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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理论与方法·
不完全病例对照研究中对照组部分基因

信息缺失基因一环境交互作用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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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不完全病例对照研究中对照组基因信息部分缺失时基因一环境交互作用的

估计。方法

在Ｓｔａｔａ ９．０软件上采用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方法模拟不同基因信息缺失比例数据，对缺失数据

采用ｈｏｔ ｄｅｃｋ多重填补程序后分析和删除缺失值分析结果进行比较。结果缺失数据＜５０％时，ｈｏｔ
ｄｅｃｋ多重填补后分析和删除缺失值分析对环境主效应、基因主效应以及基因一环境交互作用的估计系
数接近完全数据的系数，随缺失比例的增加，两种方法的估计方差均增加，但ｈｏｔ ｄｅｃｋ多重填补估计
方差小于删除缺失值分析。结论不完全病例对照研究中，对照组基因信息缺失比例＜５０％时，可以
用ｈｏｔ ｄｅｃｋ填补方法充分利用已有的信息估计基因一环境的交互作用，提高估计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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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疾病（如肿瘤）的发生是由基因和环境因素

病例对照研究（ｐａｒｔｉａｌ

ｃ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０１ ｓｔｕｄｙ，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ｓｔｕｄｙ）旧’３｜。对照组基因信息缺失分为

共同作用的结果¨一。病例对照研究是探讨基因、环

ｃ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境以及基因一环境交互作用的常用方法之一。然而，

两种情况：一是基因信息完全缺失，二是部分基因信

在实际工作中，病例的基因和环境暴露数据容易获

息缺失。对第一种情况，笔者已经进行了讨论日ｏ，采

得，对照的环境暴露数据也容易获得，但对照的基因

用对数线性模型的方法，可以同时估计环境的主效

数据往往难以获得，所得资料不完全，称之为不完全

应和基因一环境交互作用。在部分基因信息缺失的
情况下，目前常用的方法是删除含有缺失值的个体，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３０５７１６１９）；国家重点

基础研究发展计划（９７３）资助项目（２∞２ｃＢ５１２９１０）；江苏省高校自
然科学基金重点资助项目（０４刚Ｂ３１００８１）

仅采用完全数据进行分析，这种做法损失了信息。
本文针对第二种情况，采用ｈｏｔ ｄｅｃｋ多重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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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ｉ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ＭＩ）法，在充分利用原始数据

计学系（柏建岭、萄鹏程、赵杨、于浩、沈洪兵、陈峰）；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的情况下，估计环境的主效应、基因的主效应，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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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一环境的交互作用，并用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模拟试验

探讨在不同缺失比例的情况下该估计方法的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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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

填补问方差（ｂｅｔｗｅｅｎ—ｉ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Ｂ＝士∑（Ｑ“’一萄）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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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基本原理

ｍ—ｌ Ｆｌ

１．多重填补：ＭＩ法是由美国哈佛大学Ｒｕｂｉｎ¨ｏ

提出，已形成一套比较系统的理论体系。其基本思
想是：根据缺失数据的先验分布（ｐｒｉｏ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ｎ），

给每个缺失值填补ｍ（舯ｚ≥２）个填补值（依赖所用

总方差（ｔ。ｔａｌ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Ｔ＝ｗ＋（１＋去）Ｂ
石±ｆ㈠。一：）仃

自由度吲ｍ川（·＋志）２

估计系数的９５％ａ

的多重填补方法），构造ｍ个“完全”数据集，然后采

实例分析

用相应的完全数据分析法对每一个填补后的新样本
进行分析，再综合ｍ次分析结果，从而得到未知参

Ｈｗａｎｇ等ｎ郇在１９８４—１９９２年采用病例对照研

数的估计。与一般的缺失数据估计方法相比，多重

究，调查了Ｍａｒｙｌａｎｄ地区１６３例患儿（其中６９例单

填补考虑了缺失数据填补的不确定性。

纯性腭裂，１１４例唇裂伴或不伴腭裂）和２８１名正常

２．近似贝叶斯自举法：多重填补的方法有多种，

婴儿对照的肿瘤坏死因子（ＴＧＦ）基因型和母亲吸烟

如预测均数匹配（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ｍｅａｎ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趋势得

史，分析婴儿ＴＧＦ基因型和母亲吸烟在唇腭裂发生

分（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法、马尔可夫蒙特卡罗（Ｍａｒｋｏｖ

的作用。本文采用了６９例单纯性腭裂和２８１名正

Ｃａｒｌｏ，ＭＣＭＣ）方法等。本文采用基于

常婴儿对照的ＴＧＦ基因型和其母亲是否吸烟的数

Ｃｈａｉｎ Ｍｏｎｔｅ

近似贝叶斯自举法（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ＡＢＢ）的ｈｏｔ ｄｅｃｋ多重填补¨１。

为了方便，定义①全数据集ｙ，样本含量为竹，

即全部观察值；②完全数据子集ｋ，样本含量为

据（表１）。
为说明多重填补的应用，令对照组中个体的基

因信息随机产生３０％的缺失值，数据见表２。
表１

腭裂与ＴＧＦ和吸烟关系的病例对照研究

咒，，是ｙ中所有具有完整观察数据的个体组成的集
合；③不完全数据子集ｙ。。样本含量为咒。，是ｙ中
至少有一个所研究的观察指标数据缺失的个体组成
的集合。显然，全数据集由完全数据子集和不完全

病例（Ｄ＝１）

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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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盼 ～Ｄ∞ 堡弓 堡萎

对照（Ｄ＝Ｏ）

ｏ∞一

鲥百钙

堡曼

¨Ｄ一

墨∞懈

鲥面姗

数据子集组成，即ｙ＝（ｙ豳，ｙ。ｉ），咒＝胛。＋咒。。

ＡＢＢ法估算包括４个步骤陆。８］：①在完全数据
集ｙ幽中有放回地再抽样（ｒｅｓａｍｐｌｉｎｇ），样本含量为
咒。，得到数据集ｙ二；②在数据集ｙ二中有放回地再
抽样，样本含量为挖。；③用步骤②中得到的咒。个观

察值替换ｙ。。中的咒。个缺失值；④重复上述步骤

＋（Ｅ＝１）

１３

１３

１０

４８

ｍ次，并对ｍ次分析结果进行综合。

一（Ｅ＝０）

７

３６

２４

１１５

６２

ｈ——

——

２０

４９

３４

１６３

８４

假设我们感兴趣的是尺度参数的估计Ｑ，在

合计

２２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中Ｑ可以是ＯＲ的对数值。通过对每

对表１的完全数据、表２缺失删除后数据、表２

一个填补后产生的“完全”数据集进行标准的完全数

缺失数据和ｈｏｔ ｄｅｃｋ填补后数据，均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

据分析得到Ｑ的估计方差（或标准误）。定义Ｑ“’

归分析，结果见表３。

和Ｕ“’分别为第ｆ（ｆ＝１，２，…，ｍ）个数据集的点估
计和估计方差，那么Ｑ的点估计、方差等分别为凹３：
点估计（优个完全数据集估计的均值）
１

仇

可＝土∑Ｑ“’
ｍ
ｆ＝ｌ

填补内方差（ｗｉｔｈｉｎ—ｉ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ｗ：上萎ｕ㈩

表３

基因信息随机产生３０％的缺失值的参数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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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交互作用的估计与真值偏差均较大。

学上常采用模拟试验的方法，即在不同条件下模拟

讨

产生若干个（通常为１０００个）数据库，对同一数据库

论

用不同的方法进行分析，然后根据模拟的结果分析

数据缺失是流行病学研究中经常遇到的现象。

不同条件下各种方法所得结果的统计学性质，包括

目前常用的方法是删除含有缺失值的记录。一般认

估计系数的均值是否接近真值，估计系数的方差有

为，在随机缺失的情况下，该法所得到的估计仍然是

多大等。为了说明多重填补方法的可靠性和稳定

无偏的（ｕｎｂｉａｓｅｄ）。但删除缺失值丢弃了记录中其

性，本文采用模拟试验的方法，在Ｓｔａｔａ ９．０软件上

余的有用信息，造成资源的浪费，当缺失较多时，估

分别探讨在随机缺失不同比例的情况下，多重填补

计误差较大，影响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和精确性。如

估计结果的统计性质，并与完全数据的估计结果相

果完全观测与不完全观测之问存在系统差异，则使

比较。

用完全观测进行的分析就不能代表原来的整体人

１．模拟设计思路：分别以表１资料对照组的基
因信息随机缺失５％、１０％、２０％、３０％、５０％和

群，有可能会得到错误的结果。此时多重填补法所
得估计仍然是有效的。

６０％（不同比例下种子数不同），得到新的数据，然后

本研究结果显示当缺失＜１０％时，删除缺失值

对该数据分别用删除缺失值方法和ｈｏｔ ｄｅｃｋ多重填

法与ｈｏｔ ｄｅｃｋ多重填补估计结果很接近；当缺失比

补法建立１０９ｉｓｔｉｃ模型。重复上述过程１０００次。计

例较大时，ｈｏｔ ｄｅｃｋ多重填补精确性优于删除缺失

算１０００个回归系数点估计（Ｑ。，Ｑ：，…，Ｑ姗。）的均

值法；当缺失比例＞５０％时，删除缺失值法和ｈ。ｔ

数和总方差的均数（Ｔ，，Ｔ：，…，Ｔ啪。），比较两种方

ｄｅｃｋ多重填补法均不理想。笔者建议，当研究中缺

法所得参数的估计值。

失＜１０％时，可不必采用缺失值的估计；当缺失比

２．模拟运行：结果见表４。其中，完全数据的估

例在１０％～５０％之间时，采用多重填补法可以充分

计结果列于表４第１行。以原完全数据的分析结果

利用原始资料的信息；而当缺失比例＞５０％时，即

为真值，从表４可以看出，当对照组基因数据缺失

使用ｈｏｔ ｄｅｃｋ多重填补也难以得到满意的效果。

５％～１０％时，ｈｏｔ ｄｅｃｋ多重填补法和删除缺失值法

单个填补（ｏｎｅ

ｓｔｅｐ

ｉ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没有考虑到缺失

对环境主效应、基因主效应以及基因一环境交互作用

数据的不确定性以及填补数据与观察到的数据间可

的估计系数和估计方差均接近真值；当对照组基因

能存在的系统性差异，所以难以提供关于总体参数

数据缺失１０％～５０％时，ｈｏｔ ｄｅｃｋ法对环境主效应

的准确估计［１１。。而多重估计弥补了单个填补的缺

估计方差很接近真值，而删除缺失值法的估计方差

陷。与所有的缺失数据估计方法相同，多重填补并

随着缺失比例的增加而增加，并均高于ｈｏｔ ｄｅｃｋ法；

没有增加原样本以外的信息，但体现了缺失数据的

当对照组基因数据缺失＞５０％时，两种方法对基因一

不确定性，并充分利用了原资料的信息。

表４

１０００次模拟结果中模型回归系数点估计的均数和方差的均数

·８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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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ｏｔ

ｄｅｃｋ多重填补将ＥＭ算法和极大似然法的

优点与单个填补结合起来，从而产生原始数据的矩

５８１—５９２．

［５］Ｒｕｂｉｎ ＤＢ，ｓｃｈｅｎｋｅ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阵。ｈｏｔ ｄｅｃｋ多重填补和一般ｈｏｔ ｄｅｃｋ填补最大的

ｆｍｍ

ｎｏ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不同是需要构造５～１０个“完全数据集”。ｈｏｔ ｄｅｃｋ

多重估算是采用近似贝叶斯自举法进行再抽样的，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当某个数据集中含有缺失值的变量比例比较大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ｉｇｒｌｏｒａｂｌ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６］舢ｌｉＳ０ｎ ＰＤ．ＭｉＳｓｉｎｇ ｄａｔａ（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Ｏａｋｓ，ｃＡ：Ｓａｇｅ，２００１．
ｎｏ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ｉｎ

ｓｕｒｖｅｙ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Ｗｉｌｅｙ，１９８７．
［８］Ｒｕｂｉｎ ＤＢ．Ｔｈｅ

时，即使采用ｈｏｔ ｄｅｃｋ估算，结果可能也不太理想。
另外，ｈｏｔ ｄｅｃｋ估算不适用于非随机缺失的数据。

ｗｉｔｈ

ｓａｍｐ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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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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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ｒａｎｄ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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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非参数方法，对数据的分布要求不高，更适用于
离散型数据和分布不明的数据ｕ

Ｎ．

ｓｉｍｐ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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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控制·
天津市主要河道中麦穗鱼华支睾吸虫囊蚴感染情况调查
邸宝华

李昕徐亚东

华支睾吸虫（肝吸虫）是一种主要分布于亚洲东部地区

染率有了明显的下降乜１，而且只有蓟县一个地方有麦穗鱼感

的人体寄生虫，感染人体的阶段是囊蚴，寄生于第二中间宿

染，上次调查蓟县的于桥水库和州河的感染率分别为

主淡水鱼、虾体内，其中以麦穗鱼为主要宿主。为了解天津

９２．５０％和１００％；而本次的感染率有明显下降。华支睾吸虫

地区麦穗鱼感染情况，于２００６年１０

１２月对天津市８条主

流行的关键因素是人群是否有生吃或半生吃鱼肉的习惯，在

要河道麦穗鱼感染情况进行了调查。麦穗鱼标本采用鱼肉

烧、烤、烫或蒸全鱼时，可因温度不够、时间不足或鱼肉过厚

压片法ｕ ｏ。分别捕获滦河、潮白河、浑河、州河、于桥水库、西

等原因，未能杀死全部囊蚴ｂ１。本次调查结果也充分说明

青区王兰庄稻地沟河、子牙河、海河的麦穗鱼各５０条，总计

了，天津市在这几年的城市建设中对于环境的保护做出的努

４５０条，通过显微镜检查，其中华支睾吸虫阳性麦穗鱼２９条，

力，市内的河道水质有了明显的改善以及与天津市民环保意

阴性４２１条，总感染率６．４４％。阳性样本的地区分布：天津

识的加强也有很大的关系。

市８条主要河道中，只有流经蓟县的州河与于桥水库有感染
的样本，感染率分别为３８％，与５年前的调查相比’２ Ｊ，蓟县州
河感染率１００％，二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蓟
县于桥水库感染率２０％，与５年前９２．５０％相比，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Ｏ．０１），而其他河道中的麦穗鱼感染率均为０。
调查结果显示，与５年前相比天津市８条河流麦穗鱼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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