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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样本量估计及其在ｎＱｕｅｒｙ和ＳＡＳ软件上的实现

——均数比较（五）
吕

Ｉ．２．１ ８

朵‘段重阳。陈平雁弛

２×２交叉设计

方法：Ｓｅｎｎ（２００２）…’给出的２×２交叉设计的样
本量估计方法是建直在自Ｉ：｝Ｉ度为２（ｎ一１），非中心参数

为石ｆ型！二等１的非ｑ，心ｆ分巾上，其榆验敛能的计算
、Ｏ＂ｄ＋ｖ‘／

公式为：

卜纠～Ｐｒｏｂｔ卜。一ｚ…叭扛（麓”
式中，ｐ，，／ｚｚ分别为两阶段均数，矿。：挈．ＭＳＥ是
（１—１５）

围１—３５

ｎＱｕｅｒｙ Ａｄｖｉｓｏｒ ７ ０关十例ｌ—１４样本量ｆＪＪ计的

参数设置与计算结果
ＰＲＯＣ ＩＭＬ：
ｓｔａｒｔ

ＭＴＰ４（ａ．ｓ，ｍｅａｎｌ，ｍｅａｎ２．ｃａ，ｐｏｗｅｒ）；

√Ｚ

ｅｒｒｏｒ＝０；

方差分析的均方差。

ｉｆ（ａ＞１

在汁算样水量时，一般先设定样本量初始值，然后
迭代样本最直到所得的榆验效能满足条件为止。此时
的样本晕，即研究所需的样本量。
【例１—１４】某临床试验欲评价某款血液灌流器埘
终末期肾病患者的临床疗效，采用基础干预作为对照，
以＆．ＭＧ Ｆ降率为主要评价指标。依据预试验结果，

试验组的卢：－ＭＧ下降率为３０％±１５％（Ｘ±Ｓ），试验组
的卢：－ＭＧ下降率与对照组之差的总体均数为２０％，二
阶段交叉设计方差分析的标准误为１０％．相应地阶段
之间差值的总体均数为Ｏ％，标准差为１４ １４２％。试
估计检验效能为９５％时的样本晕。
ｎＱｕｅｒｙ Ａｄｖｉｓｏｒ ７ ０实现：

设定检验水准ａ：０ ０５，双侧检验，即ｊ：２；检验
效能取１一卢＝９５％。由题意知，Ｈ＝０ ３，ｍ＝０．Ｉ，旷
＝０ １５。

ａ＜０）ｔｈｅｎ ｄｏ；ｅｒｒｏｒ＝ｌ；ｐｒｉｎｔ“ｅｌｉｏｔ”

“Ｔｅｓ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ｌｅｖｅｌ ｍｕｓｔ ｂｅ ｉｎ ０－１”；ｅｎｄ；

ｉｆ（ｒ＝ｌ＆ｓ４＝２）ｔｈｅｎ ｄｏ；ｅｒｒｏｒ＝１；ｐｒｉｎｔ“ｏｒｒｏｒ”
“ｓ＝ｌ

ｏｒ

２”：ｅｎｄ：

ｉｆ（ｃａ（＝０）ｔｈｅｎ ｄｏ；ｅｒｒｏｒ＝ｌ；ｐｒｉｎｔ“ｅｎ＇ｏｌ－”
“Ｃｒｏｓｓｏｖｅｒ ＡＮＯＶＡ ｓｑｒｔ（ＭＳＥ）ｍｕｓｔ ｂｅ＞０”；ｅｎｄ；

ｊｆ（ｐｏｗｅｒ＞１００

ｐｏｗｅｒ＜１）ｔｈｅｎ ｄｏ；ｅｒｒｏｒ＝ｌ；

ｐｒｉｎｔ“ｅｒｒｏｒ…‘Ｐｏｗｅｒ（％）ｍｕｓｔ ｂｅ

ｉｎ Ｉ一１００”；ｅｎｄ；

ｉｆ（ｅｒｒｏｒ＝１）ｔｈｅｎ ｓｔｏｐ；
ｉｆ（ｅｒｒｏｒ＝０）ｔｈｅｎ ｄｏ；ｓｄ＝ｓｑｒｔ（２）＃ｃａ；
ｅｓ＝２｝ａｂｓ（ｍｅａｎｌ—ｍｅａｒｔ２）／ｓｄ；ｎ＝２；
ｄｏ

ｕｎｔｉｌ（ｐｗ＞＝ｐｏｗｅｒ／１００）；

ｎｅｐ＝ｓｑｒｔ（ｎ）＃ｅＪｓｑｒｔ（２）；ｄｆ＝２＃（ｎ－１）；
ｔ＝ｔｉｎｙ（１－ａ／ｓ，ｄｆ）；ｐｗ＝】一ｐｒｏｂｔ（ｔ，ｄｆ．ｎｃｐ）；
ｎ＝ｎ＋０ ０１；ｅｎｄ；

ｎ＝ｃｅｉｌ（ｎ４）０】）；

在ｎＱｕｅｒｙ

７．０主菜单选择：

Ａｄｖｉｓｏｒ

Ｇｏａｌ：Ｍａｋ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０ Ｍｅａｎ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Ｇｒｏｕｐｓ：ｏ Ｔｗｏ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ｏ Ｔｅｓｔ

方法框中选择：２×２

Ｃｒｏｓｓｏｖｅｒ Ｄｅｓｉｇｎ。

在弹出的样本量计算窗［１将各参数键人，如图１
—３５所示，结果为ｎ＝５。
ＳＡＳ ９

ｌ

２软件实现：

ｐｒｉｎｔ

ａ［１ａｂｅｌ＝“Ｔｅｓｔ

ｓｆｌ曲ｅｌ－“１

ｏｒ

２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ｌｅｖｅｌ”］

ｓｉｄｅｄ ｔｅｓｔ”１

ｍｅａｎｌ『ｌａｂｅｌ＝“ＰＩａｃｅｂｏ ｍｅａｎ”１

ｍｅａｎ２［１ａｂｅｌ＝“Ｎｅｗ
ｃａ［１ａｂｅｌ＝“Ｃｒｏｓｓｏｖｅｒ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ｍｅａｎ”］

ＡＮＯＶＡ

ｓｑｒｔ（ＭＳＥ）”］

ｓｄ ｒ ｌａｂｅ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ｏｗｅｒ［１ａｂｅｌ＝“Ｐｏｗｅｒ（％）”］

ｎ［１ａｂｅｌ＝…ｎ’］；ｅｎｄ；
ｆｉｎｉｓｈ ＭＴＴ４；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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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南疗医科人０。公扯Ｈ七‘ｏ热带联。。＃＋学院生物境ｉｌ学乐
△通ｌ＾作扦晒、’ｒ雕

万方数据

ｒＬ！ｎ

Ｍ１１４（０．０５，２，０ ３，０ １．０ １０６，９５）；ｑｕｉｔ；

ＳＡＳ运｝ｔ结果：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ｅ—ａｌｔｈ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Ｊｕｎ ２０１２，Ｖ０１．２９，Ｎｏ．３

Ⅲ

Ｉｍｔ

Ｓｉｐｉｆｉｃｋｌｅ

ｗ

ＩＲｅｌ

２ ｓｉｄｈｌ
ｔ薯ｔ

ｈ ｔＳｅｒｗ

Ｐｌｌｅ●ｅ

２

口３

图ｔ一拍ｓＡｓ，２天。ｒ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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叭一

０ｆ

１４仟牟酤佰”州雪烈啦牡与胡弹绪求

１．２．２等效性检验

ｉｆ（ａ＞１

１

ａ＜０）ｔｈｅｎ ｄｏ；ｅｒｒｏｒ＝１；ｐｒｉｎｔ“ｅｒｒｏｒ”

“Ｔｅｓ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ｌｅｖｅｌ ｍｕｓｔ ｂｅ ｉｎ ０－ｌ”；ｅｎｄ；

两均数比较的等效性检验

１．２．２．１

［１ｌ¨ｌｒ

ＩＪｎ－■

方法：Ｄｉｘｏｎ和Ｍａｓｓｅｙ（１９８３）１”等给ｊ｝ｊ两均数
比较的等效性榆验的样本量估计是建立在自ｒ｜；１度为２
（月一１），非ｒＩ－心参数为厶Ｉ△，一△。Ｉ／（在ｔＴ）的非中心ｔ
分布Ｊ：，其检验效能的计算公式为：
Ｉ一口＝１一Ｐｒｏｂｔ（ｔｌ－．，２１。ｌ，．２（ｎ—Ｉ），

，／ｎｌＡ；一△。Ｉ／（，／２０－））

（１—１６）

式中，△，代表期望的差值，△。代表等效的界值；盯为总
体标准差。

国Ｉ一３７

在计算样本量时，一般先设定样本量考ｕ始值，然后
迭代样本量直到所得的检验敛能满足条件为止。此时
的样本量，即研究所需的样本量。

Ａｄｖｉｓｏｒ ７

ｎＱｕｅｒｙ

０咒于例Ｉ一１５样奉量

｛＾计的参数设班与引算结果

ｌｆ（ｓｄ＜０）ｔｈｅｎ

ｄｏ；ｅｌＴｆＯｒ＝ｌ；ｐｒｉｎｔ“ｅ丌ｏｒ＂“ｓｔａｎｄ－

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ｍｕｓｔ ｂｅ＞＝０”：ｅｎｄ：

【例１—１５】某临床试验欲验证一种降血压的仿制
药不劣于其原研药。摒以往研究数据，原研药在为期

ｉｆ（ｐｏｗｅｒ＞１００ １ ｐｏｗｅｒ＜１）ｔｈｅｎ ｄｏ：ｅｌＴｏｒ＝１：
ｐｒｉｎｔ”ｅ丌ｏｒ”“Ｐｏｗｅｒ（％）ｍｕｓｔ ｂｅ ｉｎ ｌ—Ｊ００”；ｅｎｄ：

四周的治疗后平均降低舒张压１２ｍｍＨｇ，相应标准差

讦（ｅｒｒｏｒ＝１）ｔｈｅｎ ｓｔｏｐ；

为６ｍｍＨｇ。临床认可的非劣界值为Ｉ．５ｍｍｌ－ｌｇ，若预

ｉｆ（ｅｎｏｒ＝０）ｔｈｅｎ

期试验药的降压效果与原研药一样为１２ｍｍＨｇ，试估

ｅｓ＝ａｂｓ（ｅｄ－ｅｌｄ）／ｓｄ；ｎ＝２；

计检验效能为８０％的样本量。

ｄｏ ｕｎｔｉｌ（ｐｗ＞＝ｐｏｗｅｒ／１００）；

ｎＱｕｅｒｙ Ａｄｖｉｓｏｒ

７．０实现：

ｎｃｐ＝ｓｑｒｔ（ｎ）＃ｅｓ／ｓｑｒｔ（２）；ｄｆ＝２＃（ｎ－Ｉ）ｔ

设定检验水准ｄ＝ａ（１９＿５，双单侧检验，检验效能取１１Ｂ

＝８０％。由Ｌ述摹础数据ｎｆ知，４㈡１
在ｎＱｕｅｒｙ

Ａｄｖｉｓｏｒ

５，△．＝０，矿＝６。

７．０主菜单选择：

ｔ＝ｔｉｎｙ（１－ａ，ｄｆ）；ｐｗ＝ｌ－ｐｒｏｂｔ（ｔ．ｄｆ．ｎｃｐ）；
ｎ＝ｎ＋０

０１：ｅｎｄ：

ｎ＝ｃｅｉｌ（ｎ－０ ０１）；

Ｇｏａｌ：Ｍａｋ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０ Ｍｅａｎｓ

ｐｒｉｎｔ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Ｇｒｏｕｐｓ：ｏ Ｔｗｏ

ｅｌｄ［１ａｂｅｌ＝“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０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

方法框中选择：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ｗｏ ｍｅａｎｓ。

在弹¨｛的样本量计算窗几将各参数键人，如图１
—３７所示．结果为ｎ＝２５３。
ＳＡＳ ９

２软件实现：

ａ［１ａｂｅｌ＝“Ｔｅｓｔ

ｌｅｖｅ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ｄ『ｌａｂｅｌ＝“Ｃｏｍｍ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ｎ［１ａｂｅｌ＝“ｎ

ｐｅｒ

ｇｒｏｕｐ”ｊ；ｅｎｄ；

ｆｉｎｉｓｈ ＭＴＥ０；
ｒｕｎ

ＳＡＳ运行结果：

ＭＴＥ０（０．０２５，一ｌ

５，０，６，８０）；ｑｕｉｔ；

而；嚅季赢焉恿『＝＝ｉ＝了ｉ燕磊：：■＝＝

２．２．２两组设计的双单侧等效性检验

方法：根据Ｓｃｈｕｉｒｍａｎｎ…、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Ｏｗｅｎ…的
方法，双单侧等效性验ｌｉｆ！中使用劣侧和优侧２个界值，

万方数据

ｌｉｍｉｔ

ｐｏｗｅｒ［１ａｂｅｌ＝“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ｒｔ

ＭＴＥＯ（ａ．ｅｌｄ，ｅｄ，ｓｄ．ｐｏｗｅｒ）；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ｅｄ［１ａｂｅｌ＝“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ＲＯＣ １ＭＬ；

ｅｌｒｏｒ＝０；

１

ｄｏ：

检验效能及样本量估汁是建立在非中心参数为ｆ，和
ｑ的１仁中心ｒ分币ｊ Ｌ，其检验效能的计算公式为：
Ｉ一口＝１一Ｐｒｏｂｔ（ｔＩ。“。ｌｊ，２（ｎ一１），ｆ２）一Ｐｒｏｂｔ

４５３

一”幽Ｉ址垃”型王立！』噬２９堑韭！删
（１—１７）

（ｔ．ａ．２１。…２（，ｉ一１），Ｔ１）

ｐｒｏｃ ＩＭＬ：

Ａ中．ｒ．干¨ｒ：为㈦ｈＬ、参数

ｓｔａｒｔ

ＰＪ——＝＝—；
Ｉ（“ｆ—Ａｔ‘）一４

Ｊ√，ｌ

Ｊ

ｉｆ（ａ＞１

√２矿一

Ｔ，一Ｉ（Ａｔ，－Ａｔ，一）－—ａｃ—ｌ

（１一ｌ ８）

ｉｆ（ｓｄ＜（Ｊ）ｔｈｅｎ ｄｏ；ｅｌＴｏｒ＝１；ｐｒｉｎｔ“ｅｒｒｏｒ”“ｓｍｎｄ—
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ｍｕｓｔ ｂｅ＞：０”：ｅｎｄ：

式ｌＩ ｒ，肛，为榆验卦ｌ均值，№为标ＨＩ：绑均值；ｄ．为１：界．
△。为上界，

ｉｆ（Ｌｅｌｄ＞Ｕｅｌｄ）ｔｈｅｎ ｄｏ；ｅｒｒｏｒ：１；ｐｒｉｎｔ“ｅｒｒｏｒ”
“Ｌｏｗｅｒ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

袖：汁算样本鞋时，

般先段定样水鞋枷始值，然后

的样本艟，ＢｆＩ研究所需ｎ勺佯小：ｌ：：

【例１—１６】某临床谜验欲验｝｜ｌ！一种降血压的仿制
药等效于其原研药州ｕ铂：研究数批．娘卅约杠为期
叫闹的｝御，后将舒张』１ｉ、卜均维持枉８６ｍｍＨｇ，牛ｕ应标
准差为１５ｍｍＨｇ假定｜｜ｆｆｉ床ｊ一认为等效抖值取原研药
标准差的２５％，即Ｌ５

ｍｍＨｇ×０ ２５—４

ｍｍＨｇ．若采

用平衡设汁，试ｆｍ｝榆验效能为舳％的样本量，

依据卜述基础数据町知，△，＝一４，

△。＝４，标准差盯＝１５。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 ｌｉｍｉ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ｅｎｄ：
ｉｆ（ｅｄ（＝Ｌｅｌｄ

“ｅｒｒｏｒ…‘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ｅｄ＞＝Ｕｅｌｄｌ ｔｈｅｎ ｄｏ；ｅｒｒｏｒ＝１；ｐｒｉ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ｕｓｔ ｂｅ ｉｎ Ｌｅｌｄ—Ｕｅｌｄ”：ｅｎｄ：

ｐｏｗｅｒ＜１）ｔｈｅｎ ｄｏ；ｅｒｒｏｒ＝】；

ｉｆ（ｐｏｗｅｒ＞１００

ｐｒｉｎｔ“ｅｒｒｏｒ…‘Ｐｏｗｅｒ（％）ｍｕｓｔ

ｂｅ ｉｎ １一ｔＯＯ”；ｅｎｄ；

ｄｏ ｕｎｔｉｌ（ｐｗｌ＋ｐｗ２—１＞＝ｐｏｗｅｒ／１００）；

Ｌ—ｎｃｐ＝ａｂｓ（ｅｄ—Ｌｅｌｄ）＃ｓｑｒｔ（ｎ）／（ｓｄ＃ｓｑｆｌ（２））；
Ｕ ｎｃｐ＝ａｂｓ（ｅｄ—Ｕｅｌｄ）＃ｓｑｒｔ（ｎ）／（ｓｄ＃ｓｑｒｔ（２））；

在ｎＱｕｅｒｙ Ａｄｖｉｓｏｒ ７．０主菜巾选择：

ｄｆ＝２￥（ｎ－１）；ｔ＝ｔｉｎｙ（Ｉ－ａ，ｄｆ）；

Ｇｏａｌ：Ｍａｋ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ｏ Ｍｅａ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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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ｐｐｅｒ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 ｌｉｍｉ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ｕｓｔ ｂｅ＞＝Ｌｏｗ·

ｉｆ（ｅｒｒｏｒ＝１）ｔｈｅｎ ｓｔｏｐ；

ｎＱｕｅｒｙ Ａｄｖｉｓｏｒ ７ ０实脱：

取Ｉ一口＝８０％

ｌｉｍｉ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ｕｓｔ ｂｅ＜＝Ｕｐ—

ｐｅｒ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 ｌｉｍｉ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ｅｎｄ；

选代样水量血剑所得的舱骑放能满址条什为止：此时

Ｕｅｌｄ［１ａｂｅｌ：“Ｕｐｐｅｒ

ｄ

ｉｉ焉ｖｉ—ｒ—ｉｕ二ｉ＿斋一一
ｈ＝

ｅｎｃｅ”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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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董｝ｊ钟世．

。…．。：＝：。。…
■－Ｉ～“Ｉ …

２爻Ｊ：倒ｌ—１６样本；ｌ｝估计的参数世竹。，｝｜掉结ｍ

３交义改讣们舣一ＴＬ侧等做ｎ愉骑

力法：根据Ｓｃｈｕｉｒｍａｎｎ”等”“‘摊ｍ的办法，
空义泄汁的等效忡榆驼＾法。Ｊ阳样小ｆ『｛Ｊ等效４阽榆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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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ｎｉｓｈ ＭＴＥｌｔ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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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Ｓ ９

２．２

ｌ ａ＜（））ｔｈｅｎ ｄｏ；ｅｒｒｏｒ＝Ｉ；ｐｒｉｎｔ“ｅｒｒｏｒ”

“Ｔｅｓ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ｌｅｖｅｌ ｍｕｓｔ ｂｅ ｉｎ Ｏ－１”；ｅｎｄ；

ｖ百

√２盯二

１

ＭＴＥＩｔｇ（ａ，Ｌｅｌｄ，Ｕｅｌｄ，ｅｄ，ｓｄ，ｐｏｗｅｒ）；

ｅｌｒｏｒ＝０：

法－致．检验效能及样水龄估汁是毕于非中心参数为
ｒ，羽Ｉ ｒ二的堆中心，５）４ｉｓ，］￡榆验效能的计算公式为：

Ｉ一口＝１一Ｐｒｏｂｔ（，ｈ一……２（ｎ一１）．ｆ：）一Ｐｒｏｂｔ

９）

（ｔｌ。ｍ…２（月一１），Ｔ１）
式中，ｔ．和ｒ：为非中心参数
Ｉ（芦ｒ—ｐ～）一△ＥＩ√ｎ

７Ｉ

２———一ｊＦ一；
√ｚ矿Ｊ

ｐｓ）一△“ｌ，Ｉｎ

ｆＩ一２０）

以一：
卢，为榆验组均值，肛，为标准组均值；△．为下界，△。为

上界；盯：了ｃｒａ：＾／华；ＭＳＥ是方差分析的均方差，
‘

１

ｖ

２

｛ｆ．计的摩数Ｉ殳置与计算结果

￡

ＳＡＳ ９

“

ＭＳＥ：生二旦≮：兰旦！堕，圹。，矿：为分别两阶段的力差，

ｓｔａｒｔ

ｐ为两阶段的相关系数
枉ｃ卜算样本量时，·般先设定样水量初始恤，然后

ｅ／Ｔｏｒ＝０；

ｉｆ（ａ＞Ｉ

的样小量．即研究所需的样本量。
【例Ｉ—１７】菜临床试验欲验证某款帆液透析器
血液透析器（简称“对照品”）。该研究的主要评价指
标为尿素氮下降率。临床专家认为等效界值Ａ取７％

ｉｆ（Ｐ＞１

Ｐ＜０）ｔｈｅｎ ｄｏ；ｅｒｒｏｒ：１；ｐｒｉｎｔ“ｅＦｆｏｒ”

ｂｅ ｉｎ ０一ｌ”：ｅｎｄ：

ｉｆ（ｓｄｌ＜０）ｔｈｅｎ ｄｏ；ｅｒｒｏｒ＝１；ｐｒｉｎｔ“ｅｒｒｏ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ｏｕｐ １

ｍｕｓｔ ｂｅ＞＝０”；ｅｎｄ；

ｉｆ（ｓｄ２（０）ｔｈｅｎ ｄｏ；ｅｒｒｏｒ＝１；ｐｒｉｎｔ“ｅｒｒｏｒ”

率总体均数与对照品的尿素氨下降率总体均数相等，
试验品与对照品的总体标准差均为２０％．试估计检验

ｕ＜０）ｔｈｅｎ ｄｏ；ｅｒｒｏｒ＝Ｉ；ｐｒｉｎｔ“ｅｒｒ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ｇｒｏｕｐ １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ｐ ２ ｍｕｓｔ

为宜。根据以往对照品的数据得到标准差为２０％，阶
段之间的相关系数为０．６。假定试验品的尿素氮ｆ降

ｌ

“Ｔｅｓ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ｌｅｖｅｌ ｍｕｓｔ ｂｅ ｉｎ Ｏ－１”；ｅｎｄ；

新产品（简称“试验品”）等效于某一临床普遍使用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ｏｕｐ ２ ｍｕｓｔ ｂｅ＞＝０”；ｅｎｄ；
ｉｆ（Ｌｅｌｄ）Ｕｅｌｄ）ｔｈｅｎ ｄｏ；ｅｒｒｏｒ＝１：ｐｒｉｎｔ“ｅｌＴｏｒ”

效能为８０％时的样本量。

“Ｌｏｗｅｒ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ｌｉｃｅ ｌｉｍｉ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ｎＱｕｅｒｙ Ａｄｖｉｓｏｒ ７ ０实现：

设定检验水准ｄ＝０ ０２５（双单侧），检验效能取１

ｉｆ（Ｕｅｌｄ＜Ｌｅｌｄ）ｔｈｅｎ ｄｏ；ｅｒｒｏｒ＝ｌ；ｐｒｉｎｔ“ｅｌＴＯｒ”
“Ｕｐｐｅｒ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 ｌｉｍｉ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ｕｓｔ ｂｅ＞＝Ｌｏｗ－

ｎＱｕｅｒｙ Ａｄｖｉｓｏｒ ７ ０主菜单选择：
Ｇｏａｌ：Ｍａｋ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０ Ｍｅ∞ｓ

ｅｒ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 ｌｉｍｉ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ｅｎｄ；

ｉｆ（ｅｄ＜＝Ｌｅｌｄ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Ｇｒｏｕｐｓ：ｏ Ｔｗｏ

ｅｄ＞＝Ｕｅｌｄ）ｔｈｅｎ ｄｏ；ｅｌＴｏｒ＝ｌ；

ｐｒｉｌｉｔ‘‘ｅｒｒｏｒ…‘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ｏ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ｎｅ—ｓｉｄｅｄ

ｍｕｓｔ ｂｅ＜＝Ｕｐ—

ｐｅｒ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 ｌｉｍｉｔ ｄｉｆｒｅｒｅｎｃｅ”；ｅｎｄ；

一口＝８０％。由题意知，△。＝一０．０７．△。＝０．０７。在

ｃｒｏｓｓｏｖｅｒ

ＭＴＥＩｃｏ（ａ，ｓｄｌ．ｓｄ２，Ｐ，Ｌｅｌｄ，Ｕｅｌｄ，ｅｄ，ｐｏｗ—

ｅｒ）；

迭代样水量直到所得的检验毁能满足条件为止，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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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软件寅现：

ｐｒｏｃ Ｉ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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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ＳＴ）ｆｏｒ

ｎＱｕｅ叫Ａｄｖｉｓｏｒ ７ ０戈十硎Ｉ一】７伴率鲢

圈ｌ一４２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 ｔｅｓｔｓ

注意，这里首先应根据已知数据计算标准误ｄ。，

ｂｅ ｉｎ ｌ一１００”；ｅｎｄ；

ｓｔｏｐ；

ｉｆ（ｅｒｒｏｒ＝０）ｔｈｅｎ ｄｏ：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ｓ：０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ＳＤ

在弹出的标准差计算窗Ｅｌ将ｔＴＩ＝０

Ｌｅｌｄ—

ｐｏｗｅｒ＜１）ｔｈｅｎ ｄｏ；ｅｒｒｏｒ：１：

ｐｒｉｎｔ“ｅｉＴｏｒ…‘Ｐｏｗｅｒ（％）ｍｕｓｔ
ｉｆ（ｅｒｒｏｒ＝１）ｔｈｅｎ

在菜单栏中选择：

ｂｅ ｉｎ

Ｕｅｌｄ”；ｅｎｄ；

ｉｆ（ｐｏｗｅｒ＞１００

ｄｅｓｉｇ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ｕｓｔ

２，圹２＝０．２，Ｐ

＝０．６键入，求得Ｏ－。＝０ １７９，如图１—４１所示。

ＳＤＤ：ｓｑｎ（ｓｄｌ＃＃２＋ｓｄ２＃＃２—２却＃ｓｄｌ＃ｓｄ２）；
ＭＳＥ＝（ＳＤＤ／ｓｑｒｔ（２））＃Ｉ｝２；ｃａ＝ｓｑｒｔ（ＭＳＥ）；
ｓｄ＝ｓｑｒｔ（ＭＳＥ）／ｓｑｎ（２）；ｎ＝２；
。¨ｕｎｔｉｌ（ｐｗｌ＋ｐｗ２一ｌ＞＝ｐｏｗｅｒ／１００）：

ｎＱｕｅｒｙ Ａｄｖｉｓｏｒ ７ ０关于例Ｉ一１７

闰１－４１

Ｉ

ａｃｐ＝ａｂｓ（ｅｄ·Ｌｅｌｄ）＃ｓｑｒｔ（ｎ）／（ｓｄ＃ｓｑｒｔ（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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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ｆ＝２｛（１ｉ－１）；ｔ＝ｔｉｎｙ（１一ａ，ｄｆ）；

样本量估计的参数计算结果

ｐｗｌ＝１一ｐｒｏｂｔ（ｔ．ｄｆ，Ｌ～ｎｃｐ）；

将计算结果ｏ－。＝ｏ １７９和其他参数键人样本量计
算窗口，如图ｌ一４２所示．结果为ｎ：３６，

ｐｗ２＝Ｉ—ｐｒｏｂｔ（ｔ．ｄｆ，Ｕ—ｎｃ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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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掸Ⅲ的样本量计算窗口将各参数键人，如图ｌ
一“所示，结果为月＝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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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计算公式为：

２软件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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