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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理论与方法·
应用Ｅｍ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ｓ软件分析阈值效应
林林陈常中余晓丹
【导读】生物医学研究中许多研究因素在一定范围内对结果变量无影响或有正效作用，超过
某一阈值后，作用大小或／和方向可发生变化，称为阈值效应。在分析研究因素（戈）对结果变量（ｙ）
的作用有无阈值效应时，可先通过平滑曲线拟合观察是否有分段线性关系，然后采用分段回归模
型、ＬＲＴ检验和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重抽样法进行阈值效应分析。美国Ｘ＆Ｙ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软件公司开发的
Ｅｍ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ｓ软件，设有阈值效应分析模块，可输入阈值后按所给阈值分段模拟数据，也可以不

输入阈值，由软件自动确定最佳阈值模拟数据，并计算阈值置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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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学研究中许多研究因素对结果变量的影

当ｘ＜ｋ时，式（１）简化为ｙ＝ａ＋／３ｍ＋占；当戈≥后时，式

响不是简单的直线关系，即在一定范围内无作用或

（１）简化为ｙ＝ｏｃ＋／３：戈：＋ｓ。因此芦；、芦：分别表示ｘ＜ｋ

有正效作用，超过某一阈值后作用大小或／和方向发

与石≥后两段的回归系数，即ｙ随ｚ变化的斜率。如果
这两段斜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式（１）则简化为

生变化，称为阈值效应。以下介绍阈值效应分析原
理及Ｅｍ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ｓ软件进行阈值效应分析的应用。

ｙ＝ａ＋ｆｌｘ＋占

（２）

统计检验可以用Ｗａｌｄ检验比较ｐ：一卢．是否等于

基本原理

零，或用似然比检验（ＬＲＴ）陋１比较式（１）与式（２）；如

１．阈值效应检验：如果要检验研究因素戈对结

Ｗａｌｄ检验结果口：－／３，≠Ｏ，或ＬＲＴ检验结果式（１）显

果变量Ｙ的作用，在ｋ点存在转折。可以首先定义２

著优于式（２），则表示戈在阈值七前后对Ｙ的效应不同。

个自变量戈ｌ、戈２（当ｘ＜ｋ，戈ｌ＝戈，戈２＝０；戈≥矗，ｚｌ＝０，

２．确定阈值：一般通过平滑曲线拟合判断是否

Ｘ２＝咒），然后采用如下回归方程拟合数据…
ｙ＝ｏｔ＋／３·ｚｔ＋＆戈ｚ＋ｓ

存在阈值Ｄ］，观察危险因素戈与结局变量ｙ有无分段
（１）

式的关系，然后采用最大似然法确定阈值。所谓最
大似然法，即从数据中寻找一个ｋ值，其所得出的式

ＤＯＩ：ｌＯ．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３．０１１．０２１
作者单位：２６４００３烟台，滨州医学院流行病学教研室（林林）；美国
哈佛大学医学院Ｄａｎａ．Ｆａｒｂｅｒ癌症研究所（陈常中）；上海交通大学

（１）给出最大的似然值。具体操作分两步。
第一步：从ｚ的５％百分位数开始，按５％逐步递

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上海市环境与儿童健康重点实验室（余晓丹）

增，到９５％百分位数，共１９个点，分别赋ｋ值为这１９

通信作者：余晓丹．Ｅｍａｉｌ：ｘｄｙｕｌｌ０８＠１６３．ｃｏｍ

个点的戈值，找出哪个百分位数给出最大的似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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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为Ｐ。，并分别找出Ｐ。－－４％与Ｐ。＋４％百分位数所对

锰浓度与新生儿ＢⅦ关系（表１）。结果显示，当脐血

应的戈值，记为尼…后一，应将ｋ值缩小到该范围内。

ｌｏｇ

第二步：用递归方法在后岫至五一之间的所有观
察到的ｘ取值内，找出哪个ｘ作为ｋ值给出最大似然

为－０．２３３；当脐血ｌｏｇ Ｍｎ＞／０．７时（即锰浓度＞／５．０嵋几），
回归系数为０．１１５，两回归系数差别的Ｗａｌｄ检验，Ｐ＜

值。具体方法是首先比较该范围内的Ｑ１（２５％百分

０．００１。如果不用分段线性模型，用一条线拟合数据，

位点）、Ｑ２（５０％百分位点）与Ｑ３（７５％百分位点），找

得出回归系数为０．０４９，Ｐ＝０．０７０，但该直线回归系数

出哪个位点作为ｋ值所给出的模型似然值最大，然

显然不能正确反映胎儿脐血锰浓度与新生儿ＢＭ【关

后把范围缩小到该位点前后２５％范围内，这样每次

系。两模型比较的ＬＲＴ检验Ｐ＜０．００１。

Ｍｎ＜０．７时（即锰浓度＜５．０“ｇ／Ｌ），回归系数

递归剔除５０％的戈取值。最终得出能给出最大的模
型似然值的后值。
３．确定阈值置信区间（ｃｉ）：采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重抽样
方法确定阈值ｃ，［４］。即从现有数据中随机抽样，重新
抽取一个同样样本量的数据ｉ。抽出的个体再放回，
这样在抽取的数据中，原数据中有些个体可能未被抽
中，也有些个体可能被抽出多次。对抽取的数据进行
阈值分析，记录所得阈值ｋｉ。这样重复随机抽样１ ０００
次，计算出１０００个阈值ｋ；。再计算这１０００个ｋ。的
２．５％与９７．５％百分位数，即为所观察阈值的９５％ＣＩ。
４．Ｅｍ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ｓ软件在阈值分析上的应用：上

述确定阈值及其ｃ，的过程复杂，工作量大，且需很
高的编程技巧。美国Ｘ＆Ｙ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软件公司开
发的Ｅｍ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ｓ软件，设计有阈值效应分析模
块，用户不需自己编程就可方便快捷完成上述分
析。在分析研究因素（石）对结果变量（ｙ）的作用有无
一Ｉｌ

阈值效应时，可先通过该软件的平滑曲线拟合模块，
观察龙与Ｙ的曲线拟合是否有分段线性关系，还可从
曲线上观察出阈值。如有分段线性关系，再使用阈
值效应模块。可以输人阈值，该软件按所给阈值分

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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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孕妇产前锰暴露与新生儿生长的剂量一反应关系
平滑曲线拟合
表１新生儿脐ｎ『ｆＩ ｌｏｇＭｎ与ＢＭＩ关系的阈值效应分析

段拟合数据；ｔｇ可不输入阈值，让软件按前述方法自
动确定阈值，并计算阈值的ｃ，。
实例分析

【例１】锰摄入过量可对机体产生不良影响。
出生前低浓度的锰暴露对新生儿生长的影响尚不清
楚。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Ｙｕ等ｂ１对上海市１３７７对母婴进行
多中心研究，测定胎儿脐血中锰浓度、新生儿出生身
长和ＢＭＩ等指标。鉴于血锰浓度呈强偏态分布，对

对数似然比检验Ｐ＜０．００１４

堑盛丝２＝重型笪

！：！！垒垡：箜：！：！Ｑ２

注：４Ｐ＜０．０５

锰浓度做常用对数变换后，再进行分析。研究者使用
Ｅｍ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ｓ软件，首先绘制对数锰浓度（１０９ Ｍｎ）与

【例２】黄爱群等¨１１９９６年对安徽省７９５名农
村人群采用问卷调查分析家庭成员间年龄与

新生儿身长、ＢＭＩ的曲线拟合图，发现新生儿Ｂ￣Ⅱ与
ｌｏｇ Ｍｎ曲线分两段，第一段随着ｌｏｇ Ｍｎ增加呈下降趋

ＳＢＰ／ＤＢＰ的关系。Ｅｍ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ｓ阈值效应分析模
块输出结果见图２、表２。当年龄＜３９．６岁时，年

势，后一段则呈上升趋势（图１），根据曲线观察并结合
其他数据分析结果，ｌｏｇ Ｍｎ定义转折点为０．７肛ｇ／Ｌ。

龄对ＳＢＰ升高无显著作用（回归系数＝０．１，Ｐ＝
０．２７４）；当年龄≥３９．６岁时，年龄每增加ｌ岁，ＳＢＰ

第二步，调用阈值效应分析模块分析胎儿脐带血中的

升高１．３

ｍｎｌ

Ｈｇ（回归系数＝１．３，Ｐ＜０．００１）。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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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段线性模型与一条线模型的似然比检验结果
Ｐ＜Ｏ．００１，表明年龄对ＳＢＰ升高作用的阈值为３９．６

脐血锰浓度增加而减小；但脐血锰浓度＞／５．０“ｇ／Ｌ
时，新生儿ＢＭＩ随脐血锰浓度增加而增加。阈值效

（９５％６＇／：１８．５～６４．２）岁。同理，当年龄＜４４．６岁时，

应分析也可用于确定高危人群。如本文例２中结果

年龄每增加１岁，ＤＢＰ升高的风险增加０．１

ｍｉｌｌ Ｈｇ

显示年龄对ＳＢＰ升高作用的阈值为３９．６（９５％ＣＩ：

（回归系数＝０．１，Ｐ＝０．００７），而当年龄≥４４．６岁时，

１８．５。６４．２）岁；年龄对ＤＢＰ明显升高作用的阈值为

Ｈｇ（回归系数＝
０．４，Ｐ＜０．００１）。比较分段线性模型与一条线模型

４４．６（９５％ＣＩ：１８．３～６４＿３）岁。根据该结果，可选定＞

的似然比检验结果Ｐ＝０．００３，表明年龄对ＤＢＰ明显

确定阈值最确切的方法是分别计算每个算（除去

年龄每增加１岁，ＤＢＰ升高０．４

ｍｍ

升高作用阈值为４４．６（９５％Ｃ／：１８．３～６４．３）岁（表２）。

３９岁为高血压重点监测人群。
最小和最大的值以便分段模拟数据）作为ｋ值给出
的模型似然值进行比较，但计算量大且费时，当样本

７

量大又需要做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重抽样计算ｃ，时，其可行性

６

差。递归法首先比较Ｑ１（２５％百分位点）、Ｑ２（５０％
Ｓ

百分位点）、Ｑ３（７５％百分位点）３个点给出的模型似
然值，把范围缩小到最大点前后２５％内，每次递归缩

４

３

小一半，最终找出矗值。直接用递归法效率最高，当

２

曲线拟合波动性小，｜｜｝值比较居中时，效果较好；但当
．｜｝值较偏向两端，曲线拟合波动较大时，不容易找出
最佳ｋ值。本文提出的分两步方法，兼顾到Ｉ｜｝值偏向
两端与曲线拟合波动较大的情况，同时又充分利用
到递归法的高效率。本文主要介绍两段线性模型分
析菇与Ｙ的关系，所用原理与方法可扩展到分析龙与
ｙ之间呈三段或多段线性关系的数据。
使用传统的如ＳＡＳ、Ｒ等统计分析软件确定阈值
及其ｃ，，均需要通过复杂的编程才能实现。使用
Ｅｍｐｏｗｅｒ
｛｝ｉ龄（砂）

Ｓｔａｔｓ软件，用户只要输人结果变量（ｙ）、研

究因素（戈）、要调整的协变量（如需要调整其他变量的

图２年龄与ＳＢＰ／ＤＢＰ父系的平滑曲线拟合

作用）、分层变量（如需要分层分析），软件自动编写Ｒ
程序，实现上述分析过程，输出内容中不仅包括所编

讨

论

写的Ｒ程序及其运算过程的详细记录，并把最终分析

现代医学研究中常应用阈值效应，但经常被忽
视。如本文例１，如不采用分段模型，可得出新生儿
ＢＭＩ随脐血锰浓度增加的线性关系（口＝０．０４９，Ｐ＝
０．０７）；而采用分段线性模型则更确切反映两者的分
段关系，即当脐血锰浓度＜５．０“ｇ／Ｌ，新生儿ＢＭＩ随

结果整理成表格（如例１所示），方便用户阅读。该软
件大大提高了用户数据分析能力与分析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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