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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理论与方法·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中连续变量
交互作用的分析
邱宏余德新谢立亚王晓蓉付振明
【导读】

Ｒｏｔｈｍａｎ提出生物学交互作用的评价应该基于相加尺度即是否有相加交互作用，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的乘积项反映的是相乘交互作用。目前国内外文献讨论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中两因

素的相加交互作用以两分类变量为主，本文介绍两连续变量或连续变量与分类变量相加交互作用
可信区间估计的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方法，文中以香港男性肺癌病例对照研究资料为例，辅以免费软件Ｒ的
实现程序，为研究人员分析交互作用提供参考。
【关键词】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连续变量；相加交互作用ｓ指数；方法，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Ｔａｋ－ｓｕｎ ＹＵ，Ｌａｐ Ａｈ

ＴＳＥ，黝ⅣＧ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ｉｎ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ＱＩＵ舶昭，Ｉｇｎａｔｉｕｓ

Ｘｉａｏ－ｒｏｎｇ，ＦＵ Ｚｈｅｎ—ｒｕｉｎｇ．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Ｃａｒｅ，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Ｈ．ＩＣＳ．Ａ．Ｒ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ａｕｔｈｏｒ：Ｉｇｎａｔｉｕｓ Ｔａｋ－ｓｕｎ ＹＵ，Ｅｍａｉｌ：ｉｙｕ＠ｃｕｈｋ．ｅｄｕ．Ｉｌｋ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ｏｔｈｍａｎ ａｒｇｕｅｄ ｔｈａｔ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ａｓ ｄｅｐａｒｔｕｒｅ ｆｒｏｍ ａｄｄｉｔｉｖｉｔｙ ｂｅｔｔｅｒ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Ｉｎ ａ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ｔｅｒｍ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ｓ ｄｅｐａｒｔｕｒｅ ｆｒｏｍ 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ｃａｔｉｖｉｔｙ．Ｓｏ ｆａｒ，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ａｎ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ｓｃａｌｅ ｕｓｉｎｇ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ｗａｓ ｏｎｌｙ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ｔｗｏ 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ｏｕｓ ｆａｃｔｏｒｓ．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ｗａ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ｓ ｄｅｐａｒｔｕｒｅ ｆｒｏｍ ａｄｄｉｔｉｖｉ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ｗｏ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Ｗｅ ｕｓｅｄ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ａ

ｏｒ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ｌ＂ｃ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ｎ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ｓｔｕｄｙ ａｍｏｎｇ

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ｍａｌｅｓ

ｏｆｌ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ｃ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ｉｎ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ｏ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ｒｅ—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
Ｆｒｅｅ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Ｒ（Ｖｅｒｓｉｏｎ ２．８．１）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ｓｃａｌ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ｄｅｐａｒｔｕｒｅ ｆｒｏｍ
ａｄｄｉｔｉｖｉｔｙ，Ｓｙｎｅｒｇｙ ｉｎｄｅｘ；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流行病学病因学研究在分析因素间的交互作用
时，多采用在回归方程中纳入因素乘积项的方法。

曾撰文讨论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中两分类变量相加交
互作用的分析和评价Ｈｊ，但实际资料分析中还常常

线性回归模型为相加模型，乘积项反映因素间是否

碰到连续型变量，如年龄、ＢＭＩ、吸烟量等资料，人

有相加交互作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或Ｃｏｘ回归模型为相
乘模型，乘积项反映因素间是否有相乘交互作用，这

为转化成两分类变量导致信息的损失，因此对两连
续变量或连续变量和分类变量之间相加交互作用的

是统计学意义上的交互作用。目前以Ｒｏｔｈｍａｎ为代

分析做一补充，以满足实际资料分析的需要。

表的多数流行病学者认为生物学交互作用的评价应

基本原理

该基于相加而非相乘尺度ｎ旬】，并对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Ｃｏｘ回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记口因素不变时Ａ因素增加一个单位引起发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ＲＥＲ／）、归因比（ｔｈｅ

的比数比为ＯＲｍＡ因素不变时Ｂ因素增加一个单位

归等相乘模型构建了相对超危险度比（ｔｈｅ
ｅｘｃｅｓｓ

ｒｉｓｋ ｄｕｅ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Ｐ）和交互

引起发病的比数比为ＯＲ…Ａ因素增加一个单位、Ｂ

ｉｎｄｅｘ，Ｓ）３个指标，用于评价

因素也增加一个单位引起发病的比数比为ＯＲｎ。

因素间是否有区别于相乘交互作用的相加交互作

Ｒｏｔｈｍａｎ和Ｈｏｓｍｅｒ用于评价相加交互作用的指

用，进而为生物学交互作用的评价提供依据。我们

标：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ａｂｌ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ｄｕｅ

作用指数（ｔｈｅ

ｓｙｎｅｒｇｙ

ｔｏ

ＤＯｈ １０．３７６０／ｅ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０．０７．０２１

作者单位：香港中文大学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
通信作者：余德新，Ｅｍａｉｌ：ｉｙｕ＠ｃｕｈｋ．ｅｄｕ．ｈ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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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两因素无相加交互作用，则ＲＥＲ／和ＡＰ的
可信区间应该包含Ｏ，Ｓ的可信区间应该包含ｌ。
假设用两因素４、Ｂ（可为两分类、多分类或连续
变量）及乘积项Ａ×Ｂ构建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

以下为纳入乘积项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参数估
计及交互作用Ｓ指数区间估计的刖里序：
ｉｎｔｅｒａｅｔｉｏｎ＜－ｒｅａｄ．ｔａｂｌｅ（ｆｉｌｅ＝“Ｃ：／Ｍｙ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ｄａｔ”。ｈｅａｄｅｒ＝Ｔ，ｓｅｐ＝“＼ｔ”）

严读入以数据文件（．ｄａｔ）或文本文件（．ｔｘｔ）存储的数据集，命

＾

Ｉｎ‘ｒ兰‘）＝届＋展Ａ＋尼Ｂ＋岛Ａ×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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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有：

，

名为“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ｏ

僳ｌ。＝∥，０Ｒ ０１＝ｅｇ，隙１ｌ一毋也楣，用ＯＲ作为

ｎａｍｅｓ（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查看变量名

冗尺的估计值代入上述交互作用指标的计算公式即

“ｃａｓｅ”“ａｇｅ’’“ｐａｃｋｙｒ”“ｒａｄｏｎ”“ｆｅａｈｉｓ’’“ｐａｃｋｙｒｌ０”／＊ｐａｃｋｙｎ０

可得到３个指标的点估计。
当因素为两分类变量时，利用Ｍｕｌｔｉｎｏｍｉａｌ

为ｐａｃｋｙｒ除以１０得到，可用于估计吸烟量每增加ｌＯ个单位
的ＯＲ值。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ｌ＜－ｇｌｍ（ｃａｓｅ～ｐａｃｋｓｒ＊ｒａｄｏｎ＋ａｇｅ，ｆａｍｉｌｙ＝ｂｉｎｏｍｉａ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过程得到因素间的方差和协方差矩阵运用

ｄａｔａ＝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建立含乘积项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考虑

Ｈｏｓｍｅｒ和Ｌｅｍｅｓｈｏｗ介绍的ｄｅｌｔａ方法估计可信区

年龄作为混杂因素。

间ｂ一】，但当两因素或其中之一为连续变量时，每改

ｓｕｍｍａｒｙ（１０９ｉｓｔｉｃｌ）／‘查看参数估计值，结果见表２。

变２个单位或５个单位将导致ＲＥＰｄ、ＡＰ和Ｓ及其可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２＜一Ｏｍ（ｃａｓｃ—ｐａｃｋｙｒｌ０＋雒．ｆａｃｔｏｒ（ｆｃａｈｉｓ）＋ａｇｅ．

信区间的非线性变化口１，ｄｅｌｔａ法不再适用，Ａｓｓｍａｎｎ

ｆａｍｉｌｙ＝ｂｉｎｏｍｉａｌ，ｄａｔａ＝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对分类变量ｆｃａｈｉｓ用

等№１提出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估计可信区间。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是
以原始样本为基础的再抽样进行统计推断的方法ｎ】：

哑变量纳入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

在原始数据（假设样本含量为／７，，每个观察单位每次
被抽到的概率相等）中进行有放回的模拟随机再抽

ｓｕｍｍａｒｙ（１０９ｉｓｔｉｃ２）严查看参数估计值，结果见表３。以上部
分的分析亦可由ＳＰＳＳ或ＳＡＳ完成。
ｌｉｂｒａｒｙ（ｂｏｏｔ）／＋安装加载Ｂｏｏｔ软件包。

ｓｌ＜一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ｄａｔｓａｍ，ｉｎｄｉｃｅｓ）｛ｄ＜－ｄａｔｓａｍ［ｉｎｄｉｃｅｓ，］

样，所得新样本称为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样本，样本含量仍为

ｆｉｔｈ＂＜－ｅｌｍ（ｃａｓｅ—ｐａｃｂｊｒ。ｒａｄｏｎ＋ａｇｅ，ｆａｍｉｌｙ＝ｂｉｎｏｍｉａｌ，

ｎ，按既定的公式计算相加交互作用指标的数值。

ｄａｔａ＝ｄ）

由此重复尺次，得到尺个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样本、尺个某相加

ｓ＜一（ｅｘｐ（ｆｉｔｌｒ￥ｃｏｅｆ［２］＋ｆｉｔｌｒ￥ｃｏｅｆ［３］＋ｆｉｔｌｒ￥ｅｏｅｆ［５］）一１）／

交互作用指标的数值，再根据该指标频数分布特征

（ｅｘｐ（ｆｉｔｌｒ￥ｃｏｅｆ［２］）一ｌ＋ｅｘｐ（ｆｉｔｌｒ￥ｅｏｅｆ［３］）一１）｝严…允许

采取正态分布原理或百分位数法估计可信区间。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从原样本数据再抽样，并自定义从再抽样的样本中
计算两连续变量交互作用．ｓ指数的功能函数。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再抽样及可信区间的估计可由免费软件
Ｒ【８’加载Ｂｏｏｔ软件包实现。

ｏｕｔｓｌ＜－ｂｏｏｔ（ｄａｔａ＝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１，Ｒ－－－－－１０００）／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再抽样１０００次并计算ｓ指数。

实例分析

ｐｒｉｎｔ（ｏｕｔｓｌ）严输出Ｓ指数的点估计值和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样本的再
抽样误差。

以香港男性肺癌的病例对照研究资料为例（表

ｐｌｏｔ（ｏｕｔｓｌ）严作Ｓ指数的频数分布图，呈偏态分布。

１），分别分析两连续变量吸烟和住宅氡暴露、连续变

ｂｏｏｔ．ｃｉ（ｏｕｔｓｌ，ｃｏｎｆ＝０．９５，ｔｙｐｅ＝“ｐｅｒｅ”）产用百分位数法估

量吸烟与分类变量肿瘤家族史在男性肺癌发生过程

计５指数的９５％Ｃ／。

中的交互作用，为简化计算，仅以年龄作为混杂因素

ｓ２＜一ｆｕｎｅｔｉｏｎ（ｄａｔｓａｍ，ｉｎｄｉｃｅｓ）｛ｄ＜一ｄａｔｓａｍ［ｉｎｄｉｃｅｓ，］

纳入模型。

ｆｉｔｌｒ＜一ｇｌｍ（ｃａｓｌ：～ｐａｃｋｙｒｌ０宰ａｓ．ｆａｃｔｏｒ（ｆｃａｈｉｓ）＋ａｇｅ，ｆａｍｉｌｙ＝

表１香港男性肺癌病例对照研究资料

ｂｉｎｏｍｉａｌ，ｄａｔａ＝ｄ）

ｓ＜一（ｅｘｐ（ｆｉｔｌｒ￥ｃｏｅｆ［２］＋ｆｉｔｌｒＳｅｏｅｆ［３］＋ｆｉｔｌｒ￥ｃｏｅｆ［６］）一１）／
（ｅｘｐ（ｆｉｔｌｒ￥ｃｅｅｆ［２］）一１＋ｅｘｐ（ｆｉｔｌｒ￥ｃｏｅｆ［３］）一１）｝产自定义从
再抽样的样本中计算连续变量与分类变量交互作用ｓ指数
的功能函数。
ｏｕｔｓ２＜一ｂｏｏｔ（ｄａｔａ＝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２，Ｒ＝１０００）／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再抽样１０００次并计算Ｓ指数。

ｐｒｉｎｔ（ｏｕｔｓ２）产输出５指数的点估计值和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样本的再
抽样误差。
注：该研究ｍ香港研究局资助（ＣＵＨＫ４４６０／０３Ｍ）；住宅氡暴露是
根据调查对象的住宅建筑材料、墙面粉刷材料、楼龄、楼层、居住时
间、开窗习惯等资料计算出来的累积氡暴露指数”１，数值越大表示个
体累积氡暴露量越大

ｐｌｏｔ（ｏｕｔｓ２），·作Ｓ指数的频数分布图，呈偏态分布。
ｂｏｏｔ．ｃｉ（ｏｕｔｓ２，ｃｏｎｆ＝ｏ．９５，ｔｙｐｅ－－－－－“ｐｅｒｅ”）严用百分位数法估
计．ｓ指数的９５％Ｃ１。

表２吸烟（ｐａｃｋｙｒ）和住宅氡暴露（ｒａｄｏｎ）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结果

加交互作用指标的可信区间，本研究分析吸烟和肿
瘤家族史的交互作用时吸烟量（ｐａｅｋｙｒｌ０）的处理即
采用了该方法。我们编制了Ｓ指数区间估计的Ｒ程
序，读者根据ＲＥＲＩ和ＡＰ的计算公式修改功能函数中
的部分程序，可以方便得出ＲＥＲＩ和ＡＰ的区间估计。

表３吸烟（ｐａｃｋｙｒ）和肿瘤家族史（ｆｃａｈｉｓ）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结果

本文在没有考虑年龄以外的其他混杂因素作用
的情况下，发现吸烟和住宅氡暴露之间存在正相加、
负相乘的交互作用，即吸烟和氡暴露的联合作用大
于二者单独作用之和、小于单独作用之积；发现吸烟

注：ｆｃａｈｉｓ以哑变量纳入模型。ｆｃａｈｉｓ（１）表示有肿瘤家族史的类别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结果如表２、３所示，说明吸烟和住
宅氡暴露存在负相乘交互作用，联合作用小于单独

和肿瘤家族史之间存在正相加交互作用但无相乘交
互作用，即吸烟和肿瘤家族史的联合作用符合相乘
模型且大于二者单独作用之和。其内在的作用机制
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作用的乘积；而吸烟和肿瘤家族史的联合作用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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