伍。。ｘ。叭正好等于ｌ时，其结果才
基因型是独立的缘由。
讨

论

传统的病例对照研究是以患有特定疾病的人群

７５

主望煎堑量芏壁查！！！！里！旦蓥！！鲞筻Ｉ塑坠ｍ』堡Ｂ，！！！··！【，』些！！翌！！些，！世－堕·盟！－！
作为病例，以不患该病但具有可比性的人群作为对

立，则所得估计就是有偏的。应用时需谨慎。

照，收集两组既往各种可能危险因素的暴露史，测量

我们的模拟试验结果表明，在假设环境和基因

并比较两组中各因素的暴露比例，并探讨暴露与疾

相互独立的前提下，环境暴露率、基因频率、环境相

病间是否存在统计学联系的一种流行病学分析研究

对风险、基因相对风险、交互作用相对风险以及样本

方法。若要用传统的病例对照研究设计分析基因与

含量一定的条件下，不完全病例对照研究和单纯病

环境的交互作用，在收集环境暴露信息的同时，需收

例研究对基因．环境交互作用的估计是相同的，且比

集基因信息数据，此时亦可估计遗传与环境各自的

传统的病例对照研究估计精度要高，可信区间要窄。

主效应。

不完全病例对照研究还可以估计环境的主效应，其

单纯病例研究是只根据病例的信息估汁环境与

精度也高于传统病例对照研究。

基因的交互作用，其应用前提是：环境暴露和基因型

对于对照基因信息缺失的不完全病例对照研究，

是相互独立的“““１。Ｐｉｅｇｏｒｓｃｈ等”１的研究表明，在

采用传统病例对照研究设计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只能分析

这样的前提条件下，根据单纯病例研究所得到的交

环境的主效应，采用单纯病例设计的ｌｏ画＆ｉｃ模型只能

互作用，比病例对照研究所得到的交互作用具有更

分析基因环境的交互作用，而此时若采用对数线性模

高的精度，或者在相同的精度要求下，单纯病例研究

型分析不完全病例对照研究则可同时分析环境的主

所需样本量较小…。可见单纯病例研究是估计交互

效应和基因环境的交互作用，兼有前两者的优势，且

作用的有效方法，但不能评价主效应。单纯病例研

不难推广到多个影响因素（协变量）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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