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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相对危险度／患病率比的模型及参数
估计方法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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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估计的ＯＲ值近似于ＲＲ／ＰＲ值。但当研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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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的发病率或患病率较高时，ＯＲ可严重高估暴露因素对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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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为黑人妇女接受的医疗服务比白人或男性低很多，由此
引发关于种族和性别歧视问题的热烈争论ｎ】。此后其他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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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也建议队列研究或横

断面研究资料中应避免使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估计０Ｒ报告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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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因此在多变量状态下各种估计ＲＲ／ＰＲ的统计方法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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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重视。本文主要对估计ＲＲ／ＰＲ的模型及参数估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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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学研究中常用率比（ｒａｔｅ ｒａｔｉｏ）或率差（ｒａｔｅ

８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贝１］量暴露对结局的影响。其中后者有重要的临床

７

和公共卫生学意义，但从结局的形成机制及三级预防的角度
而言则需估计率比。常用的率比指标有相对危险度（ＲＲ）、优
势比（ＤＲ）和患病率比（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ｒａｔｉｏ，ＰＲ），这有赖于研究
设计类型而选择。如横断面研究中常使用ＰＲ，病例对照研
究中则使用ＯＲ，而队列研究又可分两种情况。即在封闭的
队列研究中，研究个体的风险期固定，此时宜用累积发病率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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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ｔｅ，ＣＩＲ）；而在开放性或动态队列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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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各种发病率情况下ＯＲ和ＲＲ的关系ｎ］

／ＤＲ常通称为ＲＲ。
多变量统计分析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主要用于病例对照研究

１．通过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计算尉ｔ脚的方法：早期流行病学家

中估计ＯＲ，对于开放式的队列研究，常使用Ｃｏｘ回归模型来

估计调整的ＲＲ／ＰＲ时常使用分层分析，利用Ｍａｎｔｅｌ．Ｈａｅｎｚｓｅｌ

估计／ＤＲ。实际工作中，由于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已被众多学者

方法［４１。该方法可用于协变量数不多，且均为分类变量，但

所熟识，除被广泛用于病例对照研究外，一些文献也常将其

如果数据中包含连续型协变量时则无法进行估计。基于ＯＲ

应用于封闭的队列研究或横断面研究资料，并把效应指标的

和ＰＲ／ＲＲ的关系，有学者提出将调整ＯＲ转换为ＲＲ／ＰＲ的方

ＯＲ习惯性地解释为ＲＲ或ＰＲ。尽管ＰＲ的意义与应用仍有争

法，如Ｔｈｏｍｐｓｏｎ等“１直接用０Ｒ估计Ｐ尺，通过在Ｍａｎｔｅｌ．

议“１，本文还是将其与ＲＲ（主要指封闭队列研究中的ｃ侬）对

Ｈａｅｎｚｓｅｌ模型中对各层的ＰＲ估计值进行加权平均。而此类
方法中较受关注的是Ｚｈａｎｇ和Ｋａｉ哺１建议通过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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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ＯＲ后再转化为ＲＲ／ＰＲ，即

（１）

式中Ｐｏ为非暴露组结局事件的发（患）病率。其置信区间
（ｃ，）由调整ＯＲ值的上下置信限代入式（１）得到。但随后研

·９３６·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３年９月第３４卷第９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９

究显示［７１，当研究结局出现频率并非罕见时，通过公式（１）获

估计ＲＲ／ＰＲ的方法取决于协变量的值或其基线风险。如果

得的调整ＲＲ／ＰＲ值存在高估关联强度的偏倚，这是因为公式

假设尺尺／ＰＲ固定，即不随协变量值的变化而改变，可在广义

（１）中未考虑各种协变量模式情况下暴露因素和疾病发（患）

线性回归模型框架下直接估计ＰＲ／ＲＲ，其中研究较多的是以

病率间更复杂的关系，也未考虑发（患）病率和ＯＲ值间的协

下４种方法。

（１）修正的Ｃｏｘ比例风险模型：Ｃｏｘ比例风险模型最初主

方差，因而导致ｃ，估计过窄，且这些偏倚并不随样本量的增
加而减少。

要用于开放性队列研究中的生存时间资料，此时个体具有不

相比较而言，直接利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预测概率的比值

的风险函数表示为

估计ＲＲ／ＰＲ，则是考虑到各种协变量模式更为简便。即

…一一Ｐ（Ｙ／Ｅ，ｚ２，…，ｚｐ）
ＲＲ／ＰＲ一————————二
。Ｐ（Ｙ／Ｆ．，ｚ ２，…，Ｓｔ７ｐ）

同的风险期（即随访时间不同）。在自变量ｘ条件下，ｔ时刻
ｈ（ｔ／Ｘ）一ｈ。（￡）Ｐ‘¨＋”Ｂ。，’

，＾、

（３）

式中ｈｏ（￡）为基准风险，参数朔尔为瞬时风险ＥＬ（ｉｎｓｔａ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Ｚ，

一１＋ｅ－（ｆｌｏ＋ｎ６＋＆。：十”一肛一’
１＋Ｐ‘＆楣“Ｂ。：。＋驴一’

ｈａｚａｒｄ

ｒａｔｉｏ，ＨＲ），如假设结局事件在同一时刻发生，ＨＲ则为

ＩＤＲ。对封闭的队列研究，所有个体具有固定的风险期（即有

式中ｙ表示结局变量，Ｅ表示研究的暴露因素，％…，％表示

相同的随访时间），可采用Ｂｒｅｓｌｏｗ”２，处理“结”的方法将式

各协变量［７１。但该方法最大问题是计算的ＲＲ／ＰＲ值可随模型

（３）中的ｔ设为常数，此时ＨＲ即为ＣＩＲ。对横断面研究，Ｌｅｅ

中协变量取值水平的改变而改变［８ ３。如假设Ｅ为二分类变量

等”３’…建议可以假设所有研究对象具有固定的风险期（即相

（１＝暴露，０＝非暴露），ｘ为一个连续型协变量。一种方法

同的随访时间），在此条件下利用Ｂｒｅｓｌｏｗ方法修正Ｃｏｘ比例

是用协变量的均数（ｉ）或指定某一参考值来计算ＲＲ／ＰＲ。９１，即

风险模型，使ＨＲ与Ｐ尺的解释类同，并得到一致的点估计。

１＋Ｐ‘＾＋＆２’

ＲＲ／Ｐ尺一————＿，此称为条件（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方法；

然而由于该模型假定结局为Ｐｏｉｓｓｏｎ分布而非二项分布，因

１＋ｅ‘Ｅ邯Ｍ“

而导致系数的方差被高估，得到较宽的ｃ，”“，从而得出不合

另一方法是假设所有个体都是暴露组或非暴露组，分别计算

理的推断。需要说明的是，Ｃｏｘ回归中处理“结”的方式还有

所有个体协变量取值时预测率的平均水平，再计算ＲＲ／ＰＲ，

更精确的近似法，如Ｅｆｒｏｎ的精确近似或某些软件可提供确

即ＲＲ／ＰＲ

主｛圣旦二！型，此称为边际
吉∑，Ｅｌ／（１＋ｅ叫堆一’）］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方法，因此该方法不需要固定协变量的取值。再

切偏似然或边际似然，这些方法尽管适用于生存时间资料，
但用于ＲＲ／ＰＲ时将产生有偏估计。修正的Ｃｏｘ比例风险模
型在ＳＡＳ中可以用ＰＨＲＥＧ过程实现，将所有观测生存时间
变量设为相等，用ｍｅｔｈｏｄ＝ｂｒｅｓｌｏｗ指定，估计参数及其ｃ，。

有一种与边际方法类似，但按协变量取值将人群分层，分别

（２）稳健Ｐｏｉｓｓｏｎ回归模型：Ｐｏｉｓｓｏｎ分布常用于描述某些

计算假设所有个体均为暴露或非暴露时各层患病率的加权

稀有事件的发生数，如样本量很大，率很低时的二项分布也

平均，权重可来自某一标准或参考人群，再计算ＲＲ／ＰＲ，即

常用Ｐｏｉｓｓｏｎ分布近似。当结局事件频率较高时，为直接估

ＲＲ７隙一÷笋｛ｊ彳万丁Ｆ≥丙，称为分层
ｙ叫。ｒ１／（１＋Ｐ飞＋Ｅ＂，’）］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ｅｄ）方法。该方法层内个体协变量取值相同，类似于
直接标准化法。当权重取各层相对样本量时，分层方法与边
际方法结果相同。各种方法得到ＲＲ／ＰＲ的ｃ，通常可用ｄｅｌｔａ
方法或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方法获得“…。

计尺剐Ｐ尺，建议使用稳健Ｐｏｉｓｓｏｎ模型Ｂ］。设ｙｉ和置＝（‰，

物，…，ｘ。）７分别是第ｉ（涪１，２，…，ｎ）个观测的二分类结局变
量和Ｐ×１维解释变量向量，其关系可通过Ｐｏｉｓｓｏｎ回归模型
表示

三
ｌｏｇ（Ｐｉ］一艮＋∑§一。－
．

０４）

Ｐ＝１

除了直接利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结果计算删Ｐ尺，还有学者

式中＿ＤＦＰｒ（＂＝Ｉ／Ｘ，），链接函数采用了ｌｏｇ链接，并假设误差

提出修改数据的方法，对修改后的数据进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计

分布为Ｐｏｉｓｓｏｎ分布。回归系数臃表示当控制其他自变量后，

算ＯＲ值，相当于对原始资料进行ＲＲ／ＰＲ的估计““。该方法

第Ｐ个自变量砩每变化一个单位时ｌｏｇ（Ｐ）的相应变化。因

的思路是创建一个扩展数据，将原始数据集中结局事件发

此，与％相对应的相对危险性为艘／ＰＲ＝扩。同修正的Ｃｏｘ

生（１，＝１）的个体复制，但将其结局修改为未发生（Ｙ＝Ｏ）。

回归一样，由于Ｐｏｉｓｓｏｎ分布的方差无边界（方差等于均数），

如果原始数据Ⅳ个个体中有ｘ个事件发生，发生的概率为

当应用到二项分布资料时，易出现过度离散（ｏｖｅｒ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ｐ＝Ｘ／Ｎ，则在扩展数据中事件发生的概率则为Ｐ＋＝剧（ｘ＋

问题。也就是Ｐｏｉｓｓｏｎ模型虽可获得无偏的点估计，但通常

Ｎ）＝ｐ／（１＋ｐ）。这样可求出Ｐ＝Ｐ’／（１一ｐ’），即原始数据集中

高估参数的方差，导致较宽的ｃ，。与修正的Ｃｏｘ比例风险模

事件发生的概率等于扩展数据集中事件发生的优势。因为

型相比，Ｐｏｉｓｓｏｎ回归模型能得到截距值，估计基线状态下结

扩展数据集中某些个体重复了两次，一个是结局发生，另一

局事件发生的概率，但在固定风险期的条件下两模型可获得

个是结局不发生，因此该方法的运用导致重复的个体水平上

相同的点估计和方差。处理高估方差的一个简单方法就是

有负相关。此问题可通过广义估计方程（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通过Ｐｅａｒｓｏｎ ｆ或ｄｅｖｉａｎｃｅ调整尺度参数，用尺度参数乘以模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型估计的方差。另一方法是Ｂａｒｒｏｓ和Ｈｉｒａｋａｔａ［１５ ３及Ｚｏｕ“６１建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ＧＥＥ）或多水平模型等方法解决。

２．直接估计ＲＲ／ＰＲ的回归模型：上述由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

议采用稳健Ｐｏｉｓｓｏｎ回归模型来估计ＰＲ，如引入Ｈｕｂｅｒ的稳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３年９月第３４卷第９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９

·９３７·

拟合ＬＢＭ，即可得到参数最大似然估计值，这种对原始数据

健“三明治”方差
（５）

Ｖａｒ（ｆ１）＝Ａ。ＢＡ“
其中，

集调整扩充的方法称为ＣＯＰＹ算法，可有效解决模型不收敛
的问题。其步骤是先将原始数据集中复制，扩大（ｃ一１）倍，
再将原始数据集中的因变量值０一ｌ互换生成１个新的数据

Ａ＝∑ｘ，ｘ场。，Ｂ一∑ｘ：（ｙ。一多。）２ｘｌ

集，之后把扩大（ｃ一１）倍的数据集与互换因变量值的数据集

Ｊ＝ｌ

Ｉ＝１

模型（４）中参数卢＝（岛，卢１，．一，胁）７及“三明治”方差可用准似

合并，最终得到ＣＯＰＹ数据集，用于拟合ｌｏｇ．ｂｉｎｏｍｉａｌ模型。

然（ｑｕａｓｉ—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估计，在ＳＡＳ中可用ＰＲＯＣＧＥＮＭＯＤ实

参数的标准误由ＣＯＰＹ数据集得到的标准误乘以厄得到。

现，通过在ｒｅｐｅａｔｅｄ语句中用“ｓｕｂｊｅｃｔ＝”指定个体编号变量。

利用ＣＯＰＹ数据集拟合ｌｏｇ．ｂｉｎｏｍｉａｌ模型，原始数据的信息

Ｗｏｌｋｅｗｉｔｚ等“７１比较了Ｐｏｉｓｓｏｎ模型中用ＰｅａｒｓｏｎＺ２或

占（ｃ一１）／ｃ。即ｃ越大，最大似然估计的偏倚越小，但参数估

ｄｅｖｉａｎｃｅ调整尺度参数，进而调整方差的方法以及用稳健“三

计耗时也越长，特别是当原始数据为大样本时，使用ＣＯＰＹ

明治”进行方差调整，结果显示３种调整的模型均有助于方

算法将面对非常大的计算量。故建议ｃ≥１００。Ｌｕｍｌｅｙ等［２４１

差估计，但稳健Ｐｏｉｓｓｏｎ回归模型表现最好。尽管上述Ｃｏｘ

观察到如将原始数据集和因变量０—１互换后的数据集合并，

回归中也可以采用稳健“三明治”方差，其效果和稳健

并定义原始数据集中观测的权重为（Ｃ一１）／ｃ，而因变量０—１

Ｐｏｉｓｓｏｎ回归相同。由于该模型是Ｐｏｉｓｓｏｎ近似，其局限性是

互换后其权重为１／ｃ，得到加权ｌｏｇ—ｂｉｎｏｍｉａｌ模型的最大似然

采用Ｐｏｉｓｓｏｎ模型估计的结局概率有可能大于１”“，用于概率

函数，即

预测有时并不合理。
（３）ｌｏｇ．ｂｉｎｏｍｉａｌ模型和ＣＯＰＹ算法：除Ｃｏｘ回归和
Ｐｏｉｓｓｏｎ回归模型外，也可将结局分布指定为二项分布，利用

ｌｏｇ链接建立回归模型直接估计删，即ｌｏｇ－ｂｉｎｏｍｉａｌ模型

Ｌ．（ｐ；ｙ）一ｌ ｌ（矿９）掣－州卜＿¨。＿’（１一ｅＺＰ）“１一≯Ｈ¨。一

（１０）

ｌ＝１

利用加权ｌｏｇ．ｂｉｎｏｍｉａｌ模型的最大似然估计可得到和
ＣＯＰＹ算法相同的结果。由于被分析的数据集大小只是原

（１０９ ｂｉｎｏｍｉａｌ ｍｏｄｅｌ，ＬＢＭ）ｍ１。该模型是由Ｗａｃｈｏｌｄｅｒ［２０ｊ建

始数据集的２倍，因此大大减少了计算工作量。近来Ｓａｖｕ

议利用ＧＬＩＭ基于广义线性模型的软件来实现。“。

等［２５１对ＣＯＰＹ算法的收敛和惟一的近似ＭＬＥ等性质给出了

ｌｏｇ．ｂｉｎｏｍｉａｌ模型表达式同式（４），即

严格的理论证明，即在模型Ｘ满秩的假设下，运用ＣＯＰＹ方
（６）

法，其修正似然函数在限制的参数空间中具有惟一全局极大

模型中仍然使用ｌｏｇ链接，但误差分布指定为二项分布。回

值点，且该值点落在参数空间内部而不在边界上。只要初始

归系数臃表示当控制其他自变量后，第Ｐ个自变量酃每变化

值和近似的惟一ＭＬＥ解相邻，可以确保算法的收敛。

ｌｏｇ Ｐ（１，＝１

Ｉ髫１，．一，酃）＝岛＋卢－ｚｔ＋…＋屏雒

一个单位时ｌｏｇ（ｐ）的相应变化，因此与％相对应的ＲＲ／ＰＲ＝

多项研究”３·２“２７１通过模拟或实例将稳健Ｐｏｉｓｓｏｎ回归和

ｐ；回归系数的估计可采用最大似然估计（ｍａｘｉｍｕｍ

ｌｏｇ—ｂｉｎｏｍｉａｌ模型（不收敛时用ＣＯＰＹ算法）进行比较。如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ＭＬＥ）的方法，其似然函数及对数似然

Ｐｅｔｅｒｓｅｎ和Ｄｅｄｄｅｎｓ［２７ ３显示在高频率结局和中等样本量情况

ｅｔｉ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函数分别为

下，稳健Ｐｏｉｓｓｉｏｎ回归对Ｐ尺估计的偏倚小于ｌｏｇ．ｂｉｎｏｍｉａｌ模

Ｌ（ｆｌ；ｙ）一｜Ｉ

ｅＩ，８）。（１一Ｐ‘９）‘ｌ－－ｙ，’

（７）

ｌ—ｌ

和

型（不收敛时用ＣＯＰＹ算法），但其他情况下，ｌｏｇ．ｂｉｎｏｍｉａｌ模
型均比稳健Ｐｏｉｓｓｏｎ回归模型具有较小的标准误和更高功

效，且所估计的患病概率并不大于１。ｌｏｇ－ｂｉｎｏｍｉａｌ模型的另

ｌｏｇＬ（ｐ；ｙ）一∑［ｙ，ｚ乒＋（１一ｙｉ）ｌｏｇ（１一矿９）］（８）
ｌ＝ｌ

一个优点是可以使用似然比检验，相较Ｗａｌｄ检验可能更
好。而稳健Ｐｏｉｓｓｏｎ回归其似然函数与普通Ｐｏｉｓｓｏｎ回归似然

由于结局变量ｙ＝ｌ的概率介于０和１之间，所以ｌｏｇ．ｂｉｎｏｍｉａｌ

函数相同，因此假设检验只能用Ｗａｌｄ检验完成，而无法使用

模型利用ＭＬＥ方法估计参数口时需加一个限制条件，即

似然比检验。但运用稳健Ｐｏｉｓｓｏｎ模型几乎很少有收敛问
（９）

题，又可直接对原始数据分析，省去了数据操作的过程而更

最大似然估计的解应该在此条件限制的参数中。大部分统

容易使用，因此有学者建议乜“２“，ｌｏｇ．ｂｉｎｏｍｉａｌ不收敛时可首

计软件在广义线性模型的最大似然估计中均使用迭代加权

先选择稳健Ｐｏｉｓｓｏｎ回归。此外，Ｌｕｍｌｅｙ建议模型不收敛时

最小二乘法或其他Ｎｅｗｔｏｎ法，以寻找斜率等于０的点，使对

还可使用非线性最ｄｘＳ．乘法来估计参数，因为ＭＬＥ对存在

数似然最大化，得到参数最大似然估计值。因此在参数估计

异常值或错误指定模型时会比较敏感。Ｙｕ和Ｗａｎｇ［２们提出采

过程中如果初始值选择不当，或数据集中所有自变量的线性

用ＳＡＳ统计软件中的ＰＲＯＣ ＮＬＰ（ｎｏｎｌｉｅａｒ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过

组合未满足该限制条件，最大似然估计的解可能落在有限制

程估计ＰＲ，该过程可提供多种最优化技巧，如线性搜索或岭

Ｘｉｆｌ＝ｆｌｏ＋ｐｔ戈“＋…＋屏ｘ，≤０

参数的边缘，以致不能获得似然函数导数为零的极大值点，

搜索的Ｎｅｗｔｏｎ—Ｒａｐｈｓｏｎ方法、Ｑｕａｓｉ－Ｎｅｗｔｏｎ方法等来对参数

从而导致模型无法收敛乜“。该情况在模型中存在连续型协

口的连续型非线性函数求最大或最小值，以及计算参数的上

变量时尤其常见。

下边界，求解过程中可以指定相等或不等的约束条件。如欲

由于初始值选择不当可能导致不收敛，此时试将截距指

求艘／ＰＲ，可在ｘｆｌ＜ｏ的限制下对ｌｏｇ．ｂｉｎｏｍｉａｌ模型的对数似

定为负值，而设置口。＝一４可能效果较好乜“。如是后者，

然函数求极大值，模拟研究显示如ｌｏｇ—ｂｉｎｏｍｉａｌ模型收敛，和

Ｄｅｄｄｅｎｓ和Ｐｅｔｅｒｓｅｎ［２３１建议可先对原始数据集调整扩充后再

该方法估计ＲＲ／ＰＲ结果几乎相同，但该法始终收敛且预测概

·９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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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９

率在［０，１］之间。目前ＳＡＳ／ＳＴＡＴ中的ＰＲＯＣ ＧＥＮＭＯＤ程序

概率；②按倾向性得分的百分位数将观测（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分为

提供了ｗｅｉｇｈｔ语句，可实现加权ｌｏｇ－ｂｉｎｏｍｉａｌ模型，因此可利

少数几层（如分５层，每层包含２０％的观测），定义第ｉ层的权

用ｗｅｉｇｈｔ语句很方便地实现ＣＯＰＹ方法，而不用事先生成Ｃ

重为Ｗ。＝Ｐ（戈．）／Ｐ（石。／ｉ），实质上是用倾向性得分百分位数分

倍于原始数据集的ＣＯＰＹ数据集。

层取代混杂变量（％…，％）的联合分布；③拟合加权

（４）ＩＰＴＷ的ｌｏｇ—ｂｉｎｏｍｉａｌ模型：由于Ｓａｖｕ等”５】从理论上

ｌｏｇ．ｂｉｎｏｍｉａｌ模型估计调整的艘脚，称为ＩＰＴＷ估计量，其

已证明加权ｌｏｇ．ｂｉｎｏｍｉａｌ模型最大似然估计，为此又进一步

参数方差则通过稳健“三明治”方法获得。该加权ｌｏｇ．

提出一种用倾向性得分（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匹配的加权

ｂｉｎｏｍｉａｌ模型参数估计也可用ＳＡＳ／Ｓ耵虹中的ＰＲＯＣ

ｌｏｇ—ｂｉｎｏｍｉａｌ回归方法，称为ＩＰＴＷ（ｉｎｖｅｒｓｅ．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ＧＥＮＭＯＤ程序轻易实现，同时利用ｗｅｉｇｈｔ语句定义权重变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ｅｉｇｈｔｅｄ）的ｌｏｇ－ｂｉｎｏｍｉａｌ回归。该法出发点类似

量。模拟研究显示和ＣＯＰＹ法相比，ＩＰＴＷ估计量对错误指

前述分层方法，率的标准化法可代替回归以达到调整混杂因

定二分类结局变量和暴露因素关系比较稳健。该法也可以

素计算调整或标化ＲＲ，ＰＲ的目的。设ｚ。为暴露因素，其余解

一种广义的形式推广到连续性暴露或多变量暴露的情况。

释变量％…，Ｘ，ｐ为混杂因素，调整的础ｚ脚可表示为

上述主要方法的特点及其优劣见表１。
３．其他模型及扩展：上述ＩＰＴＷ估计量利用倾向性得分

Ｉ羽／Ｆ＇Ｒ一

∑…。Ｐ＠一１／五一１，ｘ２，…，ｘｐ）×Ｐ（ｘｚ，…，弓）（１１）

分层代替原始混杂变量的联合分布，也可将暴露组和非暴露
组个体按倾向性得分进行匹配，利用匹配的部分观测整理成

２：Ｐ口一１／ｘｌ—ｏ，丑，…，而）×Ｐ（ｘ２，…，而）

匹配四格表后直接得出调整的ＲＲ脚及其ｃ，，但该方法未利

——＾’●●ｄ●

式中患病率如按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估计，则为前述分层方法；

用所有的观测信息而损失效能。此外，在各种回归模型中，

如满足ｌｏｇ．ｂｉｎｏｍｉａｌ模型假设，则调整的ＲＲ／ＰＲ＝矿１。可以证

除指定ｌｏｇ链接、误差分布为二项分布或Ｐｏｉｓｓｏｎ分布外，也

明，式（１１）中调整的ＲＲ／ＰＲ等于一个修正的联合结局一暴露一

有其他链接函数或误差分布形式，如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混杂变量分布Ｒ下的粗ＲＲ．／眠，其中Ｒ和原分布Ｐ有关。

模型［链接函数是ｌｏｇ（一ｌｏｇ（１－Ｐ），误差分布为二项分布］；或

即

ｌｏｇ．ｎｏｒｍａｌ模型心４１（链接函数为ｌｏｇ链接，误差分布定义为正
Ｐｗ（Ｙ，石·，菇２，…，酃）＝埘。。，．。ＸＰ（Ｙ，搿ｌ，ｚ２，…，戈，）

（１２）

ｌｏｇ．１０９

态分布）。

式中权重‰。，，。＝Ｐ（茗。）／Ｐ（石。肠：，…，％）称为ＩＰＴＷ，与混杂变

近年来，ＲＲ／ＰＲ模型已推广应用至其他特殊类型的数

量在各比较组中的分布有关。因此调整ＲＲ／ＰＲ的估计可转

据，如流行病学调查或临床试验中的非独立数据。ＧＥＥ和多

化为在联合分布只下估计粗ＲＲ√ＰＲ。，并采用一般的

水平模型是处理非独立数据的有力工具，Ｓａｎｔｏｓ等随３将

ｌｏｇ．ｂｉｎｏｍｉａｌ回归估计。即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基础上的条件、边际和分层方法扩展到随机效应

ｌｏｇＰ。（ｙ＝１

（１３）

ｘ－）＝卢ｊ＋卢ｊｚ－

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以估计非独立横断面研究中的ＰＲ（其ｃ，采

该模型的估计可通过对原始资料进行加权ｌｏｇ—ｂｉｎｏｍｉａｌ模型

用ｄｅｌｍ法和ｂｏｏ曲ａｐ法）。Ｚｏｕ和Ｄｏｎｎｅｒ”州扩展了稳健

的拟合得到，其中权重为式（１２）中的ＩＰＴＷ。实际应用中，需

Ｐｏｉｓｓｏｎ模型的ＧＥＥ。Ｙｅｌｌａｎｄ等”“做了大型模拟研究比较

先根据混杂变量（％…，旆）的分布分层，但当样本量不充足

ｌｏｇ—ｂｉｎｏｍｉａｌ模型、稳健Ｐｏｉｓｓｏｎ模型、修改数据后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时，可能某些层中出现观测数极小或为０的情况，导致层内

模型和ｌｏｇ．ｎｏｒｍａｌ模型基础上的ＧＥＥ方法，显示非独立数据

患病率估计的不稳定。替代的办法是①先计算倾向性得分

时ｌｏｇ．ｂｉｎｏｍｉａｌ模型ＧＥＥ也存在收敛问题，基于稳健Ｐｏｉｓｓｏｎ

ｐ（ｘ，＝１氏：，…，旆），涵义为控制混杂因素后个体为暴露组的

和ｌｏｇ—ｎｏｒｍａｌ的ＧＥＥ有较小的Ｉ型错误和较高的覆盖率，推

表１各种估计ＲＲ／ＰＲ统计方法的特点及其优劣
统计方法
分层的Ｍａｎｔｅｌ－Ｈａｅｎｚｓｅｌ方法“１

特点和优劣
不能调整连续型协变量，可用于协变量个数不多，且均为分类变量

利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计算ＯＲ，再用公式转化为尉珊碾”１参数估计有偏倚，且偏倚不随样本量增加而减少

利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估计预测概率，再估计艘／Ｐ剐７１

包括条件法、边际法和分层法，估计艘脚时需设定协变量的取值，某种程度上带有任意
性；ＣＩ需用ｄｅｌｔａ方法或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得到。但推广到多水平模型时较方便

扩展数据的方法””

扩展后的数据存在相关，需用ＧＥＥ或多水平模型估计参数

修正的Ｃｏｘ比例风险模型“３“１

可得到无偏点估计，但ｃ，值较宽

稳健Ｐｏｉｓｓｏｎ回归模型”６

可得到无偏点估计，引入“三明治”方差，可改善ｃ，值较宽的问题，但估计的结局概率可
能大于１，不用于预测，但几乎无收敛问题

ｌｏｇ·ｂｉｎｏｍｉａｌ模型”…

正确指定误差分布和链接函数，可得到无偏估计，但模型有限制条件，如初始值选择不
当，不易收敛，模型中存在连续型协变量时收敛问题更常见，但预测概率在［Ｏ，１］之间

ｌｏｇ—ｂｉｎｏｍｉａｌ模型ＣＯＰＹ方法恤１

正确指定误差分布和链接函数，可得到无偏估计，相当于一种加权ｌｏｇ．ｂｉｎｏｍｉａｌ模型，可
改善收敛问题。理论上已证明模型有惟一且收敛的最大似然估计

ｌｏｇ－ｂｉｎｏｍｉａｌ模型，用ＰＲＯＣＮＬＰ估计参数∞１

利用ＳＡＳ的ＰＲＯＣＮＬＰ过程提供的多种最优化技巧估计参数，几乎无收敛问题，且预测
概率在［０，１］之间

ＩＰＴＷ的ｌｏｇ－ｂｉｎｏｍｉａｌ模型””

用倾向性得分匹配的加权ｌｏｇ．ｂｉｎｏｍｉａｌ方法，类似标准化法，实际应用时对需调整的协变
量分层求权重，当错误指定误差分布和链接函数时该法可能较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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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９３９·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９

荐非独立数据时选择稳健Ｐｏｉｓｓｏｎ模型的ＧＥＥ方法。３ ２：。相较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而言，基于前述船／ＰＲ模型的多水平模型虽已有应用。３ ３；，但

５６７—５７１．

［１ ８］Ｔｉａｎ

其理论和参数估计方法的具体表现仍需进一步研究。

ｒａｔｉｏｓ．Ｍｅｔｈｏｄｓ ｌｎｆＭｅｄ，２００７，４６（５）：

Ｌ，Ｌｉｕ Ｋ．Ｒｅ：“Ｅａｓｙ ＳＡ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ｒｉｓｋ

ｒａｔｉｏｓ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ｍ 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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