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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理论与方法·

列线图法预测人群归因分值
邱宏余德新

人群归闻分值（人群归因危险度百分比．Ｉ，ＡＦ）足广大流行病学上作者熟悉的公共卫生

【导读】

学指标。ＰＡＦ的计算主要根据某个危险因素对某病的相对危险度（ＲＲ）和人群中浚危险因素的暴露
比例（ｎ）。文中介绍由ＲＲ和』々估计ＰＡＦ列线幽的制作方法，“便快速筒捷地估箅ＰＡＦ。
【关键词】人群归因分值；人群暴露比例；相对危险度；列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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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归因分值（ＰＡＦ）或称人群归因危险度百分

价。第二个公式相对难记，易ｊ：出错，为方便广大公

比（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ｔｔｒｊｂｕｔａｂｌｅ ｒｊｓｋ ｐｒ０１）（）１ｔｌｏｎ，ＰＡＲ％）是

共卫生专业人员分析人群中不Ｉ一危险因素对各种疾

定量描述暴露危险因素对人群致病作用大小的统计

病所造成的负担、比较不同干预手段的有效性，本文

指标，表示总体人群中某病归因丁某种因素引起的

根据ＰＡＦ的计算公式制作了列线图、以求更简便直

发病（或死亡）占人群全部发病（或死亡）的比例，亦

观地估计ＰＡＦ。

可理解为消除某种危险因素后可使人群中该病的发

列线网亦称诺模图，一种古老的计算工具，在计

病（或死亡）降低的比重。因此，ＰＡＦ在慢忭病防治

算机高速发展的今天，仍以其简捷、直观、方便的特

研究中常用于评价因素在人群中的危害程度，为卫

性深受欢迎２“，在医药卫牛领域特别是Ｉ临床医学上

生防病决策的制定提供依据，具有重要的流行病学

也得到较多的关滓ｏ ７。“。。我ｎＪ尝试用列线图估计

和公共卫生意义。

ＰＡＦ，得到很好的效果。因为相关文献往往偏重于

ＰＡＦ的科算基于这样的考虑：假设人群中没有

介绍列线图的使川，缺乏列线图做图方法的介绍，而

某因素的暴露，则人群总发病率（，．）和未暴露人群

且现有统计软件ＳＰＳＳ、ｓＡｓ、ｓ—ＰＬｕＳ等均不能直接

发病率（Ｉ。）应该相等，因此人群中归因于某种暴露

制作列线图，故本文以ＰＡＦ的计算公式为例，介绍

引起的发病占人群总发病的比例（即ＰＡＦ）可由

列线图的做网方法…Ｉ，用于快速简捷地估算ＰＡＦ。

（，。一』。）／，。计算。但因为未暴露人群的发病率』。
常常未知，实际运用中多根据人群暴露率（ｎ）和病
例对照研究获得的相对危险度（ＲＲ）的估计值用公

式ＰＡＦ＝『＝窨害妻黼推算…，两个公式等

基本原理

制作诺模图的目的是根据已知指标的数值，在
图上直接读出与之有关联的未知指标的数值。诺模
图有多种形式，为带有刻度的直线或曲线组成，其中
最简单的一种即三条垂直直线构成的列线图，三指

作者单位：香港中文大学公戴卫生学院杜区厦家庭医学系

标之间函数关系的基本形式为ｗ＝【，×ｖ。对方程

通汛作者凉德新，Ｅｍａｉｌ：｝ｙｕ＠ｃｕｈｋ

两端取对数后成为ｉｏｇｗ＝Ｊｏｇｕ＋１０９ｙ，制作列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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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的关键是根据此函数关系计算代表三指标列线的
陶尺系数和列线之间的距离。

假设三条列线的图尺系数分别为ｍ。ｍ。和
ｍ。，列线ｗ和列线ｕ、Ｖ之问的距离分别为Ｄ。和
Ｄ：，依三指标的函数关系由图ｌ町知：
Ｄｌ＋Ｄ２’晰Ｌ，

Ｄｌ

Ｄ２

６７４＝

３．计算列线图尺各标值点长度（Ｌ）的标值方程
为各图尺定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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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５０×［ｋ皤（ＲＲ一１）一Ｉ０９０ ５］
４

６７４×ｉＩｏｇ［ｎ×（础℃一１）］一ｋｊ９０

００５。

由标值方程计算标值点长度（Ｌ），并将ＲＲ

１

和Ａ换算成ＲＲ和ＰＡＦ，见表１。
表１

凰１

三条列线图尺的标值点长度¨算表

三条州线之问的关系示意图

并由此可得：筹＝是和ｍ。＝署｝邕孑
如下以ＰＡＦ的计算公式为侧，介绍图尺系数和列线
距离的计算以及列线图的制作。
实例分析
１

ＰＡＦ的计算公式：

ｒ盯毒。Ｌ高｝箬斋告
式中：Ｊ。＝，。×ｎ＋』．，×（１一心）；暴露人群发病率
（ｉｎｃｉｄｃｎｃｃｉｎｔｈｅ ｅｘｐｏｓｅｄ，ｆ。）；ＲＲ＝，，／ｆ。。

设Ａ＝Ｒ×（ＲＲ一１），两边取对数得：ｌｏｇＡ＝

４．计算各列线图尺之间的距离（Ｄ）：设列线ｎ

１），可绘制由ｎ和ＲＲ一１推算Ａ

和列线（ＲＲ一１）之问的距离为２０啪，列线Ａ和列

的、由三条平行列线图尺组成的诺模图。再根据

线ｎ的距离为Ｄ，，列线Ａ和列线（ＲＲ—１）的距离

ＰＡＦ＝ｆ笼将列线Ａ的刻度转换成ＰＡＦ，同时将列

为眈，根据ｉ乏兰＝是，且。，＋Ｄ：＝２。ｃｍ的关

线尺尺一１的刻度转换成ＲＲ，就可得到南ｎ和ＲＲ

系可以得出

１０９ｎ＋ｌｏｇ（ＲＲ

推算ＰＡＦ的列线图。

２．计算各列线图尺的系数（ｍ）：假设各变量的
取值范围为：Ｒ一０

０１～Ｏ．９，ＲＲ＝１ ５～１０ Ｏ，则

Ａ＝Ｏ．００５—８ １。

卟冠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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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生堂＝上一×２０
优¨十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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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ｍ

ｒＡⅣ１）

５，制作列线图：利用上述计算结果，在Ｅｘｃｅｌ中

设各列线图尺长度均为１５ ｃｍ，则图尺系数分
别为：

‰２画可硫。７

点图并连成直线，略加修饰可成三条平行排列的列

１ Ｅ

线图。参照表１的对应结果将列线ＲＲ一１和列线Ａ
６７６，

～…】。丽而葫。１１‘９５０
１ Ｅ

以距离Ｄ为横坐标，标值点长度Ｌ为纵坐标做散

的刻度分别以ＲＲ和ＰＡＦ标注，即成所需的由Ｒ、
Ｒ兄估算ＰＡＦ的列线圈（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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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素的调整人群归因分值（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ＰＡＦＳ）和多因素

综合的人群归困分值（ｓｕｍｍａｒｙ ＰＡＦ）可参考Ｐ叫１。
等…１提出的公式，列线圈法不适用。

图２

Ｒ、ＲＲ相『ＰＡＦ的列线图（ＲＲ

讨

５～１０

Ｏ）

论

在饮酒和食管癌关系的病例对照研究中，假设

图３

』’、ＲＲ和ＰＡＦ的列线幽（ＲＲ＝ｌ

饮酒者发生食管癌的危险性足不饮酒者的５ ５倍

０１～１

５０）

参考文献

（ＯＲ＝５．５，对于发病率低的食管癌而言，可以作为

ＲＲ的估计值），且人群危险因素凋查表明，人群巾

【１ Ｊ沈福民流行病学原理与方法上海：复黾大学上海医科大学

饮酒比例大约为１５％（Ｒ＝０ １５）。用列线图解算

［２］陈开熔轴心受压锕构件稳定计算公式的诺模圈北京建筑工

出版社，２伽ｌ·５９，６９

ＰＡＦ：连接图尺Ｒ的Ｏ １５点和图尺兄Ｒ的５ ５点，交
于网尺ＰＡＦ于０．４点，即ＰＡＦ＝０．４，说明食管痛的

总发病病例中，有大约４０％是归困丁饮酒所引起
的。公式计算ＰＡＦ一０ ４０３０，误差率为０．７４％。

程学院学报，１９９８，１４（３）：１０９ １１２
［３］桂珍迹坡公式和刀具角度的快速近似计算安徽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１９９４，（１）：９２—９４
『４］朱春亭，陈纯江湖北省小流域洪峰流量计算诺模图探讨中
国农村水利水电，２００２，１０：４３—４５
『５］崧思严用诺模图陕逮求解梯形断面渠道的临界水深水电

图算法具有直观简捷的优势，但不如直接用公
式计算精确，实际应用中可根据需要增加图尺的刻

站设计．２０１１６，２２（３）：５３—５６

０６］Ｋａ”ｇⅨ＇，１ｉａｎ ＨＢ，ｚｈａｏｇ ｓＨ ｓｔｕｄｙ
吣ｍｏｇｒａＩｎ ０ｆ ｔｅｎｓｌ【ｅ ｓｔ咖ｐｌｎｇ。ｐｅｒａｔｌｏｎｓ

度（即增加表ｌ中三图尺的标伉点数目）或改变指标

的取值范嗣来提高使用时估算的精确度。对于诸如
１

０＜ＲＲ＜１

５的某些环境危险因素（如被动吸烟，

ＲＲ较低但ｎ并不低；某种空气污染物，ＲＲ很低但
Ｒ可达】００％），可参考图３估算ＰＡＦ（制作方法
同前）。
来自英国罗切斯特大学机电工程学院的

：７．Ｌｉ ＹＨ．ｚｈ舯ｘ．ＱⅢｇ ＪＩ，ｅＬ ａＩ

曲趼叭ｒ㈣￡…ｆ胁ｅｎ＾㈨ｊ

本文介绍的列线图法适用于危险因素暴露与否
（暴露因素为两分类变量）的人群归因分值估算，多
个危险因素并存时宜用校正的（）Ｒ值代入估算。
多因素并存且以不同暴露水平分层时欲分析各危险

ｆ。ｒｍｍｇ １１ｍ１‘
Ｓｃｌ

Ｔｃｃｈ∞ｌ，

Ａ

ｍｍ‘ｇｒａｍ ｆ０‘ｐｒｅｄｌｃｔｌｏｎ ｏｆ

ＭＢｄ

Ｊ，２００４，１１７（５）：６ｓ９—６９４

［８。姚正行，张丽宁纠正低血钾、岛血糖用药世Ｉ卜算列线囝苏州
医学院学报，１９９４，４（３）：２５２
［９］工半某体置指数（ＲＭＩ）到线图日测法中国心『『『【管病杂志，
２００４，９（３）：２２７
１ｔ）］王平基．王新荣按需调整血管活阽药物静脉点滴丛建列线图
目测法中国实用护理杂志，２００５，２“８）：３７
１１

Ｊ

Ｆａｇａｎ’ｒＪ

１．ｅｌｔｅｒ：ｎｏ“ｏｇｒ㈣ｆｏｒ

ｌｈ…ｍ

Ｈａｙｅｓ

Ｎ

ｎｇｌ

Ｊ Ｍｅｄ，

１９７５．２９３：２５７
１２

提供的公式形式有限，在使用上有一定局限性。

ｔｈｅ

Ｍ甜ｃｒ

２００４，２０（３）：３６３ ３６４

Ｔｈｏｍａｓ等编写了一个在线制作列线图的ＪＡｖＡ程

序““，操作步骤简便，制作的图形美观实用，但因其

ｏｎ

Ｊ

Ｊ Ｌｃｅ｝玎Ｎ。ｍ。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ｅｍｐｌ一ｌ ＢＩｕａｔ—

ｎｏｍｏｇ…ｓｃ

Ｎｅｗ Ｙ。ｒｋ：Ｊｏｈ兀

Ｗｌｌｅｖ＆Ｓ０ｎｓ，Ｉｎｃ，１９５２：１８—４３
１３ｆ

Ａ㈣锄订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ｔｔｐ：／／帆眦ｒｏｃｈｅｓｔｅｒ

Ａｎ ０ｎｈｎｃ ｔｏｏｌ ｃｏｍｅ±ｒｏｍ

ｅｄ州～】ｏｎｃ—Ｎｏ功ｏＩ）ｃｖｃＶ

１４］Ｐ∞ｌｏ Ｂ，ｓｙｌｖａｎ ＢＧ，Ｄａｖ旧ＰＢ，ｅｔ缸Ｅｓｔｌｍａｔｍｇ ｔｈｃ ｐｏｐｕＩｎｌｏｎ
ａｔｃｎｂｕｔａｂＪｅ ｒｉｓｋ
Ａｍ Ｊ

ｆｏ…ｌｎｎｌ…ｓｋ ｆａｃｔｏ…１ｎｇ ｃａｓ删ｒｏｌ

Ｆ—ｄｅ“０１，ｊ９８５，１２２（５）：９０４—９１４
（收稿月期：２００７—０８＿３０）

（本文编辑：张林东）

ｄａｔ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