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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理论与方法·

测量误差变量与准确测量变量混合
对研究真实性的影响
杨美霞

周艺彪

【摘要】

姜庆五

目的探讨测量误差变量与准确测量变量混合情况下测量误差对联系效应估计的影

响。方法利用测量误差大小、准确测量变量与测量误差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准确测量变量的个数和
联系效应之问的函数，采用Ｒ软件做图来讨论分析测量误差对研究真实性的影响。结果

当连续变

量ｙ和ｚ能准确测量，连续变量Ｘ不能准确测量时，无差异性测量误差使所估计的联系效应值总低
于实际值，并随Ｘ与ｚ的相关程度的增加，测量误差所致的偏倚会进一步地恶化。在一个错分二分
类变量ｘ和一个准确测量连续变量ｚ混合的情况下，测量误差所致的偏倚不仅跟暴露测量的灵敏度
和特异度有关，而且跟ｘ与ｚ的相关系数以及ｘ的暴露比例有关，并且随着相关系数的增加，ＡＦ值
逐渐减少。在ｐ＝０．５时，ＡＦ值为１．４１９，变量ｘ对应变量ｙ的联系效应估计值大于实际值，但当ｐ增
至０．９时，ＡＦ值为０．４７４，其联系效应估计值低于实际值，改变了错分偏倚的方向。结论在准确测
量变量和测量误差变量混杂的研究中，用线性回归模型来分析估计多个自变量与应变量之间的联系
时，对测量误差所致偏倚的识别、控制和评估是十分必要的，对结果的解释要谨慎。
【关键词】测量误差变量；准确测量变量；测量误差；偏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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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行病学研究中往往需要对暴露或变量进

行测量，有些变量或暴露是可以准确测量的，如性
别、种族等，而另一些变量是很难准确测量的，如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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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污染暴露等，对这些变量的测量过程中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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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会产生测量误差。暴露测量误差是流行病学研究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教研室（周艺彪、姜庆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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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偏倚产生的一个重要来源之一，它往往会高估或

生了５．０％的相对偏倚；当测量误差￡为５０％时，在

低估暴露与疾病之间的联系效应，甚至会导致暴露

ｐ＝０，ＡＦ为０．８００，产生２０．Ｏ％的相对偏倚，当ｐ增

与疾病之间虚假的关联。有关暴露测量误差对研究

加到０．９时，ＡＦ就降到０．４３２的水平，产生了５６．８％

真实性的影响，已有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讨论Ｈ‘３］，

的相对偏倚。

但很少涉及在研究中既有准确测量的变量又有测量
误差的变量情况下，讨论暴露测量误差对研究真实
性的影响。本文主要根据暴露测量误差大小、准确
测量变量与测量误差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准确测
量变量的个数和联系效应之间的函数，采用Ｒ软件

做图来讨论分析测量误差变量与准确测量变量混合
情况下测量误差对联系效应的影响。
１．连续变量：设ｙ为连续反应变量，Ｘ和ｚ为
ｆ

连续自变量，ｙ和Ｚ能准确测量，Ｘ不能准确测量，

不同相关系数条件下ＡＦ随测量误差

图１

ｆ变化的轮廓图

Ｘ为ｘ的观测值，￡为Ｘ的测量误差，ｆ＝ＳＤ（ｘ
ｘ）／ＳＤ（Ｘ），例如当￡＝０．１，可以认为在Ｘ的测量

以上分析的暴露测量误差对联系效应的影响仅

中有１０％的测量误差。假设对于给定的Ｘ，Ｘ和

涉及到一个准确测量变量，但在许多实际问题中，往

（Ｚ，ｙ）是条件独立的，即暴露测量误差是无差异

往会涉及多个这样变量，这时测量误差对联系效应

的，Ｅ（ｘ

ｘ）＝￡２ Ｖａｒ（Ｘ）。反

的影响就变得相当复杂。设ｙ和Ｘ为标量，Ｚ为ｄ

应变量ｙ与自变量Ｘ、Ｚ之问的关系，以及与自变

维的矢量，ｙ、Ｚ．，…，乙能准确测量，Ｘ不能准确

量Ｘ、Ｚ之间的关系可以分别用下列表达式描述：

测量，Ｅ（Ｘ）＝Ｅ（Ｚ）＝０，Ｖａｒ（ｘ）＝Ｖａｒ（ｚ，）＝ｌ，

ｘ）＝ｘ，Ｖａｒ（ｘ

对于给定的Ｘ，Ｘ和（Ｚ，ｙ）是条件独立的，Ｅ（Ｘ

Ｅ（ｙ｛ｘ，ｚ）＝岛十卢，ｘ＋使ｚ
Ｅ（ｙ

ｘ）＝Ｘ，Ｖａｒ（Ｘ

Ｊ夏，ｚ）＝声。＋声。殳＋声：ｚ

Ｘ的测量误差对回归系数的影响可按式（１）表
达‘引：
角

１

ＡＦ（ａｔｔｅｎｕａ‘ｉ刚ａｃｔｏｒ）２蒿２ Ｆ而｝两

（１）

式中，ｐ＝Ｃｏｒ（Ｘ，Ｚ），即为Ｘ与Ｚ的相关系数。
从上面ＡＦ的表达式（１）可以看出，在估计Ｘ
对ｙ的影响时，如果研究分析中包括了一个准确测

量的变量ｚ，则测量误差所致的偏倚不仅与测量误
差≠的大小有关，而且与Ｘ与Ｚ的相关系数的大小
有关，除非ｘ与Ｚ没有相关性。
［举例］

图１是当ｘ与Ｚ的相关系数ｊ０分别

为０、０．３、０．５、０．７、０．８、０．９和０．９５时，ＡＦ随测量误

差￡变化的轮廓图。从图１可以看出，不管相关系

Ｘ的测量误差对线性回归系数的影响可按式
（２）表达¨』：

盯＝鲁＝（南）｛１－（南）ｃ ７（Ｒ一禹）～ｃ｝㈤
式中，Ｒ＝Ｅ（涩７），ｃ＝Ｅ（ＺＸ）。
由于多个准确测量变量存在的情况较为复杂，
本文主要就自变量等相关的情况进行分析，即ｐ＝
Ｃｏｒ（Ｘ，乙）＝Ｃｏｒ（Ｚ。，ＺＩ），在这种情况下，式（２）就

可以简化为式（３）表达。

ＡＦ：垒
∥１
『１

ｆ—ｊ一１
＼１＋￡２／

（篱）｛

数ｐ为多大，无差异性测量误差使所估计的ｐ，低于
实际的＆，并随着测量误差的增加，所致的偏倚程

Ｘ）＝≠２。

南一矿茄‰｝］㈦
１一Ｐ（１一Ｐ）（１一Ｐ十出，，，）｝Ｊ

、。７

式中，ｃ。，。＝Ｐ一｛ｌＤ２／（１十￡２）｝。

度也在扩大；在同样大小的测量误差条件下，随着

从式（３）可以看出，在估计Ｘ对ｙ的影响时，测

Ｘ与Ｚ的相关程度的增加，会进一步地恶化测量误

量误差所致的偏倚不仅跟测量误差￡的大小有关，

差所致的偏倚。例如当测量误差￡为１０％时，在

而且与Ｘ同Ｚ，的相关系数的大小以及准确测量变

ｐ＝０，ＡＦ为０．９９０，仅产生１．０％的可忽略的相对偏

量的个数ｄ有关，除非Ｘ与Ｚ没有相关性。

倚，但当ｐ增加到Ｏ．９时，ＡＦ降至０．９５０的水平，产

［举例］

图２是当相关系数ｐ分别为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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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０．９，准确测量变量个数ｄ分别为１、２、３、５、２０

Ｅ（ｙ

ｘ，ｚ）＝Ｊ９０＋岛ｘ＋卢２ｚ

时ＡＦ随测量误差￡变化的轮廓图。从图２可以看

Ｅ（ｙ

ｌ贾，ｚ）＝禹＋声ｌ元＋声：ｚ

出，当Ｊ０＞０时，不管相关系数Ｊ０为多大，多少个准确

测量变量，无差异性测量误差使所估计的ｐ，低于实

Ｘ的测量误差对回归系数的影响可按式（４）
表达‘４。：

变量个数矗为１、２、３、５、２０的ＡＦ值分别为Ｏ．８９３、

ＡＦ＝鲁＝。［者等粉］郇Ｎ＋卵川
［万可等等巍‰］

０．８８１、０．８７４、０．８６６和０．８５３。然而，当ｐ＜０时，情况

式中，ｒ＝Ｐｒ（Ｘ＝１），产＝Ｐｒ（Ｘ＝１）＝以＋６ｒ，ｐ＝

际的岛，并且随着准确测量变量个数增多，测量误
差所致的偏倚也在增大，但增加的幅度是相当有限

的。例如当测量误差￡＝０．３和１０＝０．５时，准确测量

就变得相当复杂，测量误差所致的偏倚并不是全部
随着准确测量变量的个数的增加而增大，也不是不
管多少个准确测量变量，无差异性测量误差使所估

计的ｐ，都低于实际的岛（图３）。
２．分类变量：假设ｙ和Ｚ为连续变量，并能准
确测量，Ｘ为二分变量，不能准确测量，存在无差异
性错分，Ｘ为Ｘ观测值且满足下列方程式：
Ｐｒ（灵＝１

ｘ，ｚ，ｙ）＝口＋以

ｌ产（１一于）一ｒ（１一ｒ）ｐ２（ｓＮ＋ｓＰ—１）２ ｊ

㈩

、’７

Ｃｏｒ（Ｘ，Ｚ）。

从式（４）可以看出，在估计ｘ对ｙ的影响时，测
量误差所致的偏倚不仅跟暴露测量的灵敏度和特异
度有关，且同Ｘ与Ｚ的相关系数以及Ｘ的暴露比例
有关，除非Ｘ与Ｚ没有相关性。
［举例］

图４是当ｘ暴露比例ｒ为０．１、０．５，

特异度ＳＰ为０．６、０。９，相关系数ｐ分别为０、０．５、
Ｏ．７、０．８、０．９时，ＡＦ随灵敏度ＳＮ变化的轮廓图。

从图４可以看出，随着相关系数的增加，ＡＦ在逐渐
式中，口＝１一ｓＰ（ＳＰ暴露测量的特异度），６＝

减少，并且Ｘ与Ｚ之间的这种相关关系，不仅可以

ＳＮ＋ＳＰ一１（ＳＮ暴露测量的灵敏度）。

影响暴露错分所致偏倚的程度，而且能改变其所致

反应变量ｙ与自变量Ｘ、Ｚ之间的关系，以及

偏倚的方向。例如，当ｒ＝０．１，ＳＰ＝０．９和ＳＮ＝０．９

与自变量Ｘ、Ｚ之间的关系可以分别用下列表达式

时，ｐ为０、０．５、０．７、０．８、０．９的ＡＦ值分别为１．７０７、

来描述：

１．４１９、１．０７７、０．８１９和０．４７４。

图２

不同相关系数（ｐ＞０）、不同准确测量变量数目条件下肚随测量误差ｆ变化的轮廓图

图３

不同相关系数（ｐ＜ｏ）、不同准确测量变量数目条件下ＡＦ随测量误差ｆ变化的轮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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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

ｐ（冈ｌ，ＳＰ２０ ９）

８
６
ｋ飞
４
２

Ｏ

‘＝＝三磊覆坚＝
——０吵’ｏ

Ｏ．Ｏ

Ｏ＿２

—

Ｏ．４

Ｏ．６

０．８

１．Ｏ

ＳＮ

图４

不同暴露水平、不同相关系数及不同特异度条件下ＡＦ随灵敏度变化的轮廓图

讨

论

倚的方向缺乏预测性，即所估计的ｐ，可能高于也可
能低于实际的口，。

在一些研究中，有时会用线性回归模型来分析

分类变量的测量误差通常称为错误分类（错

估计多个自变量与应变量之间的联系效应，但这些

分），其中二分类变量测量误差的程度可用暴露测量

变量中一部分在实际情况中往往不能准确测量，或

的灵敏度和特异度来衡量。对于研究中既有错分的

多或少存在着测量误差，而另一些是能准确测量的。

分类变量又有准确测量的变量的情况，本文只讨论

以上实例结果表明，当测量准确的变量与测量不准

了一个错分二分类变量ｘ和一个准确测量的连续

确的变量共存时，测量误差所致的偏倚不仅与测量

变量Ｚ共同存在的情况，在估计错分的二分变量Ｘ

误差的大小有关，而且跟测量不准确变量与测量准

对连续应变量ｙ的联系效应时，测量误差所致的偏

确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方向以及准确测量变量的

倚不仅跟暴露测量的灵敏度和特异度有关，而且跟

个数有关，它不仅影响测量误差所致偏倚的程度，而

Ｘ与Ｚ的相关系数以及Ｘ的暴露比例有关，并且随

且可能改变其所致偏倚的方向。例如在只有２个连

着相关系数的增加，ＡＦ值逐渐减少。例如在低暴

续自变量的例子中，随着测量不准确变量与测量准

露水平，．＝０．１，暴露测量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均较高

确变量之间相关程度增加，会进一步地恶化测量误

为０．９９，ｐ＝０．５时，二分变量Ｘ对连续应变量ｙ的

差所致的偏倚。当测量误差￡为１０％时，在ｐ＝０，

联系效应估计值大于实际值，但当ｐ增至０．９时，其

仅产生１．０％可忽略的相对偏倚，但当ｐ＝０．９时，产

联系效应估计低于实际值，改变了错分偏倚的方向。

生了５．０％的相对偏倚；当测量误差ｚ为５０％时，在

本文仅对研究中只有一个自变量存在测量误差

ｐ＝０，产生２０．０％的相对偏倚，但当ｐ增加到０．９时，

或错分的情况进行了讨论，但在实际研究中，远比此

产生的相对偏倚高达５６．８％。这说明了如果测量不

复杂，准确测量变量对测量误差所致偏倚的程度及

准确变量与测量准确变量之间不存在相关性，我们

方向的影响都是很难预见的。因此在既有准确测量

不必太担心测量误差所致的偏倚，如非这种测量误

变量又有测量误差变量的研究中，用线性回归模型

差相当大，然而如果它们之间存在相关性且相关程

来分析估计多个自变量与应变量之间的联系效应

度较大时，则中等程度的测量误差所致的偏倚也将

时，对测量误差所致偏倚的识别、控制和评估是十分

是很严重的，造成自变量与反应变量之间估计的联

必要的，对结果的解释要谨慎。

系效应值大大低于实际值。随着与测量不准确变量
相关的准确测量变量个数的增加，情况就变得十分
复杂。本文主要就自变量等相关的简单情况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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