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五讲  Meta分析中的异质性及偏倚分析

讲师：雷云宏



 目录

一. 异质性的含义及类型

二.异质性的识别

三.异质性的处理

四.偏倚的含义及类型

五.报告偏倚评价



一. 异质性的含义及类型

（一）异质性的定义

  
• 由于纳入同一个Meta分析的所有研究都存在差异，因此将Meta分析中不同研究间

的各种变异称之为异质性，即不相似性，在Meta分析中则指个研究间的不相似性。

Ø 广义：描述参与者、干预措施和一系列研究间测量结果的差异和多样性，或那些
研究的内在真实性的变异。

Ø 狭义：专指统计学异质性，用来描述一系列研究中心效应量的变异程度，也表明
除可预见的偶然机会外研究存在的差异性。



原因

01.研究对象不同所产生的异质性

不同研究的纳入和排除标准的差异、研究对象

所代表的群体差异、研究规模的大小、研究场

所不同以及对照个体的选择所造成的差异等都

有可能产生异质性

04.结局评估不同所产生的异质性

对干预结局的定义及结果的表达方式、测量方法的不同

可以导致各研究间结局评估的差异，从而造成异质性

02.研究设计不同所产生的异质性

研究是否遵循随机设计，研究过程中盲法的选择，样

本大小的设定，研究目标的不同可能导致数据收集的

倾向性而出现差异

03.干预措施不同所产生的的异质性

包括治疗剂量、药物剂型、给药途径、生产厂家、生产日期和

批号、辅助干预措施以及患者的依从性等都可能造成异质性

一. 异质性的含义及类型

（二）异质性的原因



异质性
分类

临床
异质性

方法学
异质性

一. 异质性的含义及类型

（三）异质性的分类

参与者不同、干预措施
的差异及研究终点指标
不同所导致的变异。

由于实验设计和质量方
面的差异引起的，如盲
法的应用和分配隐藏的
不用，或者由于实验过
程中对结局的定义和测
量方法的不一致而出现
的变异。

统计学
异质性

干预效果的评价在不同试验间的变异，也就是不同试验间被
估计的治疗效应的变异，以数据为基础，原理是各研究间可
信区间的重合程度越大，则他们的统计学同质性就越大。

三者独立存在，又相互关联



二.异质性的识别

（一）减少临床异质性和方法学异质性的措施

    Meta分析是要对同质性的研究进行合并，如果在临床和方法学上各研究不同质，就会造成合
并“苹果、橘子、柠檬”的错误，得到的结论也不可信。因此在做Meta分析时，首先要制定统一
的纳入和排除标准，只有具有相同的研究目的、高质量的研究才能纳入分析，考虑研究对象、处
理因素等的一致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确保纳入研究临床上的同质性，这也是合并各不同研究
的前提条件。

   为保障方法学上的同质性，还必须对将合并的研究进行严格的质量评价，包括随机方法、盲法
实施、随机方案隐藏、是否采用意向性治疗分析、是否具有基线相似性等。

只有在临床和方法学上都具有一定的同质性的基础上，方可进入研究间的统计学异质性检验和下一步合并。



（二）异质性检验方法

I²检验

检验方法

统计量法

图示法

H检验

Q检验

森林图

星状图（radial plot）

贝拉图（L’abbe plot）

加布尔雷斯图

概念：又叫统计量的齐性检验（一致性检验），目的是检查各个独立研究的结果是否具有可合并性。

二.异质性的识别



二.异质性的识别

（三）Q检验
该检验的无效假设为纳入各研究的效应量均相同。



二.异质性的识别

（三）Q检验



二.异质性的识别

（四）I2检验



二.异质性的识别

（五）H检验



二.异质性的识别



二.异质性的识别

（六）Galbraith图法

回归线



二.异质性的识别

（七）Labbe图

量大小

效应量



异质性
的处理

忽略异质性

解释异质性

合并异质性

检验异质性

亚组分析

Meta回归

敏感性分析

随机效应模型

固定效应模型

有异质性不合并

I²＜50%且P＞0.1

I²≥50%或P＜0.1

异质性过大

三.异质性的处理

（一）异质性处理方案



三.异质性的处理

（二）进行亚组分析



三.异质性的处理

（二）进行亚组分析



三.异质性的处理

（三）Meta回归



三.异质性的处理

（四）敏感性分析



三.异质性的处理

（四）敏感性分析方法



三.异质性的处理
（四）敏感性分析—剪补法



三.异质性的处理

（四）敏感性分析—失安全数法



三.异质性的处理

（四）敏感性分析—去除单项研究法



三.异质性的处理

（四）敏感性分析—选择模型分析法



三.异质性的处理

（四）敏感性分析—选择模型分析法



三.异质性的处理

（四）敏感性分析—选择模型分析法



三.异质性的处理

（四）敏感性分析—选择模型分析法

（四）敏感性分析—选择模型分析法



三.异质性的处理—小结
（五）异质性的处理
     Meta分析的核心计算

     将相同的多个硏究的统计量合并，只有同质的资料才能进行统计量的合并。

     1、进行亚组分析  根据导致异质性的主要矛盾，将纳入分析的所有硏究分为不同亚组，然  

后对各亚组结果进行分析、讨论，探讨有关因素对总效应值影响的有无及程度。

     2、进行敏感性分析  将严重影响异质性的异常项排除，然后重新进行Meta-分析，并将结果

与排除前进行比较，探讨该异常项对总效应的影响及程度。

     3、用随机效应模型估计合并效应量的分析  当异质性不明显时，采用随机效应模型估计合

并效应量，结果较可靠。

     4、采用Meta回归及混合效应模型进行效应量的分析  这样可有效控制混杂因素的影响，得

到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合并效应量。

     5、改变效应量二分类变量  结局指标效应量由绝对测量标度(如RR)变为相对测量标度(如OR)

连续型变量由加权均数差(WMD)变为标准均数差(SMD)。

     6、放弃Meta-分析  当资料异质性过大，则应放弃Meta-分析，改为对资料做描述性评价。



（六）流程图

三.异质性的处理—小结



四.偏倚的含义及类型

（一）偏倚的定义

    又称系统误差，研究的结果和推论偏离真实

值，或者是导致这种偏离的过程。

     是指在资料收集、分析、解释和发表时任

何可能导致结论系统地偏离真实结果的趋势。   

30



四.偏倚的含义及类型

（一）偏倚的定义

1. 对真实值进行测量时产生的片面或系统偏差；

2. 研究设计的缺陷；

3. 基于有缺陷资料或资料采集的解释或分析。

注意：

      对偏倚评估而产生偏见和主观昭示不能称为偏倚。



四.偏倚的含义及类型

（二）偏倚的类型



1、这个表的学名叫“Cochrane风险偏倚评估工具”，是Cochrane协作网编辑、统计学家、系统

评价员的共识，是评价随机对照研究（RCT)的首选方法。

2、RCT的质置评价置表有很多，但这些置表结构不同，繁简各异，没有共识，且Cochrane手册

认为“偏倚”更能反应一个RCT的质置，所以，“手册”不推荐任何量表，而推荐使用这个

“Cochrane风险偏倚评估工具”。

偏倚项目 你的判断 判断依据

五.报告偏倚评价
（一）Cochrane偏倚评价



在Cochrane系统完成文献偏倚评价只需要两步。

第1步：评价每个项目的偏倚风险程度：包括“低风险”、“未知风险”和“高风险”。

第2步：写上判断依据

   (如果不发表Cochrane系统评价，这里可以不用填写。但是对于判断为

“Unclear risk"的项目，后面需要至少填写一个字符，否则制图的时候会出现空

白项）。

五.报告偏倚评价

（一）Cochrane偏倚评价



五.报告偏倚评价

（一）Cochrane偏倚评价

有两个问题：

1、 这些偏倚都是什么意思？ ？

2、评价高风险、低风险和Unclear风险的标准是什么？



五.报告偏倚评价

（一）Cochrane偏倚评价
1. Random sequence generation (selection bias)

2. 随机序列产生（选择偏倚）

3. Allocation concealment (selection bias)

4. 分配隐藏（选择偏倚）

5. Blinding of participants and personnel (performance bias)

6. 对研究者和受试者施盲（实施偏倚）

7. Blinding of outcome assessment (detection bias)

8. 研究结局盲法评价（测置偏倚）

9. Incomplete outcome data (attrition bias)

10.结局数据的完整性（随访偏倚）

11. Selective reporting (reporting bias)

12.选择性报告研究结果（报告偏倚）

13. Other bias

14.其他来源（其他偏倚)



五.报告偏倚评价

（一）Cochrane偏倚评价

初次接触，看不懂很正常

其实也很简单，我们来解读一下

从RCT的简单流程开始......



五.报告偏倚评价

（一）Cochrane偏倚评价—RCT流程



1、选择偏倚--随机序列产生

评价随机分配序列的产生方法，保证组间均衡可比。

五.报告偏倚评价

（一）Cochrane偏倚评价



五.报告偏倚评价

（一）Cochrane偏倚评价

1、选择偏倚--分配隐藏

评价随机分配序列的隐藏方法，干预措施的分配是否被预知。



五.报告偏倚评价

（一）Cochrane偏倚评价

2、实施偏倚--对研究者和受试者施盲

评价对研究者和受试者实施盲法的方法。



五.报告偏倚评价

（一）Cochrane偏倚评价

3、随访偏倚--结局数据的完整性

评价是否明确报道了失访与退出的人数、原因和处理方法。



五.报告偏倚评价
（一）Cochrane偏倚评价

4、测量偏倚--研究结局盲法评价

是否描述了对评价者实施盲法的方法（之前的“实施偏倚”的盲法是针对研究者和受

试者，这里是针对结局的评价者）。



五.报告偏倚评价

（一）Cochrane偏倚评价

5、报告偏倚--选择性报告研究结果

是否完整报道了预先设定的所有结果。



五.报告偏倚评价

（一）Cochrane偏倚评价

Cochrane偏倚风险评价表格覆盖了RCT研究的每一个关键步驟：

受试者随机分组、隐藏好分组方法、治疗期间对治疗者和患者使用盲法、随访期间记彔失访和

处理失访、结果测置期间对测置者使用盲法、报道期间完整报道数据。

从研究的瑕疵入手，评价这个研究的质量。



五.报告偏倚评价

（一）Cochrane偏倚评价



五.报告偏倚评价

（一）Cochrane偏倚评价



五.报告偏倚评价

（一）Cochrane偏倚评价



五.报告偏倚评价

（一）Cochrane偏倚评价



五.报告偏倚评价

（一）Cochrane偏倚评价



五.报告偏倚评价

（一）Cochrane偏倚评价



五.报告偏倚评价

（一）Cochrane偏倚评价



五.报告偏倚评价

（一）Cochrane偏倚评价



五.报告偏倚评价

（一）Cochrane偏倚评价



五.报告偏倚评价

（一）Cochrane偏倚评价



五.报告偏倚评价

（二）发表偏倚



五.报告偏倚评价

（一）发表偏倚



五.报告偏倚评价

（一）发表偏倚



五.报告偏倚评价

（一）发表偏倚

   1、漏斗图（Funnel Plot）

①

②



五.报告偏倚评价

（一）发表偏倚

   1、漏斗图（Funnel Plot）



五.报告偏倚评价

（一）发表偏倚

    1、漏斗图（Funnel Plot）



五.报告偏倚评价

（一）发表偏倚

    2、Egger线性回归

    一种倒漏斗图的检验方法。采用线性回归，根据比值比的自然对数值来测量倒漏斗图的

对称性。具体方法为用标准正太离差（standard normal deviate,SND）对效应估计值的精准

度（标准误的倒数）做回归分析。

    其截距α代表不对称的程度，它偏离0越大，其不对称的程度就越明显。



五.报告偏倚评价

（一）发表偏倚

   2、Egger线性回归

回归分析的截距
（α）

P值 95%的置信区间

斜率0.1035578，其95%的置信区
间为0.0341452和0.1729704



五.报告偏倚评价

（一）发表偏倚

   2、Egger线性回归



五.报告偏倚评价

（一）发表偏倚

   3、Begg秩相关法

   同样源于对漏斗图的视觉评估。

   

   第一步：通过减去权重平均值并除以标准误将效

应量标准化；

   第二步：通过校正秩相关分析，来检验效应量的

大小是否与其标准误差存在相关性。

   当纳入研究的数量较少时，改法效力相对较低。

Pr＞Z

＝

＝0.951



五.报告偏倚评价

（一）发表偏倚

   4、剪补法

     



五.报告偏倚评价

（一）发表偏倚

    5、失安全系数

     



五.报告偏倚评价

（一）发表偏倚

   6、敏感性分析

     



五.报告偏倚评价

（一）发表偏倚

     
7、Macaskill’s检验

   针对Egger的线性回归其标准差的估计存在抽样误差这一局限而提出

8、Richy法

   针对前面几种方法容易受极端值影响而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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