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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弹出的检验效能计算窗口将各参数值键入，如

２．１．１．１两组构成比检验
方法：Ｌａｃｈｉｎ（１９７７）¨３提出的两组构成比的样本

图２－２８所示，结果为１－／３＝０．９２。

量估计是建立在自由度为ｃ一１，非中心参数为２ＮＡ２
的非中心疋２分布基础上。检验效能计算公式为

Ａ２＝∑（７ｒ巧一＂／ｒｔｊ）２／［２（仃４＋儡ｒｌｊ）］

ｆ２．２Ｒ、

１一卢＝１一Ｘ２（疋ｉ一。．（。一１），Ｃ一１，２ｎＡ２）
式中，丌。，和７ｒ：，分别是两组第Ｊ类的总体构成比；△２为
效应量；ｃ为分类数；，ｚ为每组样本量。样本量可以用循
环逼近的方法根据式（２．２８）求得。

ｎＱｕｅｒｙ Ａｄｖｉｓｏｒ ７．０关于例２一１２样本量

图２－２８

估计的参数设置与计算结果

ＳＡＳ９．２软件实现：
％ｍａｃｒｏ

［例２．１２］某研究欲验证Ａ、Ｂ两种基因标记物是
否与两种炎性肠病（Ｃｒｏｈｎ’Ｓ病和溃疡性结肠炎）有
关。预实验的结果如表２４所示。如果每组样本量为

Ｃ＝踟：
ａｒｒａｙ

４０例，试计算检验效能是多少。
表２．４两种基因标记物在两种肠病中显示的构成

ｍ３（ａｌｐｈａ，Ｖ，ｎ，ｃ）；

ｄａｔａ ＰＩ］ｒ３：

ａ（８，ｒ）一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一（如）；

ｂ（＆）＿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一（肋）；
ｉｆ断＝．ｔｈｅｎ ｄｏ：
ａｒｒａｙ

ｄｏ ｉ＝１ ｔｏ

ｃ：

ｖ＋（ａ［ｉ］一ｂ［ｉ］）丰：Ｉｃ ２／（２木（ａ［ｉ］＋ｂ［ｉ］））；
ｅｎｄ；

ｎＱｕｅｒｙ

Ａｄｖｉｓｏｒ

７．０实现：设定检验水准Ｏ／＝

０．０５；ｃ＝４；ｎ＝４０。在ｎＱｕｅｒｙ

Ａｄｖｉｓｏｒ

ｅｎｄ；
ｅｌｓｅ

７．０主菜单选

Ｖ＝断：

ａｌｐｈａ＝＆ｄｐｈａ；

择：
Ｇｏａｌ：Ｍａｋ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Ｏ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

ｐｏｗｅｒ＝１一ｃｄｆ（’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ｃｉｎｖ（１一ａｌｐｈａ，Ｃ一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Ｇｒｏｕｐｓ：ｏ Ｔｗｏ

１），ｃ一１，２木ｎ木ｖ）；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ｏ Ｔｅｓｔ

方法框中选择：Ｔｗｏ—ｇｒｏｕｐ

ｎ＝＆ｎ：

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 ｔｅｓｔ ｃｏｍｐａ—

ｋｅｅｐ

Ｖ

ａｌｐｈａ

ｎ ｃ

ｐｏｗｅｒ；

ｒｕｎ；

ｒｉｎｇ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注意，首先应根据两组每类构成比对效应量△２进
行估计，在菜单栏中选择：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ｓ：Ｏ Ｃｏｍｐｕｔ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Ｓｉｚｅ

弹出辅助计算窗口。依据上述基础数据，在弹出
的计算窗口将各参数值键人，如图２—２７所示，结果为

ｐｒｏｃ ｐｒｉｎｔ ｄａｔａ＝Ｖｌｑ３ ｌａｂｅｌ；
Ｖａｒ ａｌｐｈａ

Ｖ Ｃ

ｐｏｗｅｒ

ｎ；

ｌａｂｅｌ ａｌｐｈａ＝’Ｔｅｓ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ｌｅｖｅｌ’
Ｖ＝’ｅｆｆｅｃｔ ｓｉｚｅ’
Ｃ＝’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ｐｏｗｅｒ＝’Ｐｏｗｅｒ’
ｎ＝’ｎ’：

Ａ２＝０．１９４。
ｑｕｉｔ；
％ｍｅｎｄ Ｐｒ］ｒ３：
％ｌｅｔ ａ＝０．０４，０．２，０．２，０．５６；
图２－２７

ｎＱｕｅｒｙ Ａｄｖｉｓｏｒ ７．０关于例２－１２样本量

估计中效应量的计算结果

％ｌｅｔ ｂ＝０．４，０．１，０．１，０．４；

％ＰＴＴ３（ａｌｐｈａ＝０．０５，Ｖ＝０．１９３９，ｎ＝４０，Ｃ＝４）；
ＳＡＳ运行结果见图２－２９。

｝教育部重点课题（ＤＩＡ０７０１１３）
△通讯作者：陈平雁

万方数据

２．１．１．２

ＣＭＨ检验

方法：Ｎａｍ（１９９２）…’提出二分类ＣＭＨ检验的样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Ｄｅｃ ２０１２．Ｖ０１．２９．Ｎｏ．６

·９２５·

本量估计公式为

图２。２９

ＳＡｓ９．２关于例２—１２样本量估计的
参数设置与计算结果
图２－３０

ｎＱｕｅｒｙ Ａｄｖｉｓｏｒ ７．０关于例２．１３样本量

仃＝７ｒ１。／（１一仃ｌ。）

估计中效应量的计算结果

７ｒ２。＝ＯＲ·１ｒ／（１一伽·７ｒ）

％＝∑｛掣【·一掣”

Ｍｏｎｔｅｌ－Ｈａｅｎｓｚｅｌ（Ｃｅｃｈｒｏ．）ｔｅｓｔ

ｏｆ ＯＲ＝４ ｆｏｒ ２ｘ２ ｔａｂｌｅｓ

ｉｎ ｓ ｓｔｒｏｔｏ

Ｄ。＝∑［五（７ｒ：。一７ｒ，。）］

Ｖ。＝专∑｛五［７ｒ。。（１—７ｒ。。）＋＇Ｗ２ｃ（１一仃：。）］

估计的参数设置与计算结果

。一！圣之坠±三！望Ｚ旦∑

”１

％ｌｅｔ

Ｄ：
（２－２９）

ｎ＝２ｎＩ

ｎＱｕｅｒｙ Ａｄｖｉｓｏｒ ７．０关于例２－１ ３样本量

图２－３１

ｆ＝｛０．３５，０．４５，０．２｝；

％ｌｅｔ ｐｌ

Ｓ＝｛０．５，０．４，０．３｝；

其中，仃。。和仃：。分别为对照组和试验组第Ｃ层（Ｃ＝１，２，

ｐｒｏｃ ｉｍｌ；

··彘）的阳性率；ＯＲ为公共比值比坑为第ｃ层占的比。

ｓｔａｒｔ

［例２．１３］某项临床试验欲验证一种预防夜间胃
灼痛的新药疗效是否优于安慰剂。由于身体质量指数

Ｐ＇ＶＩ＇４（ａｌｐｈａ，ｓｉｄｅ，Ｓ，ｏｒ，ｐｏｗｅｒ）；

ｆ＝甜：
ｐｌ Ｓ＝＆ｐ１

Ｓ；

（ＢＭＩ）可能对治疗的反应率有影响，故本试验根据

ｚａ＝ｐｒｏｂｉｔ（１－ａｌｐｈａ／ｓｉｄｅ）；

ＢＭＩ进行分层设计，各层的比例按照目标人群的分

Ｐ＝ｐｌ ｓ／（１一ｐｌＳ）；

布，即ＢＭＩ＜２５的为３５％，２５≤ＢＭＩ＜３０的为４５％，

ｐ２ｓ＝ｏｒ＃ｐ／（１＋ｏｒ＃ｐ）；

ＢＭＩＩ＞３０的为２０％。根据以往研究报道，对照组各层

ｄｌ＝ｓｕｍ（体（ｐ２ｓ—ｐｌ Ｓ））；

阳性事件发生率分别为０．５、０．４、０．３，试验组相对于

ｖ０＝ｓｕｍ（ｆ＃（ｐ２ｓ＋ｐｌ ｓ）／２＃（１一（ｐ２ｓ＋ｐｌ ｓ）／２））；

安慰剂组的公共ＯＲ值为１．６，试估计检验效能为

ｖｌ＝１／２＃ｓｕｍ（ｆ＃（ｐｌｓ＃（１－ｐｌ Ｓ）＋ｐ２ｓ＃（１－ｐ２ｓ）））；

９０％时的样本量。

ｚｂ＝ｐｒｏｂｉｔ（ｐｏｗｅｒ）；

ｎＱｕｅｒｙ

Ａｄｖｉｓｏｒ

７．０实现：设定检验水准ａ＝０．０５；分

层数ｋ＝３；ｌ嵋＝０．９；采用双侧检验，即取ｓ＝２。
在ｎＱｕｅｒｙ

Ａｄｖｉｓｏｒ

７．０主菜单选择：

Ｇｏａｌ：Ｍａｋ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Ｏ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Ｇｒｏｕｐｓ：ｏ Ｔｗｏ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ｏ Ｔｅｓｔ

方法框中选择：Ｍａｎｔｅｌ—Ｈａｅｎｓｚｅｌ（Ｃｏｃｈｒａｎ）ｔｅｓｔ。
注意，首先应根据总体各层阳性事件发生率和在
总体中各层占的比对Ｄ。、Ｋ和Ⅵ进行估计，在菜单
栏中选择：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ｓ：ｏ Ｃｏｍｐｕｔ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Ｓｉｚｅ

弹出辅助计算窗口。依据上述基础数据，各层占

ｎｌ＝（ｚａ＃ｓｑｒｔ（ｖ０）＋ｚｂ＃ｓｑｒｔ（ｖ１））＃＃２／ｄ１＃＃２；
ｎ＝ｃｅｉｌ（ｎｌ＃２）；
ｐｒｉｎｔ

ａｌｐｈａ［１ａｂｅｌ＝“Ｔｅｓ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ｌｅｖｅｌ”］

ｓｉｄｅ［１ａｂｅｌ＝“１

２ ｓｉｄｅｄ

Ｏｒ

Ｓ［１ａｂｅｌ＝“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ｅｓｔ”］

ｓｔｒａｔａ”］

ｏｒ［１ａｂｅｌ＝“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
ｐｏｗｅｒ［１ａｂｅｌ＝“Ｐｏｗｅｒ”］
ｎ［１ａｂｅｌ＝“ｎ”］；
ｆｉｎｉｓｈ ＰＴＴ４；
ｒａｎ

ＰＴＴ４（０．０５，２，３，１．６，０．９０）；

ｑｕｉｔ；

ＳＡＳ运行结果：

比分别为０．３５、０．４５、０．２０，各层对照组的阳性率分别

为０．５０、０．４０、０．３０，在弹出的计算窗口将各参数值键
入，如图２．３０所示，结果为Ｄ。：０．１１４、ｖ０＝０．２４４、Ｖ。
＝０．２４０。

在弹出的检验效能计算窗口将各参数值键人，如
图２－３１所示，结果为ｎ＝３９３。
ＳＡＳ９．２软件实现：

万方数据

图２－３２

ＳＡＳ９．２关于例２—１３样本量

估计的参数没置与计算结果

２．１．１．３校正ＣＭＨ检验
方法：Ｎａｍ（１９９２）ｆｌｏ）同时给出了校正ＣＭＨ检验

生垦里生筮盐！Ｑ！；生！！旦筮垫鲞筮！塑

ｐｔ＝印ｔ；

的样本量估计公式，

ｒｔ’＝［１＋｛１＋２／（眈）｝Ｖ２］２ｎ／４

（２．３０）

ａｌｐｈａ＝＆ａｌｐｈａ；

式中，甩’为校正ＣＭＨ检验的样本量，ｎ为根据式（２—

ｄＯ＝＆ｄＯ；

２９）求得的样本量。

ｄｌ＝ｐｔ－ｐｓ：

２．１．２等效性检验

ｐｏｗｅｒ

２．１．２．１两样本率比较的等效性检验

ｚａ＝ｐｒｏｂｉｔ（１－ａｌｐｈａ）；

方法：Ｍａｃｈｉｎ＆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１９８７）ｏ¨提出的两样本

ｚｂ＝ｐｒｏｂｉｔ（ｐｏｗｅｒ）；

率的等效性检验的样本量估计建立在正态近似的基础
上，其公式为

ｎ＝ｃｅｉｌ（（ｚａ＋ｚｂ）；Ｉ＝木２宰（ｐｓ木（１一ｐｓ）＋ｐｔ：ｌ＝（１一
ｐｔ））／（ｄ１一ｄＯ）冰水２）；

肛————弋百ＩＡ了——一
（Ｚｌ一。＋Ｚｌ－ｐ）２［７ｒｓ（１—７ｒｓ）＋７ｒｒ（１—７ｒｒ）］
（△ｌ—

２却ｏｗｅｒ；

ｒｕｎ；

ｐｒｏｃ ｐｒｉｎｔ ｄａｔａ＝ＰＴＥＯ ｌａｂｅｌ；

ｏ）２

（２—３１）

ｖａｒ

ａｌｐｈａ ｐｓ ｐｔ ｄＯ ｐｏｗｅｒ

ｎ；

式中，仃。是对照组的总体阳性率；仃，是试验组的总体

ｌａｂｅｌ ａｌｐｈａ＝’Ｔｅｓ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ｌｅｖｅｌ’

阳性率；Ａ。＝丌，－７ｒ。；Ａ。是等效性界值，其符号由试验

ｐｓ＝’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组与对照组阳性率之差的符号决定。
（例２—１４］某ｌ临床试验欲对一款新研发的人工髋

ｐｔ＝’ｔｅｓｔ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关节进行临床验证。试验采用非劣效验证，以目前临

ｐｏｗｅｒ＝’Ｐｏｗｅｒ’

床应用最多的一款人工髋关节为对照。据以往研究报

ｎ＝’ｎ’：

道，使用现有人工髋关节进行髋关节置换，两年成功率

ｑｕｉｔ；

在９０—９５％。我们假定两年成功率的非劣效界值为

％ｍｅｎｄ ＰＴＥ０：

一０．０５（试验组一对照组），并预期试验组的两年成功率

％ＰＴＥ０（ａｌｐｈａ＝０．０２５，ｐｓ＝０．９，ｐｔ＝０．９，ｄＯ＝

ｄｏ＝’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

与对照组相等。如果我们用平衡设计，设定检验水准
为０．０５，检验效能为８５％，试计算样本量。

０．０５，ｐｏｗｅｒ＝０．８５）；

７．０实现：设定检验水准Ｏｔ＝

０．０５，ｐｏｗｅｒ＝０．８５）；

ｎＱｕｅｒｙ

Ａｄｖｉｓｏｒ

ｌｉｍｉ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ＴＥ０（ａｌｐｈａ＝０．０２５，ｐｓ＝０．９５，ｐｔ＝０．９５，ｄＯ＝
ＳＡＳ运行结果：

０．０２５（等效性检验取双单侧界值，等价于双侧的
０．０５）；１一／３＝０．８５。

在ｎＱｕｅｒｙ

Ａｄｖｉｓｏｒ

７．０主菜单选择：

Ｇｏａｌ：Ｍａｋ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Ｏ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

竺竺

：！

！：

！：竺！：竺竺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Ｇｒｏｕｐｓ：Ｏ Ｔｗｏ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Ｏ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

方法框中选择：Ｔｗｏ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

ｇｒｏｕｐ ｔｅｓｔ ｏｆ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 ｉｎ

｜＇＇……一……旦氅…………竖一。……曼！！一一一
图２－３４

ｏ

！·竺！兰竺』

ＳＡＳ９．２关于例２－１４样本量

估计的参数设置与计算结果

在弹出的样本量估计窗口将各参数值键人，如图

２．１．２．２基于非劣效下限的检验（试验组一对照

２—３３所示，如果试验组的两年成功率为９０％，则所需
组）

样本量为６４７例；如果为９５％，则样本量为３４２例。

方法：Ｎｅｗｃｏｍｂｅ（１９８８）…３提出的两样本率比较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 ｔｅｓｔ ｏｆ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 ｉｎ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１ａｒｇｏ
１

Ｔｅｓ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ｌｅｖｅｌ，“（ｏｎｅ－ｓｉｄｅｄ）

ｈｉｓ）

ｅｑｕａｌ

０ ０２５

ｌ

２

Ｏ ９００

０．９５０

．０ ０５０

．０ ０５０

Ｔｅｓｔ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Ｔ

０ ９００

０．９５０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Ｔ一如，＾Ｉ

０ ＯＯＯ

０．０００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 ｌｉｍｉ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ｋ＾．

８５

Ｐｏｗｅｒ（％）

３

４

的等效性或非劣效验证的样本量估计是基于可信区间

０．０２５

８５

的方法，通过模拟实现的。首先模拟产生四格表资料，

然后使用Ｎｅｗｃｏｍｂｅ—Ｗｉｌｓｏｎ ｓｃｏｒｅ的连续校正方法计
算观察可信区间，如果该区间的下限小于事先所确定
的非劣效下限，则记为成功，然后将总的成功次数除以

图２－３３

ｎＱｕｅｒｙ

Ａｄｖｉｓｏｒ

７．０关于例２—１４样本量

估计的参数设置与计算结果

ＳＡＳ９．２软件实现：
％ｍａｃｒｏ

ＰＴＥＯ（ａｌｐｈａ，ｐｓ，ｐｔ，ｄＯ，ｐｏｗｅｒ）；

ｄａｔａ ＰＴＥ０；
ｐｓ＝ａｐｓ；

万方数据

总的模拟次数就是所需要的检验效能。计算公式如
下：

舀＝旦一鱼，Ｌ＝舀一６，Ｕ：蚕＋占（２－３２）
ｍ
ｎ

其中，

６＝￣／｛（ａ／ｍ—ｚ１）２＋（“２一ｂ／ｎ）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Ｄｅｃ ２０１２．Ｖ０１．２９．Ｎｏ．６

·９２７·

ａ＝ｒａｎｂｉｎ（ｓｅｅｄ，ｍ，ｐ１）；

Ｚｌ－ａ／ｓ，Ｉｔｌ（１一ｚ１）／，，ｌ＋Ｕ２（１一Ｕ２）／ｎ

ｂ＝ｒａｎｂｉｎ（ｓｅｅｄ，ｎ，ｐ２）；

ｓ＝￣／｛（ｕｌ—ａｌｔｏ）２＋（ｂ／ｎ—ｚ２）２｝＝
ｚｌ一∥；￣／“ｌ（１一ｕ１）／ｍ＋ｚ２（１一ｚ２）／咒

（２－３３）

ｚｌ和ｕｌ是关于７ｒ１的方程Ｉ仃ｌ—ａ／ｍ Ｉ＝ｚｌ一曲

√仃。（１—７ｒ１）／ｍ的根，ｚ２和ｕ２是关于仃２的方程ｌ仃２一
７１＂（１一仃２）／ｎ的根。

ｂ／ｎＩ＝ｚｌ－ａ／ｓ

ｐｌａ＝ａ／ｍ；
ｐ２ａ＝ｂ／ｎ；

１１＝（２：ｌ＝ｍ，ｌ：ｐｌａ＋ｚａ宰术２－ｚａ木ｓｑｒｔ（ｚａ木＝ｌ：２＋４
卑ｍ术ｐｌａ＝Ｉｃ（１－ｐｌａ）））／（ｍ＋ｚａ水木２）／２；
ｕｌ＝（２木ｍ：ｌ：ｐｌａ＋ｚａ术半２＋ｚａ术ｓｑｒｔ（ｚａ：ｌ：：Ｉ：２

式中，西为总体率差０＝仃。一万：的估计值，ｍ和ｎ
分别是两组的样本量，ａ和ｂ分别是两组的阳性例数，
仃。和７ｒ：分别是两总体率。
［例２一１５］以例２—１４为例，试根据非劣效界值的下
限为一０．０５估计样本量。

＋４：｝：ｍ丰ｐｌａ丰（１－ｐｌａ）））／（ｍ＋ｚａ牢幸２）／２；
１２＝（２：Ｉ：ｎ，ｌ＝ｐ２ａ＋ｚａ：Ｉ：术２－ｚａ：Ｉ：ｓｑｒｔ（ｚａ：ｌ：木２＋４
木ｎ宰ｐ２ａ水（１－ｐ２ａ）））／（ｎ＋ｚａ术木２）／２；
ｕ２＝（２水ｎ禾ｐ２ａ＋ｚａ球：Ｉ：２＋ｚａ丰ｓｑｒｔ（ｚａ木木２＋
４术ｎ木ｐ２ａ丰（１－ｐ２ａ）））／（ｎ＋ｚａ＝Ｉｃ卑２）／２；

７．Ｏ实现：设定单侧检验水准ａ＝

ｌｄ＝ｚａ车ｓｑｒｔ（１１半（１－１１）／ｍ＋ｕ２：Ｉｃ（１－１１２）／ｎ）；

０．０２５；模拟次数５１００次；随机数种子３５。在ｎＱｕｅｒｙ

ｒｄ＝ｚａ丰ｓｑｒｔ（ｕｌ；Ｉｃ（１一ｕ１）／ｍ＋１２木（１—１２）／ｎ）；

Ａｄｖｉｓｏｒ

ｎＱｕｅｒｙ

Ａｄｖｉｓｏｒ

７．０主菜单选择：

ｉｆ（ｐｌａ—ｐ２ａ—ｌｄ＞＝１）ｔｈｅｎ

Ｇｏａｌ：Ｍａｋ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Ｏ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

ｐｒ＝ｐｒ＋１：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Ｇｒｏｕｐｓ：Ｏ Ｔｗｏ

ｉ＝ｉ＋１：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Ｏ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

ｅｎｄ；

方法框中选择：Ｔｗｏ

ｐｏｗｅｒ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ｕｓ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ｔｅｓｔ ｏｆ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２

ｐｒ／ｓｔ；

ｍｎ；

在弹出的检验效能计算窗口将各参数值键入，如

ｐｒｏｃ ｐｒｉｎｔ ｄａｔａ＝ＰＴＥｌ

ａ

ｌａｂｅｌ；

图２－３５所示，如果试验组的两年成功率为９０％，则所

ｖａｔ

需样本量为６５８例；如果为９５％，则样本量为３６９例。

ｌａｂｅｌ ａｌｐｈａ＝’Ｔｅｓ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ｌｅｖｅｌ’

Ｌｏｗｅｒ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ｌｉｍｉｔ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ｌｅｖｅｌ，１－ｔｘ（ｏｎｅ－ｓｉｄｅ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２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ｈ

Ｔｅｓｔ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Ｌｏｗｅｒ ｌｉｍｉｔ ｆｏｒＡＴ一＾☆ＬＬ

０．９１５

２

０．９５０

９∞

０．９５０

０

—０．０５０
５１００

５１００

Ｒａｎｄｏｍ ｓｅｅｄ

３５

３５

ｆｏ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８５

图２－３５

ｎＱｕｅｒｙ

Ａｄｖｉｓｏｒ

４

—０．０５０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Ｐｏｗｅｒ（％）

３

０．９Ｔ５

０．９００

ｎ；

ｓｅｅｄ＝’ｓｅｅｄ’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ｓｉｍｕｌａｔｌｏｎ）
１

ａｌｐｈａ ｓｅｅｄ ｐｌ ｐ２ ｌ ｐｏｗｅｒ ｍ

ｐ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ｐ２＝’ｔｅｓｔ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ｌ＝’ｌｏｗｅｒ ｌｉｍｉｔ ｆｏｒ ｐｌ

ａｎｄ

ｐ２’

ｐｏｗｅｒ＝’Ｐｏｗｅｒ’
８５

７．０关于例２—１５检验效能

估算的参数设置与计算结果

ｍ＝’ｍ’
ｎ＝’ｎ’；

ｑｕｉｔ；

ＳＡＳ９．２软件实现：

％ｍｅｎｄ唧１ａ：

％ｍａｃｒｏ

％ＰＴＥＩａ（ｓｔ＝５１００，ｓｅｅｄ＝３５，ｍ＝６５５，ｎ＝６５５，ｐｌ

ＰＴＥｌａ（ｓｔ，ｓｅｅｄ，ｍ，ｎ，ｐｌ，ｐ２，ａｌｐｈａ，ｓｉｄｅ，１）；

ｄａｔａ盯Ｅ１ａ：
ｓｔ＝＆ｓｔ；

ｓｅｅｄ＝＆ｓｅｅｄ：
ｍ＝占咖：

＝Ｏ．９，ｐ２＝０．９，ａｌｐｈａ＝０．０２５，ｓｉｄｅ＝ｌ，ｌ＝－０．０５）；
％ＰＴＥｌａ（ｓｔ＝５１００，ｓｅｅｄ＝３５，ｍ＝３６７，ｎ＝３６７，ｐｌ
＝０．９５，ｐ２＝０．９５，ａｌｐｈａ＝０．０２５，ｓｉｄｅ＝１，ｌ＝－０．０５）；
ＳＡＳ运行结果：

ｎ＝缸：
ｐｌ＝＆ｐ１；

ｐ２＝邸２；
ａｌｐｈａ＝＆ａｌｐｈａ；

ｓｉｄｅ＝＆ｓｉｄｅ；
ｚａ＝ｐｒｏｂｉｔ（１一ａｌｐｈａ／ｓｉｄｅ）；
ｌ＝甜：
ｉ＝１：
ｐｒ＝０；
ｄｏ

ｕｎｔｉｌ（ｉ＞ｓｔ）；

万方数据

图２－３６

ＳＡＳ９．２关于例２一１５样本量

估计的参数设置与计算结果

２．１．２．３基于非劣效上限的检验（试验组一对照组）

·９２８·

方法：将上述基于非劣效下限检验改为上限，这里

ａ＝ｒａｎｂｉｎ（ｓｅｅｄ，ｍ，ｐ１）；

就不赘述。

ｂ＝ｒａｎｂｉｎ（ｓｅｅｄ，ｎ，ｐ２）；

２．１．２．４双单侧等效性检验（试验组．对照组）

ｐｌａ＝ａ／ｍ；

方法：将两样本率比较基于非劣效下限检验和上
限检验的样本量估计结合在一起就是所谓的双单侧等
效性检验。

ｐ２ａ＝ｂ／ｎ；

１１＝（２：Ｉ：ｍ：Ｉｃ

７．０实现：设定单侧检验水准“＝
０．０２５，则双侧为０．０５；模拟次数５１００次；随机数种子
Ａｄｖｉｓｏｒ

ｎＱｕｅｗ

３５。在ｎＱｕｅｒｙ

Ａｄｖｉｓｏｒ

７．０主菜单选择：

ｌｄ＝ｚａ；ｌ＝ｓｑｒｔ（１１术（１—１１）／ｍ＋ｕ２卑（１－ｕ２）／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ｏ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

ｒｄ＝ｚａ术ｓｑｒｔ（ｕｌ丰（１－ｕ１）／ｍ＋１２木（１－１２）／ｎ）；
ｏｆ ｅｑｕＬｖａｌｅｎｃｅ ｉｎ

ｇｒｏｕｐ ｔｅｓｔ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术ｎ木ｐ２ａ术（１－ｐ２ａ）））／（ｎ＋ｚａ木木２）／２；

４：ｌ：ｎ术ｐ２ａ，Ｉ＝（１－ｐ２ａ）））／（ｎ＋ｚａ木术２）／２；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Ｇｒｏｕｐｓ：Ｏ Ｔｗｏ

方法框中选择：Ｔｗｏ

１２＝（２木ｎ：ｌ＝ｐ２ａ＋ｚａ木木２－ｚａ术ｓｑｒｔ（ｚａ水宰２＋４
ｕ２＝（２术ｎ水ｐ２ａ＋ｚａ木：Ｉｃ ２＋ｚａ：ｌ：ｓｑｒｔ（ｚａ丰木２＋

Ｇｏａｌ：Ｍａｋ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Ｏ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ｕｓｉｎｇ

ｕｌ＝（２丰ｍ木ｐｌａ＋ｚａ木：Ｉｃ ２＋ｚａ术ｓｑｒｔ（ｚａ：Ｉｃ术２

＋４术ｍ术ｐｌａ：Ｉ：（１－ｐｌａ）））／（ｍ＋ｚａ：ｌ：：ｌｃ ２）／２；

Ｓｃｏｒｅ方法估计样本量。

ｓｉｄｅｄ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Ｔｗｏ

ｃｏｎ－

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ｆｏｒ丌ｒ一丌ｓ。

ｉｆ（ｐｌａ—ｐ２ａ—ｌｄ＞＝１）＆＆（ｐｌａ－ｐ２ａ＋ｒｄ＜＝ｒ）ｔｈｅｎ
ｐｒ２ｐｒ＋ｌ：
ｉ＝ｉ＋１：

在弹出的样本量计算窗口将各参数值键人，如图

ｅｎｄ；

２－３７所示，如果试验组的两年成功率为９０％，则所需

ｐｏｗｅｒ

样本量为８４３例；如果为９５％，则样本量为４６６例。

ｒｕｎ；

Ｔｗｏ－ｓｉｄｅｄ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ｉｍＵｓ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０．９５０

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ｔ

０ ９５０

Ｔｅｓｔ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７１ｃＴ

０ ９００

０．９５０

ｈ－７ｂ，ＵＬ

—０．０５０

—０．０５０

０．０５０

０ ０５０

¨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ｆｌｓ

５１００

５１００

Ｒａｎｄｏｍ ｓｅｅｄ ｆｏ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３５

３５

Ｐｏｗｅｒ（％）

Ｂ５
８４３

ｐｅｒ ｇｒｏｕｐ

４

０．９５０

０ ９００

Ｌｏｗｅｒ ｌｉｍｉｔ ｆｏｒ＇【Ｔ—Ａ女ＬＬ

３

ｐｒ／ｓｔ；

ｖａｒ

ａｌｐｈａ ｓｉｄｅ ｐｌ

ｐ２ ｌ

ｒ

ｐｏｗｅｒ

ｎ；

ｌａｂｅｌ ａｌｐｈａ＝’Ｔｅｓ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ｌｅｖｅｌ’
ｓｉｄｅ＝’１

ｏｒ

２ ｓｉｄｅｄ

ｔｅｓｔ’

ｐ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ｐ２＝’Ｔｅｓｔ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Ｂ５

Ｒ矿—］

ｎＱｕｅｒｙ Ａｄｖｉｓｏｒ ７．０关于例２一１６样本量

图２－３７

２

ｐｒｏｃ ｐｒｉｎｔ ｄａｔａ＝ＰＴＥｌ ｃ ｌａｂｅｌ；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１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ｌｅｖｅｌ，１－ｃ（

ｏ

ｓｑｒｔ（ｚａ，Ｉ：木２＋４

半ｍ米ｐｌａ术（１－ｐｌａ）））／（ｍ＋ｚａ：Ｉ：：Ｉ：２）／２；

［例２－１６］以例２—１４为例，应用Ｎｅｗｃｏｍｂｅ—Ｗｉｌｓｏｎ

Ｕｐｐｅｒ ｌｉｍｉｔ ｆｏｒ

ｐｌａ＋ｚａ：ｌ：水２－ｚａ：ｌ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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