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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理论与方法·

基于个体的标准化法——倾向评分加权
李智文刘建蒙任爱国
【导读】倾向评分加权是利用倾向评分值对每个观察单位进行加权调整。由于倾向评分将
许多协变量综合为一个变量，因此通过倾向评分加权可以使各混杂变量在两组人群中的分布趋
于一致。根据调整后标准人群的不同分为两种加权方法：逆处理概率加权法（ＩＰＴＷ）和标准化死
亡比加权法（ＳＭＲＷ）。本文实例分析表明，用ＩＰＴＷ和ｓＭＲｗ加权调整后处理组和对照组妇女
各混杂变茸的分布均趋于一致，两种方法调整后的效应估计摹本相同。本文介绍倾向评分加权
法的基本原理、具体方法，并结合实例探讨了其在流行病学中的应用。
【关键词】倾向评分加权；标准化法；混杂偏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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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评分（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ＰＳ）方法是新出现
的一种处理非随机对照研究中混杂偏倚的有力工

一特征的概率受其他混杂变量的影响。倾向评分是

具ｎ。５１。该方法能够有效地均衡各对比组间协变量

近似函数。它最大限度地概括了混杂变量的作用，

反映所有观察到的混杂变量在两组间均衡性的一个

的分布，在组问协变量均衡的基础上进一步评价处

因而可以有效地保持处理组和对照组间混杂变量的

理因素的效应，从而得到接近随机对照研究的效

均衡性，使两组间各个特征变量均衡一致。倾向评

果。倾向评分法主要包括倾向评分配比、倾向评分

分值相同的两个个体，其协变量的分布也趋于一致，

分层、倾向评分回归调整和倾向评分加权ＨＪｊ。本文

此时可以认为这两个个体背景条件相同，接受“处

主要介绍倾向评分加权及其应用。

理”因素与否接近随机…。在混杂变量没有缺失值

基本原理
倾向评分是指在一定协变量（混杂变量）条件

的情形下，倾向评分可以通过将处理因素作为应变
量，其他混杂因素作为自变量建立模型来估计。

下，一个观察对象可能接受某种处理（或暴露）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和判别分析是常用的模型。此外Ｐｒｏｂｉｔ
回归、非参数回归、半参数回归等可计算概率的模型

的可能性’１。１。在非随机对照研究中，处理组与对照

也可以用来计算倾向评分值№Ｊ。

组某些背景特征分布不同，个体是否具有“处理”这

倾向评分加权（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 ｗｅｉｇｈｔｉｎｇ）是边
缘结构模型（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的一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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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其基本原理实际上与传统的标准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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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构成不同的两个或多个率的比较。标准化法的

ＰＳ／（１－－ＰＳ）。同样，由于对照组得到的人群数与处

基本思想就是指定一个统一的“标准人口”，按指定

理组样本量一致，而与原对照组样本量不同，因此需

“标准人口”计算调整率，使之具备可比性之后再比

要进一步作如下调整，计算其稳定权数：Ｗｃ＝［ＰＳ

较，以消除比较组之间由于内部混杂因素构成不同

（１一Ｐｔ）］／［（１－－ＰＳ）Ｐｔ］。当每一个）Ｉ！Ｉｌ察单位的权数

对总率比较的影响。如在比较两组人群的死亡率

计算出来后，就可以对每个观察单位加权后用传统

时。年龄往往是重要的混杂因素，老年人口的死亡率

的方法（如直接效应比较或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进行效应
估计。

高于青年人口的死亡率。如果两组人群年龄构成不
同，就不宜直接比较两组人群的总死亡率，而应统一

实例分析

各组的内部构成，使资料间具有可比性后再进行比
较。但当比较组中需要调整的混杂因素较多时或混

为了研究孕期增补某种营养素是否对妊娠高血

杂冈素为连续性变量时，传统的标准化法由于需要

压有预防作用，研究者采用非随机干预方法，在我国

分层太多，可能导致某些层内没有）１５｜ｌ察对象而无法

部分地区募集孕早期妇女。按照知情选择的原则，

调整。倾向评分将许多变量综合为一个变量，通过

妇女决定服用或不服用这种营养素。研究期间共募

调整倾向评分这一个变量来使各混杂变量在两组人

集并随访到５７ ３３３名妇女的妊娠结局。根据专业知

群中的分布趋于一致，因此简化了调整过程＂４Ｊ。该

识确定需要平衡的混杂因素有母亲年龄、孕早期

方法将每一观察单位看作一层，不同倾向评分值预

ＢＭＩ、文化程度、职业、是否初产、多胎妊娠和民族。

示这一观察单位在两组中的概率的不同。假定不存

表１为服用和未服用营养素的妇女各种混杂因素的

在未识别的混杂冈素，加权调整是基于两种在一定

分布，可见大部分变量在两组中的分布极不平衡。

条件下反事实事件的概率对数据进行调整：即假设

表ｌ加权调整前服用和未服用营养素的

每个观察对象均接受处理冈素和均不接受处理ｌ天Ｉ素

妇女各种协变量的分布
服用组

未服用组

！！三！鱼！！！！

尘三！！！！型

两种情况¨０‘。利用倾『旬评分估计的权重对各观察单
变量

位加权产生一个虚拟的标准人群，在该人群中，两组

ｎ

；±５或％

ｎ

。。

５蓿
ｉ±５或％‘４

Ｐ值

混杂冈素趋于一致，均近似于某一预先选定的标准

母亲年龄（岁）３６

２７１ ２３．０２＿４－２．０４

２ｌ ０６２ ２３．４３±２．６５ ４３７．９＜０．００１

人口分布。

孕早期ＢＭＩ

２７１孤５３±２．２８

２１ ０６２ ２１．１１±２．．５０

调整方法因选择的目标标准人群不同而分为两
种加权方法：逆处理概率加权法（ｉｎｖｅｒｓｅ
ｏ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ｗｅｉｇｈｔｉｎｇ，ＩＰＴＷ）和标准化死亡比加权

法（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ｒａｔｉｏ ｗｅｉｇｈｔｉｎｇ，ＳＭＲＷ）。

３６

文化程度

６２３．１＜Ｏ．００１

小学及以下５
初中

８０１．９＜Ｏ．００１

５６０

１５．３

３ １２５

１４．８

２６ ６６０

７３．５

１４０１８

６６．６

１１．２

３ ９１９

１８．６

高中及以上４０５１
职业

９４０．４＜０．００ｌ

ＩＰＴＷ是以所有观察对象（处理组与对照组合并的人

农民

１３ ４４３

３７．１

１０ ３０７

４８．９

群）为“标准人群”进行调整。Ｒｏｂｉｎｓ等ｎ１给出的加

工人

１６ １５４

４４．５

６ ８３２

３２．４

权系数（形）计算方法是：处理组观察单位的权数

其他

６６７４

１８．４

３ ９２３

１８．６

Ｗｔ＝１／ＰＳ，对照组观察单位的权数Ｗｃ＝１／（１一

非初产

１ ６７０

４．６

２ ３３５

１１．１

多胎妊娠

２１５

０．５９０

１０８

０．５１

１．５２

０．２２

非汉族

２４８

０．６８

１３３

０．６３

０．５５

０．４６

ＰＳ）。ＰＳ为观察单位的倾向评分值。此方法得到的

８６１．７＜０．００１

人群往往与原来人群的数量不同，冈此虚拟人群各
变量的方差大小可有变化。为了得到与原人群的样

分别用ＩＰＴＷ和ＳＭＲＷ两种倾向评分加权方法

本量相同的标准人群，Ｈｅｍａｎ等饽３对计算方法进行

对上述因素进行调整，然后分析增补该营养素与妊

涮整，将整个研究人群的处理率和非处理率加入公

娠高血压发生危险性之问的关系。

式调整后得到稳定权数（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ｅｄ ｗｅｉｇｈｔｓ）。具体
方法是：处理组观察单位的权数Ｗｔ＝Ｐｔ／ＰＳ，对照组

量为自变量进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求出每个研究对

观察单位的权数Ｗｃ＝（１－－Ｐｔ）／（１－－ＰＳ）。Ｐｔ为整个

象的倾向评分值。根据对照组和处理组的人数求

人群中接受处理因素的比例。ＳＭＲＷ是将处理组

出人群中暴露者的比例（Ｐｔ），Ｐｔ＝３６ ２７１／（３６

首先以是否服用营养素为因变量、上述混杂变

２７１＋

观察对象作为“标准人群”进行调整。Ｓａｔｏ和

２１

Ｍａｔｓｕｙａｍａ［８１给出的加权系数计算方法是：处理组观

本研究中第一个观察对象属于对照组，其Ｐｓ值为

察单位的权数Ｗｔ＝ｌ，对照组观察单位的权数Ｗｃ＝

０．７７１

０６２）＝０．６３３。计算ＩＰＴＷ调整稳定权数，例如，
０８。则形＝（１一Ｐｔ）／（１一ＰＳ）＝（１—０．６３３）／

！，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ｌｏ年２月第３ｌ卷第２期ＣｈｉｎＪＥｐｉｄｃｍｉｏ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０，Ｖ０１．３１。Ｎｏ．２

（１一Ｏ．７７１ ０８）＝１．６０３２。本例中第九个观察对象属

整后，尚不能认为孕早期增补这种营养素可以降低

于处理组，其ＰＳ值为０．７０８ ０８，则Ｗ＝Ｐｔ／ＰＳ＝Ｏ．６３３／

妊娠高血压综合征的风险。本文ＩＰＴＷ和ＳＭＲＷ调

０．７０８ ０８＝０．８９４０。

整结果基本相同（表４）。

ＳＭＲＷ调整过程基本相同，只是在计算权数时
候不同。表２和表３分别为用ＩＰＴＷ和用ＳＭＲＷ加
权调整后处理组和对照组妇女各混杂变量的分布。
可以看到调整后两组人群各变量分布趋于一致。不
同的是ＩＰＴＷ调整后，混杂变量分布与合并后的总

表４不同调整方法计算的Ｄ月值
调整月法

１．０４（０．９８～１．１０）

直接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１ｉＩ归

１．０５（１，００—１．１２）

Ｉ丌Ｗ

１．０５（１．００—１．１１）

ＳＭＲＷ

１．０５（１．００一１．１１）

讨

处理组一致。最后以加权变量对每一个观察单位加

表２

变量—ｉＪ％—ｉ圭％；藿Ｐ值
妇女各种协变量的分布

孕早期ＢＭＩ

０．０７

量综合为一个变量，通过调整倾向评分这一个变量

Ｏ．１ｌ

Ｏ．９５

来使各混杂变量在两组人群中的分布趋于一致。因

３６ ３２５ ２０．７８－－＋２．７０

２１ ０５６ ２０．７４±２．３３

３ １９８

１５．２

２５ ７７９

７１．０

１４９６５

７１．１

高中及以上５ ０２５

１３．８

２ ８９３

１３．７

量时，该法由于需要分层太多而可能导致某些层面

３．２０

０．３９

１５．２

对比组中需要调整的混杂因素较多时或为连续性变
没有观察对象而无法｛Ｉ｝Ｊ整。倾向评分由于将许多变

２１ ０５６ ２３．１６±２．４０

小学及以下５ ５２０

整使两组各层人群的比例趋于一致以达到可比。当

０．５３

２３．１８４－＿２．２６

文化程度

初中

论

传统标准化法以混杂变量将人群分层，然后调

ＷＴＷ力Ｏ权调整后服用和未服用营养素的

母亲年龄（岁）３６ ３２５

ＯＲ值９５％Ｃ１

未调整

人口一致，而ＳＭＲＷ调整后，对照组协变量分布与
权后，分析数据的均衡性。

·２２５·

此可以同时调整较多的混杂因素或连续变量而并不
增加分析的难度。此外，倾向评分加权不但能够对

职业０．１７

０．９２

计数资料（如率）进行标化，且可应用于计量资料（如
均数）的标化。

农民

１５ ００８

４１．３

８ ６６９

４１．２

工人

１４ ５８２

４０．１

８４８９

４０．３

其他

６７３４

１８．５

３ ８９８

１８．５

非初产

２５６５

７．１

ｌ ４７６

７．０

０．０５

０．８２

０．５６

１１５

Ｏ．５５

０．０４

０．８４

效应点值应该与用倾向评分调整后的效应点值相

１３９

０．６６

０

０．９９

同。但倾向评分的优势是研究者可以首先构建复杂

多胎妊娠

２０３

非汉族

２４０

０．６６

如果倾向评分估计和多变量效应估计所用的协

注：‘由于小数取整，小组合计可能不等于总数
表３

的模型（如纳入较多的变量或增加复杂多级交互项）
来计算倾向评分，然后在最后的效应模型中使用少

ＳＭＲＷ加权调整后服用和未服用营养素的
妇女各种协变量的分布
服用组４
ｎ

母亲年龄（岁）３６
孕早期ＢＭＩ

量的重点变量与倾向评分共同调整。由于倾向评分

未服用组４

ｉ±ｓ或％

ｎ

Ｆ或
ｉ±ｓ或％ｆ值

Ｐ值

综合了全部混杂因素的共同作用，将众多的因素综

Ｏ．４１

０．５２

合为一个变量，简化了最终估计因果联系的模型，对

０．００

０．９９

模型的诊断比同时纳入较多变量要容易和町靠；同

０．６５

时避免了效应估计时参数过多及共线性的问题所导

２７１ ２３．０２±２．０４ ２１ ０５２ ２３．０１±２．２３

３６ ２７１ ２０．５３－－＋２．２８

２１ ０５２ ２０．５３４－＿２．２０

文化程度０．８７
２４０

１５．４

７３．５

１５ ５１４

７３．７

１１．２

２２９８

１０．９

小学及以下５ ５６０

１５．３

２６ ６６０

初中

高中及以上４

０５１

３

变量和模型相同，则直接用各协变量进行调整后的

致的偏差㈨。
同其他倾向评分方法一样，倾向评分加权也有

职业０．９４

０．６２

局限性，应用过程中值得注意。首先该方法是有前

农民

１３ ４４３

３７．１

７ ７１９

３６．７

工人

１６ １５４

４４．５

９４４９

４４．９

其他

６ ６７４

１８．４

３ ８８４

１８．４

非初产

１ ６７０

４．６

９７８

４．６

０．０５

０．８２

假设（ｓｔｒｏｎｇｌｙ ｉｇｎｏｒａｂｌｅ）ｂ Ｊ。因此该方法只能调整

多胎妊娠

２１５

０．５９０

１１８

０．５６

０．２４

０．６３

观察到的变量，而不能像随机化那样同时平衡所有

非汉族

２４８

０．６８

１４２

０．６７

０．０２

０．９０

变量的分布，包括观察到的和未观察到的变量。此

提假设的，即假设在现有观察变量条件下，处理因
素的分配是随机的。这种假设义称为强烈可忽略

注：‘同表２

外，该方法需要较大的样本量，且要求比较组间倾

最后，可以用单因素分析方法直接比较，也可以

向评分有足够的重叠范围，否则无法做出有效的平

用多因素分析方法同时调整重点变量。本文采用

衡。在某些情况下，对于样本含量较小的研究或混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方法。结果表明，采用倾向评分加权调

杂变量组间差异过大的研究（倾向评分重叠范围

·２２６·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０年２Ｂ第３ｌ卷第２期Ｃｈｉｎ Ｊ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０，＂Ｃ０１．３１。Ｎｏ．２

小），即使使用倾向评分法，也可能仍然无法消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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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手段，在平衡混杂作用方面将具有广阔的应用
前景。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２００６。１６３（３）：２６２—２７０．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０８—１４）

（本文编辑：张林东）

·会讯·
第二届北京热带医学与寄生虫学论坛通知
为促进我国热带医学与寄生虫学研究的学术交流，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定于２０１０年５
月２１－－２３日在北京举办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第二届北京热带医学与寄生虫学论坛”，期满将授予国家级继续教育Ｉ类学
分６分。
本届论坛将邀请国内相关领域知名专家共聚一堂，从不同角度切磋热带医学领域的热点课题，以加强交流，增进友谊。欢
迎参会人员积极投稿，论文将编入本届论坛汇编。
报名联系人：谷俊朝；电话：０１０—６３０２５８４９，６３１３８５７０；传真：０１０—６３１３９２６５；Ｅｍａｉｌ：ｒｅｙａｎｓｕ０２００８＠ｓｏｈｕ．ｔｏｍ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