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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组织的形态计量研究中应特别注意的两个问题：参照空间的“陷阱”和样本含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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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体视学的发展和推广，随着对形态计量的重要性的认识，应用体视学方法的形态
计量研究逐渐增多。但是，其中相当部分的研究设计不完善，结果的分析不严谨，因而结
论站不住脚，尽管不少的研究已发表在国际、国内的正式杂志上。之所以如此，常常是因
为对体视学的理解不够，忽视了一些简单但重要的问题。本文探讨两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参照空间的“陷阱”和样本含量问题，以提醒同行重视，提高计量研究的质量和价值。
一、参照空间的“陷阱”
1、问题的提出

试看以下三个有问题的例子：

例 1：某种实验条件下，主动脉壁横断面上中膜内平滑肌细胞核的面积分数和轮廓密
度（即单位面积中膜内平滑肌细胞核的面积和数目），显著高于对照组，这提示中膜内平
滑肌细胞（核）有增生。
例 2：某种实验条件下，肾脏肾小球内毛细血管的长度密度和体积分数（即单位体积
肾小球内毛细血管的长度和体积）无显著变化，这提示肾小球内毛细血管的长度和体积无
显著增减。
例 3：大鼠胰腺胰岛 B 细胞内的分泌颗粒的体积分数和数目密度（即单位体积 B 细胞
内分泌颗粒的体积和数目）
，在白昼逐渐增高，黑夜中逐渐降低，这表明 B 细胞的分泌颗
粒主要在白昼合成，而在黑夜逐渐排放。
以上三个例子可如下一般化：
某种组织结构（参照空间）内所测结构的密度值（如体积分数、表面积密度、长度密
度、积分平均曲率密度、数目密度等）的升降，就意味着该种组织结构内所测结构的绝对
值（即总体积、总表面积等）的升降。
问题是：上述结论合适吗？答案很明显：不能如上作结论！也许绝对值实际上无升降，
也许绝对值的升降幅度实际上更大。由于不知道参照空间的体积，得不到绝对值，就不能
作结论。这就是参照空间的“陷阱”。试看以下三个例子：
例 4：小鼠小肠上、下段的绒毛的表面积密度（绒毛表面积/肠壁体积）无显著性差异，
但这并不说明小肠上、下段的绒毛同样丰富。事实上，上段小肠壁显著厚于下段，上段小
肠绒毛的表面积与浆膜面的表面积之比（相当于二者的表面积密度之比）显著高于下段，
这说明上段小肠的绒毛更丰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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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5：生精小管内精原细胞核的数目密度，在 15 天龄的大鼠达高峰，70 天龄时下降
了十倍，但这并不能说明生精小管内精原细胞核的多少。事实上，不同龄大鼠睾丸内生精
小管的总体积不同；每个睾丸内精原细胞核的数目，在 15 至 30 天龄之间逐渐略有增加，
以后在 30 至 70 天龄之间无显著变化[2]。
例 6：苯巴比妥对大鼠肝细胞质内的内质网的体积分数和表面积密度无显著影响，但
这并不说明内质网的多少无显著变化。事实上，苯巴比妥使肝细胞质的总体积显著增加，
因而细胞质内的内质网（的体积和表面积）亦显著增加[3]。
2、问题的解决 办法很简单：测量或估计参照空间的体积，将之与密度值相乘，获
得绝对值。例 4、5、6 就这样做了。例 1、2、3 的问题可如下解决：
例 1：估计主动脉壁横断面上中膜的总面积，从而得中膜内细胞核轮廓的总面积和总
数目，这较有比较价值。
例 2：估计肾小球的平均体积，从而得每个肾小球内毛细血管的平均总长和总体积。
或者，估计肾小球轮廓的平均面积，从而估计每个肾小球轮廓内毛细血管断面的平均总数
目和总面积。最好的办法是：估计整个肾脏内肾小球的总体积，由此得整个肾脏内肾小球
毛细血管的总长和总体积。肾小球的总体积，可根据肾脏的体积和肾脏内肾小球的体积分
数估计（二者相乘即得）
。
例 3：估计 B 细胞的平均体积，从而得每个 B 细胞内分泌颗粒的平均总体积和总数目。
或者，估计 B 细胞轮廓的平均面积，从而估计每个 B 细胞轮廓内分泌颗粒断面的平均总
面积和总数目。最好的办法是：估计整个胰腺内胰岛 B 细胞的总体积，从而估计出整个胰
腺内胰岛 B 细胞的分泌颗粒的总体积和总数目。胰腺内胰岛 B 细胞的总体积，可根据胰
腺的体积、胰腺内胰岛的体积分数和胰岛内 B 细胞的体积分数估计（三者相乘即得）
。
为获得参照空间的体积，时常需进行阶段抽样估计。电镜下的计量研究，一般需先进
行光镜下的计量研究，见上述例 3 的解决办法。忽视光镜，一步“跳”到电镜，就很可能“跳”
进参照空间的“陷阱”。
有时，参照空间的体积难以获得，如皮肤、神经、脊髓、脊髓灰质内Ⅱ板层等。有时，
参照空间的体积无法知道，如病理检查中利用活检组织块的研究。有时，所测组织结构无
明确的界限，如大脑皮质的分区，因此无法定义一个明确的参照空间。总而言之，若参照
空间体积未知，人们就无法从密度值估计绝对值。密度值常无多大的实质性比较价值，估
计密度值常是为了进一步估计绝对值。不过，人们可选择其它参照系或其它参数，使研究
仍有比较价值。例如，上述例 1 的解决办法和例 4 就是这样的。又如，相同部位的神经的
横断面可当作参考系，组织内的某些粒子的平均体积甚至平均轮廓面积亦可用作参照系
（见上述例 2、3 的解决办法）
。为反映上皮细胞微绒毛的丰富程度，可选择微绒毛的表面
积与其“基底面”（即假想的各微绒毛基底部的连接面，其在切片上的迹线即微绒毛底端的
人为连接线）的面积之比这个参数，比较例 4。或者，选择不必知道参照空间的体积的参
数，如粒子的平均体积，薄膜的平均厚度，结构的表面积体积比，平均曲率等。或者，选

论文“杨正伟. 生物组织的形态计量研究中应特别注意的两个问题. 川北医学院学报 1992; 7(3): 73-6.”的 PDF 稿.

3

择不必知道参照空间的体积的体视学方法，如分合法[4]。当然，不知道参照空间的体积，
并不意味着就不能估计密度值。有时，尤其是活检材料的病理检查时，密度值仍有一定的
甚至满意的价值。例如，血管的长度密度就可定义为组织内的血管密度，反映组织的血供
情况。不过，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若能获得参照空间的体积和绝对估计值，则研究更全面，
更有意义；参照空间的大小本身也是一个基本的形态计量特征。
二、样本含量问题
假设一项研究中设立了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取 5 个器官（动物）
，每个器官切 5 张切
片，每张切片摄 4 张显微照片。为统计结果并进行 t 检验，一种不少见的做法是：从每张
照片得一个估计值，从每组的 100 张照片得一个平均值和标准差（样本含量为 100）
，由此
进行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的统计检验。
问题是：上述做法合适吗？试看下面的一个例子：
例 7：著者在定量研究点的空间分布中有这样一个内容：利用 4 个成年男性小脑，从每
个小脑随机获取若干切片和视野，借助描绘目镜描绘出蒲肯野细胞层的迹线及蒲肯野细胞
胞体的轮廓，测量各轮廓中心点至其两端的最近的一个轮廓中心点之间的迹线长度（即最
小邻距）
。结果：从 4 个小脑共测量 247 个最小邻距，其平均为 105 ± 70 微米（平均 ± 标
准差，以下同）
；从 4 个小脑共测量 50 个视野，各视野的平均最小邻距的平均为 117 ± 50；
从各个小脑所测的最小邻距的平均分别为 134 ± 88、111 ± 69、83 ± 56、94 ± 59，这 4 个均
值的平均（即 4 个小脑之间的平均）为 106 ± 22。
这是一个简单的统计学问题，问题的答案很明确：上述做法不合适。正确的做法是，
从各个器官的 20 张照片得相应的一个估计值，从每个组的 5 个器官得一个平均值和标准差
（样本含量为 5），由此进行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的统计检验。例 7 中后一种统计结果的方
法就是这样的。这样处理的理由如下：
① 把 100 当作样本含量，相当于把每组的那 5 个器官（或其所有可能获取的无穷多张
照片）当成总体，因此样本均值只是那 5 个器官的真值的估计，其统计检验只能说明实验
组的那几个器官与对照组的那几个器官之间有无显著性差异。这种结果无实质性的意义，
因为人们通过实验研究想说明的是：实验条件对那一类器官（动物）有无显著影响，而不
仅仅针对所研究的几个器官，从而为那一研究领域提供参考资料。换句话讲，人们不是为
了研究那几个器官而研究那几个器官，不是为研究样本而研究样本。
② 研究所要显示的，是某种实验条件对各器官（整体）有无影响，从而推论对那一类
器官（动物）有无影响，而不是看对切片（局部）有无影响。若的确要观察对器官的不同
部位有无影响，则需采用分层抽样，把各个部位当作亚整体来研究。切片仅是器官的样本，
器官才是所研究的那一类器官（动物）的样本。如各个器官的照片数不同，或照片（参照
系）的大小不同，或各照片内测量长度值的数目不同，则所有照片的（平均）估计值的平
均，不等于各器官估计值之间的平均，见例 7。事实上，从每张照片得一个估计值也是不
合适的，从一个器官的所有照片，才能得到该器官的一个估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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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把所有照片当作一个样本，把各照片当作样本的元素，使样本含量变大，人为降低
误差（标准误）
，从而会使统计检验得出有显著性差异的结论的机会偏大，即得出错误统计
结论的机会增加。
受社会经济现象的统计的影响，人们常常希望利用大样本进行估计，但生物组织器官
的形态计量研究，不像测量身高那样简便、迅速。通常情况下，人们只抽选 5~10 个器官（动
物）为一组进行形态计量研究。多数情况下，这应当是足够的了，但应注意动物品系、性
别、年龄、体重甚至获取样本的时间的选择。理论上讲，样本含量是否足够，取决于总体
的变异情况以及人们所希望获得的精确度。简而言之，误差系数（标准误/均值）不大于 5%
的估计几乎可总被认为是足够精确、满意的；有时，误差系数稍大于 5％也是可以接受的。
同样条件下的同种组织结构的变异，常常不是很大，这应当归功于基因的调节。若事先不
知道动物间的变异情况，不妨先选用 5 个动物为一组，理由之一是：如所有 5 个动物中都
发现某种参数增大或变小，那么这种发现不符合事实的机会可能仅为 (1/2)5 < 5%，因此实
验仍可得出该发现的结论[5]。倘若待测总体的某一参数的变异很大，与其大大增加样本含
量以得到满意的精确度，也许倒不如另选一个变异较小的参数或者对个体重新分组。参数
变异很大本身就说明这个参数不能很好地反映总体的平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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