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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讲座·
如何撰写高质量的流行病学研究论文
第八讲

非劣效性和等效性随机对照试验的报告规范

——ＣＯＮＳＯＲＴ声明的扩展
朱成斌詹思延
【导读】非劣效性和等效性随机对照试验的应用日益广泛，为医疗卫生干预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对其结果的准确评价有赖于充分、准确的报告。ＣＯＮＳＯＲＴ声明向非劣效性和等效性随机对照试验
的扩展是２００６年提出的又一个报告规范。本文介绍非劣效性和等效性随机对照试验的特殊方法学
问题、实施与报告现状以及ＣＯＮＳＯＲＴ扩展声明的清单，并对清单中的部分条目进行了解释与说明。
【关键词】

随机对照试验；非劣效性试验；等效性试验

多数随机对照试验（ＲｃＴ）的目的是确定一种干预是否

应该与以前的试验相似。利用可信区间方法计算试验所需

优于对照，即优效性试验（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ｉｔｙ ｔｒｉａｌ）。其中，以安慰剂

的样本量。样本量取决于选定的可信水平、第Ⅱ类错误的风

作对照的随机双盲临床试验一直以来被视为药物开发中的

险（或想达到的把握度）以及△。△可以被理解成两组之间在

金标准，在确认新药疗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如果

均数、比例，或比值比、危险比及风险比的对数值方面的差

已经有了疗效肯定的药物，仍用安慰剂作对照，会面临伦理

异。经常选择有重要临床意义的最小值作为△。非劣效性

学的质疑。随着有效药物的大量出现，有突破性疗效的药物

试验通常需要比优效性试验更大的样本量。

越来越少，临床试验的目的也有所转变，在阳性对照试验中，

（３）试验实施：试验的实施应该与以前的试验一致。为

更多的情形是探索新药与标准药物相比疗效是否不差或相

了避免增加作出错误结论的风险，应尽量避免那些可能会影

当，并不一定必须超过标准药物，由此提出了非劣效性和等

响不同处理组间真实差异的问题，如依从性较差、失访、募集

效性试验（ｎｏｎｉｎｆｅｒｉｏｒｉｔｙ／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 ｔｒｉａｌ）。等效性试验的目

一些不大可能应答的病例，以及交叉处理。

的是确定一种处理是否与另外一种处理在疗效上相似；非劣
效性试验的目的是确定一种新的处理是否不次于阳性药物

（４）试验分析：在设计、分析和报告非劣效性和等效性试
验时，可信区间方法则更可取，因为可以得到更多信息。

或非药物的标准治疗。由于证明完全相同是不可能的，因此

对于那些未接受分配的处理或违反试验程序的病例，如

只能将处理效果定义为预先指定的一个非劣效性差值（△）。

果分析时将其剔除，那么整个试验可能朝任何方向发生偏

等效性被定义为处理效果介于一△和△之间。

倚。在非劣效性和等效性试验中，意向性（ＩＴＴ）分析往往会

１．非劣效性和等效性试验的方法学问题：在试验设计、

增加错误作出非劣效性结论（第１类错误）的风险，所以实际

实施、分析和结果解读方面，非劣效性和等效性试验有其

处理或符合方案分析这样的非ＩＴＴ分析也许是可取的。当

特点‘“。

两者结论一致时，结果的可信度会更高。

（１）试验假设：在优效性试验中，无效假设指的是两种处

在中期分析时，非劣效性试验与优效性试验在基本原理

理同样有效，备择假设是它们具有区别。第１类错误指的是

上存在一些差异。如果试验结束前已确定为非劣效，从伦理

处理本身无效，却被错误认为有效；第Ⅱ类错误指的是处理

学要求来讲不需要提前终止试验。如果某种处理显然是劣

本身有效，但其效果未被发现。在非劣效性试验中，无效假

效的，那么终止试验在伦理上来说是正当的。

设和备择假设正好倒过来；第１类错误指的是错误的接受了

（５）结果解读：对非劣效性试验的结果进行解读取决于

一种劣效的新处理，第Ⅱ类错误指的是错误地拒绝了一种非

处理效果的可信区间与△和无效值的相对位置。双侧等效

劣效的处理。

性需要同时考虑△和一△两个差值，而且为了得出等效性结

（２）试验设计：非劣效性或等效性试验要求参照处理的
效果是确定的或已得到广泛应用，因此使用安慰剂或空白对
照会被视作不符合伦理学原则。
在非劣效性或等效性试验中，受试者和结局的测量方法

论，需要可信区间位于一△和△之间。
虽然单侧和双侧可信区间都允许进行统计学推断，但在
绝大多数非劣效性试验中采用双侧可信区间才是合适的。
图１显示的是非劣效性试验时若干种可能的双侧可信区间
情况。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８３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与卫
生统计学系
通讯作者：詹思延，Ｅｍａｉｌ：ｓｉｙａｎ—ｚｈａｎ＠ｂｊｍｕ．ｅｄｕ．ｃｎ

在优效性试验之后作出非劣效的结论，或者在非劣效性
试验后，与安慰剂相比，得出新处理有效的结论，都是不合适
的。这种推断的前提是试验在所有方面维持不变，但这不可

·８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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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的会受到质疑，所以在进行此类推论时需谨慎。

月¨’Ⅵ＾Ｊ

｝｛５￡ｄ

ｍ，ｌ—ＬＬ

１９８０—２０００年闻自称对儿童细菌性脑膜炎死亡率进行等效
，

优效
ｎ

性研究的２５个ＲＣＴ进行综述的结果表明旧ｏ，只有２个
（８％）试验被设计成用于等效性检验。对发表于１９８８—１９９８

Ｍ

菲劣效

－——卜
ｈ“—．．．．．．．．．．—．

年问３份外科期刊的９０个无统计学意义或“阴性”ＲＣＴ的回
Ｈ

顾发现，３９％的试验满足等效性试验的预定标准‘９ｊ。在最近

非劣效
砸卜———ｄ
非劣效？＊

对１８８个阴性结果癌症试验的回顾表明，只有３个研究使用

ｈ—－｜隧Ｈ

了非劣效性或等效性分析儿…。Ｍｃ～ｉｓｔｅｒ和Ｓａｃｋｅｔｔ［１¨研究

不确定

了４个高血压方面的大型“阴性”ＲＣＴ，对等效性试验的方法
不确定

学进行了评价。只有２个试验同时用到了ＩＴＴ和符合方案

＿

：

不确定２＋
－——僵睁ｄ
劣效
ｉ－—－矗卜—＿

小同处理间不良结局的差异
（新处理减去参照处理）
注：误差条图表示双侧９５％可信区间，灰色区域表示非劣效性
区域。图中除了Ｄ和Ｇ，其余的结果都很好理解。Ｄ中，由于可信区
间没有包括△，因此可以认为非劣效，但是和标准处理相比，新处理

（或实际处理）分析，只有１个试验事先指定了等效性差值，
没有一个试验的样本量足以检验等效性假设。
３．ＣＯＮＳＯＲＴ声明向非劣效性和等效性试验的扩展：鉴
于非劣效性或等效性研究报告中存在的问题，在ＭｃＡｌｉｓｔｅｒ
和Ｓａｃｋｅｔｔｎ¨的工作基础上，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ＧｉＩｄａ
Ｐ．ａｇｇｉｏ博士领衔一个写作小组对ＣＯＮＳＯＲＴ清单作了修改
和扩展１１“，特别是其中的条目１～７、１２、１７和２０。扩展的内
容主要集中于非劣效性试验，但也对等效性试验提出了一些

又明显更差，这种罕见的情况往往需要非常大的样本量，因此不大可
能发生。另外，非劣效性差值太宽时也容易出现Ｄ这种情况。Ｇ的
不确定性在于，虽然它仍然有可能小于△，但是新处理又明显比标准

条目的解读请参见本系列讲座第四讲（编者注：本刊２００６年
第１２期第１０８６～１０８８页）。

处理更差
图１

参考意见。新的内容在表１的清单中以斜体表示。对其他

非劣效性试验中可能观察到的处理之间不良结局
（毒副作用）的差异（引自Ｐｉａｇｇｉ０ Ｇ，２００６）

４．ＣＯＮＳＯＲＴ扩展声明清单中部分条目的解释与说明：
［条目１］

标题和摘要

作者应明确说明试验是一个非

劣效性或等效性试验。如标题为“口服普那霉素和标准青霉
２．非劣效性和等效性试验报告现状：２００４年１０月在

素治疗成人丹毒的比较研究：随机化，非劣效性的非盲试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对照试验登记系统内搜索关键词“等效”或“非劣

验”，摘要中出现：“设计一多中心，平行组，非盲法，随机化的

效”，结果在４１５ ９１８个试验中仅发现１０２１个（占Ｏ．２％）对应

非劣效性试验”－ｌ…。

的试验。对１９９７—２００７年７月我国ＣＮＫＩ数据库的检索发

［条目２］

背景基本原理的科学背景和解释中要包括

现，自称等效性研究的文献有８００篇，其中生物等效性研究

非劣效性或等效性设计的理论基础。如果以前的试验或其

就占了７６６篇，而非劣效性研究仅９篇。上述检索结果可能

系统综述表明参照处理优于安慰剂，那么应该列出其效果大

会产生误导，因为不是所有的此类试验都用这些术语，而且

小和可信区间。如果没有这样的试验结果，那么应该提供其

在报告优效性试验的阴性结果时，等效性这个术语经常被不

他证据证明参照处理有效。同时，应该列出新处理优于参照

合适的使用。此外，非劣效性试验经常被冠以等效性试验的

处理的其他优点，以证明新处理的应用是合理的。

标题。

［条目３］

受试者受试者的人选标准中要详细说明非

由此看来，似乎非劣效性和等效性试验相对很少，实际

劣效性或等效性试验的受试者是否与确立参照处理有效性

情形并非如此。由于这类设计主要用于仿制药物疗效的评

的试验的受试者相似，以及数据的收集方法和地点。和以前

价，虽然客观上使用很多，但作为学术论文发表的较少。近

的试验相比，如果受试者的特征发生了变化，应该报告并加

几年，国内多名学者对这两种试验的概念、基本原理和方法

以说明。

学做了介绍和阐述∽。５ｏ。药品注册管理机构也提出，对国内

［条目４］

干预措施

详细说明非劣效性或等效性试验

尚未上市的药品，元论是创新药还是仿制药，如选国内已上

中用到的参照处理是否与以前确立有效性的试验中用到的

市的同一治疗领域的药物作为阳性对照药，则应至少验证其

处理相同（或非常相似），以及实际上它们是什么时候如何接

具有非劣效性。与已上市药物具有相同活性成分的药品，应

受的干预。当前试验中给予的干预措施和以前试验中明确

进行生物等效性或临床等效性验证∞。。

有效的参照处理之间的任何区别，都应该报告并加以解释。

近年来，国外几个系统综述关注了此类研究报告的质

［条目５］

目的

给出特定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假设，包

量。Ｇｒｅｅｎｅ等ｏ７。对发表于１９９２一１９９６年间的８８篇自称等效

括有关非劣效性或等效性的假设。如“一种快速灌注剂替奈

性的研究作了系统综述，发现一些方法学上的缺陷。６７％的

普酶的效果和安全性与阿替普酶疗法等同。在这个双盲，随

文献根据优效性的菲显著性检验不恰当的直接得出等效性

机化对照研究中，对这个假设进行检验。”ｕ刮作者应该说明

结论。只有２２％的研究采用了合适的程序。对发表于

非劣效性或等效性假设应用于哪个结局，优效性假设又是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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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哪个。通常，非劣效性或等效性假设指的是主要终点，

按照非劣效性或等效性标准，而且需要指明选定等效性差值

而对新处理的期望是能带来其他优点，如给药方便，耐受性

的理论基础。如“参考以前的研究，估计每年两组处理病例

较好，毒性较低或价格便宜等。

的主要事件发生率约为３．１％。为了在单侧ａ为０．０２５时得

要详细说明非劣效性或等效性试验中

到９０％的统计学把握度，每个处理组大约需要１６００人年的

用到的结局，是否与以前确立参照处理有效性试验的结局相

暴露，才能对ｘｉＩｎｅｌａｇａｔｒａｎ（一种凝血酶抑制剂）与华法令进

同（或非常相似），同时说明提高测量质量的方法。新试验和

行非劣效性比较。假定平均随访１６个月，那么大约需要

以前试验中在结局测量上的任何区别都应该指出并加以解

２４００例患者。”¨纠应该指明非劣效性或等效性的差值，且最

释，特别是评价标准的改变。理想中，结局应该维持不变，但

好是依据临床意义加以确定。

［条目６］

结局

是随着对某种疾病的理解、治疗和预防水平的提高，经常导

样本量的计算通常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处理组之间差

致某些观念发生变化。如早期的艾滋病试验使用死亡结局，

异的点估计值为０。如果观察到的点估计值为Ｏ，那么图ｌ

后来研究者将指标转向临床事件，现在又转向新的替代

中的例子Ｆ和Ｇ能够满足非劣效性标准。如果样本量足够

指标。

大，即使点估计值在０和△之间，也可以得出非劣效性的结

［条目７ａ］

样本量

需要详细说明样本量的计算是否

表１
文献内容和主题

论。如果真实的效果大于Ｏ，就需要增大样本量。

非劣效性或等效性试验报告的条目清单（增补或修改的内容以斜体表示）

蠡粤

条目描述（根据非劣效性或等效性试验作了调整）

标题和摘要

１＋受试者是被如何分配到干预组的，劈劈彪劈茼骖是一爹驴劣欲拦或等裁丝旃ｊ验

介绍背景

２ ４基本原理的科学背景昶懈释，包括嚣劣教性或等教牲竣骨的理论基础

方法
受试者

、＊爱试薏馘ｋ选磕难噼细说明非劣效性或等效性试验昀受试者是否与确立参照处理有效性的试验的受试者相钕、

干预措施

４’

以及数据收集的设置和地点

每令试验鲺爰接受镪彳预拣魄瓶镪奄。详细说明菲劣效性或等教性试验中甬飘的参照处理是否与以韵确立有效

胜膨菇筘乒历弼能谢理唬何供菲移穆礁纠，以及实际上他们是什么时候如何接受的干预
目的

５”特定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假设，匀窘方关班劣兹￡｝露等粒磐膨穰发

结局

６＋对主要结民积妖要结两甑溉量怍出清楚托定父详细说磅嚣劣效性或等教性试验中用习的结局是否与改蔚确立

样本量

１＊接毒｛琶跫弧铽礁瓷镪．需要详细说明样本量的计算是否按照菲劣效性或等效性标准．丽置需要指朗选定等效性

随机化序列的产生

８

产生随机分配序列号的方法，包括任何限定情况（如分组、分层）

分配隐匿

９

按照产生的序列实施随机分配的方法（如封筒法或电话总机），指明在给予干预前是否隐匿序列号

参照处理有效性的试验中用勤的结弱糨确（或非常相似）、滁≮．谶殴强亍捷蔑溅量骰量镪书法
差值的理论基础

实施

１０

谁产生分配序列号，谁征集受试者，谁将受试者分配给各处理组

盲法

１１

受试者，干预措施的执行者以及结局的评价人员是否知道各处理组的分配情况。如果相关，如何评价盲法的成功
与否

统计方法

１

２＊用于对主要结局进行组间比较的统计方法，哲劳是否用厂学癣矿剪腰缓矿可詹区闻彩方落。进一步分析的方法，如
亚组分析和调整分析

结果
受试者流程

”

征集受试者

受试者经历每个试验阶段的流程（强烈建议绘成图表）。对于每一个处理组，明确报告受试者有多少人得到随机
分配，接受了预定的处理，完成了试验方案并依据主要结局进行了分析。对试验中与原计划有出入的方案进行描
述并给出理由
规定征集和随访的周期和日期

基线数据

¨：２

每个处理组的人口统计学基线数据和临床特征

分析的数目

Ｍ

分析中每组受试者（分母）的人数，以及是否进行了“１１ｖｒ”和／或替代分析。可行的话，将结果以绝对值标出（如
１０／２０，丽不只是５０％）

结局和估计

＂

对于每一个主要和次要结局，列出每组的结果和估计的效果大小及其精度。∥于驴劣残筮童雩争放拦腰发的劈局，
司以翻用图形表示司信区阚稻等敬性差值

辅助分析

幅

为了应对多样性的问题，需要对任何其他的分析作出报告，包括亚组分析和调整分析，揭示哪些是预期的，哪些是
探索性的

不良反应事件

伸

每个干预组中发生的所有重要的不良反应或副反应

讨论
解读

２０＊对结果进行解读，考虑驴劣描笸．剪等兹丝穆发饼及菇磁试验假设，发生潜在偏倚或偏差的来源，以及与分析和结

可推广性

２１

试验结果的可推广性（外部有效性）

总体证据

２２

结合现有的证据，对结果进行全面解读

局的多样性产生关联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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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目７ｂ］终止原则如果可行的话，应该对所有的中

小于１．４７……有２３９８例患者的替罗非班组与２４１１例患者

期分析和终止原则（以及是否与非劣效性或等效性假设相

的阿昔单抗组相比，前者主要终点事件的发生率更高（７。６％

关）作出说明。如“调查了所有妇女人数的４０％至７０％后，

狮．６．０％；风险比１．２６；……双侧９５％可信区间是１．０１＂ｓ．

需要对中期安全性分析作出计划。如果第一次中期分析时

１．５７，表明阿昔单抗优于替罗非班；Ｐ＝０．０３８）。”［１副在一个

任何Ｐ值小于０．００７，并且第二次Ｐ值小于０．０１２，那么可以

被设计用于优效性评价的试验中，对新药的非劣效性下结

认为和长程疗法相比，短程疗法的ＨＩＶ传染率增加

论。“ＳＹＮＥＲＧＹ规范规定，如果依诺肝素未能显示出优于

……”¨“，依据Ｐ值作为试验中期的终止标准已经成为惯

普通肝素，那么就应该进行非劣效性分析……对于非ｓＴ段

例，这些调整过的Ｐ值与加宽的可信区间是一致的。

抬高ＡＣＳ高危患者的治疗，依诺肝素不优于普通肝素，但却

［条目１２］统计方法

要指明是否用了单侧或双侧可

是非劣效的。”ｕ叫

信区间的方法。以二分变量的结局为例，“两组ＩＴＴ受试者

５．结论：在试验设计、实施、分析和结果解读方面，非劣

中每年发生主要事件的比例，以及与差异有关的单侧９７．５％

效性和等效性试验的报告应当做到明确无误，从而使读者能

可信区间，将利用出现首发事件的时间进行估计……主要分

够全面准确地理解报告的结果。希望本扩展能对非劣效性

析中的△是基于绝对事件的率差……如果对主要事件率差

和等效性试验的报告质量产生促进作用。最新版本的所有

估计值的９７．５％可信区间上限低于△，那么ｘｉｍｅｌａｇａｔｒａｎ与

ＣＯＮＳＯＲＴ指南可以在以下网站查询：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ｏｎｓｏｒｔ一

华法令相比的非劣效性将被接受”¨“。为了证明在显著性
水平ｎ上存在非劣效性，处理效果的单侧（１一ｎ）可信区间上
限［或者相对应的双侧（１一√２）可信区间］必须低于差值△。
［条目１７］结局和估计

参

多中心随机双盲临床试验，比较在第三产程口服米索前列醇

献

文

［１］Ｄ’Ａｇｏｓｔｉｎｏ ＲＢ，ＭａｓＳａｍ ＪＭ，Ｓｕｌｌｉｖａｎ ＬＭ．Ｎｏｎｉｎｆｅｒｉｏ“ｔｙｔｒｉａｌｓ：

对于非劣效性或等效性假设

的结局，可以利用图形表示可信区问和等效性差值。如一项

考

ｄｅｓｉｇｎ
ｉｎ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ｉｓｓｕｅｓ——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Ｓｔａｔ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ｎｔｓ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ｓ

Ｍｅｄ，２００３，２２：１６９一１８６．

［２］刘玉秀，姚晨，陈蜂，等．非劣效性／等效性试验中的统计学分
析．中国临床药理学杂志，２０００，１６（６）：４４８。４５２．

是否与催产素等效，就用图２表示孑两组发生严重产后出血

［３］夏结来，于莉莉，蒋红卫．新药疗效评价的区间检验．第四军医
大学学报，２００３，２４（２４）：２２０９．２２１２．

（失血≥１０００ ｍ１）的相对危险（ＲＲ＝１．３９，９５％凹：１．１９～

［４］闫宇翔，王洪源，王仁安．等效性评价方法研究现状．药物流行

１．６３）Ｈ“。图２中垂直的虚线代表事先确定的临床等效性差

病学杂志，２００３，１２（５）：２５３—２５６．
［５］于莉莉，夏结来，陈启光，等．显著性检验与等效性检验的区别

值，实线代表无效假设。可见，米索前列醇与催产素并不
等效。

与联系，中国卫生统计，２００５，１（２２）：３７—３８．
［６］黄钦，赵明．对ｌ临床试验统计学假设检验中非劣效、等效和优
效性设计的认识．中国临床药理学杂志，２００７，２３（１）：６３—６７

临床等效性区间

［７ｊ Ｇｒｅｅｎｅ ＷＬ，（ｂｎｃａｔｏ Ｊ，Ｆ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ＡＲ．Ｃｌａｉｍｓ ｏｆ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

ｌ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ｒｅ ｔｈｅ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ｎ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

Ｍｅｄ，２０００．１３２：７１５—７２２．
［８］Ｋｒｙｓａｎ ＤＪ，Ｋｅｍｐｅｒ
ｔｒｉａｌ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ｙ

［１０ ｊ
Ｏ．５０

０．７５

１．００

米索前列醇更好
图２

１．２５

１．５０

１．７５

２．００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ｉｎ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催产素更好

相对危险（引自：Ｇｎｌｍｅｚｏｇｌｕ ＡＭ，２００１）

ｍｅｎｉｎｇｉｔｉｓ

ｉｎ

ｔｒｉａｌｓ—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

据等效性的定义，从统计学上来说长程一短程疗法与长程一长
程疗法的效果是等价的……两组之间差异的９５％可信区间
为５，３％（接近６．０％的界限＞。”【ｌ刮对新药的劣效性（或参照药

Ｇｉｇｌｉｏ
ｏｒ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

ｉｎ

ｃａｎｃｅｒ

Ｔ脚ｓ，

ａｃｃｒｕａｌ？Ｃｏｎｔｒ０１ Ｃｌｉｎ

ｐ００ｒ

２００４．２５：５２５—５３３．

Ｍｅｄ，２００１，１１１：５５３—５５８．

ａｎｔｉ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ｖｅ ａｇｅｎｔｓ．Ａｍ Ｊ

［１２ Ｊ

Ｐｉａｇｇｉｏ

Ｇ，Ｅｌｂｏｕｒｎｅ
ａｎｄ

ＤＲ，Ａｌｔｍａｎ

ｇｒｏｕｐ．

ＤＧ，

ｅｔ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ｔｒｉａｌｓ

ａ１．
ａｎ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ＪＡＭＡ，２００６，２９５（１０）：１１５２—１１６０

［１３］Ｂｅｒｎａｒｄ Ｐ，Ｃｈｏｓｉｄｏｗ Ｏ，Ｖａｉｌｌａｎｔ
ｔｒｅａｔ

结局的多样性产生关联的危险。如对非劣效性下结论。“根

Ｉｌ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１１】 Ｍｃ舢ｉｓｔｅｒ ＦＡ，Ｓａｃｋｅｔｔ ＤＬ．Ａｃ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 ｔ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ＯＲＴ

设以及其他试验假设，发生潜在偏倚的来源，以及与分析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ｔｈｅ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ｅｒｍｒ？Ａｒｃｈ Ｓｕｒｇ，２００１，１３６：７９６－８００．

ｏｒ

ｎｏｎｉｎｆｅｒ．ｏｒｉｔｖ

考虑非劣效性或等效性假

Ｍ，Ｌｉｐｓｅｔｔ ＰＡ．

ｔｒｉａｌｓ

Ｃｏｓｔａ ＬＪ，Ｘａｖｉｅｒ ＡＣＧ，ｄｅＩ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比较米索前列醇和催产素发生严重产后出血的

［条目２０］对结果的解读

Ｃｌａｉ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９ｊ Ｄｉｍｉｃｋ ＪＢ，ＤＩｅｎｅｒ－ｗｅｓｔ

●

０．２５

ＡＲ．

ｃｈ订ｄｒｅｎ．Ｐｅｄｉａｔｒ Ｉｎｆｅｃｔ Ｄｉｓ Ｊ，２００２，２１：７５３—７５８．

卜叫●卜叫

０

ｏｆ

Ｏｒａｌ

ｐｒｉｓｔｉｎ锄ｙｃｉｎ
ｉｎ

ｅｒｙｓｉｐｅｌａＳ

ｖｅｒｓｕｓ

Ｌ．

Ｆｒｅｎｃｈ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ｓｔｕｄｙ

ｒｅｇｉｍｅｎ

ｔｏ

ａｄｕｌｔｓ：ｒａｌｌｄｏｍｉｓｅｄ，ｎｏｎ—ｉｎｆｅｒｉｏｒｉｔｙ，ｏｐｅｎ ｔｒｉａｌ．

ＢＭＪ，２００２，３２５（７３６９）：８６４．
１４］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ｏｆ
（ＡＳＳＥＮＴ一２）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ｏｒｓ．
ｗｉｔｈ ｆｒｏｎｔ—ｌｏａｄｅｄ ａｌｔｅｐｌａｓｅ

Ｓｉｎｇｌｅ＿ｂｏｌｕｓ
ｉｎ

ａｃｕｔｅ

ｄｏｕｂｌｅ－ｂｌｉｎｄ 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ｅｄ

ＡＳＳＥＮ７Ｆ２

ｅｒｙｓｉｐｅｌａｓ

ｐｅｎｉｃｉｌｌｉｎ

ａ

ｍ、∞ｃａｒｄｉａｌ
ｔｒｉａｌ．

Ｔｈｍｍｂｏｌｙｔｉｃ

Ｎｅｗ

ｔｅｎｅｃｔｅｐｌａｓ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１９９９，３５４：

Ｌａｎｃｅｔ，

７１６．７２２．

物的有效性）下结论。“虽然试验旨在评价替罗非班与阿昔
单抗比较时的非劣效性，但是结果发现，与阿昔单抗相比，替
罗非班对主要缺血性事件提供的保护更少……为了满足对
等效性的定义，两者比较时风险比的９５％可信区间上限必须

［１５］Ｈａｌｐｅｒｉｎ Ｊ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ｏｒｓ．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Ｘｉｍｅｌａｔａｒａｇａｎ

ｏｆ ｔｈｒｏｍｂｏｅｍｂｏｌｉｓｍ

ｓｐｏｒｔｉｆ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Ⅲ

ｗｉｔｈ

ａｎｄ

Ｖ

ｗａｒｆａｒｉｎ

ｓｔｕｄｙ
ｆｏｒ

ｗｉｔｈ ｎｏｎｖａｌｖｕｌａｒ ａｔｒｉａｌ

ｆｉｂｒｉＩｌ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ａ ｐａｉｒ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ＳＰｏＲＴＩＦⅢａｎｄ 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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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ｍ

Ｈｅａｒｔ

Ｊ，２００３，１４６：４３１—４３８．

［１６］Ｌａｌｌｅｍａｎｔ Ｍ，Ｊｏｕｒｄ８ｉｎ
ｚｉｄｏｖｕｄｉｎｅ

ｒｅｇｉｍｅｎｓ

Ｇ，Ｌｅ

ｔｏ

ｍｏｔｈｅｒｔｏ—ｃｈｉｌｄ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ｈｕｍａｎ 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ｈｅｐａｒｉｎ

Ｃｏｅｕｒ Ｓ，ｅｔ ａ１．Ａ ｔｒｉａｌ ｏｆ ｓｈｏｒｔｅｎｅｄ

ｖｉｒｕｓ ｔｙｐｅ １．Ｎ

ｏｆ

ＥｎｇｌＪ Ｍｅｄ，２０００，３４３：

ｈｉｇｈ－ｒｉｓｋ

·８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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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语：至此由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詹思延教授负责组
织编写的系列讲座１～８讲已全部刊出，为此本刊深表由衷
感谢。我们清楚知道，对这样一个崭新的内容和涉及面广泛
的选题，是很难在仅限的章节中讲解透彻，颇有意犹未尽之

２００１，

感，如此请那些关注本讲座内容的读者与詹思延教授联系：

３４４：１８８８—１８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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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控制·
水痘疫苗保护效果配对病例对照研究
傅传喜

梁建华

王大虎

王鸣

采用１：１配对病例对照研究。水痘病例为临床诊断病

对。则０Ｒ＝２８／２８０＝Ｏ．１０（９５％ＣＪ：０．０７３～０．１３７），Ｙ２＝

例，来源于国家传染病报告网；病例需居住在广州市且能在

２０６．１８，ｕ＝１，Ｐ＜０．０１；ＥＶ：１—０．１０＝９０．０％（９５％（¨：

儿童免疫接种管理系统找到其记录。病例均按如下配比条

８６．３～９２．７）。国产水痘疫苗保护效果：ｏ尺＝ｌｌ／１６８＝０．０６５

件选择３个对照作为备选：①与病例住址接近（同一居委会

（９５％ｃＪ：ｏ．０４１～ｏ．１０３），ｘ２＝１３７．７０，ｕ＝１，Ｐ＜ｏ．０１；ＥＶ：

或村内）；②与病例性别相同；③与病例出生日期最近者（信

１一Ｏ．０６５＝９３．５％（９５％ＣＩ：８９．７～９５．９）。进口水痘疫苗保

息用计算机搜集）；④户口性质相同；⑤从未出现过水痘样

护效果：ｏＲ＝３／２９＝０．１０３（９５％ａ：０．０３９～０．２７１），Ｙ２＝

皮疹症状（通过电话、走访等方式确认）。最后随机选择１名

２１．１３，ｕ＝ｌ，Ｐ＜Ｏ．０１；ＥＶ：１一Ｏ．１０３＝８９．７％（９５％ＣＪ：

作为对照。信息采集：在两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预调

７２．９～９６．１）。有效的疫苗应继续进行上市后大规模人群应

查。每张问卷包括１名病例和对照，其中既往免疫史信息以

用后的研究，这样能得到真实的保护效果。本研究提示，１剂

儿童免疫接种管理系统的记录为准。发病１月之前注射水

水痘国产疫苗的免疫效果和进口的类似，这与相关的研究相

痘疫苗记为有免疫；发病后又注射水痘疫苗者记为未免疫。

同。１’…。随着时间的延长，儿童水痘抗体的滴度衰退，保护效

疫苗效力（ＥＶ）＝（１

ｏＲ）×１００％。由设计者对本次调查

果也随之下降，达不到初免时高水平的保护效能。本研究为

员分区进行培训，并进行市及区的两级问卷质量控制，抽取

病例对照研究设计，根据儿童免疫接种管理系统的接种记录

１０％的问卷进行双录入核对，对录入不合格高于１０％的问卷

而不是根据监护人的口述来确定免疫史，原因是根据主观记

全部重新输入。全部问卷以Ｅｐｉ Ｄａｔａ软件建库录入，采用

忆而得到的信息不够准确，而接种和发病日期等记录是有明

１１．５软件进行分析。

ＳＰＳＳ

确前后关系的，如果病例发病后再接种则不记为有免疫史，

结果与分析：①样本代表性：预计调查病例１０２０例，实

大大减少了传统病例对照研究中的回忆偏倚。本研究显示，

际调查８５６例（占８３．９％）；总体中男女性别比为１．６ｌ：１，样

接种１剂水痘疫苗有３．６年的保护效果，但限于对各个品牌

本男女性别比为１．５３：１；总体中平均年龄６．２ｌ岁，样本平均

疫苗保护效果的研究样本量较小，还不能进一步确定其疫苗

为６，３０岁，其性别和年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１２＝

的保护效果，应继续深入探讨不同品牌水痘疫苗的保护

２．６５０，Ｐ＝０．０７１；￡＝２．５３４，Ｐ＝０．０６０）。②病例与对照的

作用。

可比性：８５６对病例和对照中平均年龄分别为（６．３０±２．６１）
参考

岁及（６．２７±２．６２）岁，两者年龄无差异（户１．２０２，Ｐ＝
０．２３０）。③免疫情况：病例中有免疫史者１０４例（占病例总
数１２．１％），年龄中位数为４．７４岁，自免疫至发病间隔中位数
为８０３ ｄ，自免疫至调查时间为１３２３ ｄ。④疫苗效果：总体保
护效果：病例和对照均已免疫的有７６对，均未免疫的４７２
对，病例免疫对照未免疫２８对，病例未免疫对照免疫２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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