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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纲



如何理解缺失

有缺失才正常。

一项临床研究，尤其是样本量较大且涉
及随访的研究，如果所有变量都不缺失，
审稿人可能会怀疑数据造假。



常见误区与解决方案

常见误区
有数据缺失的研究对象都被研究者删除了。被质疑数据造假。

解决方案
需要学习如何采用合理的方法处理缺失数据。
纳排标准制定、统计分析（处理缺失值）、研究设计（防止偏性）三个环节。

Ø 暴露因素（X）缺失，通常排除。
Ø 结局指标（Y）缺失，通常排除。有的研究不排除，分析偏性对结果的影响，见

后文实例。
Ø 混杂因素（Z）缺失，不要剔除。需要描述缺失情况并且处理缺失值。回归方程

调整混杂时，要求在每个变量都不缺失的研究对象中运行。



处理缺失值的统计方法

1. 增加哑变量：分类变量

研究服药和骨折的关系，BMI是混杂因素需要
调整，从表1看出BMI缺失占1/3左右（not 
recorded：病例组29.6%，对照组27.1%）。

处理缺失的方法：把缺失BMI的做为一组进入
回归方程。即分成五组：<20、≥20且<25、
≥25且<30、≥30、缺失。

Erviti, J., et al., Oral bisphosphonates are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risk of subtrochanteric and diaphyseal fractures in elderly 
women: a nested case-control study. BMJ Open, 2013.



处理缺失值的统计方法

2. 增加哑变量：连续变量

例如体质指数（BMI）缺失，可创建两个指标：

（1）二分类变量G：G=1表示BMI缺失，G=0表示BMI不缺失
（2）原始连续变量BMI中缺失的用0填补：BMInew

基本原理  回归分析时这两个指标需要同时在方程里：  Y=b1*BMInew+b2*G

Ø 当BMI缺失时，BMInew=0、G=1，因此Y=b2
Ø 当BMI不缺失时，BMInew=BMI原始测量值、G=0，因此Y=b1*BMI

BMI缺失的研究对象对Y的作用体现在b2上；BMI不缺失的研究对象对Y的作用体现在b1上。



处理缺失值的统计方法

2. 增加哑变量：连续变量

优势
(1) 不损失样本量；
(2) 考虑到了BMI缺失对结果的影响，因为BMI缺失的研究对象对Y的作用体现在b2上；
(3) 数据分析用的是原始的真实数据，没有用插补等模拟的“假”数据。

统计分析撰写参考
Dummy variables were used to indicate missing covariate values.

Association Between Rotating Night Shift Work and Risk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mong Women. JAMA, 2016. 



如何理解缺失处理

粗略
连续变量缺失：用中位数、均数填补
分类变量缺失：用一个新分类填补

精细
连续变量与分类变量缺失：考虑到其他
指标的关系后填补



处理缺失值的统计方法

3. 多重插补（MI，Multiple imputation）

例1. 统计学方法部分：教育、BMI和体力活动的变量有缺失，我们采用多重插补（基于SAS
的链式方程）生成了5套数据，对数据缺失进行处理。

2017年发表在Ann Intern Med（SCI影响因子17.1分）的喝咖啡与低死亡风险的研究。Association of Coffee Consumption With 
Total and Cause-Specific Mortality Among Nonwhite Populations.



处理缺失值的统计方法

3. 多重插补（MI，Multiple imputation）

例2. 统计学方法部分：为避免直接排除缺失值带来的统计检验效能减少和偏性，使用多重
插补来估算缺失值。

2015年发表在Lancet Diabetes Endocrinol（SCI影响因子25.3分）的高血糖与不良围产期结局的研究。Association between 
hyperglycaemia and adverse perinatal outcomes in south Asian and white British women: analysis of data from the Born in 
Bradford cohort. 



处理缺失值的统计方法

3. 多重插补（MI，Multiple imputation）
例3. 缺失数据的多重插补写在统计分析的敏感性分析部分。并在结果中呼应：考虑到
缺失数据的处理后，结果一致。

2018年发表在NEJM的早期宫颈癌微创根治性子宫切除术后的存活率的研究. Melamed, A., et al., Survival after Minimally 
Invasive Radical Hysterectomy for Early-Stage Cervical Cancer.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018.



正文中放哪套结果？

原始数据是真的，插补后的是假的。

如果真的和假的核心结果一致，正文放真的，附表放假的。或者同时呈现在正文。

注意一定要在正文呈现原始数据，否则可能被审稿人认为作者挑选数据。



支持证据放附表

Farrar, D., 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hyperglycaemia and adverse perinatal outcomes in south Asian  and white British 
women: analysis of data from the Born in Bradford cohort. Lancet Diabetes Endocrinol, 2015. 3(10): p. 795-804.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原始数据和插补
后的数据变量分布情况基本一致。

这个表不是文章的主要结果，所以
没有放在正文中，放在附表中做为
支持证据呈现。



深入分析：偏性
需要考虑Z缺失是否影响核心结果，使结果偏向阳性还是阴性。
如研究服药和骨折的关系，BMI缺失。假如缺失BMI的是偏向于服药但没有骨折的人，除掉了
这些人会使结果偏向于：服药的人发生骨折发生率高。

Erviti, J., et al., Oral bisphosphonates are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risk of subtrochanteric and diaphyseal fractures in elderly 
women: a nested case-control study. BMJ Open, 2013.

解决方案：按BMI是否缺失分成两个组，看其他变量的分布，
发现BMI缺失的73个人年龄偏大，服药的比例小（8.2%）并且
骨折的比例稍大（17.8%）。因此判断缺失的人中服药带来的
骨折风险较小。

Ø 如果把缺失的人加上会导致结果偏向阴性：即服药的人不
容易发生骨折。

Ø 然而目前文章结果是阳性的，表明如果BMI缺失的人排除，
本研究的阳性发现作用更强。因此BMI缺失的问题，不会改
变本研究核心结果。



小结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