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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理论与方法·
Ｍｅｔａ回归与亚组分析在异质性处理中的应用
石修权王增珍

【导读】

探讨Ｍｅｔａ回归与亚组分析在异质性的识别与处理中的应用及意义。利用文献提供的

二次数据建立Ｍｅｔａ回归模型，筛选出异质性的影响因素，根据该因素做亚组分析，并比较亚组分析前
后异质性的变化。Ｍｅｔａ分析资料经异质性检验，Ｑ＝４４．７１，ｄ厂＝２７，Ｐ＝０．０１７，认为存在异质性。经
Ｍｅｔａ回归分析，从可能导致异质性的因素（研究时间、地区、样本量、病例对照比值等）中筛选出样本
含量为异质性因素（Ｐ＝０．０１２）、地区为可能的异质性因素（Ｐ＝０．０９１）。然后进行亚组分析，异质性
明显减小（∑Ｑ由４４．７１减小至３２．１１）。结论：Ｍｅｔａ回归法对筛选异质性影响因素比较简便可靠，据
此进行的亚组分析能明显降低亚组内的异质性。故存在统计学异质性又要计算合并效应时推荐二者
结合使用，可正确识别并降低异质性，从而使Ｍｅｔａ分析结果更为稳健与合理。
【关键词】Ｍｅｔａ分析；异质性；Ｍｅｔａ回归；亚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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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ｔａ分析是汇总多项原始研究的结果并分析

至是错误的。１’３Ｉ。为尽量减小异质性对结果的不利

评价其合并效应量的一系列过程，它依靠搜集已发

影响，就必须掌握对资料异质性的识别与处理方法。

表或未发表的具有某一可比特性的文献，应用特定

本研究以实例资料数据建立Ｍｅｔａ回归模型，筛选

的统计学方法进行合并分析与综合评价…。但研究

出异质性的影响因素，再根据该因素做亚组分析，并

表明Ｍｅｔａ分析质量良莠不齐，评价过程也亟待规

比较亚组分析前后异质性的变化，从而探讨Ｍｅｔａ

范统一。２１。其中一个可能的重要疏漏就是未对纳入

回归与亚组分析在异质性的识别与处理中的应用及

资料的异质性进行评价与处理，而错误地进行了加

意义。

权合并，此时综合估计出的合并效应量也无意义甚
基本原理
基金项目：国家“９７３”重点基础发展规划资助项目
（２００２ＣＢ５１２９１０）

作者单位：４３００３０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
院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系
第一作者工作单位：５６３００３遵义医学院预防医学教研室
通讯作者：王增珍，Ｅｍａｉｌ：ｗｚｚｈ＠ｍａｉｌｓ．ｑｍｕ．ｅｄｕ．ｃｎ

１．异质性的含义及其来源：纳入同一个Ｍｅｔａ

分析的所有研究之间所存在的差异，称之为异质性。
这些差异主要是研究对象、研究设计、干预措施、结
果测量上的某些变异。其来源有两类…：一类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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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８·

究内变异，即抽样误差导致不同的研究虽来自相同

统计描述…。

的总体，却表现为不同的效应。另一类是研究间变

３．异质性识别处理的软件实现：Ｓｔａｔａ软件和

异，指研究对象来自不同的总体以及偏倚的控制等

ＲｅｖＭａｎ软件均可以做异质性检验和亚组分析，前

诸多方面存在差异，造成实际效应的不相同。

者还可以做Ｍｅｔａ回归，而后者目前暂无实现Ｍｅｔａ

２．异质性的识别与处理方法：Ｍｅｔａ分析中必须

回归功能的模块。

进行异质性的识别以确定多个研究的结果是否可以
实例分析

合并，以及合并时应选择何种模型，其方法为进行判
断异质性的Ｑ检验。当存在异质性时，常采用以下
方法进行处理：

１．资料来源：查询国内外女性被动吸烟与肺癌
的相关研究，利用文献［５，６］提供的部分资料作为

（１）Ｍｅｔａ回归：通过建立回归方程，来反映一个
或多个解释变量与结果变量之间的关系，从而筛选

Ｍｅｔａ分析及Ｍｅｔａ回归和亚组分析的示例数据。数

据经核对整理，建立数据集（表１）。

出导致异质性的重要影响因素。

２．方法：

（２）亚组分析：将所有数据分成更小的单元，进而

（１）异质性检验：常用的Ｓｔａｔａ命令为：ｍｅｔａｎ

ａ

ｂ

在各亚组内进行比较，如按不同设计方案、研究质量、

ｃ

发表年代或者某亚类研究对象等分成亚组再分析。

ｌｎｏｒ＝ｌｎ（（派）；Ｇｅｎ ｓｅｌｎｏｒ＝（１ｎ０ＲＩＩ—ｌｎｏ尺Ｉ）／

ｄ，ｏｒ或ｒｒ。根据现有资料的特点，本例采用：Ｇｅｎ

（３）其他处理异质性的方法：包括随机效应模

３．９２；ｍｅｔａ ｌｎｏｒ ｓｅｌｎｏｒ［可选项ｇｒ（ｆ）ｅｆｏｒｍ］。运行

型、多元回归模型等，若异质性过大，特别在效应方

该指令即可求得异质性检验的Ｑ值和Ｐ值，稍加转

向上极其不一致，不宜做Ｍｅｔａ分析，只作一般性的

换即得Ｊ２。

表１
序号

文献作者

年份

五百｛黧｝百

女性被动吸烟者肺癌发病率的病例对照研究
国家（地区）

病例组

对照组

合计

比值
…

６Ｒ值（９５％ｃＪ）
…～、。。‘”…

１

Ｃｈａｎ，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３

中国香港

８４

１３９

２２３

０．６０４３

Ｏ．７５（０．４３～１．３０）

２

Ｃｏｒｒｅａ，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３

美国

２２

１３３

１５５

０．１６５４

２．０７（０．８１～５．２５）

３

Ｔｒｉｃｈｏｐｏｌｏｕｓ

１９８３

希腊

６２

１９０

２５２

Ｏ．３２６３

２．１３（１．１９～３．８３）

４

Ｂｕｆｆｌｅｒ，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４

美国

４ｌ

１９６

２３７

０．２０９２

０．８０（０．３４～１．９０）

５

Ｋａｂａｔ，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４

美国

２４

２５

４９

０．９６００

０．７９（０．２５～２．４５）

６

Ｌａｍ

１９８５

中国香港

６０

１４４

２０４

０．４１６７

２．Ｏｌ（１．０９～３．７２）

７

Ｇａｒｌｏｎｋｅｔ，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５

美国

１３４

４０２

５３６

０．３３３３

１．２３（０．８１～１．８７）

８

Ｗｕ，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５

美国

２９

６２

９１

０．４６７７

１．２０（０．５０～３．３０）

９

Ａｋｉｂａ，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６

日本

９４

２７０

３６４

０．３４８ｌ

１．５２（Ｏ．８７～２．６３）

０

Ｋｏｏ，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７

中国香港

８６

１３６

２２２

Ｏ．６３２４

１．５５（０．９０～２．６７）

１

Ｈｕｍｂｏｅ，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７

美国

２０

１６２

１８２

０．１２３５

２．３４（Ｏ．８１～６．７５）

２

Ｌａｍ，ｅｔ ａＩ

１９８７

中国香港

１９９

３３５

５３４

０．５９４０

１．６５（１．１６～２ ３５）

３

Ｇａｏ，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７

中国

２４６

３７５

６２１

０．６５６０

１．１９（０．８２～１．７３）

４

Ｂｒｏｗｎｓｏｎ

１９８７

美国

１９

４７

６６

Ｏ．４０４３

１．５２（Ｏ．３９～５．９６）

１５

Ｇｅｎｇ，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８

中国

５４

９３

１４７

０ ５８０６

２．１６（１．０８～４．２９）

１６

Ｉｎｏｕｅ，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８

日本

２２

４７

６９

０．４６８１

２．５５（０．７４～８．７８）

１７

Ｋａｌａｎｄｉｄｉ

１９９０

希腊

９０

１１６

２０６

０．７７５９

１．６２（０．９０～２．９１）

１８

ｗｕ—Ｗｉｌｌａｎｓ

１９９０

中国

４１７

６０２

１０１９

０．６９２７

０．７９（Ｏ．６２～１．０２）

１９

Ｌｎ，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１

中国

５４

２０２

２７６

０．２６７３

０．７４（Ｏ．３２～１．６９）

２０

Ｊｏｃｋｅｌ

１９９１

德国

２３

４５

６８

０．５１１１

２．２７（０．７５～６

２１

Ｂｒｏｗｎｓｏｎ

１９９２

美国

４３１

１１６６

１５９７

０．３６９６

０．９７（０．７８～１．２１）

２２

ＳｔｏｃｋｗｅＵ

１９９２

美国

２１０

２０１

４１１

１ ０４５０

１．６０（０．８０～３．００）

２３

Ｄｕ，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３

中国

７５

１２８

２０３

０．５８５９

１．１９（０．６６～２．１３）

２４

Ｌｉｕ，ｅｔ ａＩ

１９９３

中国

３８

６９

１０７

Ｏ．５５０７

１．６６（０．７３～３．７８）

２５

Ｆｂｎｔｈａｍ，ｅｔ ａ１

１９９４

美国

６５１

１２５３

１９０４

０．４９５６

１．２６（１．０４～１．５４）

２６

ｚａｒｉｄｚｅ，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５

俄罗斯

１６２

２８５

４４７

０．５６８４

１．６６（１．１２～２．４５）

２７

Ｓｕｎ，ｅｔ ａ１

１９９６

中国

２３０

２３０

４６０

１．０００

１．１６（０．８０～１．６９）

２８

ｗａｎｇ，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６

中国

１３５

１３５

２７０

１．０００

１．１１（０．６７～１．８４）

注：Ｍｅｔａ回归中的国家（地区）赋值：１＝中国＋中国香港＋日本；０＝美国十德国＋俄罗斯＋希腊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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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Ｍｅｔａ回归：用Ｓｔａｔａ软件建立Ｍｅｔａ回归模

型常见的命令如下：ｍｅｔａｒｅｇ

ｌｎｏｒ ｆａｃｔｏｒｌ

ｆａｃｔｏｒ２

ｆａｃｔｏｒ３，…，ｗｓｓｅ（ｓｅｌｎｏｒ）；当需要考虑交互作用时，

只需在模型中加上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项。本例探索性地建
立以下三个模型（其中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ｙｅａｒ＊ｒｅｇｉｏｎ）：
模型１（Ｍ１）：ｍｅｔａｒｅｇ ｌｎｏｒ

ｒｅｇｉｏｎ

ｓａｍｐｌｅｓｉｚｅ，

样本含量为异质性的因素（Ｐ最大值为０．０１４，Ｍ２），
地区为可能异质性的因素（Ｍ１的Ｐ＝０．０９１，其余也
不太大）。Ｍｅｔａ回归结果见表２。
（３）亚组分析：经亚组分析，在２８项研究中，按
照样本含量是否≥２３７或者是否≥１０００分别分为两
个亚组；按照研究地区不同分为亚洲和欧美两个亚

组，各个亚组分析的Ｑ值、Ｐ值、Ｊ２、０Ｒ值及其

ｗｓｓｅ（ｓｅｌｎｏｒ）
模型２（Ｍ２）：ｍｅｔａｒｅｇ ｌｎｏｒ

ｙｅａｒ

ｒｅｇｉｏｎ ｓａｍｐｌｅｓｉｚｅ

ｙｅａｒ

ｒｅｇｉｏｎ ｓａｍｐｌｅｓｉｚｅ

９５％Ｃｊ具体结果见表３。

ｒａｔｉｏ，ｗｓｓｅ（ｓｅｌｎｏｒ）
模型３（Ｍ３）：ｍｅｔａｒｅｇ ｌｎｏｒ
ｒａｔｉｏ

·４９９·

讨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ｗｓｓｅ（ｓｅｌｎｏｒ）

论

１．异质性检验的必要性及方法：异质性检验是

（３）亚组分析：可用ＲｅｖＭａｎ软件菜单操作或

Ｍｅｔａ分析的必须步骤之一。虽然Ｍｅｔａ分析应制定

Ｓｔａｔａ软件的命令完成，为节省篇幅，此处以Ｓｔａｔａ为

严格的文献纳入及排除标准，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异

例。有明确亚组并知道每项研究的具体数据时用命

质性的来源，但由于某些潜在的混杂因素，仍可能出

令ｍｅｔａｎ

ｂ

ｄ，ｂｙ ｓｕｂｇｒｏｕｐ；无明确亚组用ｍｅｔａ

现不同质的情况，因此进行异质性检验十分必要。

ｌｎｏｒ ｓｅｌｎｏｒ ｉｆ区分亚组的判断语句。如按ｓａｍｐｌｅｓｉｚｅ

目前使用较为广泛的方法为Ｑ检验法‘１’７Ｉ，Ｑ服从

分亚组：ｍｅｔａ ｌｎｏｒ ｓｅｌｎｏｒ ｉｆ ｓａｍｐｌｅｓｉｚｅ＜１０００（或ｉｆ

ｄ．厂＝ｋ一１的Ｙ２分布。若Ｐ＞检验水准ａ，说明各独

ｓａｍｐｌｅｓｉｚｅ＞＝２３７；或地区分亚组ｉｆ ｒｅｇｉｏｎ＞０等）。

立研究结果具有同质性，可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

（４）统计软件：以上分析均采用Ｓｔａｔａ ９．０软件。

分析；反之则存在异质性，应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

３．结果：

分析。也有学者采用图形法检验异质性－ｓ一。

ａ

ｃ

（１）Ｍｅｔａ分析及异质性检验：２８项研究资料经

异质性定量化的另一有用指标是Ｊ２，它描述了

异质性检验，Ｑ＝４４．７１一厂＝２７，Ｐ＝０．０１７，ｊ２＝
３９．６％，认为存在中度异质性。Ｍｅｔａ分析的合并

研究间变异占总变异（含研究间变异及抽样误差）的

ＯＲ＝１．２９１，ｏＲ值９５％Ｃｆ：１．１３８～１．４６５，可认为

质性也越高Ｈ－。

女性被动吸烟者肺癌发病的风险会增加０．２９倍。

百分比，ｊ２＝［（Ｑ—ｄ厂）／Ｑ］×１００％。ｊ２值越大，异
２．仅知０Ｒ值及其９５％ＣＪ情况下如何做异质

（２）Ｍｅｔａ回归分析：从可能影响异质性的因素

性检验：由表１所示，Ｍｅｔａ分析仅能搜集到各项研

（研究时间、地区、样本量、病例对照比值）中筛选出

究的０Ｒ值及其９５％ａ、病例和对照组的样本例

表２

２８项研究中Ｍｅｔａ回归结果

·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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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无法用ＲｅｖＭａｎ软件和Ｓｔａｔａ的ｍｅｔａｎ命令来做

与地区因素对异质性影响较为明显，究其原因可能

Ｍｅｔａ分析和异质性检验（即只知四格表的两个行合

是不同样本量下对阳性结果的检出率明显不一致；

计，ｚ，、咒，，而不知四个格子中的具体数据ａ、ｂ、ｃ、ｄ）。

不同地区研究对象的人口学特征（如种族等）不同，

此类问题的解决方案可以是：

并且不同地区的科研条件与水平也不一致所致。

方法一：向作者索要原始研究的全文，得到详细

（３）Ｍｅｔａ回归的优点与不足：Ｍｅｔａ回归可用于发

的第一手资料，此法最为可靠，但有时因年代久远联

现和筛选异质性的主要因素，从而可对异质性来源进

系不上原作者或者其不配合，限制了此法的应用。

行分析，对今后进一步的资料搜集工作具有指导意

方法二：直接通过Ｓｔａｔａ命令求出效应量及其

义，同时也为后续的亚组分析提供了分亚组的依据。

标准误，然后做异质性检验和Ｍｅｔａ分析。具体语

但Ｍｅｔａ回归要求纳入Ｍｅｔａ分析的研究数不能太少，

句如下：Ｇｅｎ １ｎｏｒ＝１ｎ（ｏＲ）；Ｇｅｎ ｓｅｌｎｏｒ＝（１ｎ０Ｒ¨一

推荐在１０篇以上‘３’９１，否则筛选出的影响因素极不稳

１ｎＯＲ Ｌ）／３．９２；ｍｅｔａ １ｎｏｒ ｓｅｌｎｏｒ。

方法三：因为Ｃ，的估计方法一般是Ｗｏｏｌｆ法，

通过ｗ００１ｆ法公式可以推出：１／ａ＋１／ｂ＋１／ｃ＋１／ｄ＝
Ｖａｒ（１ｎＯＲ）＝［（１ｎｏＲｕ—ｌｎｏＲＩ。）／３．９２］２；ａ×ｄ／
（ｂ×ｃ）＝Ｃ）Ｒ；ａ＋ｂ＝，ｚ１；ｃ＋ｄ＝挖２。因Ｃ｝Ｒ、Ｃ）ＲＩ，、
０Ｒ

定。且Ｍｅｔａ回归模型中每一个影响因素都必须是每
一项纳入研究中都提供的，如只有部分原始文献有，
此时再勉强做Ｍｅｔａ回归是不恰当的。

４．亚组分析的相关问题思考：
（１）亚组分析中区分亚组因素的选择：如果影响

因素是分类变量，则分亚组很简单，同该变量的分类

Ｕ、咒，、咒：已知，上述４个方程的４个未知数，可

即可。如果影响因素是连续型数值变量，则分亚组

通过Ｍａｔｌａｂ软件解出ａ、ｂ、ｃ、ｄ的具体值来。如果

时存在分组界点的确定问题。尽管界点的选择目前

原作者采用Ｍｉｅｔｔｎｅｎ法估计９５％Ｃｊ［ｏＲ值的

尚无统一的标准，笔者采用Ｓｔａｔａ软件反复试验，认

９５％Ｃｊ＝０Ｒ１±１。９６３，Ｓ＝（Ｙ２）枷·５］，亦可通过类似

为界点的选择可基于下述方法进行：首先将该连续

方法倒推出与Ｗｏｏｌｆ法差不多的结果。一旦算出ａ、

变量按由小到大排列，选择数值明显出现跳跃变化

ｂ、ｃ、ｄ，就可用ＲｅｖＭａｎ或Ｓｔａｔａ软件来做异质性检

之处作为分组界点，然后据此分组进行亚组分析，遇

验了。此法明显比方法一、二都复杂，但如果只有

到有多个“转折点”或者“跳跃点”不明显时，可以通

ＲｅｖＭａｎ软件或希望做亚组分析时命令更简单的

过先求出各分组情况下各亚组的Ｑ统计量之和（注

话，目前看来也只能选择此法。

意：虽然Ｑ统计量服从Ｙ２分布，但各亚组的Ｑ统

３．Ｍｅｔａ回归法分析异质性的原因与影响：

计量之和不会完全等于总分析时的Ｑ统计量，这点

（１）回归模型中影响因素的选择：在回归模型

明显不同于Ｙ２分割法，如果完全相等，说明亚组分

中，反映变量即为各研究的效应指标，对分类变量而

得很失败），最后选择∑Ｑ最小情况作为最佳亚组

言，出于正态性考虑，多选ｌｎｏｒ或ｌｎｒｒ，根据各个原

分组。如本研究以卵＝１０００作为分亚组的标准就优

始研究提供的基本资料与信息，异质性影响因素一

于以，ｚ＝２３７作为分亚组的标准，因∑Ｑ啪。＝

般应该考虑性别、种族、年龄、地区、样本量等常见因

３２．１１＜∑Ｑ２３７＝３９．８９。

素，及某些研究所特有的影响因素如吸烟、饮酒、药

（２）亚组分析结果的解释：结合本研究亚组分析

物等。本次研究可以得到的影响因素中，因性别均

①比较大小样本亚组的合并效应结果［咒：。，为界点：小

为女性，均为被动吸烟者等因素在各项研究中完全

样本亚组合并效应１．４８８（１．２１７～１．８２０）＞大样本亚

一致，故均未纳入模型。由于Ｍｅｔａ回归是对异质

组１．２０９（１．０３８～１．４０７）；咒１０００为界点：小样本亚组合

性原因的一个筛选，为避免漏掉重要影响因素，建议

并效应１．３９８（１．２４５～１．５７０）＞大样本亚组０．９９７

将检验水准ａ放宽至０．１。另外，Ｍｅｔａ回归也需要

（０．７６４～１．３００）］，再次有力地证实了“小样本研究虽

考虑各自变量间的交互作用和共线性等问题，以免

然研究质量往往不及大样本，但却更趋向于报告一个

各Ｍｅｔａ回归模型选出的异质性影响因素极不一

较高的效应值”这个不容忽视的，极易导致偏倚的现

致，系数也不稳定。

象。１ ０。。②亚洲与欧美的同类研究亚组比较亦可看

（２）Ｍｅｔａ回归结果的解释：经采用多个模型筛
选与检验，发现发表年份、病例对照比值、年份与地
区间的交互作用等因素均无统计学意义。而样本量

出，亚洲的研究异质性相对较高，结果的可信区间也
更宽，提示了需要在研究质量上进一步加强。
（３）亚组分析的应用与不足：亚组分析可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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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减小Ｍｅｔａ分析资料的异质性，但是这种异
质性也仅限于统计学异质性，如果是资料本质上的
不同质（如临床上的不同病种患者），就不是亚组分
析方法所能解决得了的，此时最好放弃Ｍｅｔａ分析，
只作一般性的描述Ｈ’７１。另外亚组分析一次只能处

［３］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ｒｉａｌｓ：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ａ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Ｊ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ｅｒｖ Ｒｅｓ
６１．

大学学报，２００６，２７（４）：４４９—４５０．
［５］Ｈａｃｋｓｈａｗ ＡＫ，Ｌａｗ ＭＲ，Ｗａｌｄ ＮＪ．Ｔｈｅ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分成“ａ因素的亚组数×ｂ因素的亚组数”这么多个

９８０—９８８．

ｃａｎｃｅｒ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ｔｏｂａｃｃｏ

［６］ｚｈｏｎｇ Ｌ，（ｂＩｄｂｅ’ｇ

Ｍｓ，Ｐａｒｅｎｔ

ＭＥ，ｅｔ

ａ１．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ｔｏ

Ｍｅｔａ．

ｃａｎｃｅｒ：ａ

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００，２７（１）：３—１８．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Ｌｕｎｇ

［７］康德英，王家良，洪旗，等．临床试验Ｍｅｔａ分析中的异质性评价

综上所述，Ｍｅｔａ回归法对筛选异质性影响因素
比较可靠，据此进行的亚组分析能明显降低亚组内

研究．华西医学，２０００，１５（２）：１４３．１４５．
［８］Ｂａｕｊａｔ Ｂ，Ｍａｈｅ ｃ，Ｐｉｇｎｏｎ ＪＰ，ｅｔ ａ１．Ａ 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ｉｎ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的异质性。因Ｍｅｔａ回归与亚组分析法操作简单，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６５ ｔｒｉａｌｓ．Ｓｔａｔ

结果易于解释，应用方便，故在存在统计学异质性又

［９］Ｓｃｈｍｉｄａ ＣＨ，Ｓｔａｒｋａ ＰＣ，

要计算合并效应时推荐结合使用，可正确识别并降
低异质性，从而使Ｍｅｔａ分析结果更为稳健与合理。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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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作者·编者·
本刊对统计学方法的要求
研究设计：应告知研究设计的名称和主要方法。如调查设计（分为前瞻性、回顾性还是横断面调查研究），实验设计（应告
知具体的设计类型，如自身配对设计、成组设计、交叉设计、析因设计、正交设计等），临床试验设计（应告知属于第几期临床试
验，采用了何种盲法措施等）；主要做法应围绕４个基本原则（重复、随机、对照、均衡）概要说明，尤其要告知如何控制重要非试
验因素的干扰和影响。
资料的表达与描述：用ｊ±ｓ表达近似服从正态分布的定量资料，用Ｍ（Ｑ。）表达呈偏态分布的定量资料，用统计表时，要
合理安排纵横标目，并将数据的含义表达清楚；用统计图时，所用统计图的类型应与资料性质相匹配，并使数轴上刻度值的标
法符合数学原则；用相对数时，分母不宜小于２０，要注意区分百分率与百分比。
统计学分析方法的选择：对于定量资料，应根据所采用的设计类型、资料具备的条件和分析目的，选用合适的统计学分析
方法，不应盲目套用￡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于定性资料，应根据所采用的设计类型、定性变量的性质和频数所具备的条
件及分析目的，选用合适的统计学分析方法，不应盲目套用ｘ２检验。对于回归分析，应结合专业知识和散布图，选用合适的回
归类型，不应盲目套用直线回归分析；对具有重复实验数据检验回归分析资料，不应简单化处理；对于多因素、多指标资料，要
在一元分析的基础上，尽可能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以便对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和多指标之间的内在联系做出全面、合理
的解释和评价。
统计结果的解释和表达：当Ｐ＜０．０５（或Ｐ＜Ｏ．０１）时，应说对比组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而不应说对比组之间具有
显著性（或非常显著性）差异；应写明所用统计分析方法的具体名称（如：成组设计资料的￡检验、两因素析因设计资料的方差
分析、多个均数之间两两比较的ｇ检验等），统计量的具体值（如：ｆ＝３．４５，ｘ２＝４．６８，Ｆ＝６．７９等）；在用不等式表示Ｐ值的情
况下，一般情况下选用Ｐ＞０．０５、Ｐ＜０．０５和Ｐ＜０．叭三种表达方式即可满足需要，无须再细分为Ｐ＜０．００１或Ｐ＜０．０００ｌ。
当涉及总体参数（如总体均数、总体率等）时，在给出显著性检验结果的同时，再给出９５％可信区间。
本刊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