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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理论与方法·
四种宫颈癌筛查方法的预测值比较
胡尚英赵方辉张询

王慧王彤
【导读】

潘秦镜章文华李凌乔友林

以病理组织学诊断为金标准，比较宫颈癌筛查中５％醋酸染色肉眼观察法（ｖＩＡ）、薄

层液基细胞学（ＬＢＣ）、人乳头瘤病毒（ＨＰＶ）自体采样法和ＨＰＶ医生采样法的预测值。首先采用
联合假设检验方法比较四种筛检方法的阳性预测值（ＰＰＶ）和阴性预测值（ＮＰＶ），并对两预测值进
行组间两两比较，再采用边际回归法和加权最小二乘法分别比较该两预测值，多重性调整采用
Ｈｏｃｈｂｅｒｇ法。结果表明ＨＰＶ医生采样法的ＮＰＶ最高，ＬＢＣ的ＰＰＶ最高，均为有效的宫颈癌初筛
方法，但后者需要有经验的细胞病理学家读片。ＨＰＶ自体采样法的ＰＰＶ和ＮＰＶ均高于ＶＩＡ。其
ＰＰＶ与ＨＰＶ医生采样法相当，ＮＰＶ与ＬＢＣ相当，因该方法易得到受检者配合而有可能提高筛查

依从性，成为一种简便、客观、易于重复和适宜在资源贫乏地区使用的宫颈癌初筛方法。
【关键词】宫颈肿瘤；筛检；人乳头瘤病毒；诊断试验；预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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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是女性第三大恶性肿瘤，２００８年全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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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８１０７２３８５）；全国统计科研计划重点项
目（２００９ＬＺ０３３）

近５３万宫颈癌新发病例和２７．５万宫颈癌死亡病例，
其中分别约８５％和８８％发生在发展中国家［１－３］。
２０１ １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公布数据显示Ｈ’，我国宫

颈癌患病率由１９９９年的８．２／１０万升高至２０１０年的

作者单位：０３０００１太原，山西医科大学卫生统计学教研室（王慧、王

１５．１／１０万，其中山西省２０１０年宫颈癌患病率为４０．７／

彤）；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研究所医院流行病学研究

１０万，位居全国之首。由于宫颈癌存在较长、可逆转

室（胡尚英、赵方辉、乔友林），肿瘤医院病理科（张询、李凌），细胞学

的癌前病变期，且早期治疗预后良好，患者５年生存

室（潘秦镜），妇瘤科（章文华）
通信作者：王彤，Ｅｍａｉｌ：ｗｔｓｔａｔｌ＠ｓｉｎａ．ｃｏｍ；乔友林，Ｅｍａｉｌ：
ｑｉａｏｙ＠ｃｉｃａｍｓ．ａｃ．ｃｎ

率为９２％ｂ，６｜，因此宫颈癌的筛查研究一直备受关注。
诊断或筛检试验中通常采用灵敏度和特异度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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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试验的准确度ｎ１，但在临床实践中多采用阳性预

受检对象也就等于独立掷ｎ次八面体。设每个面朝

测值（ＰＰＶ）和阴性预测值（ＮＰＶ），两者是描述诊断

上出现的概率分别为兀，，…，７ｃ。，即对应于８种可能结

或筛检试验效益的指标。有金标准时在同一人群中
验比较其中两种方法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常用的统

果的理论概率。记ｇ（兀）＝ＰＰＫ—ＰＰＶ２为两个筛检
试验ＰＰＶ的差值。拟合ｇ（ｒｔ）＝届。，即仅含有截距项
的回归方程，当ＰＰ¨＝Ｐ尸Ｋ时风＝０，因此比较两个

计软件如ＳＰＳＳ和ＳＡＳ等均可实现，但ＰＰＶ和ＮＰＶ

筛检试验的ＰＰＶ相等即检验肪＝０，可构造自由度为

通常只是报告数值，其总体参数的比较方法还鲜有

１的卡方统计量。ｇ（兀）是连接函数，在ＳＡＳ的Ｐｒｏｃ

文献报道。Ｌｅｉｓｅｎｒｉｎｇ等哺１曾提出基于广义估计方

ＣＡＴＭＯＤ过程中可通过ｒｅｓｐｏｎｓｅ语句白定义，参数

程的边际回归（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方法，Ｗａｎｇ等凹］
提出加权最小二乘法用于ＰＰＶ或ＮＰＶ中一个指标

目的估计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其中权重为ｇ（兀）的
方差倒数。

的比较。如要同时比较该两指标，由于同一项诊断

Ｎｏｆｕｅｎｔｅｓ等ｎ们提出联合假设检验，即构造一个

或筛检试验的ＰＰＶ和ＮＰＶ均是该试验的灵敏度、特

统计量同时考虑ＰＰＶ和ＮＰＶ的比较：将一个或多个

异度和人群患病率的函数，因此两个预测值具有一
定的相关性，如忽略可能增大Ｉ类错误，据此

筛检试验的ＰＰＶ和ＮＰＶ用一个向量卵表示，由多元
中心极限定理得到卵渐近服从多元正态分布，多个假

Ｎｏｆｕｅｎｔｅｓ等¨们提出了联合假设检验的方法。以下

设检验用一个矩阵妒表示，构造的卡方统计量是叼和

简要介绍在同一人群中采用不同诊断或筛检方法获

９的函数，且自由度为妒的行秩。

应用两种或多种方法进行筛查，可采用ＭｃＮｅｍａｒ检

得ＰＰＶ和／或ＮＰＶ总体参数的比较及分析策略，及
其应用于多种宫颈癌筛查方法的比较。
基本原理

对于多个筛检试验的ＰＰＶ和ＮＰＶ的比较，可采
用以下分析策略。第一步：采用联合假设检验方法
进行多组ＰＰＶ和ＮＰＶ的总体比较。第二步：若第一
步得到有统计学意义的结果，则采用联合假设检验

利用ＭｃＮｅｍａｒ检验比较两种筛检方法的灵敏

方法对ＰＰＶ和ＮＰＶ同时进行组间两两比较，并采用

度，即仅在金标准证实确有发病的受试对象中比较：
试验１阳性且试验２阴性的例数与试验１阴性且试

Ｈｏｃｈｂｅｒｇ或Ｈｏｌｍ等方法进行多重性调整ｎ１｜，以控制
其总Ｉ类错误在名义水准Ｏｔ＝０．０５以内；否则，结束

验２阳性的例数是否相等。两种筛检方法的特异度

检验。第三步：对于第二步中两两比较有统计学意

较类似，即仅在金标准证实确无发病的受试对象中

义的筛检组，采用边际回归法或者加权最小二乘法

比较：试验１阳性且试验２阴性的例数与试验１阴性
且试验２阳性的例数是否相等。灵敏度和特异度的

对ＰＰＶ、ＮＰＶ分别进行两两比较，并采用Ｈｏｃｈｂｅｒｇ
或Ｈｏｌｍ等方法进行多重性调整，以控制其总Ｉ类错

假设检验相同，只是比较的人群不同，ＰＰＶ与ＮＰＶ

误在名义水准ｄ＝Ｏ．０５以内；否则，结束检验。

的比较也相似。以ＰＰＶ为例说明单个指标的比较。

边际回归方法可以推导出统计量的表达式，采
用ＳＡＳ简单编程可求解；加权最小二乘法采用ＳＡＳ

Ｌｅｉｓｅｎｒｉｎｇ等随１建立边际回归模型：
ｌｏｇｉｔ［Ｐ（Ｄ．＝１

ｚ；＝１，蕾）］＝“＋触。

中的Ｐｒｏｃ ＣＡＴＭＯＤ可实现，联合检验方法采用Ｒ编

式中，Ｄ；为第ｉ个受检对象的金标准结果，Ｄ；＝０表示

程求解。此外，分析中如有交叉格子数为０，采用以

非病例，Ｄ卢１表示病例；Ｚ为第ｉ个受检对象的筛检

上方法都将得不出结果，此时可对每一个格子的频

结果，Ｚｉ＝０表示阴性，Ｚ＝１表示阳性；麓为第ｉ个受

数加上格子个数的倒数ｎ

检对象采用的筛检方法，ｇＧｉ＝０表示采用筛检方法１，
双＝１表示采用筛检方法２。因此

２Ｉ。

实例分析

ＰＰ¨＝尸（Ｄ；＝ｌ

Ｚｉ＝１，麓＝Ｏ）

为评价现行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筛查方法的诊断

ＰＰＶ：＝Ｐ（Ｄ。＝１

Ｚｉ＝１，麓＝１）

效果，乔友林和Ｂｅｌｉｎｓｏｎ等ｂ·例于１９９９年５—７月在

／３＝０表示ＰＰ¨＝ＰＰＫ，比较两个筛检试验的ＰＰＶ相
等，即口＝０，可采用广义估计方程构造广义得分统计

宫颈癌高发地区山西省襄垣县，对３５。４５岁、无子

量，其服从自由度为１的卡方分布。

查宫颈癌及癌前病变，以病理组织学为金标准，对同

Ｗａｎｇ等ｐ１提出加权最小二乘法。即假定一次
筛检试验是多项分布｛Ⅳ＝Ｔ，兀＝（兀１，．一，＂１Ｉ。）｝的一个

一人群同时采用６种常用的宫颈癌筛查方法［５％醋
酸染色肉眼观察法（５％ａｃｅｔｉｃ ａｃｉｄ ｓｔａｉｎ ａｎｄ ｖｉｓｕａｌ

结果，类似于掷一次八面体得到的结果，故筛查ｎ个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ＶＩＡ）、薄层液基细胞学（１ｉｑｕｉｄ—ｂａｓｅｄ

宫切除史和盆腔放射治疗史、当时未怀孕的妇女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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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ｙｔｏｌｏｇｙ，ＬＢＣ）、人乳头瘤病毒（ＨＰＶ）自体采样法

７／＝ＬＰＰｖＩ，ＰＰｖ２，ＮＰｖＩ，ＮＰＶ２）ｉ

（ＨＰＶ ｓｅｌｆ－ｔｅｓｔ，Ｓｅｌｆ－ＨＰＶ）、阴道镜检法（ｃｏｌｐｏｓｃｏｐｙ）、

ＨＰＶ医生采样法（ＨＰＶ

ｄｉｒｅｃｔ

·１９３·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２

ｔｅｓｔ，Ｐｈｙｓｉｃｉａｎ—ＨＰｖ）、

荧光分光镜检法（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本研
究仅分析其中最常用的４种筛查方法，其中病理组
织学结果以≥ＣＩＮ １１为阳性，ＬＢＣ以≥ＬＧＳＩＬ为阳
性，Ｐｈｙｓｉｃｉａｎ—ＨＰＶ和Ｓｅｌｆ－ＨＰＶ以≥１．０ ｐｇ／ｍｌ为阳
性¨“。１９９７例合格筛查对象中剔除６９例采样量不

Ｈｏ：（ｐ－ｑ＝Ｏ

表示原假设为两种筛检方法的ＰＰＶ相等且ＮＰＶ相
等，等价于检验
／４０：ＰＰｖ

Ｌ—ＰＰＶｌ＝ｏ且ＮＰｖＩ—ＮＰｖ２＝ｏ

其结果见表２，采用Ｈｏｃｈｂｅｒｇ法进行多重性调整后
拒绝所有原假设，表明任意两种筛检方法的ＰＰＶ或
ＮＰＶ不相等。

足、无报告和结果不满意者““，本研究采用１９２８例
有完整检测结果的数据进行分析，其中病理组织诊

表１

４种宫颈癌筛查方法的ＰＰＶ和ＮＰＶ

断≥ＣＩＮⅡ者８３例。

采用联合假设检验方法，对４种筛检试验的
ＰＰＶ和ＮＰＶ进行总体比较，得到有统计学意义的结

为进一步确定四组间差异是源于ＰＰＶ不同还是

果后，再对ＰＰＶ和ＮＰＶ进行组间两两比较。对于得
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结果采用边际回归法和加权

ＮＰＶ不同，采用边际回归方法和加权最小二乘法两

最小二乘法分别比较两种筛检方法的ＰＰＶ、ＮＰＶ。

致（表３）。当存在频数为０的格子时，对所有的格子

对此３种方法在多组间或多指标间比较所涉及的多

频数加上１／８。采用Ｈｏｃｈｂｅｒｇ法进行多重性调整后

重性问题均采用Ｈｏｃｈｂｅｒｇ方法进行调整。
４种筛查方法的ＰＰＶ和ＮＰＶ结果见表１。采用

的结果表明：Ｐｈｙｓｉｃｉａｎ—ＨＰＶ的ＮＰＶ高于其他３种方
法；ＬＢＣ的ＰＰＶ高于其他３种方法；ＶＩＡ的ＰＰＶ和

联合假设检验的方法同时比较４种筛检试验的ＰＰＶ

ＮＰＶ均小于其他３种方法。

两比较四组间的ＰＰＶ、ＮＰＶ，两种方法得到的结果一

和ＮＰＶ，取
１

Ｏ

．

Ｄ

０
０

．

１

０

０

Ｏ

０

０

０

Ｏ

０

０

０

０

Ｏ

．

Ｏ

０

Ｄ

●Ｏ

１

Ｄ

０

Ｏ

０

１

Ｄ

Ｏ

Ｏ

０

０

１

Ｄ

Ｏ

０

Ｏ

０

０

—

Ｉ

．

１

０
．

７／＝（ＰＰＧ，…，ＰＰｖ４，ＮＰｖｔ，…，ＮＰＧ）ｌ
Ｈｏ：９７／＝０

表示原假设为检验相邻的两个ＰＰＶ相等且相邻的两
个ＮＰＶ相等，等价于检验
Ｈｏ：ＰＰＶ，一ＰＰＧ＝０且ＰＰＫ—ＰＰＧ＝０且ＰＰＧ—ＰＰＫ一０

讨

论

比较多种筛检方法的ＰＰＶ或ＮＰＶ的总体参数
时可采用边际回归法和加权最小二乘法，同时比较
一种或多种筛检方法的ＰＰＶ和ＮＰＶ的总体参数时
采用联合检验方法。Ｗａｎｇ等阳３在不同发病率和样
本量下进行模拟研究比较边际回归法和加权最小二
乘法，结果显示两种方法得到类似的结果，只是后者
可以得到ＰＰＶ或ＮＰＶ总体参数比较的样本量估计
公式，与本研究分析的结果一致。
ＰＰＶ和ＮＰＶ属后验诊断概率指标，较先验诊

由于存在频数为０的格子，对所有的格子频数加上

断概率指标（灵敏度和特异度）更符合实际临床应
用。１“。本文宫颈癌筛查是以人群为基础的横断面研

１／３２，计算得到）ｃ２＝１１０．８６４９，ｖ＝６，Ｐ＜Ｏ．０００１，表明

究，可估计样本人群的患病率，并直接计算ＰＰＶ和

至少有一对相邻的ＰＰＶ或ＮＰＶ不相等。进一步采

ＮＰＶ。

且ＮＰＧ一ⅣＰＫ＝０且ＮＰＧ一ⅣＰＫ＝０且Ｊ７、７＿ＰＫ一ⅣＰＫ＝０

用联合假设检验的方法对四组间ＰＰＶ和ＮＰＶ进行
两两比较，取

ｃｐ＝（ｊ。１０ ７ １，）

乔友林等ｂ１采用约登指数综合指标比较６种筛
查方法，结果显示：Ｐｈｙｓｉｃｉａｎ．ＨＰＶ法最好（约登指数
为０．８１１），ＬＢＣ（约登指数为０．８０７）与之接近，两者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均高于其他方法。本文４种

表２任意两种宫颈癌筛查方法的ＰＰＶ和ＮＰＶ同时比较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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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ａｌｔｈ

表３任意两种宫颈癌筛查方法的ＰＰＶ
或ＮＰＶ比较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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