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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探讨·
整群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中应正确计算
抽样误差
吕筠

何平平潦文校李立明
【导读】

为了澄清绍群抽样捌奋数据分析巾币确计算抽样误差的必要性，以在某市１５岁及以上

人群中开展的一次两阶段整群抽样涮查为例，分别采用适用于单纯随机抽样数据的方法和考虑ｒ复
杂抽样设计的方法对数据进ｊ，分析。结果罹月ｉ，忽略对复杂抽样设计的考虑，不恰当的采用适Ⅲ于单
纯随机抽样数据的方法进ｉｒ数据分析，小仅有可能太大低估样奉统计量的抽样误差，在进行似设检验
时，甚至会得到错误的结果，故市确分析和报告整群抽样调查数据的抽样误差是非常必要的。
【关键词】整群抽样；单纯随机抽样；抽样误差；复杂调查数据

Ｅｓｔｉｍａ廿佃０ｆ

ｓ帅ｐｌｉ“ｇ

ｏ¨ｄａｔｊＩ

ｅｒｒｏｒ

ｆｒ岫ｃＩｕｓｔｅｒ

ｚ缸Ｄ，Ｌ，ＬⅢ２Ｍｇ 也加ｒ￡㈣ｆ矿印ｚｄＰｍｉｏ￡ｏ删
Ｌｈｚｚ聊’痂ｙ Ｈ眦ｚ腩＆醒”删＆”￡盯，上｝Ｐ西ｉｎｇ
（０ｒｒ甜加”ｄ：”ｇ

Ｂ拼￡ｎ州州，鼬洲ｏ，ｎ６陆地ｄｚ旃，尸礤ｚ”ｇ

＆

１【）Ｉ）（Ｊ８３，（：ｈｉｎａ

ｎ“￡＾ｏｒ：ＬＪＬ㈨ｉ月ｇ，ＥＩｎａｉｌ：ｌｍｌｃｃ＠ｐｕｍｃ
Ｔｏ

【ＩｎｔｍｄｕｃｔｉｏⅡ】

ｃｌａｒｌｆｙ ｔｈｅ

ＬＶ且”，ＨＥ Ｐｚｎ矿产ｚ”ｇ，丁Ｕ Ｗｅ”

ｓｕｎｅｙ

ｓａｍｐＩｅ

ｎｅｃｅ销ＩＬｙ

ｃｄｕ

ｃｎ

ｏｒ ａｐｐｌｙｌｎｇ ａｐｐｍｐ“ａｔｅ

龃ｍｐｌｉｎｇ叮ｍｒ ｆｍｍ ｄａｔａ。ｆ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ｓａｍｐＩｅ ｓＬＬｒｖｅｙ，ｗｅ ｃａｋｅ

ａｎｄ㈣㈣ａｍｐｌｅ

ａ

ｔ

ｗ０＿ｓｔａｇｃ

ｓｔａ“ｓｒ；ｃａｌ ｍｅｔｈ。ｄｓ

ｃｌｕｓｔｃｒｓａｍｐｌｅ

８ｕｒｖｅｙ

ｔｏ

ｃａｌｃｕｌａｋ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ｆｒ。ｍ

Ｌｈ㈦ｕｍｐｔｌｏｎ。ｆ

ｗｅ ｕｓｅ ｓｔａｔｊｓｎｃａｌ ｍｅｔ｝ｌｏｄｓ ｂａｓｅｄ。ｎ
ｐ。ｐｕｌａＬｌｏｎ ａｇｅｄ １５
８Ｉｍ训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Ｌｌｌｏ出ｃ眦“ｌｄｅｒｉｒｌｇ ｃｏｍｐｋｘ ｓａｍｐｌｅ ｄ鹤ｉｇｎ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ｕｒ ｄａ Ｌａ，ｒ如ｐｅｃＬｌｖｃｌｙ Ｔ｝啪ｌｌｇｈ
ｃｏｎｌｐａｒｉｓｏｎ，ｗｅ ｈｏｐｅ ｔｏ ｓｈｏｗ ｃｈｅ ｐ吼ｅ１１Ｌ１ａｌ ｅｆｋｃ峙ｏｆ ｕｓｌｎｇ １ｍｐｒｏｐ町ｓｔａｔｉ８ｔｌｃａＩ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ｅｓｔｌｍａｔｅ乩ｍｐｌｉｎｇ
ａ

ｒａｎｄｏｍ

㈣ｒ（）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ｌｏｎ

ａｎｄ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ｔｅｓＬｌｎｇ
Ｕｓｉｌｌｇ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ｒｒｏｒ ａｌｇｏⅢｈｍｓ ｂａ５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ｍｎｄｄｍ ｓａｍｐｌｅｓ，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ｒｒｏｒｓ ｃａ【ｃｕｌａＬｅｄ
ｓａｍ—ｉ”ｇ ｅｒｒｏ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ｙｐ。ｔｈｅｓｌｓ ｔ黜Ｌｉ“ｇ ｅＶｅ“ｇｅｔｓ ｗｒｏｎｇ ｃｏｎｃｈ埚ｉｏｎ
Ｗｈｃ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ｓｔ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出ａｎｄ ｓｔａｔｌｓＬｌｃｓ ｐａｃｋａｇｃ ｆｏｒ
ａｓｓｕｒｎｐＬｌｏｎ

ｏｆ

∞ｍｐｌｃｘｓｕｒｖｃｙ ｄａｔａ
ｒｅｐｏｎ

ｕｆｌ啪ｕｎｄ吣ｔｉｍａｔｅ

ｍｐｌｃ

Ｌ｝１㈨ｍｐｌｌｎｇ

ａｒｅ

ａＩｒｅａｄｙ

ａｖａｌｌａｂｌｅ，１ｔ

１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ｙ

ｃｒｍ玮ｏｆ ｄａｔａ ｆｍｍ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ｓａｍｐｌ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ｌｕｓ Ｌ…ａｍ曲ｎｇ；ｓｌｍｐｌｅ

ｒａｎｄｏｍ

ｒ０㈤ｔ０㈣ｐｐｍｐ“ａｔ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ａｌｙｚｅ ａｎｄ

ｓｕｒｖｅｙ

８ａｒｎｐｌｉ“ｇ；Ｓａｎｌｐｌｌｎｇ ｅｒｍｒ；Ｃｃ）ｍｐｌｃｘｓｕｗｅｙ ｄａｔａ

传统的统汁教学和绝大多数统计书中讲授的统
计分析力法都是基于单纯随机抽样的假设。但是，

在实际工作中，专、眼人员很少直接采用单纯随机抽

说明使用正确的方法计箅抽样误差的必要性。
基本原理

样，更多的是采用整群抽样或整合多种抽样方法的

在概率抽样调查中，抽样误差的大小受样本量、

多阶段抽样。在分析这样的复杂抽样调查数据时，

抽样方法等因素的影响。抽样方法一定时，样本量

不假思索的使用传统的统计分析方法很可能会得到

越大，抽样误差越小。样本量一定时，整群抽样的抽

错误结果。适当的分析至少要考虑两个方而的问

样误差通常要比单纯随机抽样大。抽样误差越大．

题：一方面是影响样本统计量点值估计的“加权”问

意味着样本统计量的可信区问越宽，估计值的精确

题，另一方面是对样本统计量的抽样误差计算问题。

度越低。我们通常用标准误来定量估计样本统计量

从目前国内医学期ｆ｛Ｊ上发表的大量概率抽样调查报

与总体参数之间的差异，即抽样误差。

告来看，国内学者普遍缺乏对复杂抽样调查数据分

１整群抽样调查数据抽样误差增大的原因：整

析方法的正确认识和掌握。本文着重讨论常用的两

群抽样调查数据抽样误差增大主要是因为群内个体

阶段整群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中抽样误差的计算，分

在研究的性状上趋向于同质，而群问的变异性加大。

析抽样误差增大的原因、设计效应以及错误计算复

以图ｌ为例，假定某街道有６个小区（如图１左侧），

杂抽样调查数据的抽样误差会出现哪些问题，从而

每个小区中有１０幢房屋。我们用圆圈表示普通房

屋，十字框表示豪华房屋，可见该街道普通房屋和豪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８３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牛统计学系
通讯作者：李立明，Ｅｍａｌｌ

ｌｎｌｌｅｅ＠ｐ‰ｅｄｕ

ｃｎ

华房屋各占一半，普通房屋和豪华房屋的分布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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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聚集性。如果我们想通过整群抽样调查了解

１／２，是按整群抽样的设计效应为１ ５来考虑的。

街道中普通房屋的比例，以小区为抽样单位，抽取２

３错误计算抽样误差对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的

个小区共２０户进行调查。图ｌ右侧的表格中列出

影响：经整群抽样调查获得的数据，如果仍按基于单

了所有可能的抽样组合及计算的样本统计量。已知

纯随机抽样假设的传统统计方法进行分析，在参数

整个街道中普通房屋的比例为Ｏ．５０，１５种组台的平

估计中，计算得到的标准误很有可能会低估样本统

均值也为Ｏ．５０。但是，这１５种组合之问存在很大的

计昔的抽样误差，有时差距可高达几｝＿倍，使人们对

变异，其中６个估计值≥Ｏ．８０或≤０ ２０（在表格中

研究结果的精确度产生错误的认识，影响进一步的

用＊标记），误差很大。这个例子反映了当性状在群

研究实践或卫生决策。如果继续进行假醴榆验，抽

内趋于同质、而群问变异很大时，整群抽样数据样本

样误差的低估会导致检验的Ｉ类错误概率增大，可

统计量的抽样提差会很人。

能得到假阳性的错误结沦。

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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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统计学分析软什：目前，多数分析复杂概率抽

样的统计方法已经可以通过统计软件实现，流行病
学专业人员在对基本概念有一定的理解后就可方便
的使用。例如，Ｅｐｉ Ｉｎｆｏ中前缀为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ａｍｐＩｃ
的分析菜单；ｓＡＳ中的“Ｐｒｏｃ ｓｕｒｖｅｙ”模块；ｓＰｓｓ中
的“ｃｏｍｐＩｃｘ Ｓａｍｌ）ｌｃｓ”菜单；ｓｔａｔａ中的“ｓｕⅣｅｖ ｄ“ａ

８ｎａｌｙｓ≯菜单。除此之外，ｓＩ－ｄａａｎ是专门用来分析
复杂抽样调查数据或类似结构数据的统计软件，还
有一些其他软件，如ｃＥＮＶＡＲ、ＶＰＬＸ、ｗｅｓＶａｒ等。
实例分析

我们在某市１５岁及以上居民中开展了一次抽样

１８１１群抽样调杳不意罔

调查，了解居民日常获取健康信息的土要途径。抽样

２．没计效应：在公式ｌ巾，”（，）表示整群抽样

设计为两阶段整群抽样。第一阶段，以村／居委会为

时样本统计量的方差；当假定抽样方法为单纯随机

抽样单位，共抽取１４个村／居委会。第二阶段，在抽

抽样时，方差为％。（ｊ）。两者的比值ｄ ２称为设计

到的村／居委会中进一步随机抽取一定数量的个体进

效应（ｄｅｓｉｇｚｚ ｅｒｆｅｃＩ）。设计效应反映了整群抽样时

行调查。最终，调查了６０４人，每个村／居委会调查

样本统计量的精确度损失。

２２～７８人不等。统计学分析使用ｓｔａｒａ／ＭＰ

圄１

Ｗｉｎｄｏｗｓ（Ｓｔａｔａ肠ｒｐ

巫％ ＂＠
整群抽样调查抽样误差增大直接影响到调查设

１０．０ ｆ０１

ＬＰ，ＴＸ ７７８４５ ＵＳＡ）完成。

１参数估计：袭１中展示了按单纯随机抽样和
两阶段整群抽样分别得到的样本统计量的标准误。

计时样本量的估算。例如，根据既往相同人群中开展

分析的两个变量为居民中收看电视的比例（５８８／

的同类研究，我们了解到某项指标的整群抽样设计效

６０４）和收听广播的比例（１３７／６０４）。由表１可见：①

应为扩＝３．１３。在设计一项新的调查时，当要求的容

样本统计量（即两种行为在调查人群中的比例）的点

许瀑差一定时，如果开展单纯随机抽样需要调查２００

估计不会因为是否考虑抽样方法而发生改变，点值

人，则进行整群抽样调查时需要调查２００×３ １３二＝６２６

火小只受加权处理的影响。②在正确考虑了整群抽

人，才可以满足设计者对调查精确度的要求。

样的设计特征后，两个变量的标准误均增大，尤其是

在流行病学教材中，当介绍整群抽样时，通常会

“广播”变量，标准误由０．０１７１增加到Ｏ ０７９０。从计

有这样的陈述：“群间变异越小，群的规模越小，抽取

算的设计效应的火小也可以看出同样的规律，“电

的群越多，获得样本统计量的精确度就越好。由于抽

视”变量的设计效应为２ ２９，而“广播”变量的设计效

样误差增大，所以建议整群抽样的样本量比单纯随机

应高达２１ ４６。可见，如果错误的按单纯随机抽样进

抽样增加１／２”。实际上，这种经验的总结也是基于上

行分析，会显著低估样本统计量的抽样误差。根据

面介绍的原理。其中建议的整群抽样的样本量增加

正确的分析，本次调查得到的“广播”变量的９５％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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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区问非常宽，容许误差高达０ １７，相对洪差达

纯随机拙样假设，应采用Ｐｅａｒｓｏｎ矿检验。如果考

７４％，结果精确度很低，提醒读者在参考这个结果时

虑了整群抽样设计，Ｓｔａｔａ软件中默认的计算方法是

要谨慎。

Ｒａｏ和Ｓｃｏｔｔ校正法，提供了Ｆ统计量，并给出相应

为什么整群抽样设计会对“广播”变量的抽样误

的Ｐ值。从表２中可以看到，基于不同抽样方法分

差有这么大的影响？我们进一步分析了“电视”变量

析得到的Ｐ值都不同。与单纯随机抽样相比，在正

和“广播”变量在各个村／居委会中的比例。由于每个

确考虑了整群抽样的设计特征后，Ｐ值一致增大。

村／居委会中调查的人数很少，得到的比例不能作为

“向专业人员咨询”这个变量的检验结论甚至发生

该村／居委会人群行为水甲的真实反映。但是，该分

“质”的变化：考虑了整群抽样的统计分析表明城乡

析町以提供一些线索。由图２和图３可见，“电视”变

无差异（Ｐ＝０．２７），而基丁单纯随机抽样的分析却

量的群间变异（８８％～１００％）不是很大；而“广播”变

得到了城乡有差异的假阳性结果（Ｐ＜０ ００１）。

量的群间变异却是相当明显（４％～１００％）。收听广

；

播这个行为在同·村／居委会中有同质的倾向。
萝

居民中收看电视和收听广播的比例——不同

表１

统】；ｒ分析方法对样本统计量抽样误差大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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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Ｐ实例分析表明，忽略了整群抽样设计，错误

屡
薯
蓝
露
廿
怖
擎

的按单纯随机抽样假殴的传统方法对数据进行分
析，不仅有可能大大低估抽样误差，无法正确认识样
本统计量的精确度水平；在进行假设检验时，甚至有
∞帅∞阳∞蛐∞如∞ｍ

可能得到错误的结果。建议研究者在分析复杂抽样

调查数据时能够使用正确的统计分析方法；在撰写
论文时，清晰介绍调查的抽样设计和使用的统计分
析方法，并报告结果的点估计值和可信区间。同时，

也建议科技期刊能将此要求纳入审稿的标准中。另
外，鼓励研究者能够计算并在投稿论文中报告调查
中主要指标的设计效应，今后如果开展类似研究，这
个参数可作为研究设计时的重要参考。
表２
变量
收听Ｊ一播
阅读书籍
向专业人员咨询

可Ｆ堂一丽～

城乡居民３个变量分布比较分析——不同统计分析方法对假设检验结果影响

城市：１１０／３００

３７

分析方法

农村：２７／３０４

城市：０
农村：０ ０９

单纯
整群

城市：４４ｆ２９９

城市：０ １５

农村：１６／３０４

农村：０ ０５
城市：０ ７ｌ

单纯
整群

城市：２１１／２９９
农村：２２１／２６１

农村：０ ８５

单纯
整群

检验统计母

Ｐ㈣Ｙ２＝６６

Ｐ值
＜０

４７

Ｆ（１，Ｉ ３）＝７ ５０

Ｐ㈣ｎ＇２
Ｆ（１．１３）＝５
Ｐ㈣ｎ一＝１５
１５

０３

（０

５８

Ｆ（１，１３）＝１

３２

００ｌ

Ｏ ０１７
００Ｌ

Ｏ ０３
７３

＜Ｏ

００１

０ ２７

注：单纯——基于单纯随机抽样假设的常规统计方法；整群——考虑了两阶段整群抽样设计的专门统计方法；“”为具备某种行为的人数
Ⅳ为调查人数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８。１７）

（本文编辑：张林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