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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探讨·
复杂抽样调查数据实例分析
吕筠

何平平

【导读】

李立明

提出复杂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思路和方法以及忽视权重和抽样设计时会出现的问题。

文中以２００２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数据中高血压患病率的估算为例，分加权和不加权、考
虑和不考虑整群设计特征的四种组合情况对数据进行分析。表明忽视权霞的设置会影响点估计和标
准误的估计，忽视对整群设计特征的考虑不仅会高估结果的精确度，还会得到地区间患病率有差异的
假阳性结论。因此使用合理的统计方法分析复旁抽样调香数据非常有必要。
【关键词】复杂调查数据；权重；抽样误差；假设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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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除单纯随机抽样以外的概率抽样调查数据

遗憾的是，国内学者普遍缺乏对复杂抽样调查数据

进行分析时，研究者至少要考虑两方面的问题。第

分析方法的正确认识和掌握，多是直接使用传统的、

一，权重的设置。在概率抽样中，总体的每名个体入

以单纯随机抽样设计为前提假设的统计分析方法。

选概率是已知、非零的，但是不一定相等。如果调查

为此我们将以２００２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

对象的入选概率不等或在某些重要特征上与目标人

查（营养调查）数据中高血压患病率的估算为例，展

群的分布不一致，研究者就需要为个体信息赋以适

示复杂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思路和方法以及忽视权

当的权重，以期得到无偏的总体点估计。第二，方差

重和抽样设计时会出现哪些问题，从而说明使用正

估计。整群抽样设计的抽样误差通常比单纯随机抽

确的方法分析复杂抽样调查数据的必要性。

样大；而在分层抽样设计中，如果层内的个体变异小

资料与方法

于整个总体的变异，则其抽样误差会小于单纯随机
抽样。在进行方差估计时，忽视抽样设计，尤其是整

１．抽样方法：营养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

群抽样设计，不仅会低估参数的标准误，还会影响假

抽样方法。首先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及类型进行分层，

设检验，甚至得出错误的结论…。目前，针对复杂抽

即将全国各县（市、区）划分为大城市、中小城市和一

样调查数据有专门的分析原则和一系列分析方法；

至四类农村共６类地区。第一阶段利用系统抽样方
法，从每一类地区中随机抽取２２个县（市、区）；第二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８３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系

阶段从每个样本县（市、区）中随机抽取３个乡镇／街

通讯作者：李立明。Ｅｍａｉｌ：ｌｍｌｅｅ＠ｐｕｍｃ．ｅｄｕ．ｃｎ

道；第三阶段从每个乡镇／街道中随机抽取２个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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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第四阶段从每个村／居委会中随机抽取９０户家

将被按照有放回（ｗｉｔｈ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抽样来处理；由

庭，抽中家庭的所有常住人口作为调查对象他Ｊ。

于第二、三和四阶段中群的信息对方差估计不会有

２．分析目的：本次数据分析的主要目的为①估
算营养调查６类地区１５岁及以上人群高血压患病
率；②对６类地区的高血压患病率水平进行比较。
３．分析思路及方法：为了比较不同分析方法对
结果的影响，分为４种方式分析数据：方式①不加

较大的影响，因此分析中将其忽略哺１。
（４）对分层设计特征的考虑：由于分析目的中不
涉及估算全国总的高血压患病率，所以不需要按６
类地区占总人口的比例生成相应的权重。
（５）层间比较的统计学检验：层问比较采用调整

权、不考虑整群设计特征；方式②不加权、考虑整群

的ｗａｌｄ检验，因为涉及层间多重比较，所以使用

设计特征；方式③加权、不考虑整群设计特征；方式

Ｂｏｎｆｅｒｒｏｎｉ方法进行调整¨’６Ｊ。

④加权、考虑整群设计特征，此为合理的分析。

（６）设计效应的估算：设计效应（ｄｅｓｉｇｎ ｅｆｆｅｃｔ）

复杂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区别于传统分析之处

是当前抽样设计与相同样本量的无放回（ｗｉｔｈｏｕｔ

就在于分析者必须同时考虑：每条记录所提供的信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单纯随机抽样的方差之比，反映了不同

息权重是多少？抽样过程是否有分层、分阶段？哪

抽样设计的效率。本次分析中，假定单纯随机抽样

些抽样单位属于一个群？是否需要做有限总体校

是在各类地区内部进行，而不是全国范围。

正？这些技术参数在数据库中都要转化为对应的变
量，用于数据分析。

４．分析软件：统计分析使用Ｓ协“ＭＰ
Ｗｉｎｄｏｗｓ（ＳｔａｔａＣｏｒｐ

ＬＰ，ＴＸ ７７８４５

１０．０ ｆｏｒ

ＵＳＡ）完成。以ｓｖｙ

（１）权重的设置：本次营养调查中个体的入选概

为前缀的统计命令专门适用于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

率不等，需要设置权重。理想的做法是逐阶段计算

标准误的计算方法选择基于一阶Ｔａｙｌｏｒ线性近似法

抽样单位的人选概率，入选概率的倒数即为人选权

（ｆｉｒｓｔ－ｏｒｄｅｒ

重；然后还可以根据应答率计算无应答权重，根据样

差估计（１ｉｎｅａｒｉｚｅｄ

Ｔａｙｌｏｒ ｓｅｒｉｅｓ ｌｉｎｅａｒ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ｉｏｎ）的线性方

ｅｓｔｉｍａｔｏｒ）∞１

ｏ

本人群中关键变量（如年龄、性别）相对目标人群分
结

布状况的偏离计算事后分层权重（ｐｏｓｔ．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果

ｗｅｉｇｈｔ）；最后，所有相关权重的乘积即为每名调查

１．数据基本情况：营养调查的６类地区１４８

对象的分析权重。由于无法找到第二、三和四阶段

名个体有血压测量值，全部纳入本次分析。这些个

更详细的抽样框架和应答信息，对应的人口学资料

体的地区、性别和年龄分布情况如表１。

也很有限，所以我们根据２０００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
《中国乡、镇、街道人口资料》分县（市、区）、性别和年

袭１

６类地区１４８ ５５９名有ｍ压测量值的个体
地区、性别和年龄分布

龄（分１５－－６４岁和≥６５岁两组）计算权重∞１，即１３２
个样本县（市、区）各自分性别和年龄的人口数除以
本次调查中各样本县（市、区）分性别和年龄的调查
人数。这种算法意味着假定同样本县（市、区）中、同
性别、同年龄组的个体具有相同的权重。
（２）有限总体校正：由于较难获得各个阶段中可
供抽样的单位总数，所以无法进行有限总体校正
（ｆｉｎｉｔ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ＦＰＣ）。但是，考虑到

第一阶段每类地区中仅抽取２２个县（市、区），相对
县（市、区）的总数，抽样比例约在５％左右。在抽样
比例较小（＜５％～１０％）的情况下，有限总体校正对
结果影响不大，可以忽略Ｈ’５ Ｊ。
（３）对整群设计特征的考虑：营养调查的四个阶
段均为整群随机抽样。其中，第一阶段的抽样单位
为县（市、区），通常被称为初级抽样单位（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ｕｎｉｔｓ）。由于忽略了ＦＰＣ，第一阶段的抽样

注：ａ各年龄段人数占同地区、同性别总人数的比例

５５９

·８３４·

２．高血压患病率：由表２可见，忽视整群设计特

中小城市与一、二、三类农村的患病率差异无统计学

征会大大低估标准误，高估结果的精确度（方式①

意义，四类农村的患病率低于其他地区且差异有统

＂ｕｓ．②，方式③７３５．④）。而忽视权重的设置可以影

计学意义。
４．设计效应：在方式④的基础上估算６类地区

响点估计，本次分析中影响较大的是大城市和中小
城市的患病率点估计；同时也会影响标准误的估计

内部抽样调查的设计效应。大城市、中小城市、一类

（方式①狮．③，方式②２７５．④）。

农村、二类农村、三类农村、四类农村的设计效应依
次为３０．９、８４．４、５１．４、３７．１、２４．３、１２．４。

表２

采用不同方式分析营养调查６类地区的

表３

高血压患病率

营养调查６类地区间高血压患病率比较的
统计学检验（Ｐ值４）

箬霎

券鬓

大城市

一类农村＜０．００１

轰含

夏眷

袤翥

袤眷

１．０００

二类农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Ｏ．００１
三类农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
四类农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
⑦

中小城市０．００４
一类农村０．０２９

１．０００

二类农村＜０．００１
三类农村＜０．００１

０．１２０

０．６１０

０．９７７

１．０００

四类农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
③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１＜０．００１

中小城市＜０．００１
一类农村＜Ｏ．００１＜０．００１
二类农村＜０．００１
１．０００＜０．００１
三类农村＜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Ｏ．００１

四类农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
④

中小城市０．０４２
一类农村０．４１０
二类农村０．００１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６１８

三类农村０．０１９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璺耋壅盟三！：Ｑ！！

！：！！！三！：！！！

１．０００

！：！唑茎！：！！！

注：同表２；４Ｂｏｎｆｅｒｒｏｎｉ调整的Ｐ值，黑体数字的Ｐ值表示假
阳性

讨
注：４种分析方式为①不加权、不考虑整群设计特征；②不加权、

论

以上的数据分析可见，忽视权重的设置导致城

考虑整群设计特征；③加权、不考虑整群设计特征；④加权、考虑整群
设计特征

市人群高血压患病率的高估；忽视对整群设计特征
的考虑不仅导致结果精确度的高估，还得到地区问

由方式④的结果可见，大城市的高血压患病率

患病率有差异的假阳性结论。在做合理的分析数据

最高（２８．７７％，９５％ＣＩ：２５．６９％～３１．８４％）；而四

后，营养调查中２００２年我国居民的高血压患病率水

类农村地区的患病率最低（１４．２１％，９５％ａ：

平以大城市最高，四类农村最低，其他各类地区患病

１２．６４％～１５．７９％）。

率水平居中且接近。

３．地区间高血压患病率的比较：由表３可见，如

除此之外，由估算的设计效应可见，这样大地理

果忽视整群设计特征，标准误的低估会导致假设检

区域的一次复杂的多阶段随机抽样设计，相对于单

验犯一类错误的概率增大，即得到地区间患病率有

纯随机抽样设计来说，结果精确度的损失可高达几

差异的假阳性结论（方式③７３５．④）。忽视权重的

十倍；换句话说，如果按基于单纯随机抽样设计的公

设置则同时通过影响点估计和标准误大小进而影响

式估算样本量，还必须扩大几十倍的样本量才可以

检验结果（方式②７３５．④），但是影响不如前面那么

达到期望的容许误差。传统的建议“整群抽样的样

显著。

本量比单纯随机抽样增加１／２”，仅仅是按设计效应

由方式④的结果可见，除一类农村外，大城市的

为１．５来考虑的；对于复杂的多阶段随机抽样设计，

高血压患病率高于其他地区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这并不是普遍适用的原则；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研

±堡煎煎煎兰盘查呈螋！生！旦蔓！！鲞蔓！塑Ｑ些』墅ｄ型：垒坚墼！鲤！！型：垫！№：！
究者最好根据既往相关研究的资料推导设计效应，

·８３５·

算抽样误差．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８，２９（１）：７８—８０．

［２］王陇德．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报告之一——２∞２综

估算样本量。

合报告．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０５：５．

由于无法找到更详细的抽样框架和应答信息以
及人口学资料，我们对权重的设置做了简化处理，忽
略了ＦＰＣ。这使我们的分析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同
时也提示，对权重设置、抽样设计的考虑不只是数据
分析阶段的问题，设计阶段对抽样框架和相关人口
学资料等基础信息的收集至关重要。

［３］国家统计局人１７１和社会科技统计司．中国乡、镇、街道人口资
料．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０２．
［４］Ｃｏｃｈｒａｎ ＷＧ．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３ｒｄ ｅｄ，Ｎｅｗ Ｙｏｒｋ：Ｊｏｈｎ
Ｗｉｌｅｙ＆Ｓｏｎｓ．１９７７．
［５］Ｓｔａｔａ Ｃｏｒｐ．Ｓｔａｔ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ｄａｔａ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ａｎｕ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ＴＸ：ＳｔａｔａＣｏｒｐ ＬＰ，２００７．

【６］Ｓｔａｔａ Ｃｏｒｐ．Ｓｔａｔａ ｂａｓ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ａｎｕａｌ．ｖｏｌｕｍｅ ３（Ｑ－Ｚ）．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ＴＸ：ＳｔａｔａＣｏｒｐ ＬＰ。２００７：４６１—４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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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吕筠．何平平。涂文校。等．整群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中应正确计

·疾病控制·
中国澳门艾滋病流行现况
陈文诗
澳门的ＨＩＶ感染者／ＡＩＤＳ患者记录是从１９８４年开始，

３．高危人群筛检：近年澳门的初级卫生保健、预防监测

１９８６年发现首例ＨＩＶ感染者，１９８９年发现第２例；随后每年

及医疗私隐保密情况日趋完善，许多慢性病患者（肺结核）、

均有感染者被枪出；检出最多是１９９３年３７例，其次是１９９４

要求戒除药瘾者、孕妇保健、捐血质量监控和匿名者均要求

年３５例，１９９８年３１例。从每年新检出的ＨＩＶ感染者数据

并进行了ＨＩＶ检测。从１９９７年开始以人群分类为检测总体

看，发病呈“双驼峰”状，从１９８９—１９９３年检出率迅速上升，随

和统计，发现捐血者血液（０．００２％）、孕妇（０．们％）和匿名者

之缓慢下降至１９９９年９例；然后再上升到２００４年的３０

（Ｏ．０１７％）都保持在低的感染率（＜０．１％）；其次为结核病患

例…，到２００７年的前两季度共发现有感染者１１例。在首例

者（Ｏ．１２％）、娱乐场所外籍劳工（０．２５％）、临床怀疑个案

被发现至今共检出ＨＩＶ感染者３７８例【２。１；其中本地居民

（０．３４％）和囚犯（０．５３％）存在较高感染率（０．１％～０．６％）；

１２１例，非本地居民２５７例；澳门ＨＩＶ流行率为０．０５６％，与

最高ＨＩＶ检出率的是自愿戒毒者（１．６５％）。

香港和台湾等地区相附¨Ｊ。

简而言之，澳门仍是属ＨＩＶ低发病率地区ｕ’，流行情况

１．ＨＩＶ感染者检出场所晗Ｊ】：２００７年前两季度的１１例

和邻近的香港及台湾地医相近。过去病例以非本地人居多，

中６例为本地居民，其中１例足在结核病防治中心检查时被

但近年本地居民感染率有上升的趋势。在本地人中，静脉注

发现，另１例足戒毒机构的药物成瘾者，其余４例是在医疗

射和异性性接触均为主要传播途径；静脉注射者的感染自

机构中被检出的。非本地居民有５例，３例是监狱服刑的囚

２００４年有快速上升的趋势，但至２００６年渐趋平稳，情况有受

犯，１例为娱乐场所人员，１例是在医疗机构中被发现。

控制迹象；经男男性接触感染的个案在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稍有

２．感染途径：本地居民主要以性接触为感染ＨＩＶ的方

上升。非本地人主要通过娱乐场所外籍性工作者及监狱囚

式，共有４６例（３８％），其中异性性接触感染３３例（２７％），同

犯的筛查发现，以异性性接触为传播途径。因此，建议加强

性性接触感染１３例（１１％）；通过静脉注射药瘾而感染的为

“健康性生活，安全性行为”活动的推广。

第二位，有３４例（２８％）；其余的４１例（３３％）感染途径不明。
据１９９７—２００７年的数据显示，通过异性性接触被感染者每年
约１～３例；男男性接触感染１９９８、２００２和２００５年分别有１
例，２００４年为２例和２００６年有３例；但２００４年通过静脉注

参考文献
［１］卫生局．２００６年度统计年刊．澳门：域思广告制作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１１５．

［２］卫生局．澳门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艾滋病病毒）伎滋病感染情况

射药瘾感染ＨＩＶ者大幅上升达到１５例，之后２００５年７例和

季度统计资料（２００７年１—３月）［Ｄ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ｓｍ．
ｇｏｖ．ｍｏ／ｄｅｓｉｇｎ／ＮＥＷＳ／ｃ—ｎｅｗｓ—ｆｓ．ｈｔｍ．

２００６年４例义迅速同落；感染途径不详的例数基本保持在

［３］卫生局．澳门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艾滋病病毒）肢滋病感染情况

１～６例间。与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主要传播ＨＩＶ途径相
比Ｈ１，性传播、静脉吸毒和感染途径不详的排位顺序基本一
致，但澳门的特点是性传播的百分率相对较少，静脉吸毒者
居中，途径不详是三地之中最高的。

季度统计资料（２００７年４—６月）［Ｄ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鳓．

ｇｏｖ．ｍｏ／ｄｅｓｉｇｎ／ＮＥＷＳ／ｃ—ｎｅｗｓ—ｆｓ．ｈｔｍ．
［４］Ｖｉｓｕａｌ ＡＩＤＳ Ｏｆｆｉｃｅ．ＨＩＶ／ＡＩＤＳ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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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０１—２１）
作者单位：中国澳门镜湖护理学院

（本文编辑：尹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