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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理论与方法·

层次结构定量数据组内相关系数的
非参数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估计
梁融周舒冬李丽霞张俊国

郜艳晖

【导读】探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自抽样如何在层次结构数据中实现，为组内相关系数（ｉＣＥ）可信区间
的计算方法提供选择。文中利用混合效应模型估计重复测量数据和两阶段抽样数据的ＩＣＣ及利
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估计ＩＣＣ的可信区间，比较不同的自抽样模式下ＩＣＣ可信区间结果。重复测量实例

结果显示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整群抽样估计的可信区间包含ＩＣＣ真值，如忽视数据的层次结构特征，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方法得到无效的可信区间估计；两阶段抽样实例结果显示整群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自抽样方法估
计的ＩＣＣ均数与原样本ＩＣＣ偏差最小，可信区间宽泛。表明对层次结构数据进行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自抽
样，需考虑数据的产生机制，即高水平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自抽样的统计量估计更接近原样本统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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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结构数据（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是医学研究领

相关性越强。单变量分析时，ＩＣＣ可通过估计类（个

域中一种常见数据形式，如对同一个体某变量进行

体）内方差和类（个体）问方差利用公式计算…；多变

重复测量，或流行病学研究中采用多阶段抽样调查，

量背景时，对层次结构数据可采用混合效应模型

这时研究变量可能存在不独立的特征。如研究变量

（ｍｉｘｅｄ

为连续型定量变量时，类内相关大小可用组内相关

用，此时影响因素作为固定效应，类别效应作为随机

系数（ｉｎｔｒａｃｌａｓｓ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ＩＣＣ）描述，如

效应，则ＩＣＣ可由随机效应方差占随机效应方差与

重复测量数据中，ＩＣＣ值越大，表示个体内观测值间

误差方差之和的比例来估计。目前常规统计软件如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ｍｏｄｅｌ）考察影响因素对响应变量的作

ＳＡＳ、ＳＰＳＳ均可实现混合效应模型，估计随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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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差和随机误差方差，由此研究者可自行计算ＩＣＣ
值，但是ＩＣＣ的可信区间（ｃ，）仍无法估计。
统计量分布不明确时，可应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方法估
计其ＣＩ。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方法通过对自身样本有放回重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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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从而得到一系列自助样本，对每个自助样本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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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量，以模拟原统计量的经验分布。由于该法对

测值顺序应保持不变。实际应用时，在ＳＡＳ软件中
可调用Ｐｒｏｃ Ｓｕｒｖｅｙｓｅｌｅｃｔ结合Ｐｒｏｃ Ｍｉｘｅｄ实现ＩＣＣ

原统计量分布并无要求，因此自Ｅｆｒｏｎ［２１提出后已有

的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ＣＩ估计。

广泛应用。当原始样本为独立数据时，自助样本可

需要注意的是，ＳＡＳ软件中用Ｐｒｏｃ Ｍｉｘｅｄ实现

视为源自原始样本的随机样本，但当该方法应用于

混合效应模型要求的数据格式应以每个个体每次测

多阶段抽样或重复测量数据时，对样本进行有放回

量为一条观测（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即统计分析单位（图

重抽样时应考虑数据自身固有的层次结构特征。本

１Ａ，ｉｄ为１的个体有３次测量，以每次测量为分析单

文探讨在层次结构数据中如何应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自抽

位，因此个体１有３行），而以个体为单位自抽样时，

样，并以ＳＡＳ软件为例，说明利用混合效应模型估计

Ｐｒｏｃ

ＩＣＣ及利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估计其口的方法，比较不同
自抽样模式对估计ＩＣＣ及其ｃ，的影响和提供选择。

运用ＳＡＳ软件对原样本和自助样本进行混合效应模

Ｓｕｒｖｅｙｓｅｌｅｃｔ要求的数据格式应以每个个体为
一条观测（图１ Ｂ，个体１的３次测量在同一行），因此
型分析时，以及对原样本自抽样时，需将数据集格式

基本原理

在图１Ａ和Ｂ间进行转换。

１．混合效应模型和ＩＣＣ的估计：以两水平的

４．多阶段抽样数据特征及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抽样方法：
以两阶段抽样数据为例，由于此类数据的层次结构

层次结构数据为例，可用混合效应模型拟合，即

，，＝邸＋勿＋占，其中’，为连续型响应变量，邓为固定
效应项，研为随机效应项，随机效应ｙ～Ｎ（０，盯。２），ｓ

并不像重复测量数据中具有不能随机变动的时间顺

为随机误差且ｓ。Ｎ（０，Ｏ－ｊ２）。ＩＣＣ的计算公式为
ＩＣＣ＝ｔｒ；２／（Ｏ＇ｉ２＋盯Ｊ２），表示高水平观测值之间的相关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自抽样时可以高水平的层为抽样单位（本

序，因此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自抽样形式灵活多样。例如
文称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整群抽样），抽到的层内所有观测保
持不变；另一种策略是固定高水平的层，以层内观测

程度。在ＳＡＳ软件中Ｐｒｏｃ Ｍｉｘｅｄ可用于拟合混合效
应模型，用Ｒａｎｄｏｍ语句指定随机效应，结果中输出
随机效应方差及随机误差方差，并利用上述公式计

为抽样单位进行有放回重抽样（本文称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分
层抽样），这时自助样本中将包含所有的层，而层内

算ＩＣＣ值㈨。

观测为重复抽样结果。如不考虑层次特征，也可按

２．估计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的ｃ，：对独立数据，采用

独立数据方式直接以各观测为抽样单位。在ＳＡＳ软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计算ｃ，，即对原样本有放回自抽样，共自
抽样Ｂ次，则得到Ｂ个自助样本。每个自助样本的

件中，前一种自抽样方式类同重复测量数据，应用时
需注意Ｐｒｏｃ Ｓｕｒｖｅｙｓｅｌｅｃｔ与Ｐｒｏｃ Ｍｉｘｅｄ对数据格式
的要求（图１）；第二种自抽样方式可采用Ｐｒｏｃ

大小（Ⅳ）可以等于原样本量，也可以是原样本量的
一定比例。对每个自助样本估计统计量，得到Ｂ个

Ｓｕｒｖｅｙｓｅｌｅｃｔ的Ｓｔｒａｔａ语句定义高水平层次，使得有
放回自抽样发生在各层内部。

统计量，从而构造出待估统计量的经验分布ｈ ３。若
经验分布服从正态分布则采用ｔ分布法五±￡。．，·Ｓ；估

实例分析

计Ｃ／；若不满足正态性，则采用百分位数法计算；若
考虑自助样本统计量与原样本统计量存在偏差，可

１．重复测量数据：为分析语言教学方式对学生

能对ｃ，的估计有影响，则根据偏差对百分位数法进

评判性思维（ｃｒｉｔｉｔｃａｌ

行校正Ｈ’５Ｉ。此种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抽样方法不依赖总体分

别由２名教师各采用两种不同的教学方式对４个班

布，也称为非参数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方法。目前ＳＡＳ软件中

学生授课。教学开始前进行语言水平测验，将学生

可用Ｐｒｏｃ Ｓｕｒｖｅｙｓｅｌｅｃｔ实现以独立观测为抽样

单位的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自抽样。

Ａ：Ｐｒｏｃ
ｉｄ

３．重复测量数据特征及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抽样方
法：对重复测量资料，设每个个体包含ｔ个具有
时间先后顺序的测量值，因此采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自
抽样时不能以每个测量值为抽样单位，自助样
本中个体内观测值的时间次序结构必须完整，
即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自抽样应以个体为抽样单位（本文
称为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整群抽样），抽中的个体内ｔ次观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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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重复测量数据ＩＣＣ的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Ｃ／估计过程中
数据格式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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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言水平分成高、中和低３个层次，并对学生分别
进行３次ＣＴＳ测试。

据均可看作高水平间独立和高水平内相关，并均可

本例中３次ＣＴＳ得分为重复测量的响应变量。

采用混合效应模型估计ＩＣＣ，但从数据产生的机制

采用混合效应模型分析教学方式、教师和学生教学
前语言水平对响应变量的影响，估计随机效应方差

上两者有区别，因而在选择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自抽样方式时
应区别对待。重复测量数据中个体内的多次测量具

为２．７７６７，随机误差方差为０．７７６１，计算３次ＣＴＳ得

有时间次序，而两阶段抽样数据中层内观测值则无

分的ＩＣＣ＝０．７８１５。为估计ＩＣＣ的ｃ，，采用以个体为

次序特征，因此对重复测量数据进行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自抽
样时只能使用整群抽样方式，不能将个体内的多次

抽样单位的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自抽样模式，得到５００个自助
样本的ＩＣＣ值，由于不服从正态分布（Ｐ＜０．０００５），

自抽样方法估计ＩＣＣ及其ｃ，的策略。尽管两种数

测量值割裂开；而两阶段抽样数据层内观测无次序

故选择百分位数法和偏差校正百分位数法计算ＩＣＣ

结构，因此均可采用整群和分层自抽样方式。本文

的９５％ＣＩ（表１）。自助样本ＩＣＣ的均数（ｍ ＩＣＣ）与

重复测量实例显示，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自抽样时如忽视层次

原样本ＩＣＣ的差值为０．０３３５，偏差校正的９５％ＣＩ较

结构特征，得到无效的ｃ，估计；两阶段抽样实例显

百分位数法窄。表１也列出忽略数据层次结构特征

示，几种方法均得到有效的ｃ，估计。除本文采用的

时完全随机抽样的结果，可见ｍ ＩＣＣ的９５％ＣＩ不包

非参数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ＰＩ＂，还有参数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可用于再

含原样本的ＩＣＣ值，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估计ｃ，失效。

抽样。参数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假定原始数据来自某理论

２．两阶段抽样数据：采用一个两阶段抽样的模

分布，通常将原始数据进行参数估计得到的统计量

拟数据，包括２０层，每层观测数为１０，共２００个观

作为该理论分布的总体参数，再从理论分布中抽样

测。定义两个连续型解释变量蜀和五，均来自［０，１］

得到一系列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子样本。本文多阶段抽样数

的均匀分布；层内的随机效应ｙ。Ｎ（０，Ｏ．７２），个体
的随机误差ｓ～Ｎ（０，０．２２）；连续型因变量定义为

据，也可采用参数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但用于重复测量数
据时，在原始数据的分析模型中需考虑时间变量对

ｙ＝一２＋２Ｘ。＋３五＋ｙ＋Ｆ。先运用混合效应模型估

结局的影响，否则同一个体各时间点上多次测量值

计模拟数据的随机效应方差为０．３５９７，误差方差为

的顺序难以参数化。

０．０４６１，计算样本的ＩＣＣ＝０．８８６３。

对多阶段抽样数据，本文探讨了３种非参数

考虑数据的层次结构特征，分别采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整群抽样和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分层抽样估计ＩＣＣ的ｃ，（表
２）。结果显示，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整群抽样的ｍ ＩＣＣ与原样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抽样方式，此外也可采用有放回自抽样与
无放回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式抽取自助样本ｎ ０Ｉ。如
Ｒｅｎ等ｎ２１在分析三层次结构数据时，分别采用从不

本ＩＣＣ偏差最小（一０．００６１），但Ｃ，范围较宽。如不考

同层次（第二层、第三层或第四层）有放回随机抽样，

虑数据层次结构，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完全随机抽样则与

而抽到的层次内部无放回随机抽样（共做两次抽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分层抽样的结果相似。
讨

表１不同层次特征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估计重复测量数据ＩＣＣ的９５％ＣＩ

论

医学及公共卫生研究领域中常见具有
层次结构的数据，如整群随机对照临床试
验、多阶段抽样、重复测量数据等，在统计分

注：４百分位数法与偏差校正百分位数法结果相同

析时需要考虑这类数据的层次结构，估计和
报告组内相关系数№．７］。而组内相关系数的
ｃ，，可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估计。本文采用非参数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是一种有放回自抽样、而不依赖
总体分布计算统计量口的方法，已广泛用于
未知分布统计量的ｃ，估计瞳’５’８’９１。但用于层
次结构数据自抽样时，也应考虑数据的结构
特征睁７’””３。

本文主要针对重复测量数据和两阶段抽
样数据的层次结构特征，探讨不同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表２不同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抽样方式估计两阶段抽样数据ＩＣＣ的９５％ＣＩ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抽样方式

ＩＣＣ

ｍ ＩＣＣ

偏差

９５％Ｃ１

ＣＩ宽度

整群抽样
百分位数法

Ｏ．８８６３

Ｏ．８８０２—０．００６１

Ｏ．７８２６～Ｏ．９２８９

０．１４６３

偏差校正百分位数法Ｏ．８８６３

Ｏ．８８０２—０．００６１

Ｏ．７７６０～Ｏ．９２６０

Ｏ．１５００

Ｏ．８８６３

Ｏ．８９８２

０．０１１９

０．８８１８～０．９１５５

０．０３３７

偏差校正百分位数法０．８８６３

０．８９８２

０．０１１９

０．８７０４～０．８９１２

０．０２０８

Ｏ．８８６３

０．８９８２

Ｏ．０１１９

Ｏ．８８１１～０．９１５０

０．０３３９

偏差校正百分位数法０．８８６３

０．８９８２

Ｏ．０１ １９

０．８６７０～Ｏ．８９１５

Ｏ．０２４５

分层抽样
百分位数法

完全随机抽样
百分位数法

·９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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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虽然数据具有多于两层次的结构特征）的策略，
比较从不同层次自抽样策略下自助样本统计量与
原样本统计量的接近程度。结果显示，从最高层次
自抽样样本的统计量最接近原样本统计量，从而认
为高水平自抽样结果更优。本文只模拟了二水平
结构数据，结果显示其有放回自抽样的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样
本统计量与原样本统计量偏差最小，但统计量的
９５％ＣＩ范围较宽，表明整群抽样误差较大。但在二
阶段抽样数据的实例中，如忽略层次结构特征，也

２３（２）：４９—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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