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１年３月第３２卷第３期Ｃｈｉｎ

·３０６·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１，Ｖｏｉ．３２，Ｎｏ．３

·基础理论与方法·
健康情景问卷方法在自报健康水平
校正中的应用
杨雅平刘庆敏任艳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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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介绍健康情景问卷方法在自报健康中的应用。以杭州市健康调查为例，首先利用健
康情景问题确定被调查者的健康评判标准，发现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和收入水平等因素对自报健
康资料的切点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即切点位移）；通过ＨＯＰＩＴ模型的统计调整和计算。使每个被
调查者的自报健康结果基于相同的标准，从而实现不同人群自报健康的校正，使结果适于比较。

结果发现杭州市居民女性的健康水平低于男性，收入水平越高的人群，健康水平越高。因此在健
康调查中有必要利用健康情景技术。

【关键词】情景问卷；自报健康；ＨＯＰＩ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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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疾病模式的转变，健康的内涵已不仅局限

报健康的调查数据主要有两方面问题：自报健康或

于没有疾病，而是身体、心理和社会上的完好状态。

伤残情况在不同人群和不同时间的可比性及伤残权

近年来，健康调查中的自报健康资料日益得到广泛

重评估与健康状态间相关性问题。Ｓａｄａｎａ等乜１详细

应用，特别是在进行大量人群调查时，不但自报健康

描述了自报健康数据间比较的问题，即不仅仅是调

资料易测量和费用低，还因为评估个体一般情绪状

查设计和方法的不同，而且还包括不同健康期望和

况和行为时，个体对自己是否健康或生病的自感情

健康标准中一些不可测量的差异。由于自报健康资

况，可能比实际的医学状况更为重要川。但利用自

料往往受到个体社会学特征等因素的影响，其存在
的“顶效应”［３１［注：健康调查问卷中自报健康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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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答范围位于ａ，ｂ（取值越大代表健康状况越好），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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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人群调查的实际应答结果表现为明显偏向于ｂ，

教育部流行病学重点实验室（杨雅平、吕筠、曹卫华）；浙江省杭州市

则称为“顶效应”］和“切点位移偏倚”¨１导致人群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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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健康资料的跨人群可比性问题，这使得自报健康
资料的应用受到一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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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１年ＷＨＯ有关健康及其应答的多
国调查（ｍｕｌｔｉ—ｃｏｕｎｔｒｙ

ｓｕｒｖｅｙ

ｓｔｕｄ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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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ＨＯＰＩＴ模型¨３对自报健康资料进行校正。
表１健康调查问卷中自报健康问题和健康情景
问题举例（以活动能力为例）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ｎｅｓｓ，ＭＣＳＳ）就采用了健康情景问卷来校

正自报健康中存在的偏倚ｍ引。２００２年世界健康调
查（Ｗｏｒｌｄ

·３０７·

自评健康问题
健康情景问题

总的来说，你口常活动时感觉困难程度如何？
你觉得他在日常活动方面的阑难程度怎样？

Ｓｕｒｖｅｙ）将健康调查问卷规范化，完
善了其中健康情景问卷部分内容，并作为健康调查

情景ｌ某人可以走路２００米以上而没有任何问题．但是

的工具公布，成为多国健康调查结果可比的基础。

累。他的日常活动没有问题，比如从市场里把购
买的食物带网家。

但是国内许多研究仍然仅采用人群自报健康的资料

情景２某人走路、跑跳、手脚等各方面都没有问题。他

Ｈｅａｌｔｈ

在走路超过ｌ公里或者爬一层楼梯以后感觉劳

一周两次慢跑，每次４公里。

以评价其健康水平，其结果的可比性和偏差应值得

情景３某人不参加锻炼，因为肥胖，他不能爬楼梯或者参
加体力活动．他能从事一些轻体力的家务劳动。

注意。基于上述原因，本研究通过对杭州市居民健
康调查资料的实例分析，介绍健康情景问卷在健康

情景４某人颈部以下瘫痪。他不能活动手臂和腿脚，也
不能移动身体。他完全被限制在床上。

调查中的应用。

情景５某人由于健康问题而导致Ｆ肢明显的浮肿。因
为感觉腿部沉重，他不得不花费一些力气才能在
家里走动。

基本原理

１．原理：健康情景问卷是近年来提出对自报健

ＨＯＰＩＴ模型是由标准有序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发展而来

康资料进行校正的一种工具。即对同一个系列假想

的一种潜变量评估模型，适合应用于有序多分类应

人物的健康情景问题，采用不同调查对象提问的方

变量，模型可分为２个部分，即健康情景部分和自报

式，从而使调查对象之间的回答具有可比性ｂｊ。

健康部分…。

由于情景问题是事先设定好的“客观存在”，其

（１）健康情景部分：

所描述虚拟人物的潜在真实健康水平是不随调查对
象变化而变化。因此，假定情景的内容能够被调查

对象很好的理解（“情景等值性”），调查对象评价每
个情景和评价自身健康的标准也一致（“应答一致
性”），这时情景评价结果的变异是由于调查对象间

｛羔１一靠ｚ＂Ｖ１ｔ＋ｅｘｐｃ∥口。，三三２ｓ：＜砖＜五一＋。。

自身评价标准的差异（即切点位移）造成的，从而发

式中毋为调查对象ｉ对第＿『个健康情景Ｕ＝１，…，．，）描

生切点位移偏倚。而切点位移偏倚的存在提示不宜

述的假想人物的真实健康，ｚｉ为调查对象对于假想

直接应用原始自报健康资料进行跨人群比较。通过

人物健康状况的感觉水平，此为连续性变量，而它受

统计学方法的调整与运算［如本研究采用ＨＯＰＩＴ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Ｏｒｄｅｒｅｄ Ｐｒｏｂｉｔ

Ｍｏｄｅｌ）模型］使每个人

（２）ＨＯＰＩＴ模型自报健康部分：

的主观自报由于各自判断标准的不同，转化为每个
被调查者基于相同标准的健康状况，从而在不同的
个体、不同的人群之间在相同的健康判断标准上可
进行比较，即实现自报健康的校正，这就是情景问题
设计的精华所在¨］。

｛主三奢ｌ＋ｅｘｐｃｚ’ｔｔ；，，三二！：＜矗＜五：＋。。

２．调查工具：健康调查问卷包括调查对象的基

调查对象ｉ的自评结果为竹，是由潜变量＂’（调查对

本情况、６个健康维度（活动能力、疼痛、情感、认知、

象连续的感觉水平）连续尺度上的一套切点（图１），

自理能力和人际关系）的自报健康资料以及每个健

ｋ１…Ｌ４决定的，ｏ表示为个人特征研的函数，∥为估

康维度中５个假想人物的健康情景问卷。自报健康

计参数。

问题和健康情景问题的应答选项均是５类，分别为１
（无困难）、２（轻度困难）、３（中度困难）、４（重度困难）
和５（极度困难），其代表的伤残得分分别是ｌ、２、３、
４、５。表ｌ是以活动能力为例的分析。

在潜变量尺度上，较低的切点意味着采用较低

３．统计学分析：本研究综合运用调查对象自报

标准来定义较高的健康水平。如图２中，调查对象２

健康资料和健康情景的评价资料，采用ＷＨＯ推荐

的自报健康结果比调查对象１的要差，但是由于其

·３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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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人群自报健康资料切点位移偏倚的校正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１．Ｖ０１．３２，Ｎｏ．３

的方式完成调查问卷。采用频数、构成比对资料进
行描述，用＃检验和岔趋势检验对组间构成比进行比
较。共调查３８０６户家庭中的３８０６人，可用问卷３７５７
份，有效率为９８．７２％。调查对象年龄１８～１０３岁，平
均（５２．４±１６．５）岁；男性１８２０人（４８．４％），女性１９３７
人（５１．６％）。女性受教育情况总体不如男性（）ｃ２＝
１５０．３，Ｐ＜０．００１）；女性体重指数（ＢＭＩ）较男性偏小
（Ｘ２＝１１．２，Ｐ＝０．０１１）；男性吸烟和饮酒的比例都在
５０％左右，而女性吸烟的比例较低，仅有３．９％，饮酒

切点较低，调查对象２的真实健康水平要比调查对

的比例也有２３．７％，男女性在两个方面差异有统计

象ｌ好。

学意义（Ｐ＜０．００１）；不同性别的调查对象慢性病患

（３）切点的识别和校正：如图１所示，健康调查
问卷中的自报健康资料和健康情景资料的有序分

病情况和家庭人均年收人水平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表２、３）。

类采用Ｌｉｋｅｒｔ ５类应答选项，分别表示“ｌ无困难”、

表２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２轻度困难”、“３中度困难”、“４重度困难”、“５极度

男性

女性

困难”。由于Ｌｉｋｅｒｔ５类别应答尺度在潜变量尺度上

的４个切点（Ｔｌ，Ｔ２，Ｔ３，ｈ）满足下ｌ＜Ｔ２＜ｂ＜ｋ，且豇依赖

城乡

市区

１０９２

６０．ｏ

８

Ｏ

８

Ｏ

６

６

８

３

８

２

５

４

７● ４●６

协变量相对Ｔ：，ｂ，Ｔ４的回归系数的符号与其相对于ｔ。

８

８

８

的符号一致并有统计学意义，则称该协变量造成了

３

０

３

Ｏ

６

４

４

２

６

９

２

６

６

３

９

７

４

６

８

６

２

８

５

９

吸烟

ｌ

３

Ｏ

饮酒

２

３

８

于ｂ，Ｔ３依赖于ｔ：，Ｔ２又依赖Ｔ。。因此，有必要首先考察
活动能力健康情景切点ｌ（Ｔ。）——“无困难”至“轻度

年龄（岁）

困难”的跃迁影响凶素；其次应该看其他各切点相应
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的符号和统计学意义。如果某

教育程度

“整体”性切点位移，提示该协变量是影响自报健康
资料可比性的关键变量【１引。在“应答一致性”的假设

人均年收入。

条件下，调查对象报告自身健康水平的一套切点标
准Ｔ０（后＝ｌ，２，３，４）与其报告情景中所描述健康水平

腿ｍ灿机叭婚惮狮舯熄随组姐镪溜

的切点标准Ｔ≯（后＝ｌ，２，３，４）一致。故可以利用情景
评价的信息“锚定”个体的切点位置，获取个体自报

１１２０

５７．８

健康标准的信息，采用极大似然法获得自报健康模

慢性病史

ｌ

８

型的参数估计，以实现自报健康的校正。目前，可以

ＢＭＩ（ｋｇ／ｍ２）

Ｏ

９

８驾２

９

Ｏ

７

５

４

６

叭扒∞勰舛们虬鸵巧乃拍”孙∞笼同弘记至ｊ鲫扬。 ８

伽…枷跏川圳猢 Ⅲ啪…川嬲；｜Ⅲ＂剐Ⅲ叫伽螂¨

４８．４

１９３７

５１．６

使用的统计分析软件为ＳＴＡＴＡ中的Ｇｌｌａｍｍ，以及Ｒ

一一ｍ舭

软件中的Ａｎｃｈｏｒｓ。

铊殂＂鳃：２¨铝鼹弛纷∞＂盯 加＂黔“，孵挖： ｌ
１８２０

合计

实例分析

注：４见表３

表３城市和农村家庭人均年收入的分组

１．资料来源：以２００８年杭州市社区居民健康调
，、。

人均年收入（元）

查中自报健康和健康情景问卷的数据为例。此调

分组

查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对杭州市每

ｌ组

个区（县）（除经济开发区以外的１２个区县）抽取３

２组

５ ０００—

３ ０００—

３组

１００００—

５ ０００—

个乡（镇）街道，每个乡（镇）街道抽取１个居委会／彳亍
政村，每个居委会／行政村随机抽取１００户家庭；从每
户家庭的户籍常住人口中按照出生日期最接近调查

∞屹侉驼弘７拍勉＂№：２拍驺¨钉船如６＂●

城市
＜５ ０００

农村
＜３ ０００

分组篙年收镙
４组
５组

２０ 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２．ＨＯＰＩＴ模型中针对切点位移偏倚的识别和校
正（以活动能力为例）：

日期的方法选择１名１８岁以上（含１８岁）成员作为

（１）切点位移偏倚的识别：表４为活动能力健康

自报健康调查的对象。采用调查员人户面对面询问

情景各切点影响因素的模型回归系数及统计学检验

鳖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１年３月第３２卷第３期Ｃｈｉｎ

Ｊ

·３０９·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１，Ｖ０１．３２。Ｎｏ．３

表４活动能力健康情景切点位移影响因素的ＨＯＰＩＴ模型

注：模型自变量参照组为男性、１８—２９岁、文盲、郊县、ｌ组；４Ｐ＜Ｏ．０ｌ；‘Ｐ＜０．０５

结果。从性别因素来看，女性对ｔ，的回归系数

力健康情景，其回归系数依次为１．２９２４、一０．２２１８、

是一０．０５１０，且有统计学意义。说明相对于男性而

１．９１５３、４．２７２９、２．７２３９，除了情景２外，其他均有统计

言，女性ｔ。位置较低，对于同样的活动能力，更倾向

学意义（Ｐ＜０．００１）。因此健康情景２、１、３、５和４所

于将其判断为“轻度困难”，低报其活动水平。其他

代表假想人物的活动能力困难程度呈递增趋势，５

３个切点回归系数方向与下，不一致，但由于其他３个

个情景的系数间有一定差别，说明活动能力健康情

切点都依赖于下。，故尚不能判断性别在这三个切点

景起到了较好的切点识别作用。

上位置偏高。

ＨＯＰＩＴ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以城乡为例。市区

从年龄因素来看，相对于１８～２９岁年龄组而

的口值为一０．１４２７，说明与郊县人群相比，市区人群

言，其他年龄组Ｔ，的位置较低，但只有３０。４４岁年龄

活动能力的受限情况较低。通过ＨＯＰＩＴ模型校正

组的回归系数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说明３０岁

切点位移后的结果显示，人群中不同组别的活动能

以上人群相对于１８～２９岁人群，对于同样的活动能

力水平呈现以下特点：随着年龄的增长，活动能力逐

力，更倾向于将其判断为“轻度困难”，更容易低报其

渐受限；城市人群的活动能力水平高于农村。

活动水平。

经过ＨＯＰＩＴ模型校正后的参数结果可以看出，

而城乡地区差异是影响４个切点的重要因素。

杭州市居民的健康水平大致呈现这样一种规律：女

４个切点中市区相对于郊县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性的健康水平低于男性；随着年龄的增加，年龄越

ｏ．０８１４、一０．１１３４、０．０００１、０．０９６３，除Ｔ３外，其他都有统

大，健康水平越低；收入水平越高的人群，健康水平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从表４可见市区人群ｔ，的位置

越高。同时，由于自报健康的“顶效应”，使得调查对

高于郊县人群，即市区的调查对象针对同样的活动

象更易高估自身的健康水平，但是经过ＨＯＰＩＴ模型

水平，相对于“轻度困难”更倾向于将其判断为“无困

校正后得到的健康水平则更好地反映了不同人群的

难”；而市区人群饧的位置低于郊县人群，但是钇依赖

健康状况，利于比较。

于Ｔ，，因此，Ｔ：的位置最终不一定低。可见市区人群
相对于郊县人群，更容易高报其活动能力水平。

（３）利用健康情景问卷改善自报健康的“顶效
应”：由图３可见，调查对象活动能力的自报健康水

综上所述，根据情景评价结果所提供的信息，发

平均较高，随着年龄的增长，其趋势变化不明显，存

现杭州市１８岁以上人群自报健康资料存在不同程

在明显的“顶效应”。而经过ＨＯＰＩＴ模型校正后的

度的切点位移，不同地区以及不同社会人口学特征

健康值较符合常理，随着年龄的变化，调查对象的活

调查对象的自报健康资料不宜直接比较，从而为自

动能力水平呈现递减趋势。

报健康的校正提供了依据。
（２）校正切点位移偏倚的ＨＯＰＩＴ模型参数估
计：如表５所示，情景ｌ到５代表第ｌ至第５个活动能

讨

论

以上实例分析表明，自报健康资料往往受到个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１年３月第３２卷第３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ｃｍｉｏｌ，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１，Ｖ０１．３２。Ｎｏ．３

·３１０·

表５活动能力领域自报健康ＨＯＰＩＴ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

健康状况进行评估，且这种问答顺序对发现自报健
康与情景问题的关联性更强。因此有学者认为应
该采用先问健康情景问题，再问自报健康问题的顺
序¨“。②健康情景问题中几个假想人物的情景是否
需要根据伤残严重等级排序，还是随机提问？本研
究对健康情景问题的排序采用无序的方法，而未采
用假想人物健康水平逐级变化的排序，其原因是不
能用情景问题的顺序误导被调查者对健康状况分级
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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