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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磊是两样本平均率；仃。和仃：分别是两总体率；，ｚ
是平衡设计所得每组样本量。检验效能由式（２．１９）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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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２－９］某一持续四周的ＩＩＩ期临床试验，欲验证
一种Ｈ２阻滞剂新药治疗急性风疹的临床效果，采用
平行安慰剂对照、平衡设计。根据以往研究报道，接受
安慰剂治疗的患者四周后治愈率为４５％，预期本新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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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四周后治愈率为６５％，如果检验效能设置为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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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５％，７ｒｌ＝０．４５，吼＝０．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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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弹出的样本量估计窗口将各参数值键入，如图
２．１９所示，结果为ｎ＝１５８。
ＳＡＳ９．２软件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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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的参数设置与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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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２—１０］以例２－９为例，应用基于Ｙａｔｅｓ校正的
方法估计样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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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弹出的样本量估计窗口将各参数值键人，如图
２—２２所示，结果为，ｚ＝１６８，较之例２－９用非校正方法求
得的样本量１５８例显然要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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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的参数设置与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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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个总体率）
方法：根据式（２－２０），在设定两组中其中一组的总
体率、检验效能以及样本量的条件下，可反推出另一组
总体率的预期值。例如，在例２－９中，若已知安慰剂组
的治愈率为４５％，并设定检验效能为９５％，每组的样
本量为９０，那么只有在试验组的总体治愈率达到
７１．１％以上的假设前提下，才能保证该试验的检验效
能在９５％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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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３确切概率检验的资料形式

ｐｏｗｅｒ＝０．９５）；

ＳＡＳ运行结果：

［例２－１１］以例２－９为例，应用基于Ｆｉｓｈｅｒ确切概
率的方法估计样本量。

ＳＡＳ９．２关于例２．１０样本量

图２－２３

估计的参数设置与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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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Ｓ９．２关于例２—１１样本量

估计的参数设置与计算结果

样本量估计及其在nQuery和SAS软件上的实现——率的比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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