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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高危人群基数估计方法进展
李希

曹卫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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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高危人群是指具有感染艾滋病的危险行为的人
群，主要包括静脉吸毒者、性交易双方和男同性恋者。而在
我国则主要应包括静脉吸毒者、暗娼、嫖客、男同性恋者和有
偿献血者。艾滋病高危人群规模的估计对于分析艾滋病流
行现状和趋势，评估防治需求有着重要意义，也可以为防治
艾滋病相关政策的制定，资源的有效分配，以及预防控制项
目的设计与实施提供科学依据…。
艾滋病高危人群往往具有身份和行为隐蔽、难以直接接
触等特点。要了解其人群规模需要一些特殊的估计方法。
随着这类人群基数估计的意义逐渐得到重视，这方面的方法
学介绍也越来越全面控’３ Ｊ。经过近些年的实践和总结，一般
认为应用比较成熟的方法有普查法、枚举法、提名法、乘数
法、捕获．再捕获法和特尔斐法等。估计方法的多样，一方面
说明了高危人群估计问题非常复杂，另一方面也说明尚没有
一种方法能适用于所有条件和所有人群类型。事实上，上述
每一种方法都有各自的优缺点和适用人群条件。目前国际
和国内已经都有了相关的技术指南。１’４ ｏ，为研究者在实际操
作中正确理解和选择估计方法提供参考。本文旨在介绍艾
滋病高危人群基数估计方法学的最新进展和发展趋势，以及
在这方面国内实践应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１．研究进展：上述传统的人群规模估计方法所涉及的数

等旧。在调查意大利威尼托地区艾滋病感染人数时，选用当地
ＨＩＶ感染检测记录、全国艾滋病患者登记、人口死亡登记和
医院出院记录，给所有四种资料中涉及到的感染者以惟一的
编号，并统计在四种记录中分别出现过１～４次的感染者的
数目，在对数线性模型中被整理成为２４（２分类、４维）的列联
表，在假设不存在４维交互作用的情况下，采用Ｄｅｖｉａｎｃｅ拟
合优度检验，筛选对表中观测值拟合程度最好的模型。之后
采用样本涵盖率法，用变异系数代表数据之间的关联性，对
其进行参数估计。最后将对数线性拟合所选模型的计算结
果与用饱和模型所得结果进行比较，证明了拟合模型选择的
合理性，并证明没有必要使用样本涵盖率法进行模型选择。
此外，研究者选用四种资料中的任意三种，采用上述方法进

行模型拟合，得到四个不同的模型，以此对最终模型的灵敏
度进行评价分析。
其次，对于目标人群不同亚组被捕获概率的差异，传统的方
法要求按不同人群类型进行分层分析，但这样造成一些层内人
数较少，影响模型检验的统计效能。｝矗ｃｋⅡ·ａｎ等ｏ“在调查利物
浦、伦敦等地１５～４４岁的静脉吸毒者人数时，利用社区调查资
料、针具交换记录、过量吸毒等的诊疗记录、戒毒记录和警方抓
捕的记录五方面的数据，同样采用了模型拟合的多重捕获一再捕
获法进行估计。但在这一研究中，不同性别和年龄的研究对象
被捕获的概率之问存在明显差异。因此研究者将年龄和性别两
个因素作为模型的协变量（年龄转换为年龄分组的分类变量），
通过协变量捕获一再捕获技术调整了被捕获概率间的差异。并

在模型拟合过程中选择了调整协变量的能力更强的ＰＯｉ㈣回
ｔｅｓｔ，Ｕ汀）筛选得到

学思想和统计方法都比较简单直接。如枚举法体现的是基本

归模型，采用最大似然比检验（１ｉｋｄｉｈ。Ｏｄ

概率抽样思想，而乘数法和捕获一再捕获法的数学原理也一目

参数最少、且预计值与观测值拟合程度最好的模型，模型中的交

了然。简单的理论虽然容易理解和操作，但也决定了这些方

互作用项可以考虑并充分体现了协变量的作用和不同来源资料

法在实际应用时会受一些条件限制。因此估计方法的最新进

之间的不独立性。

ｒａｔｉＯ

展主要包括如何在以往方法中引入统计学分析手段，使基数

而在国内，利用复杂统计方法估计人群规模的探索研究开

的模型估计更符合目标人群特点。Ｐａｔｒｉｚｉｏ Ｐｅｚｚｏｔｔｉ和Ｍａｔｔｈｅｗ

展较少。栾荣生等。９１在使用捕获一再捕获法估计男同性恋者基

Ｈｃｋｍａｎ的模型拟合捕获一再捕获法、协变量捕获．再捕获技术

数时，因为标记物（礼品）是分别在不同场所不同时间进行发放，

研究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导致部分人可能重复领取礼品。所以在最终统计分析时除了超

传统捕获一再捕获法在应用时有两点要求：两次或多次
捕获之间要相互独立，即“独立性”；不同个体被捕获的概率
一致，即“同质性”ｂ。７ ｏ。新的统计方法应用的目的也主要为
了弥合上述两点要求与现实情况的差距。

几何分布法外，研究者还考虑选用负二项分布法进行分析，但文
献中并没有对选择这种方法的具体情况进行说明。
２．发展方向：
（１）多种方法联合应用：正如之前提到的，单一的估计方

首先，实际研究中的数据很难满足独立性的要求，在针

法往往都具有其难以避免的局限性，所以现在更多的研究开

对不同来源数据采用捕获一再捕获法进行人群基数估计时，

始选择两种甚至多种方法的联合应用。所谓的联合应用并
不是指使用多种方法分别同时对特定目标人群规模进行估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８３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教研室

计的“并联”法，而是不同方法相互嵌套，在整个调查过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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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层次选取不同方法的“串联”法。合理的联合应用既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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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性也成为一个町能的研究方向。

以发挥各种方法的优势，又可以弥补单一应用的不足。其

（２）艾滋病疫情监测中已有资料利用：康殿民等¨３。在对山

中，因为提名法适合用于接触隐蔽性较强的人群，所以它在

东省１７市的各种高危人群基数进行估计时，采用了目前全国

艾滋病流行情况的相关研究中应用非常广泛。而在基数估

统一的疫情估计方法——ｗＯｒｋ—ｂ∞ｋ法。这种方法主要是利

计方面，它与其他方法的联合应用可以部分弥补其非概率抽

用各类高危人群的感染人数、感染率和人群基数之间的关系

样导致的结果代表性差的弱点。因此，将提名法嵌套入其他

进行估计，一般使用现有资料进行分析。在研究中，采用了山

方法是最常见的一种联合应用方式。陈昭云等。１０ ｏ应用枚举

东省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的哨点监测和流行病学调查数据，并根据

法结合提名法估计有偿献血者的人群基数，在枚举法的样本

获得资料的抽样方法、样本量等判断数据的可靠性。因为过

点内，利用组织献血的“血头”保存的有偿献血记录，由“血

去一些人群中艾滋病的流行状况缺乏调查，所需数据不完整，

头”提名献血者，相关数据的采集更准确全面，也比传统的方

因此他们对无数据的均采用比较保守的估计，从而使计算结

法更加简便易行。此外，栾荣生等｜１１。在估计嫖客人数时采

果偏低。除此之外，我国艾滋病流行由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

用乘数法结合提名法，以便更好地接近调查对象，抽样调查

扩散趋势明显，一些已有的统计数据时效性差，也可能造成对

了解长途货运司机等人群年平均性交易次数，进而对各类嫖

流行现况和趋势的低估。因此，在利用“二手”资料估计人群

客的基数进行估计，效果令人满意。今后的研究中，这种联

基数时，必须要考虑到以上因素，对数据的可靠性和完整性进

合应用应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推广。

行评价，并对估计结果中可能存在的偏差进行分析。

（２）多数据综合分析：随着政府对艾滋病问题越来越重

（３）基数估计现场经验：高危人群基数估计现实情况复

视，艾滋病流行情况的监测系统正逐渐完善，相关常规数据

杂而多样。方法的实践应用远比掌握其理论要复杂。除了

的收集也更加系统全面，而这方面的研究项目本身的资料收

选择适当的方法之外，寻找合适的研究切入点也至关重要。

集也变得更加简便和准确。因此，现在的研究者往往可以掌

栾荣生等。９ｊ在估计男同性恋者人数时得到了同性恋酒吧业

握比以往更多的数据。这样在估计时，一方面可以利用多种

主（其本人是男同性恋者）的配合，详细了解同性恋生活、娱

方法“并联”分别进行估计，然后对各种方法的结果进行比较

乐的基本情况，为调查的顺利开展打下良好的基础。在实施

分析和调整¨“；另一方面，也可以在一种方法中引入多组数

阶段，他又组织同性恋志愿者协助调查，对研究的开展起到

据进行分析。其中多重捕获一再捕获法更适用于这类情况。

很大的推动作用。

这样同时应用多组数据的方法相当于间接扩大了调查的样

陈昭云等¨ｏｏ在对有偿献血者进行提名法调查时发现，

本量，可以大幅度减小偶然误差，结果比以往的方法更精确，

提名资料提供者的选取直接影响到结果的准确性。不了解

也更具有代表性。国外的一些研究已经开始尝试这样的应

情况的年轻村医提供的情况与现实存在很大差距，而组织献

用。上面提到的Ｐｅｚｚｏｔｔｉ等对意大利某地区艾滋病感染人数

血的“血头”所掌握的资料则更加准确全面。

的调查，以及Ｈｉｃｋｍａｎ等对利物浦、伦敦等地１５～４４岁的静
脉吸毒者人数的调查都是采用这样的方法，收到了良好的效
果。在运用这样的多数据分析时的关键是如何为在不同数
据内涉及到人群中的每一个个体确定惟一的身份编号，以及
如何通过统计学方法选择简单且高效的模型＂’…。
目前国内还没有研究应用上述方法。栾荣生等旧。在估
计男同性恋人数时，先后进行三次捕获，在第一次捕获和第
二次捕获时分别发放不同的标记物，但在分析时只是将三次
捕获的结果两两配对分别进行一般的捕获一再捕获计算，所
以并不是真正的多重捕获一再捕获研究。５ｏ。这种多数据综合
分析很可能会成为人群基数估计方法的一个发展方向。

其次，估计结果很容易受现场实际因素的影响。Ｌｕａｎ
等¨４ ｏ在对男同性恋者的调查中发现：在调查过程中两次捕
获之间的一次气温骤降，会使得到同性恋酒吧等场所的人数
锐减，打破了目标人群稳定的活动规律，也会影响估计结果
的准确性；而每周选择固定的某一天来进行调查也会使结果
的代表性降低，给估计带来潜在的偏倚。
（４）估计方法应用领域的延伸：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艾滋
病高危人群基数估计中常用几种方法的适用范围并不仅限于
艾滋病的高危人群。其他的性传播疾病、乙型肝炎等高危人
群和感染者往往也具有身份隐蔽，难以接触的特征。所以在
对这些人群进行慕数估计时，上述各方法同样可以适用。
参

３．研究实践中的问题和建议：
（１）间接估计法结果的准确性：通常在人群基数估计研
究中，乘数法和捕获一再捕获法被称为间接估计法。与普查
法、枚举法等直接估计法相比，他们具有操作简单、可以利用
现有资料以及节省人力、物力和时间的优点ｏ“。因此，在实
践中间接法的应用越来越多。但到目前为止，尚缺乏针对以
往应用间接法得到的估计结果准确性的科学系统的比较和
评价。因此有一些研究者建议要谨慎对待间接法的结果ｏ“。
而通过与直接估计法平行应用来评价间接估计法的结果准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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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来信·
应正确把握遗传研究中有关病例对照研究的前提条件
陈莉雅

陈平雁

病例对照研究是目前疾病关联分析中应用较多的方法。

的预期值和观察值之间是否存在差异，检验公式为：Ｙ２＝

遗传研究中的病例对照研究是基于群体中无亲缘关系的病

∑（期望值一观察值）２／期望值，自由度：ｖ＝表现型的类型

例组与表现型正常的对照组在某个易感候选基因或标记基

数一某基因座上的等位基因数目。例如，双等位基因Ａ与

因出现不同的频率而设计的。如果两组候选基因的差异有

Ｂ，其位点上的基因型为ＡＡ，ＡＢ，船，则其自由度为１。

统计学意义，可推断候选基因同所研究疾病的易感性有关。

一般以ａ＝Ｏ．０５作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分界限。对所

正确的病例对照研究应该满足三个前提条件，即研究对象无

得的样本（主要是对照组的人群）做ＨＷＥ检验，如果ＨＷＥ的

血缘关系，对照组符合Ｈａｒｄｙ—ｗｅｉｎｂｅｒｇ平衡（Ｈａｒｄｙ—ｗｅｉｎｂｅｒｇ

吻合度检验Ｐ＞０．０５，则认为吻合度优良，即说明该对照人群

ｅｑｕｍｂｒｉｕｍ，ＨｗＥ），对照组与病例组匹配。我们浏览了《中华

处于平衡状态，该样本人群具有良好的代表性。若吻合度检

流行病学杂志》（本刊）的相关文献，发现对于上述三个前提

验Ｐ≤０．０５，则认为吻合度不佳，至少说明对照人群处于不平

条件的把握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故在此提出讨论。

衡状态，该人群代表性差，应追索其原因，如是否实验操作有

我们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中国期刊网上检索本刊，

误，是否近婚、遗传漂变、有严重的突变、人群的不同分层等。

时间为１９９４年１月至２００６年１２月，主题词为“基因多态

一般来说，病例组和对照组最好都做ＨＷＥ检验，且要求至少

性”、“多态”，得到相关文献１２４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和

对照组是均衡的‘２ｏ。不过，病例组也可以不做ＨｗＥ检验。

１１１篇（中国期刊网）。经详细阅读文献，剔除非病例对照研

５３篇文献中，报道了ＨｗＥ且计算正确的仅有４篇，应用

究及无基因型的文献，最后筛检出符合文献５３篇。以下就

｝州Ｅ但不正确的有１０篇，未报道ＨｗＥ的有２２篇，其余１７

文献中涉及的三个前提条件做分析。

篇虽提及ＨＷＥ但未给出数据的计算结果。

１．研究对象的选择：病例对照研究的遗传关联分析法主

３．对照与病例的匹配：选择合适的对照人群是研究的关

要是通过群体调查，比较病例组与对照组中标志性状的表型

键，对照人群应该是与病例人群无亲缘关系的人群，且要求与

频率的差异，因此要求所选择的研究对象应该是无血缘关系

病例人群在种族、地域、性别比例和年龄结构等可能的混杂因

的个体…，而不是同一家系中的成员，也即要求病例组、对照

素匹配，否则容易由以上原因造成假阳性疾病关联结果。

组、病例组与对照组之间均无血缘关系。上述所查５３篇病

５３篇文献中，有９篇文献对照组与病例组匹配的信息不

例对照研究的遗传关联分析中，仅有１０篇文献提及研究对

详，３篇文献存在两组年龄不均衡的情况，结果是否受到混杂

象无血缘关系，３４篇文献未提及研究对象的血缘关系，３篇

的影响不得而知¨。５ｌ。

文献仅提及对照组与病例组无血缘关系，１篇文献仅提及病
例组之间无血缘关系，４篇文献仅提及对照组之间无血缘关

上述分析提示，本刊对于涉及遗传学研究中有关病例对
照研究的论文，应当规范其研究的前提条件。

系，１篇文献提及对照组与病例组之间无血缘关系且对照组
之间无血缘关系，未提及病例组之间是否有血缘关系。
２．ＨｗＥ检验：ＨｗＥ定律是群体遗传研究的基本法则。
从理论上讲，在无突变、选择、迁移和随机遗传漂变，而且婚
配是随机的情况下，大样本群体中常染色体基因座上的基因
型频率在经过一个世代后达到平衡，并将维持不变，这个位
点可以是多位点的。ＨＷＥ检验实质为Ｙ２检验，即检验表型
作者单位：５１０５１５广州，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医疗质量管理
科（陈莉雅）；南方医科大学生物统计系（陈平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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