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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理论与方法·
应用分类树模型筛选恶性肿瘤
危险因素的研究
张勇晶

陈坤

【摘要】

金明娟

目的

范春红

介绍分类树模型筛选恶性肿瘤危险因素基本原理、运算法则和应用价值。方法

以浙江省嘉善县乳腺癌现场调查数据为例，采用Ｅｘｈａｕｓｔｉｖｅ ＣＨＡＩＤ法建立分类树模型对调查结果进
行危险因素筛选，使用错分概率Ｒｉｓｋ值和ＲｏＣ曲线下面积对模型进行评价。结果

分类树模型从全

部１０５个候选变量中筛选出９个危险因素，其中职业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工人、教师及退休人员的
乳腺癌发生概率显著高于其他人员。另外，模型显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在不同人群中对乳腺癌的影
响效果有所不同。模型错分概率Ｒｉ８ｋ值为０．１７４，利用预测概率绘制的ＲＯＣ曲线下面积为０．８７２，与
０．５比较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模型拟合效果很好。结论分类树模型不仅可以有效挖掘筛选出主
要的影响因素，还可以对研究变量科学定义分界点，展示变量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在流行病学研究中
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分类树模型；乳腺肿瘤；危险因素；卡方自动交互检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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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恶性肿瘤这类多因子疾病的病因研究

据，对多水平变量之间的复杂交互作用分析困难。

中，通常采用多元线性回归、１０９ｉｓｔｉｃ回归或Ｃｏｘ回

因此单纯使用传统的统计方法来筛选恶性肿瘤的危

归模型进行变量筛选。但这些方法对资料的类型和

险因素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分类树模型分析作为

分布等都有相对严格的限定，不同程度地降低了其

一种日益兴起的数据挖掘技术，弥补了传统参数检

分析效能；而且这些模型无法处理具有共线性的数

验的不足，可以快速、有效的挖掘出主要影响因素。
本文介绍如何利用卡方自动交互检测（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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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模型及其在危险因素筛选中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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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长进行约束。Ｅｘｈａｕｓｔｉｖｅ ＣＨＡＩＤ法中常用的
基本原理

参数有分支拆分及合并的显著性检验水准ａ，最大

１．运算法则：分类树模型可以根据解释变量对

生长层数，母结点和子结点中的最小样本含量等。

目标变量进行分类和预测，Ｃ＆ＲＴ法和ＣＨＡＩＤ法

一旦结点无法达到参数设定值，分类树就会停止继

是建立模型最常见的算法。与Ｃ＆ＲＴ法基于内部

续拆分。

同质性原理不同，ＣＨＡＩＤ法是以列联表卡方计算为
基础的运算法则，更易被医务工作者理解。

３．模型评价：模型提供错分概率Ｒｉｓｋ统计量对
分类结果进行评价，另外还可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

（１）ＣＨＡＩＤ法由Ｋａｓｓ…于１９８０年提出，是建立

曲线（ＲｏＣ曲线）下面积对分类树分析结果进行评

分类树模型常用的方法之一。其核心思想是：根据

价。通过改变预测概率的界值，获得多对假阳性率

给定的目标变量和经过筛选的解释变量对样本进行

（１一特异度）和真阳性率（灵敏度），以前者为横坐

最优拆分，按照卡方检验的显著性进行多元列联表

标，后者为纵坐标，绘制ＲＯＣ曲线，计算并比较

的自动判断分组幢－。

ＲＯＣ曲线下的面积，可以检测模型的诊断预测价值

分类具体过程：将一个分类解释变量与目标变

大小。

量进行交叉分类，产生一系列２×Ｃ表，分别计算各

实例分析

表的Ｐｅａｒｓｏｎ ｘ２值，见公式（１）。将其中所得最大的
Ｐ值与合并水准（ａ ｍｅｒｇｅ）比较，若Ｐ＞ａ ｍｅｒｇｅ则将

以下应用浙江省嘉善县乳腺癌现场调查数据为

这两个类别合并。如此反复，直至Ｐ＜ａ ｍｅｒｇｅ或者

例，介绍Ｅｘｈａｕｓｔｉｖｅ ＣＨＡＩＤ法建立分类树模型并对

该变量只剩两个类别。

其进行评价。

ｘ２＝∑与竽

（１）

然后采用Ｂｏｎｆｅｒｒｏｎｉ法对最后所得Ｐ值进行调整，
Ｂｏｎｆｅｒｒｏｎｉ乘数计算方法见公式（２）。式中ｃ为解释
变量起始类别数，ｒ为解释变量合并的类别数。

Ｂｋ２．量（一１）１手尚

１９８９年５月至１９９０年４月，在浙江省嘉善县
所属的１０个乡镇中对３０岁以上人群共７５ ８４２人
进行了肿瘤普查，共有６４ ６９３人参加，应答率为
８５．３％。据此对该人群的资料建立基本数据库，通
过嘉善县建立的完整的恶性肿瘤登记报告制度，对

（２）

该自然人群进行有效随访至今。２００５年５月，选取
该人群中由嘉善县级以上医院经病理检查确诊的

所有解释变量都完成上述计算后，比较各解释变量

８９例女性乳腺癌患者组成病例组，其中实际调查８４

调整后的Ｐ值大小，以Ｐ值最小且Ｐ小于设定的拆

例，应答率９４．３８％。另外采用单纯随机抽样技术，

分水准（ａ ｓｐｌｉｔ）的二维表作为最佳初始分类表。然

从基本数据库中抽取２８０名女性健康居民组成本次

后在最佳二维分类表的基础上继续使用解释变量对

研究的对照组，对每个对照均选择２个同性别、年龄

目标变量进行分类，重复上述过程直到Ｐ值大于
ａ

ｓｐｌｉｔ值为止。

（±５岁）和居住同村的人作为候补对照，结果实际
调查２７３人，应答率为９７．５０％。由经统一培训的调

（２）Ｅｘｈａｕｓｔｉｖｅ ＣＨＡＩＤ法由Ｂｉｇｇｓ等‘３１于１９９１

查员进行面对面询问，并当场填写统一设计的调查

年提出，该运算方法对ＣＨＡＩＤ法的检测交互方面

问卷，内容包括人口学特征、饮食习惯、生活方式及

进行了改进。在ＣＨＡＩＤ法中，一旦发现解释变量

精神心理因素、肿瘤家族史和女性生理与生育等五

剩余的类别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便会停止

个大项，涉及１０５个影响因素变量。使用ＥｐｉＤａｔａ

对变量类别的合并，因此可能会错过变量的最佳拆

３．１软件，将资料双遍录入，逻辑核查无误后建立数

分点。而Ｅｘｈａｕｓｔｉｖｅ ＣＨＡＩＤ法会对变量类别一直

据库。

合并至只剩两个，然后比较这一系列的合并以找出

使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统计软件进行分类树模型建

其中存在的最强关联，最终选择出最佳拆分点。对

立，ＲＯＣ曲线下面积计算等统计分析。模型构建参

于连续性变量分类树分析会将其按一定比例离散化

数如下：拆分及合并的显著性检验水准均定为０．０５，

作为有序变量来分析，最终结点可以有多个。

最大生长深度为８层，为充分发掘潜在的影响因素，

２．模型构建参数：为了防止分类树模型过度拟
合，可以设置一定的“停止”和“修剪”规则对分类树

所以设定母结点和子结点中的最小样本含量分别为
３０和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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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分类树模型建立：根据以上设置的生长和修

在工人、教师及退休人员中是否经常参加锻炼成为

剪规则，所建立分类树模型共包含７层，２１个结点，

主要影响因素，不经常参加锻炼会增加乳腺癌发生

其中终末结点１２个（图１）。该树形模型共筛选出９

的危险性。而在农民、从事家务和服务行业等其他

个解释变量。

人员中，筛选出的主要影响因素为足月产胎数，足月

在分类树分析中，目标变量是按照统计检验所

产３胎以上的妇女发生概率（５．９５％）显著低于３胎

得的Ｐ值大小依次拆分，因此位于主要枝干的解释

及以下的妇女（２２．８１％），说明足月产３胎以上是乳

变量对目标变量影响较大，随着分枝的细化影响逐

腺癌发病的保护因素。随后曾去医院进行乳腺检

步减小。从分类树模型图中可见，树形结构的第一

查，药物治疗、射线照射、外科手术等导致绝经均可

层是按照调查对象的职业进行拆分的，所以对人群

以增加发生概率，提示定期去医院进行乳腺检查或

中乳腺癌发病影响最为重要的因素是职业。其中工

其他妇科相关治疗大大地增加了乳腺癌的检出率，

人、教师及退休人员的乳腺癌发生概率（６０．００％），

导致此类人群发生概率较高。而在自然停经或由于

显著高于农民、从事家务和服务行业等其他人员

子宫卵巢手术而绝经的女性中，初潮年龄为１３岁及

（１８．２７％），成为乳腺癌发病高危人群。而在不同职

以下者患乳腺癌的危险性较大。在分类树模型的末

业的人群中筛选出乳腺癌的影响因素则各不相同。

梢，还筛选出食用新鲜虾（蟹）、海带（紫菜）及腌鱼等
饮食因素，提示不食用
新鲜虾（蟹），食用腌鱼
以及过多（食用超过

［人、教师、退休人员、其他

１００

农民、家务：服务行业等

结点１
病例６０．ｏｏ％（２７）
对照４０．００％（１８）

ｇ／月）和从不食用

海带（紫菜）类产品都

结点２
病例１８．２７％（５７）
对照８１．７３％（２５５）

是乳腺癌的危险因素。
２．分类树模型评

Ｏ

价：树形模型的错分矩
阵和Ｒｉｓｋ统计量如表
１所示。分析所得结
果的Ｒｉｓｋ统计量为

自然停经 、子宫卵巢切除ｊ哺乳等药物治疗、外科手术、射线照射等

０．１７４，表示使用该模
型对人群乳腺癌发病
预测的正确率为

＞１３

８２．６％，预测分类结果
病例１７．６５％（３６）
对照８２．３５％（１６８）

基本与真实分类一致，

ｌ

锻炼∥＝７．０７９，Ｐ＝ｏ．００８

模型拟合效果较好。
利用该分类树模
型所得预测概率绘制
ＲＯＣ曲线，计算ＲＯＣ

卤■———————百Ｆ——————了ｉ２
结点１５
病例３０．ｏｏ％（３）
对照７０．００％（７）

¨

结点１７
病例２６．６７％（２４）
对照７３．３３％（６６）

笙盛！！

０病例ｏ．ｏｏ％（ｏ）
¨对照１００．ｏｏ％（４３）

¨

结点１８

¨

结点１９

０
』

病例６．１２％（３）
对照９３．８８％（４６）

０
¨

病例５０．ｏｏ％（６）
对照５０．ｏｏ％（６）

食腌鱼∥＝１１．３１６，只＝０．叭２
＞０

≤０

曲线下面积为０．８７２
（９５％
ｌ

Ｃｆ：０．８３１～

０．９１２），标准误（ｓｉ）为
０．０２１，与０．５相比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００），因此分类树模
型对乳腺癌的诊断预

括号内数据为例数
图１

乳腺癌危险因素分类树模型图

测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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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分类树模型错分矩阵和Ｒｉｓｋ统计量表

－５４３·

明经常锻炼是保护因素；而在农民、从事家务和服务
行业等其他人员中，只有在足月产３胎及以下、自然
绝经并且初潮年龄在１３岁以上的条件下体育锻炼
才是影响因素，而此时的过多锻炼反而会略微增加
乳腺癌危险性。由此可以发现，体育锻炼与职业和

讨

个人生育因素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在不同
论

职业人群中体育锻炼取得的效果是不一致的，还需

应用分类树模型对乳腺癌现场调查信息进行深
入挖掘，结果表明筛选出的主要危险因素同以往采

要对体育锻炼的方式、时间以及职业性体力活动做
详细调查才能进一步阐明其中的关系。
尽管分类树模型具有很多优点，但也有一定的

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分析的研究基本相符，并且还可

局限性。例如该模型在进行大样本量统计分析时稳

以提供更多有意义的信息。

应用分类树模型可以直接从全部１０５个候选变

定性更强，而当样本量较小时模型参数的改变对结

量中筛选出９个重要危险因素，这些因素涉及到人

果的影响较大。另外，当解释变量众多且自身分类

口学特征、心理行为因素、女性生理与生育和饮食习

又较多时，最初生成树的规模可能非常庞大，必须对

惯等多个方面，印证了乳腺癌是一种多病因综合作

树形模型进行适当修剪，但如何修剪才能达到既精

用的复杂疾病，充分体现了现代医学生物．社会一心

简分枝又保证信息不至缺失的目的尚需深入研究

理病因网络模式的多因素作用。分析结果与以往研

探讨。

究结果基本一致【４‘７１，如足月产胎数少以及月经初潮

目前，分类树模型正逐步成为分析复杂多因子

年龄早等由于雌激素暴露较多可以增加乳腺癌的危

疾病危险因素的有力工具，特别是在基于人群大样

险性。

本量的病因研究探索人口学特征、环境因素、基因多

应用Ｅｘｈａｕｓｔｉｖｅ ＣＨＡＩＤ法构建的分类树模型

态性及其相互间的交互作用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

对于离散化的连续性变量和具有两种以上分类的指

景。同时根据具体情况将分类树模型和传统统计方

标，会将没有统计学意义的分层类别重组成为具有

法进行有机结合，互相补充，可以达到全面有效地挖

统计学意义的新的类别，这比人为地设定分层因素

掘疾病影响因素的目的。

更科学合理旧ｏ。将这一方法应用于流行病学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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