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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理论与方法·

代谢综合征组分的正交因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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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坤三

结合代谢综合征（Ｍｓ）组分的正交因子分析实例，介绍正交因子分析模型的原理及其在

医学研究中的应用。使用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上海社区人群Ｍｓ患病率的现况研究资料，选取３５～６５岁资
料完整的１８７７例女性作为研究对象，使用ｓＰＳＳ统计软件对Ｍｓ相关组分进行正交因子分析，并计算
因子得分。因子分析提取的前６个互不相关的公共因子可以基本反映原始指标８６％的信息。通过
正交旋转后６个公共因子的实际意义很清晰，依次主要反映肥胖、血压、血糖、胰岛素、ＴＧ和ＨＤＬ．Ｃ
指标的信息。根据给出的因子得分矩阵计算个体各因子得分及总得分。结果表明，Ｍｓ的同一组分
（除血脂外）内的变量呈高度相关性，但不同组分间虽有统计学关联，但非高度相关。正交因子分析的
价值在于探查有高度相关关系的变量群，进而为探究其共同的潜在病理生理机制提供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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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尽可能多地反映原始变量的信息（方差意义下的

较少的彼此互不相关的新随机变量来代替原来较多

信息量）。近来因子分析在医学研究，如蛋白组学和

的高度相关的原始随机变量，同时这些新随机变量

代谢组学的研究中已被广泛应用来寻找病因标志

正交因子分析（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物。本文旨在介绍因子分析的基本原理及其应用。
基金项目：上海市科委重大项目基金资助（０４Ｉ）Ｅ１９５０１）

在实例分析中，使用上海社区人群代谢综合征（ＭＳ）

作者单位：２００２３３上海市糖尿病ｊ晦床医学中心上海市糖尿病

的横断面调查资料，以有因子分析实际意义的人群

研究所』二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侯旭宏、贾伟平、包玉倩、

陆俊茜、项坤三）；上海市华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吴元民ｌ、顾

实测数据为例，对ＭＳ各组分进行因子分析。
基本原理¨３

惠琳）；上海市曹杨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左玉华、姜素英）
通讯作者：贾伟平，Ｅｍａｉｌ：ｗ ｐｊｉａ＠ｙａｈｏｏ．ｃｏｍ

１．正交因子模型的定义：设观测值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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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ｌ，．一，ｘ。）’是ｐ个代表研究指标的随机向量。均
值Ｅ（ｘ）＝［Ｅ（ｘ，），…，Ｅ（Ｘ。）］７＝口＝（∥。，…，
∥。）７，协方差阵Ｄ（Ｘ）＝∑＝（盯：，），。。。为简化研究
指标引入公共因子随机向量Ｆ＝（Ｆｌ，．一，Ｆ。）７

公共因子Ｆ，对Ｘ的所有分量Ｘ，，…，Ｘ。的方差贡
Ｄ

自

献ｓ，＝∑％ｒ（６。Ｆ，）＝∑６；，＝Ａ，（ｊ＝１，２，…，ｍ）。
ｓ，是衡量第ｉ个公共因子相对重要性的指标，据此
可以找出最有影响的公共因子。②变量Ｘ：共同度

（ｍ＜声），公共因子的均值Ｅ（Ｆ）＝（０，…，０）７，其协
方差阵Ｄ（Ｆ）＝，。（ｍ阶单位矩阵，表示Ｆ的各分

矗；（ｃｏｍｍｕｎａｌｉｔｉｅｓ），又称为公因子方差，矗；＝∑圮

量方差为ｌ，且互不相关，即正交）。又引入特殊因

（卢ｌ，２，…，ｐ），与ｓ，的统计意义不同，它反映了变

子￡＝（￡，，…，￡。）７与Ｆ互不相关，且Ｅ（￡）＝０，同

量Ｘ：对公共因子Ｆｌ，．一，Ｆ。的共同依赖程度。

Ｊ。ｊ

时特殊因子ｅ，间也互不相关。

３．寻找最优载荷矩阵：当求得的初始因子载荷

若ｘ＝（Ｘ。，…，Ｘ。）７满足以下的模型：

矩阵相应列（例如第ｉ列）的数值较为平均（未趋向
（１）

０或１）时，说明公共因子Ｆ，对原始变量的分类聚集

则称模型为正交因子模型。其中ＦＩ，．．．，Ｆ。称为ｘ

不明确，也就是说该公共因子的实际意义不清晰。

的公共因子，一般对ｘ的每一分量都有作用。随机

此时可对初始因子载荷阵施行旋转变换，使其每一

向量ｅ＝（ｅ，，…，￡。）７，￡，，…，￡。称为ｘ的特殊因

列元素的平方向０或１两极转化，来提供清晰的因

子，只对ｘ，起作用。可见因子分析是将原始随机

子模型。最常使用的方法为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即

变量表示为公共因子和特殊因子的线性组合。

反复右乘各种正交矩阵１１。使得Ｂ的每一列（即因

Ｘ＝口＋ＢＦ＋ｅ

Ｂ＝（６。）。。。是待估系数矩阵，称为因子载荷矩

子载荷向量）数值分散（即其平方趋于ｌ或０），这样

阵，是ＳＰＳＳ因子分析输出的重要结果。６。，

因子载荷阵的样本方差就越大，相应的因子分析模

（ｉ＝１，…，户；Ｊ＝１，…，行ｚ）称为第ｉ个变量在第歹个

型就越具有简化结构。即１１Ｂ具有更明显的实际

因子上的载荷（因子载荷）。因为有Ｂ＝ＣＯＶ（Ｘ，

意义。

Ｆ），可见Ｂ中元素６。刻画了随机变量ｘ：与公共因

代替原始变量，来描述研究对象的特征。因而往往

子Ｆ。之间的相关性。

当变量Ｘ，是标准化变量［即Ｅ（ｘ。）＝０，％ｒ
（ｘ，）＝１］时（ＳＰＳＳ在进行因子分析前会先对原始
变量进行标化），原指标ｘ：与新指标Ｆ，的相关系数

勰耻东筹‰

将公共因子表示为变量的线性组合，即因子的得分
函数。
Ｅ ２』９。，ｘｌ十ｐ２，ｘ２＋…十如ｘｐ（ｊ

２

１，…，ｍ）

（３）

用它可计算每个研究对象第ｊ个公因子的得

Ｐ（ｘ。，Ｅ）：

＝ＣＯＶ（ｘ：，Ｅ）＝６。

４，因子得分：在实际分析中，常需要用公共因子

分，估计因子得分的常用方法有回归法和加权最小
二乘法。ＳＰＳＳ可以将计算出的经过标化的因子得
（２）

２．正交因子模型求解：即对因子载荷阵Ｂ的
求解。
设ｘ＝（Ｘ，，…，ｘ。）７是乡维随机向量，其协方
差阵Ｄ（ｘ）＝∑＝（ｄ。）。。。。∑的特征值为Ａ，≥
Ａ，≥…≥Ａ。≥０，与特征值相应的单位正交特征向
量分别为列向量ｚ。，ｚ：，…，ｚ。。当使用主成分法求

分作为新变量存在数据库中以供使用。
按每个公因子得分可对每个研究对象进行排
序。也可以计算每个研究对象的因子总得分，即每
个公因子得分乘以该因子的方差贡献率的累计。
ｐ

Ｔ＂

因子总得分＝∑［Ｆ：×（Ａ２／∑盯。）］

（４）

２—１

２ｌ

实例分析

解正交因子模型时，对协方差阵∑进行了近似谱分

ＭＳ是２型糖尿病和动脉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

解。当最后痧一班个特征值较小时，因子模型中Ｂ

一组危险因素，包括高血压、糖耐量异常、血脂异常

的初始近似解为（￣／Ａ，ｚ。…，￣／Ａ。ｚ。，）。。。，称为因

和肥胖。目前可根据下列指标判定ＭＳ：①肥胖：腰

子模型的主成分解。通常选取１ ６，，１＞０．３０的系数

围（ＷＣ）、腰臀比（ＷＨＲ）、ＢＭＩ；②血压：ＳＢＰ、ＤＢＰ；

来建立因子模型。

③血糖：空腹血糖（ＦＰＧ）、餐后２ ｈ血糖（ＰＧ２ｈ）；④

当求得因子载荷阵Ｂ后，可以求得：①第．ｊ个

胰岛素水平：空腹胰岛素（ＦＩＮＳ）、餐后２ ｈ胰岛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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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Ｓ２ｈ）；⑤血脂：ＨＤＬ—Ｃ、Ｔ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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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本例Ｐ＝０．７０７。说明可进行因子分析。

１．对象与方法：采用正交因子分析来探讨ＭＳ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 ｔｅｓｔ ｏｆ

ｓｐｈｅｒｉｃｉｔｙ是对无效假设（相关阵变

组分问的相关关系。利用上海市糖尿病研究所

量间不相关）进行检验。本例Ｐ为０．０００，说明变量

１９９８年９月至２００１年“月对华阳、曹杨社区１５～

闻相关性好，可以建立因子模型。

９５岁人群进行的ＭＳ横断面调查资料。选取年龄

（３）判断因子分析中需要保留的公因子个数：在

３５～６５岁且相关分析资料完整的１８７７例女性作为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子对话框的ｍｅｔｈｏｄ下拉列表中选择

研究对象，对ＭＳ组分的相关变量进行因子分析。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

使用ＳＰＳＳ １１．５软件对资料进行因子分析的主

要步骤：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主成分分析法），在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复

选框中选中ｉｎｉｔｉａｌ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来输出协方差阵∑的特
６

征值（Ａｉ），方差贡献率（Ａｉ／∑ｄｉ），方差累积贡献率

（１）因子分析中随机变量（Ｘ，，…，ｘ。）（本例中

ｉ＝１
ｔ２

ｍ

自

声＝１１）的选择：即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ｄａｔａ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资料简

（∑Ａ：／∑仃。）（表２），及变量ｘ。的共同度

化）一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ａ】ｙｓｉｓ（因子分析）。打开主对话框，选

（ｃｏｍｍｕｎａｌｉｔｉｅｓ）（该研究结果未列出）。

ｌ＝ｌ

取ＭＳ各组分变量（ＷＣ、ＷＨＲ、ＢＭＩ、ｓＢＰ、ＤＢＰ、
ＦＰＧ、ＰＧ２ｈ、ＦＩＮＳ、ＩＮＳ２ｈ、ＨＤＬ—Ｃ、ＴＧ）进入

［说明］根据ｉｎｉｔｉａｌ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输出结果，可以帮
助判断因子模型中需要保留的公因子的个数优。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框，作为待分析变量。
［说明］

￡＝１

选择合适的公共因子个数ｍ的方法：①选择主

在实际应用中，为了消除量纲不同带

成分分析结果中特征值Ａｉ＞１的主成分个数优；②

来的不合理影响，常将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用标化

将主成分按照特征值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取使主

后的样本协方差阵Ｓ作为总体协方差阵∑的估计。
ＳＰＳＳ软件会自动对原始变量先进行标化后再进行

州

Ｄ

成分累积贡献率∑Ａｉ／∑Ａ，≥８５％的最少主成分个
ｚ

５１

￡＝１

数仇。

因子分析。
（２）因子模型建立的可行性分析：打开

（４）初始（未经旋转的）因子模型的建立：在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子对话框，在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ｍａｔｒｉｘ复选框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子对话框的ｍｅｔｈｏｄ下拉列表中选择

中，选中ＫＭＯ（Ｋａｉｓｅｒ－Ｍｅｖｅｒ—０１ｋｉ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Ａｄｅｑｕａｃｙ）ａｎｄ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

ｏｆ

ｏｆ ｓｐｈｅｒｉｃｉｔｙ

ｔｅｓｔ

ｐｒｍｃｉｐｌｅ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主成分分析法），在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子对话框的ｅｘｔｒａｃｔ单选框组，选择公共因子提取标

（检验变量间的相关性），选中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给出相关

准——ｎｕｍｂｅｒ

系数阵）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１ｅｖｅｌ（给出所有变量相关系数

量），本研究自定义提取６个公共因子。选中

单侧检验的Ｐ值）。相关系数阵及其显著性水平

ｏｆ

ｕｎｒｏｔａｔｅｄ ｆａｃｔｏｒ

ｆａｃｔｏｒｓ（自定义提取公共因子的数

Ｓ０１ｕｔｉｏｎ（显示未经旋转变换的因子

提取结果），结果见表３。

（表１）。

［说明］ＳＰＳＳ中选择公共因子提取标准有①

［说明］ＫＭＯ是通过比较相关系数和偏向关
系数的大小来评估样本量是否充足，其取值范围０～

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ｓ

ｏｖｅｒ

１（特征值＞１）或②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ｌ。ＫＭＯ取值越小（＜０．６），说明越不适宜做因子

（自定义提取公共因子的数量）。本研究如以提取标

分析。一般ＫＭＯ值＞０．８时效果好，０．７时效果尚

准①作为选择公共因子提取标准，则可提取４个公

表１
指标

ＷＣ
一

ＭＳ组分问的相关系数矩阵

ＷＨＲ

ＢＭＩ

ＳＢＰ

ＤＢＰ

ＦＰＧ

ＰＧ２ｈ

０．８３４

０．８６。

Ｏ．３５４

０．３３８

０．２７８

Ｏ．３７８

０ ２９“

０，６１４

０．３３４

０．２８。

０．２６４

Ｏ．３７。

０

２６

０．３５８

０．３４４

Ｏ．２７“

Ｏ

３５。

Ｏ

３３８

０．８０４

０．２３０

Ｏ．２９。

Ｏ．２３“

ＦＪＮＳ

ＩＮＳ２ｈ

ＴＧ
０

Ｏ．１６４

０．２９０

Ｏ

０．１５。

０

３０４

０

０

０．２４４

０

２４。

Ｏ

Ｏ．０６６

０．２７。

Ｏ．２４８

Ｏ．２１

Ｏ

Ｏ．０６６

０．６８８

０．２５８

Ｏ．１７４

Ｏ

Ｏ ２２４

０．３２４

０

０．４０４

Ｏ

ｏ

４

Ｏ

梁嚣罴黧≯～
注：“Ｐ＜Ｏ．ＯＯｌ；６Ｐ＜０．０５

ＨＤＬ—Ｃ

Ｏ．２９８

０

１４。

０３

Ｏ．０９８
０．０７

拶撑冲”攒妒搿撑撑

０．０６

６
６

Ｏ．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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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各公共因子的特征值及其对总方差的贡献率（％）

注：协方差阵∑的特征值（Ａ；），方差贡献率（Ａ。／壹。。）’方差累积贡献率（莹Ａ。／壹。。）
￡２ｌ

｝２ｌ

共因子。为方便说明问题，本研究采用标准②自定

２ｌ

（６）计算因子得分：打开ｓｃｏｒｅｓ子对话框，选择

义提取６个公共因子，此时累积贡献率达８５．９％

ｓａｖｅ

（表３）。

作为新变量存在数据库中），同时激活ｍｅｔｈｏｄ单选
表３

初始因子载荷矩阵Ｂ（６。）

ａｓ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将计算出的经过标化的因子得分

框组，选择计算因子得分的方法，本例选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回归法）；选择ｄｉｓｐｌａｙ

ｆａｃｔｏｒ

ｓｃｏｒ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ｍａｔｒｉｘ

（显示因子得分的系数矩阵）；系统会同时给出因子
得分的系数矩阵。
２．结果：
（１）ＭＳ组分间的相关系数见表１。除ＨＤＬ—Ｃ
外，各变量间均呈正相关（Ｐ＜０．０５），ＨＤＬ—Ｃ与ＦＰＧ
无统计学相关，与其他变量均呈负相关（Ｐ＜０．０５）。
（２）各主成分的特征值及其对总方差的贡献率、
☆

协方差阵∑的特征值（Ａ。），方差贡献率（Ａ：／∑Ｄ。）、
ｉ＝ｌ

注：公共因子提取的方法为主成分分析法；。原始变量在公因子
上的载荷量的绝对值１ ６“Ｉ＞Ｏ．３０

ｌ

２

ｍ

女

方差累积贡献率（∑Ａ：／∑ｄ。），见表２。
ｔ＝１

ｌ

２１

（５）初始因子模型的旋转：在ｒｏｔａｔｉｏｎ子对话框

表２第１列给出所有主成分（１１个），按照特征

的ｍｅｔｈｏｄ复选框中选择ｖａｒｉｍａｘ（最大正交旋转）。

值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即第一主成分的（方差意

旋转后的因子模型见表４。

义下的）信息量大于等于第二主成分的信息量，大于

表４

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Ｂ’（６：）

等于第声主成分的信息量。第一主成分的特征值
为４．１，它解释了总变异的３７．６％，余类推。因子载
荷阵Ｂ（优＝６）旋转前后，６个公共因子的累积贡献
率均为８６％。但旋转前后各公共因子相应特征值
所反映原始变量的信息量发生改变。
（３）初始因子载荷矩阵Ｂ（优＝６）见表３。在因
子模型中保留了６个公共因子，在表３初始因子载
荷矩阵Ｂ中，有１０个变量在因子１上的载荷量的
绝对值＞０．３０，有８个变量在因子２上的载荷量的
绝对值＞０．３０，有４个变量在因子３上的载荷量的

注：。原始变量在旋转后的公因子上的载荷量的绝对值ｌ ６：ｌ＞

绝对值＞０．３０。初始因子载荷矩阵Ｂ中公共因子
的实际意义不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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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Ｂ’

论

讨

（优＝６）见表４。此时６个公共因子的实际意义很

在不同种族人群中，使用因孑分析探讨ＭＳ不

清晰。第１个公共因子对应的列（即原变量在第１
个公共因子的载荷或因子载荷），除ｗＣ（０。９５）、

同组分间潜在的共同病理生理联系，但有的研究对

ｗＨＲ（０．８５）和ＢＭＩ（０．８５）较大外，其余各变量数值

结果不能进行恰当解释。在本项研究人群中，提取

的绝对值均＜０．３０，这表示可以用ｗＣ、ｗＨＲ和

的６个公共因子可以基本反映全部指标信息的

ＢＭＩ来解释公共因子１（或者说公共因子１主要反

８６％（方差意义下的）。进行正交旋转后，公共因子

映肥胖指标信息）。原变量在公共因子２上载荷量

１～６依次主要反映肥胖、血压、血糖、胰岛素、

的绝对值＞０．３０的是ＳＢＰ（０．９１）和ＤＢＰ（０．９２），在

ＨＤＬ—Ｃ和ＴＧ。通过实例分析，注意到不同变量在

公共因子３上载荷量的绝对值＞０．３０的是ＦＰＧ

公共因子上的聚集始终是根据变量间的相关系数，

（０．８８）和ＰＧ２ｈ（０．８７），在公共因子４上载荷量的绝

即相关性越高，越可能聚集在１个公共因子上。当

对值＞０．３０的是ＦＩＮＳ（０．７９）和ＩＮＳ２ｈ（０．８２），在公

根据公共因子的不同提取标准来构建因子模型时，

共因子５、６上载荷量的绝对值＞０．３０的分别是

所保留的公共因子的个数可能不同，原始变量在相

ＨＤＬ—Ｃ变量（０．９９）和ＴＧ变量（０．９４），即公共因子

应公共因子上的载荷量也可能不同。这也是对相同

２～６依次主要反映血压、血糖、胰岛素、ＨＤＬ—Ｃ

变量进行因子分析时，产生不同因子模型的原因之

和ＴＧ。

一。其他的原因还有变量在不同人群中相关性的

（５）因子得分系数阵见表５。通过因子得分系

差异¨＇５｜。

数阵就可以将所有公共因子表示为各变量的线性组
合。由此可得公共因子Ｆ，的得分函数：
Ｆ１＝０．４５Ｘ１＋Ｏ．４０Ｘ２＋０．３８Ｘ３—０．０７Ｘ４—
０．０９Ｘ５—
０．０６Ｘ，。

０．０９Ｘ６—

０．０５Ｘ７一

Ｏ．０８Ｘ８—

综上述，正交因子分析模型是一种对高度相关
的多变量的简化分析方法，该线性模型用较少的互

０．０９Ｘ９＋

不相关的新随机变量（公共因子）来代替原来较多的
原始随机变量，同时这些新随机变量又能尽可能多
地反映原随机变量的信息（方差意义下的信息量），

Ｏ．０４Ｘ。．

即不丢失原始指标的预测价值。在因子模型中Ｆ

是不可观测的，当ｍ＞１，旋转会改变Ｘ的信息量在

５一

一阱一叭ｍ

一

一ｌ二

不同公共因子上的分布。在旋转调整公因子载荷量

一因一Ｏ

一

Ｏ

的同时，选择更具有实际意义的因子模型，所以因子

一

０

模型是对主成分分析的发展。不同变量在公共因子

Ｏ

上的聚集始终是根据变量间的相关系数，也就是说，

ｍ
一

Ｏ

对高度相关变量进行因子分析才会有实际意义。所

一

Ｏ

以因子分析的价值在于探查有高度相关关系的变量

一

０

一

手蒜鎏黑ｌｌ亿一

一

ｍ吨 吨 ｍ吨 叭 表互钙钮粥们∞ 惦够∞舛％

盱一 ～哪吣 蚴峨吣帅嘶 吣㈣

攀蒸鬻裂 攀撼爰麓哪 澍一酹一叭叭邮～咖训驯一驯Ⅲ一”好一＂砣一略毗

群，进而为探究其共同的潜在机制提供线索。

０

参

１

Ｏ

一孔一∞昵∞ ∞叭龙∞Ｍ∽∞

Ｆ：，…，Ｆ。也可类似得到。据此，可得到每个
个体经过标化的６个公共因子得分（作为新变量保
存在数据库中）。可以分别按这６个公共因子（１～６
依次主要反映肥胖、血压、血糖、胰岛素、ＨＤＬ—Ｃ和
ＴＧ）来对研究对象进行评估，还可通过计算ＭＳ的
因子总得分来对个体进行评估。
同时系统给出的因子得分系数矩阵（本研究未
给出），表明６个公共因子间完全不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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