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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理论与方法·
逆概率权重法在诊断试验评价
证实偏倚中的应用
康乐妮张韶凯赵方辉乔友林

【导读】如何估计和校正筛查或诊断试验中存在的证实偏倚，文中通过宫颈癌筛查实例，采
用逆概率权重法Ｒ软件ＣｏｍｐａｒｅＴｅｓｌ：ｓ校诈其灵敏度和特异度，利用随机抽样方法生成新数据，将
逆概率权重法计算的灵敏度和特异度，与传统计算方法以及最大似然估计方法计算得到的灵敏度
和特异度进行比较。结果表明ＨＰＶ自检法的真实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８３．５３％（９５％ＣＩ：７４．２３～
８９．９３）和８５．８６％（９５％Ｃ１：８４．２３～８７．３６）。随机抽样结果显示，传统方法计算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
别为９０．４８％（９５％Ｃ１：８０．７４—９５．５６）和７１．９６％（９５％Ｃ１：６８．７１～７５．００），采用逆概率权重法校正后的
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８２，２５％（９５％ＣＩ：６３。１１—９２．６２）和８５。８０％（９５％Ｃ１：８５。０９～８６．４７）；采用最大
似然估计法校正后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８０．１３％（９５％ＣＩ：６６．８１．９３．４６）和８５．８０％（９５％ＣＩ：
８４．２０～８７．４１）。表明在复杂抽样情况下，逆概率权重法能够有效校正存在证实偏倚的灵敏度和特
异度。

【关键词】逆概率权重法；证实偏倚；灵敏度；特异度；最大似然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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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筛查或诊断过程中，常使用生物标志物”２｜。

进行金标准检测。一般而言，生物标志物检测阳性

而评价其检测效果，通常采用金标准验证，但由于价

的个体采用金标准检测验证的比例要大于阴性个

格昂贵，且一些方法具有创伤（如组织活检），存在一

体。如果仅将经过金标准验证的个体用来评价生物

定风险，因此需要一定的抽样策略而非所有标本均

标志物的效果，并以此计算灵敏度和特异度，可能产
生证实偏倚（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ｉａｓ），影响对牛物标志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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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评价ｂ。ｊ。为此介绍一种对灵敏度和特异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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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过程中出现证实偏倚的校正方法一逆概率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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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同时采用传统的校正证实偏倚方法一最大似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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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法进行灵敏度和特异度校正，并将其结果与逆
概率权重法的结果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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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ｄｅｌｔａ方法陆１，在结局标量为２分类的条件
下，可得到灵敏度和特异度的方差分别为

基本原理

Ｖａｒ（ｓｅｎ］＝

假定诊断试验中，所有个体均进行Ａ检测（待
评价的检测方法）和Ｂ检测（金标准检测方法），且

［（１－－ｓｅｎ）２沌ｒ（Ⅳ２：）＋（ｓｅｎ）２忱ｒ（Ⅳ２．）］

忆，（印。）：卫！塑堕婴丛咝盟
‘

两检测方法均包含，个检测分类结果。根据一定的

Ⅳ‘＋

人群特征（例如Ａ检测结果的信息），总人群可划分

由此，可以计算出逆概率权重法校正后的灵敏度、

为５个抽样层。如果试验中每个个体均经过Ａ、Ｂ两

特异度及其９５％ＣＩ，计算过程可借助Ｒ软件

种检测，则每个可能出现的检测结果个数为服，ｉ，

ＣｏｍｐａｒｅＴｅｓｔｓ完成。

Ｊ＝ｌ，…，，；Ｊｓ＝ｌ，…，Ｓ，其中ｉ代表Ａ检测结果，，代

实例分析

表Ｂ检测结果。如果将Ｊｓ个抽样层的检测结果合
并，高维列联表ＩＸＩＸＪｓ将转化为ＩＸ，表，其中每个

采用１９９９年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开展

单元格的个数眠＝飓＋。因此诊断试验的灵敏度

的一项多种方法联合筛查宫颈癌项目的数据＂］，

Ｓｅ＝Ⅳ２：／』ｖ２＋，特异度Ｓ＝Ⅳ。。／Ｎ。＋。

即１ ９８８名研究对象均有金标准证实结果（表１），故

在二次抽样存在的条件下，假定列联表的每个

计算ＨＰＶ自检结果完整人群的真实灵敏度和特异

格子数为ｎ。。由于所有个体均经过Ａ检测，所以经

度分别为８３．５３％（９５％ＣＩ：７４．２３—８９．９３）和８５．８６％

过Ａ检测的个体数目可以表示为Ⅳ＋ｉ。然而，仅有一

（９５％ＣＩ：８４．２３。８７．３６）。本文选择其中醋酸染色后

部分抽取到的个体做了Ｂ检测，因此眦＋，难以观测。

肉眼观察（ＶＩＡ）和ＨＰＶ自检两种筛查方法举例说
明，将两种方法并联（即任何一种筛查方法阳性者视

在特定抽样层ｓ内，每列．ｉ均包含一个特定抽样率琢，
即心中被抽中做Ｂ检测的比例。此时，胍的估计值

虬＝‰ｗ／ｓ，其中‰＝１慨。将ｓ个抽样层合并后，可
Ｓ

＾

‘

以得到每个单元格肌的估计值鹏＝∑％，而Ｂ检测
Ｉ

＾

“

芦

．

在列联表中，每个单元格肌的方差可表示为
５

群），按照阳性人群８０％的回访比例，与阴性人群
２０％的抽样比例进行金标准验证，随机生成数据。

表２为随机抽样下ＨＰＶ自检法与疾病状态的关系。
本文以下分析均基于此次抽样结果产生的数据。

的边际估计值Ⅳｆ＋＝∑肌。

＾

为阳性人群，两种筛查方法均为阴性者视为阴性人

表１

ＨＰＶ自检和病理诊断结果（真实情况）

Ｓ

＾

比ｒ（鹏）＝∑％ｒ（％）＝∑Ｖａｒ（ｎ扣）训０
。Ｊ＿
’』＿
。

。

式中，ｎ西服从多项式（ｎ＋，，Ｐ ｈ，…，Ｐ巧），其中ｍ＝凡咖／
ｎ怕。故Ｖａｒ（ｎ泸）＝ｎ怕Ｐ。（１一ｍ）。由于不同列之间相
互独立，因此协方差Ｃｏｖ（Ｎｉ，眠，）＝０。在同一抽样
层的相同列之间，数值具有共变性，其协方差为
．

Ｓ

．

Ｓ

．

．

Ｃｏｖ（ＮＦ，舰）＝锄（∑％，∑‰）
５＝Ｉ

５

．

５＝Ｌ

注：ＣＩＮ宫颈上皮细胞非典型增生

证实情况疾病状态ｉ瓦１糯ｉ＿菩要笔ｂ
表２

ＨＰＶ自检结果与疾病状态（随机抽样）

Ｓ

．

＝∑‰（％，Ⅳｌ·，）＝∑－－ｎ＋ｉ，ｐ…Ｐ

Ｗ２，．

据此推导可得出
＾

，

＾

＾

Ｉ

＾

Ｃｏｙ（Ｎ，＋，Ⅳ一＋）＝‰（∑％，∑ⅣｆＩ，）
Ｊ＝ｌ
Ｉ

．

．

＝∑‰（％，Ⅳｌ，，）
Ｊ＝１

或
＾

，

Ｊ＝Ｉ

１．传统计算方法：根据传统计算方法灵敏度为

９０．４８％（９５％ＣＩ：８０．７４～９５．５６），计算特异度采用两
种处理方式：①仅分析经金标准确认的个体，其特异

６

Ｖａｒ（Ｍ＋）＝ｙ．１ｉａｒ（肌）

度为７１．９６％（９５％ＣＩ：６８．７１～７５．００）；②将未经金标

准确认的检测结果阴性的个体视为真阴性，由此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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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得到的特异度为８８．２３％（９５明，Ｃ／：８６．６９—８９．６２）。
２．逆概率权重法：应用Ｒ软件ＣｏｍｐａｒｅＴｅｓｔｓ进

价指标进行校正的方法进行研究。Ｌｉｔｄｅ和Ｒｕｂｉｎｆ９Ｉ
提出随机缺失（ｍｉｓｓｉｎｇ

ａｔ

ｒａｎｄｏｍ，ＭＡＲ）概念，即二

行灵敏度和特异度计算¨１。该软件是针对存在证

次验证检测（常为金标准检测）人群的选择仅依赖于

实偏倚的诊断试验进行评价，得到基于逆概率权

初次诊断试验的结果。Ｚｈｏｕｎ州给出了灵敏度和特

重法校正后的诊断试验准确性评价指标，如灵敏

异度最大似然估计值及其对应的方差。计算公式见

度和特异度等。ＣｏｍｐａｒｅＴｅｓｔｓ的使用语句：

文献［１１—１３］。根据最大似然估计计算结果，实例数

ＣｏｍｐａｒｅＴｅｓｔ（ｓｔｄｔｅｓｔ，ｓａｍｐｌｅｄｔｅｓｔ，ｓｔｒａｔａ＝ＮＡ，ｇｏｌｃｌｓｔｄ＝

据校正后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８０．１３％（９５％ＣＩ：

“ｓａｍｐｌｅｄｔｅｓｔ”）中，ｓｔｄｔｅｓｔ是指初筛时使用的检测方

６６．８１。９３．４６）和８５．８０％（９５％Ｃ７：８４．２０～８７．４１）。

法，即待评价的方法；ｓａｍｐｌｅｄｔｅｓｔ是指对于二次抽样
标本的检测，即金标准检测，如某个体未进行金标准

讨

论

检测，结果记录为ＮＡ；ｓｔｒａｔａ是指研究中所使用的抽

证实偏倚与二次抽样试验人群的选择有关，人

样层（以此描述抽样方法，可根据实际需要设定不同

群选择与初次诊断结果的关联性越大，证实偏倚就

的抽样比例），如无抽样层，则设置为ＮＡ；ｇｏｌｄｓｔｄ用

越大ｎ“。因此为避免证实偏倚，首先应确定合理的

于指定何种方法为金标准检测。因此整理数据库需

抽样层。设定抽样层应充分利用诊断试验中可能影

要生成３个变量：待评价方法检测结果、金标准检测

响其效果的因素ｎ５－１７］。如某项诊断试验中研究对象

结果和抽样层。

年龄跨度较大，且某些特定年龄段人数较少。在二

２种检测方法共有４种不同组合，每种组合的抽

次抽样时，除考虑初次诊断结果外，还应将研究对象

样比例和检出病例情况不同，本实例计算中将数据

按年龄划分为不同抽样层，其优点：提高研究对象中

划分为了４个抽样层，每层抽样比例和≥ＣＩＮ２例数

人数分布较多年龄段的抽样率，以保证占据信息优

见表３。

势的群体尽量多进人二次验证；人数分布较少的年
表３不同抽样层的比例和≥ＣＩＮ２例数

龄段也能保证进入二次验证，使样本更具代表性。
逆概率权重法正是基于抽样层的考虑，为评价
和校正证实偏倚提供的新方法。本文实例分析中真
实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８３．５３％和８５．８６％。而

存在随机缺失和抽样的情况下，采用传统方法计算
的灵敏度和特异度为９０．４８％和７１．９６％；经逆概率权

重法校正后，灵敏度为８２．２５％，特异度为８５．８０％，均
使用Ｒ程序计算：

更接近于真实值。说明存在证实偏倚时，采用传统

ａ＜一ｒｅａｄ．ＣＳＶ（‘ｈｐｖ．ｃｓｖ’）

计算方法对灵敏度和特异度的估计存在一定偏差，

ｌｉｂｒａｒｙ（“ＣｏｍｐａｒｅＴｅｓｔｓ”、

可能影响对检测方法的正确评价，而采用逆概率权

ａ．ｃｏｒｎ＜一ＣｏｍｐａｒｅＴｅｓｔｓ（ａ￥ｓｔｄｔｅｓｔ，ａ￥ｓａｍｐｌｅｄｔｅｓｔ，

重法校正后，灵敏度和特异度与真实值之前的偏差

ａＳｓｔｒａｔａ，ｇｏｌｄｓｔｄ＝“ｓａｍｐｌｅｄｔｅｓｔ”）

降低。本文还使用最大似然估计法校正实例数据中

根据计算结果可知校正后的灵敏度和特异度

存在的证实偏倚，校正后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分别为８２．２５％（９５％ＣＩ：６３．］．１～９２．６２）和８５．８０％

８０．１３％和８５．８０％，与逆概率权重法类似，与真实值

（９５％ＣＩ：８５．０９～８６．４７）。Ｒ给出经过校正后的列联

的偏差也低于传统计算方法。因此这两种方法均可

表见表４。

用于对证实偏倚进行校正，但由于最大似然估计法

表４经逆概率权重法校正后的列联表

在校正时未考虑抽样层的因素，故逆概率权重法更
适用于评价多种方法联合检测研究中的证实偏倚。

如本文实例中将逆概率权重法的分层变量仅按照
ＨＰＶ自检法的结果分层（即分为阳性和阴性两层，

不考虑ＶＩＡ的影响）重新计算，得到校正的灵敏度和
特异度分别为８０．１３％（９５％Ｃｌ：６３．７８～９０．２３）和
３．最大似然估计法：国内外学者对存在证实偏

８５．８０％（９５％ＣＩ：８５．０５～８６．５３），均与最大似然估计

倚条件下，采用最大似然估计对诊断试验准确性评

法计算结果相似。有研究表明，最大似然估计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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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法需要满足随机缺失机制，反之计算结果可能有
因此实际应用中需要选择合适的抽样层，且每层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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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９—２９）

（本文编辑：张林东）

·书讯·
《社会心理流行病学》现已出版
由山西医科大学曲成毅教授主编的《社会心理流行病学》一书已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发行。本书是我国首部关于社会
心理流行病学研究方法的专著，分上下两篇。上篇重点介绍基本原理和方法，包括人群调查研究设计（现场观察、现场调查、档
案研究、分析性研究、实验研究等）、问卷及量表的编制技术、心理现象的测量及生物学指标（分子生物学、电生理、代谢、内分泌
等）、资料分析方法（通径分析、潜变量交互作用分析、支持向量机模型分析等）；下篇介绍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心理流行病学研究
成果，包括突发事件与心理应激、认知障碍、抑郁、自杀、成瘾、暴力、性心理、职业压力等。力图以通俗简明的方式突出这一学
科领域思维和方法的特色，实际工作者带着这本书就能在现场开展有关社会心理流行病学领域的研究。本书的读者应当具有
基本流行病学理论知识，主要读者群是医学、心理学、社会学、人口学及其他相关学科教学、科研人员及基层实践人员，相关领
域的研究生和本科生会对本书更感兴趣。
本－Ｔ＇】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