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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理论与方法·
倾向评分配比在流行病学设计中的应用
李智文

张乐

刘建蒙任爱国

【导读】介绍倾向评分配比法（ＰｓＭ）的基本原理、具体方法，并结合实例探讨其在流行病学设
计过程中的应用。ＰｓＭ通过某些观察性研究某些混杂变量与研究因素的关系计算倾向评分，然后从
对照组中为处理组每个个体寻找一个或多个倾向评分值相同或非常接近的个体做对照，最终使选取
观察对象的混杂变量在处理组和对照组趋于均衡可比。实例分析表明。利用ＰＳＭ筛选后的研究对
象，主要混杂因素在两组中的偏差下降在５５％以上。结论：ＰｓＭ可有效降低观察性研究的混杂偏倚，

在流行病学设计阶段使用ＰｓＭ可使某些观察性研究得到类似随机对照研究的效果。
【关键词】倾向评分配比；混杂偏倚；流行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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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行病学病因研究中，为了探讨某因素（如暴

在流行病学设计阶段，使某些观察性研究得到类似

露或干预，以下统称为处理因素）与结局的关系，需

随机对照研究的效果ｎ’２３。在本文中结合实例介绍

要设立对照进行比较。对照设立的一个重要原则是

ＰＳＭ的基本原理、具体方法及其在流行病学设计中

可比性，也就是说对比组除了所研究的因素之外，其

的应用。

他因素尽可能齐同，这样才能凸显处理因素的效
应。随机对照研究通过随机化分配研究对象，使混

基本原理

杂因素在处理组和对照组中的分布趋于平衡，是验

倾向评分（Ｐｓ）的概念是由Ｒｏｓｅｎｂａ啪和Ｒｕｂｉｎ

证因果联系最理想的设计方法。观察性研究（如队

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提出的，是指在一定协变量条件

列研究）由于没有随机分配研究对象，常使混杂因素

下，一个观察对象可能接受某种处理（或暴露）因素

在两组中的分布不均衡，易高或低估暴露效应而引

的可能性ｂ】。在观察性研究中，处理组与对照组某

入偏倚。观察性研究对于混杂因素的控制主要在数

些背景特征分布不同，每个个体是否具有“处理”这

据的分析阶段采用分层分析或多因素分析，如果对

一特征的概率受其他特征（混杂变量）影响。其概率

比组之间某些特征差异很大，则可能对研究结果产

大小，即ＰＳ可以通过将处理因素作为应变量，其他

生较大且无法以分析方法弥补的偏倚。倾向评分配

混杂因素作为自变量建立模型来估计，如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

比（ｐｒｏｐｅｎｓ时ｓｃｏｒ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ＰＳＭ）可有效降低观

归、判别分析等。ｌｏ西ｓ石ｃ回归对于自变量没有正态

察性研究的混杂偏倚，更重要的是该方法可应用于

分布的要求，因此更适合于流行病学调查资料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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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１００１９ｌ北京大学医学部生育健康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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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随机。ＰｓＭ就是从对照组中为处理组每个个

征调查研究”资料迸一步随访研究妇女孕期先兆子

体寻找一个或多个ＰＳ值相同或非常接近的个体做

痫（ＰＥ）对儿童某些发育状况的影响。该项研究包

对照，最终两组的混杂变量也趋于均衡可比¨】。

括１８７例先兆子痫妇女和４７２２名正常妇女。如果全

ＰＳＭ一般分为如下几种类型：
１．单纯ＰｓＭ：或称ＰＳ最近法（ｎｅａｒｅｓｔ

部随访，随访任务大。因此，需要从中选取部分可比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的个体进行随访。两组人群一些主要特征的分布存

ｐｆｏｐｅＩｌｓ时ｓｃｏ佗），是ＰＳＭ

在显著差异，影响效应的估计，这些因素包括妇女年

最基本的方法，即直接从对照组中寻找出一个或多

龄、怀孕前后ＢＭＩ、文化程度、产次（初产月Ｅ初产）、

个与处理组个体ＰＳ值相同或最相近的个体作为配

胎数（单胎／多胎）。现采用单纯的ＰＳＭ和按产次分

比对象。具体方法是：首先根据协变量计算Ｐｓ值，

层ＰｓＭ两种方法选取可比的个体作为随访对象。单

将处理组观察对象与对照组分开；然后，将两组观

纯ＰｓＭ配比首先以ＰＥ变量（１＝ＰＥ，０＝正常）为因

察对象按照Ｐｓ值大小排序，从处理组中依次选出一

变量，以需要调整的上述变量为自变量构建１０９ｉｓｔｉｃ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ｏｎ也ｅ ｅｓｔｉｌＴｌａｔｅｄ

个研究对象，从对照组中寻找Ｐｓ值与处理组每个对

回归模型，求出每个研究对象的ＰＭ值。将研究对象

象最相近的一个对象作为配比个体。如果对照组中

按ＰＥ变量分为两组，然后用ｓＰＳＳ软件程序进行匹

同时有两个或两个以上ＰＳ值相同的个体，则按随机

配，配比精度为ＰＳ＜０．０１。为了保证较好的配比效

的原则进行选择。配比成功的对象从原人群中移

果，采用精度由高到低（Ｐｓ＜０．０００ｌ－＋＜０．００１一＜

去，然后进入下一个处理对象的配比过程，直到处理

０．０１）进行配比。分层ＰＳＭ匹配时，首先按产次变量

组中的全部对象完成匹配。配比时一般应规定配比

将人群分为初产和非初产两组人群，再以单纯ＰＳＭ

精度，如ＰＳ值相差＜０．Ｏｌ或＜Ｏ．００１。这一方法类似

方法匹配。配比后的结果见表ｌ。单纯ＰＳＭ和按产

随机对照研究中的单纯随机分配，容易实现。

次分层ＰｓＭ分别有１８ｌ和１７６对妇女配比成功，配

２．分层ＰＳＭ：单纯ＰＳＭ尽管可以使协变量总体

比后各变量分布明显趋于一致。利用Ｂａｓｅｒ№ｊ推荐

趋于平衡，但不能保证每个协变量分布完全一致。

的方法对配比效果进行评价：首先求出每个协变量

如果研究者希望某个重要变量精确匹配，则可以使

在配比前后的均数，无序分类变量需要转换为哑变

用分层ＰｓＭ。具体方法是：首先根据该变量（如性

量进行计算；然后计算各变量在配比前后均数的偏

别）分层后，分别对每层人群进行单纯ＰｓＭ；然后将

差；最后根据偏差计算偏差下降的百分率。从表２

配比人群合并，这样最终的两组研究人群中该变量

可见，单纯ＰｓＭ每个变量偏差下降均在５０％以上，

分布完全相同。这一方法类似于随机化对照研究中

其中年龄变量均衡效果最好，偏差下降达９２．４％；按

的区组随机化，能够更好地保证最主要变量的平衡

照配比分层ＰｓＭ每个变量偏差下降均在６８％以上，

性，但要求精确匹配因素不能太多。

其中产次在两组中分布完全一致。

３．与马氏配比结合的ＰＳＭ：马氏配比是通过

讨

矩阵计算两个观察对象的马氏距离的一种匹配办

论

法㈨。马氏距离是由印度统计学家Ｍａｈａｌ粕ｏｂｉｓ提

随机对照研究尽管是流行病学病因研究中最理

出，表示ｍ维空间中两个点之间的协方差距离，不受

想的设计方法，但其在人群研究中受到诸多条件的

量纲的影响，还可以排除变量之间相关性的干扰。

限制，如实施费用昂贵、医学伦理问题以及某些因素

ＰＳＭ与马氏配比结合后可以增加个别重点变量平

（如疾病）无法随机化等。而观察性研究由于不受上

衡的能力。具体结合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把Ｐｓ值作

述限制而在人群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并且随着信

为一个变量同其他重点平衡的变量一起估计马氏距

息技术的发展，观察性数据无论是数量还是准确性

离，然后进行马氏配比；另外一种是首先在一定精度

都在不断增加。因此，将ＰＳＭ应用于观察性研究的

的ＰＭ差值范围内选择对照组中全部可以匹配的对

设计阶段将会在人群流行病学病因研究中起到重要

象，然后根据少数重点变量计算马氏距离，选择马氏

作用。通过文献检索可以发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

距离最小的对象作为最终的对照。这一方法要求计

研究者将ＰｓＭ应用到流行病学、健康服务、经济学

算马氏距离的变量不能太多，实现过程比较复杂。

以及社会科学诸多领域¨乒１０】，而国内类似的应用研

实例分析

某医院欲利用一项“妇女孕期妊娠高血压综合

究尚罕见。
队列研究是一种重要的流行病学病因研究方
法，研究者在基线调查的基础上利用ＰＳＭ选择随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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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变量

。
一
砷
首
一一

配比前

正常组

Ｅｐｉｄ锄ｉｏｌ，Ｍａｙ ２００９，ｖ０１．３０，Ｎｏ．５

ＰｓＭ前后两组人群主要特征的分布
单纯ＰｓＭ配比后

配比前

ＰＥ组

Ｊ

Ｐ值

ＰＥ组

正常组

单纯ＰｓＭ配比后

ＰＥ组（Ｍ±ｓ）正常组（ＪＩ，±５）偏差ＰＥ组（ＪｊＩｆ±ｓ）正常组（肼±ｓ）偏差

按产次分层配比后

Ｐ值

ＰＥ组

正常组

Ｐ值

偏差下降

按产次分层配比后

偏差下降

（％）

ＰＥ组（肼±ｓ）正常组（Ｍ±ｓ）偏差

（％）

注：偏差＝正常组与ＰＥ组均数差值的绝对值；偏差下降（％）＝（配比前偏差一配比后偏差），配比前偏差×１００％

对象，即可以节省随访费用，又可有效降低混杂偏

样保证有足够的对照人群可供选择和配比，对照人

倚。从本文实例中可见，经过ＰＳＭ配比后的研究对

群越大，配比效果越好；②需要平衡的因素较多，如

象，主要混杂变量基本趋于平衡，各混杂变量偏差下

Ｍａｒｃｈ

降均在５０％以上。配比前分布越不平衡的变量，偏

配比研究中对多达１３个变量进行配比＂３；③研究的

差下降的百分比越大。如果采用分层ＰＳＭ或与马

结局变量的调查难度较大或费用较高，选择部分可

ｏｆ

Ｄｉｍｅｓ一项对过期产和正常足月产对象的

氏匹配相结合的方法，则个别重点变量的匹配效果

比的观察对象无疑会保证研究的可行性和结果的准

将更好。ＰＳＭ还可以用于病例对照研究，如在巢式

确性。此外，合理选择配比因素也是值得注意的问

病例对照研究中用ＰＳＭ从随访人群中选取可比的

题。不能仅仅依据统计学显著性差异来确定配比因

对照，然后测量病例和对照在某些暴露（如基因型、

素，更重要的是要结合专业知识进行判断。既要避

生化指标等）上的差别。这种情况下，分组变量为疾

免重要混杂因素的落选，又要注意配比过度。

病有无，协变量是需要平衡的混杂变量。通常情况

不管是何种配比方法，均可能涉及个别极端病

下，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要求因变量只有两种取值（二分类），

例无法找到对照的问题，比如本文实例分析中原始

当因变量的取值有三组及以上时（如血压分正常血

数据病例为ｌ ８７例，采用单纯和产次分层倾向评分

压、高血压前期、高血压三组），可以用多分类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配比后为１８１例。如果处理组中例数减少太多，则

回归分析计算Ｐｓ值。

会降低检验效能。ＰｓＭ配比过程中配比不成功的

要想在设计中合理应用ＰｓＭ，研究者必须首先

主要原因包括：①用于计算ＰＳ的主要协变量有缺

明确所获取的资料是否适合进行ＰＳＭ配比。一般

失。一个观察单位只要任何一个协变量数据缺失。

来说，ＰｓＭ适合于下列几种情况：①处理因素（或病

则无法估计其ＰＳ值，因而也就无法进行配比。②处

例）在人群中的比例远低于非处理因素（或对照），这

理组中部分研究对象ＰＳ值太大或太小（极端值），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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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地落在了两组倾向评分重叠区范围之外，因此没
有可以与之匹配的对照选择。③配比精度过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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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Ｂ，Ｔ抽ｍ硒Ｎ．Ｍ｛蛐璐吨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舯）ｐｅｎｓ毋

样本量固定的情况下，如果想提高匹配的精确性，必

ｓｃｏ嘲：ｒｅｌａｔｈ培ｎ搬Ｉｒｙ

然会减少匹配成功的例数，反之，如果想尽量多保留

２４９—２６４．

能够匹配的对象，则匹配精度自然会降低。因此，在
配比过程中研究者要结合资料的具体情况、专业知
识来选择配比变量及决定匹配的精度和样本量。如
果病例或对照配比成功的例数较少，可以适当放宽
配比条件，排除配比变量中缺失值较多的变量，以增
加配比成功的对象。此外，在同样精度的情况下，采
用多阶段配比的办法会增加配比效果。如果希望最
终精度为ＰＭ差值＜０．０１，那么在进行匹配时先从精
度较高水平开始匹配，如＜０．０００１－＋＜Ｏ．００１＿＋＜
０．０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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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统的配比方法相比，ＰＳＭ的优势是同时匹
配许多混杂因素并不增加匹配的难度和效果。传统
分层匹配的方法要根据每个变量取值分层后进行匹
配，如果需要平衡的变量个数或水平较多，则分层数

［７］Ｄ’Ａｇｏｓ曲ｏ ＲＢ．Ｐｒｏｐｅ珊蚵∞ｏｒｅ蛐；Ｉｈｏｄｓ ｆ研ｂｉａｓ确妇ｔｉ∞
ｉｎ ｔｌｌｅ

ｃ伽ｐ“∞ｎ

ｏｆ

ａ协ｊ蛐锄ｔ

ｔｏ

ａ哪晤啪ｄｏｍｉｚｅｄ

ｇｒｏｕｐ．ＳｔａｔＭｃｄ，１９９８，１７（１９）：２２６５—２２８１．

［８］Ｊ∞ｅｓ

Ａｓ．

Ｍ砷ｍｌ

ａｌｃｏｈｏｌ西惦ｅ／ｄ印ｅｎｄ肋∞，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成倍增加，往往难以实现。马氏配比是通过计算两

ｂｃｌｌａ订ｏｒ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ｎｄ

个观察对象的马氏距离进行配比，随着配比维数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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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变量综合为一个尺度变量，因此协变量个数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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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许多未知的混杂变量可能仍然会对最终的结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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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影响。因此，其组问均衡性不可能完全达到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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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讯·
《传染病流行病学》简介
《传染病流行病学》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集理论、方法及应用于一体的传染病流行病学专著。全书共三篇二十五章，涉及
的内容涵盖了传染病流行病学的基本原理、研究方法和防制技术。此部专著的“原理篇”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传染病流行病学
的生物学基础、流行过程、传染病监测、新传染病的出现与应对、传染病流行的数学模型等。“方法篇”对传染病流行病学涉及的
各种调查研究方法作了重点而翔实的介绍，包括现场调查、传播特征调查、自然疫源地调查、血清流行病学、分子流行病学、地
理信息系统的应用及现场干预研究等。“预防控制篇”涉及消毒、杀虫、灭鼠、预防接种和医院感染控制等内容。此外，该书结合
当前传染病防制领域出现的新问题，增设了卫生流行病学侦察、生物袭击的流行病学调查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策略和措
施等章节。全书紧密围绕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相关流行病学问题，主题鲜明。信息丰富，内容新颖，逻辑严谨，是相关

专业研究生的教学用书，并可供科研及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专业人员培训和卫生行政部门、医疗机构、医药院校有关人员工
作时参考使用。该书现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定价：５２．００元。联系人：安琪，电话：０１０—５８５８１１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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