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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对照试验(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ꎬＲＣＴ)是

配子形成过程中既已确定ꎬ这一过程通常与后天的环境

评价因果效应的金标准ꎬ但由于受到伦理学、受试者依

混杂因素是不相关的ꎮ 因此ꎬ携带该变异与不携带该变

从性、研究期限等因素的制约ꎬ很多情况下难以实施ꎮ

异的人群在某结局上的差异则可以归因于暴露因素的

另外ꎬＲＣＴ 中纳入排除标准的限制可能导致研究样本与
真实世界的人群出现异质性ꎬ因此研究结论的外推性也

变异ꎬ从而排除混杂因素的干扰[５] (图 １)ꎮ 利用遗传变
异作为工具变量的主要优势在于:遗传变异的形成独立

有待验证ꎮ 相比之下ꎬ观察性研究和非随机对照研究数

于社会环境、生活习性和其他性状ꎬ这一特性保证了各

据更易获得ꎬ在样本的选择上也更接近真实世界的情

个混杂因素在遗传变异的不同亚组间的均衡性ꎬ理论上

况

[１]

ꎮ 然而ꎬ观察性或非随机对照研究设计需借助恰当

避免了混杂因素的影响ꎻ另一方面ꎬ遗传变异的形成先

的因果模型来推断暴露因素(干预) 与疾病结局之间的

于环境暴露、混杂及疾病结局的发生及水平变化ꎬ由遗

因果关联ꎮ

传变异作为暴露的工具变量所解释的暴露变异也是先

孟德尔随机化(Ｍｅｎｄｅｌｉａｎ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ꎬＭＲ)是以
遗传变异作为工具变量的统计模型ꎮ ＭＲ 最早由 Ｋａｔａｎ

于结局的ꎬ由此排除了逆向因果问题[６] ꎮ

在探讨低血清胆固醇水平会直接增加癌症风险的假设

中提出ꎬ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因果 关 联 研 究 中[２ － ４] ꎮ
ＭＲ 利用遗传变异在配子形成过程中随机分裂与组合
的特性模拟对人群的随机分配过程:个体在出生时是否
携带影响特定表型的遗传变异是随机的ꎬ而遗传变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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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孟德尔随机化和随机对照试验的比较

ＭＲ 模型作为一种能够校正未测量混杂估计因果
效应的统计学方法ꎬ在医学研究中得到广泛的应用ꎬ但
针对模型的应用前提、核心假设、分析步骤以及结果解
释等问题ꎬ还需进行一些必要的考虑与评价ꎮ 为此中国
临床肿瘤学会(ＣＳＣＯ)生物统计学专家委员会 ＲＷＳ 方
法学小组ꎬ经充分讨论ꎬ形成以下应用共识ꎬ以期促进
ＭＲ 模型的规范化应用和规范化报道ꎮ
ＭＲ 模型的基本假设及常见的 ＭＲ 方法
１. ＭＲ 模型的基本假设

遗传变异作为有效的工具变量需要满足以下核心

假设(图 ２):

图２

工具变量核心假设

Ｚ:工具变量ꎻＸ:暴露ꎻＹ:结局ꎻＵ:混杂

(１)关联性:遗传变异 Ｚ 与暴露 Ｘ 相关(γ≠０)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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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独立性:遗传变异 Ｚ 与影响“暴露—结局”关联

关系的混杂因素 Ｕ 独立(φ１ ＝ ０)ꎻ

(３)排他性:遗传变异 Ｚ 仅通过暴露 Ｘ 影响结局 Ｙ

(φ２ ＝ ０) ꎮ

按照研究设计的不同ꎬＭＲ 模型可以分为单样本

ＭＲ 模型与两样本 ＭＲ 模型ꎮ

２. 单样本 ＭＲ 模型(ｏｎｅ￣ｓａｍｐｌｅ ＭＲ)

单样本 ＭＲ 模型是指使用来自单个样本的数据构

建 ＭＲ 模型ꎬ模型主要应用个体数据(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ｄａｔａ)作
为研究样本ꎬ样本中同时包含每一个体的遗传变异、暴
露以及结局的测量数据ꎮ

差加权法(ｉｎｖｅｒｓｅ￣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ꎬＩＶＷ):假设存在 Ｊ

个相互独立的有效工具变量(Ｚ１ ꎬꎬＺＪ )ꎬ分别记第 ｊ 个
工具变量 Ｚｊ 与暴露以及结局的关联关系的估计值为 β＾ Ｘ
ｊ

和 β＾ Ｙｊ ꎬ由此计算各个工具变量的 Ｗａｌｄ 估计量(比例估
计值)为[１０] :
θ＾ Ｒ ＝ β＾ Ｙ / β＾ Ｘ
ｊ

量即为暴露与结局的因果关联估计值:
β＾ ＩＶＷ ＝

Ｊ

Ｊ

θ＾ Ｒ σＲ－２ / ∑ σＲ－２
∑
ｊ ＝１
ｊ ＝１
ｊ

ｊ

ｊ

ＭＲ 模型的局限性及解决方法

具变量估计暴露对结局的因果效应时ꎬ最常用的方法为

行回归时得到的回归系数为 β＾ ＹＺ ꎬ由系数比法得到暴露

ｊ

工具变量对应的 Ｗａｌｄ 估计量进行整合ꎬ整合后的估计

对于单样本 ＭＲ 模型ꎬ当采用单个遗传变异作为工
系数比法(或 Ｗａｌｄ 法)ꎮ 记暴露 Ｘ 对工具变量 Ｚ 进行
回归时得到的回归系数为 β＾ ＸＺ ꎬ结局 Ｙ 对工具变量 Ｚ 进

ｊ

将 Ｗａｌｄ 估计量的方差的逆 σＲ－ｊ ２ 作为权重ꎬ对各个

应用满足核心假设的工具变量是 ＭＲ 模型得到有
效估计的必要条件ꎬ然而ꎬ由 ＧＷＡＳ 中获取的绝大部分
与暴露具有显著关联的遗传变异ꎬ并未完全掌握其关联

对结局的因果效应估计为:
Ｒａｔｉｏ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 β＾ ＹＺ / β＾ ＸＺ

的生物学机制ꎬ应用这些生物学机制尚不明确的遗传变

态近似法或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ｉｎｇ 法得到ꎮ

的前提假设ꎬ当假设违背时ꎬ将会得到有偏的、不一致的

系数比估计量(比例估计值) 的置信区间可通过正
此外ꎬ还可通过两阶段回归法得到因果效应的估计

量ꎮ 其中第一阶段由暴露 Ｘ 对工具变量 Ｚ 进行回归ꎬ第
二阶段由结局 Ｙ 对第一阶段所得到的暴露估计值进行
回归ꎮ 当结局为连续变量且采用线性模型时ꎬ该两阶段
回归法即为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ｔｗｏ ｓｔａｇｅ 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ꎬ

异作为工具变量增加了其违背核心假设的可能ꎮ 除工
具变量核心假设外ꎬ不同类型的 ＭＲ 方法还有一些特定
估计量ꎮ 以下介绍 ＭＲ 模型在实际应用过程中面临的
局限性问题ꎬ以及如何克服这些局限性ꎬ从而得到有效
的估计量ꎮ

１. 弱工具变量问题

应用强度高的工具变量可以有效提高 ＭＲ 模型估

２ＳＬＳ)ꎬ第二阶段回归时所得到的回归系数即为暴露对

计因果效应的精度及效能ꎬ而当遗传变异与暴露关联性

工具变量时ꎬ２ＳＬＳ 估计量可以看作各工具变量所对应

工具变量偏倚ꎮ 当构建单样本 ＭＲ 模型时ꎬ估计量将会

的系数比估计量的加权平均ꎬ其中权重取各工具变量在

向受到混杂影响的观察性研究估计量的方向偏倚ꎬ且会

结局的因果效应估计值

[７]

ꎮ 当使用多个遗传变异作为

第一阶段回归时与暴露的关联强度ꎮ 选用系数比估计
或 ２ＳＬＳ 估计要依据所拥有的样本数据情况来决定ꎮ 当
存在多个工具变量时ꎬ还可以将多个遗传变异整合为一
个加权或非加权的等位基因得分(ａｌｌｅｌｅ ｓｃｏｒｅ)ꎬ或称为
基因风险得分(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ｒｉｓｋ ｓｃｏｒｅ)ꎬ再以得分作为工具
变量构建 ＭＲ 模型[８ － ９] ꎮ

３. 两样本 ＭＲ 模型(ｔｗｏ￣ｓａｍｐｌｅ ＭＲ)

两样本 ＭＲ 模型中使用的遗传变异与暴露的关联

关系统计量以及遗传变异与结局的关联关系统计量分

较弱时ꎬ会导致 ＭＲ 模型的估计量产生偏倚ꎬ称之为弱

造成Ⅰ型错误率(假阳性率) 膨胀ꎬ当构建两样本 ＭＲ 模
型且两个样本无明显重叠时ꎬ估计量将会向效应为零的
方向偏倚[１１] ꎮ

在 ＭＲ 模型中ꎬ常用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Ｆ 统计量来评价

工具变量的强度ꎬ弱工具变量所导致的偏倚大小和该统
计量的期望值是相对应的ꎮ 一个经验法则是工具变量
强度 Ｆ 统计量至少为 １０ꎬ当 Ｆ 小于 １０ 时ꎬ因果效应的
估计量会出现严重的偏倚[１２] ꎮ 另外ꎬＦ 统计量与“工具
变量—暴露”的关联显著性 Ｐ 值是对应的ꎬ该 Ｐ 值通常

别来源于两个独立的、不重叠的样本ꎮ 模型主要应用汇

作为工具变量的筛选阈值ꎮ 为了保证模型中工具变量

总数据作为研究样本ꎬ样本数据中仅包含遗传变异与暴

具有足够的强度ꎬ现有 ＭＲ 模型通常将全基因组显著性

露及结局的关联关系汇总统计量( 包括关联估计值、标
准误、显著性 Ｐ 值等)ꎮ 汇总数据一般来源于基于大样
本的全基因组关联分析(ｇｅｎｏｍｅ￣ｗｉｄ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ꎬ
ＧＷＡＳ)ꎬ因此保证了两样本 ＭＲ 模型对因果效应的估
计具有较高的效能ꎬ同时也提高了研究结果的可重复
性ꎮ
基于两样本 ＭＲ 模型的最基本的估计方法为逆方

水平(Ｐ < ５ × １０ － ８ )作为阈值筛选工具变量ꎬ从而避免潜
在的弱工具变量偏倚[１２] ꎮ 另外ꎬ当 ＭＲ 模型中工具变
量的平均强度较弱时ꎬ还可以应用一些改进的 ＭＲ 模
型ꎬ如基于修正权重的 ＩＶＷꎬＥｇｇｅｒ￣ＳＩＭＥＸ 等模型来校
正潜在的弱工具变量偏倚[１３ － １４] ꎮ
２. 多效性问题

多效性是指遗传变异通过多种不同的路径对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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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状产生影响[１５] ꎮ 当利用多效性遗传变异作为工具变

汇总数据的方法包含 ＭＲ￣Ｅｇｇｅｒ [２１] 、基于中位数的估计

外的其他通路ꎬ从而使得工具变量因违背核心假设而失

ｂａｓｅｄ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２７] 、ＣＡＵＳＥ ( ｃａｕｓ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ｕｓｉｎｇ ｓｕｍ￣

量时ꎬ相当于构造了“ 工具变量—暴露—结局” 路径之
效(图 ３)ꎮ 应用存在多效性的工具变量会导致所研究

的因果通路的效应估计产生偏倚ꎬⅠ型错误率增加[１６] ꎮ
遗传变异的多效性效应是普遍存在的ꎬ而其对于 ＭＲ 模
型的影响又是不可忽略的ꎬ因此如何排除多效性效应对
于估计的影响是 ＭＲ 模型在实际应用中不可忽视的问
题

[１７]

ꎮ

(ｍｅｄｉａｎ￣ｂａｓｅｄ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２６] 、 基 于 众 数 的 估 计 ( ｍｏｄｅ￣
ｍａｒ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２８] 模型等ꎮ

具体研究中ꎬ常利用基于不同假设的 ＭＲ 模型进
行敏感性分析ꎬ并比较各种方法所得结果的差异性ꎬ从
而评估研究结果对于多效性假设的稳健程度 [２９] ꎮ 不
同方法所得到的估计量若是一致的ꎬ提示多效性工具
变量所引入的潜在偏倚被有效的校正ꎬ而不同模型所
得到的估计量若有显著的差异ꎬ则提示现有模型对于
多效性工具变量较为敏感ꎬ有必要更进一步的进行分

图３

析与校正 [３０] ꎮ

多效性工具变量

Ｚ:工具变量ꎻＸ:暴露ꎻＹ:结局

针对 ＭＲ 模型的多效性偏倚问题ꎬ目前的校正方法

３. 连锁不平衡问题

连锁不平衡( ｌｉｎｋａｇｅ ｄｉｓ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ꎬＬＤ) 描述的是

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方法首先识别并排除存在多效性

遗传变异之间的相关性ꎬ这种相关性通常是由遗传变

的工具变量ꎬ再利用剩余无多效性的工具变量构建 ＭＲ

异之间物理位置的临近所导致的ꎮ 遗传变异之间存在

模型进行因果效应估计ꎮ 可借鉴识别离群点的思想来

ＬＤ 时ꎬ每个遗传变异提供的信息不独立ꎬ当利用这些

识别多效性工具变量ꎬ其基本思想是:基于有效工具变

不相互独立的遗传变异作为工具变量时ꎬ则会导致效

量得到的比例估计值应是同质的ꎬ比例估计值之间的差

应估计产生偏倚ꎮ 因此在构建 ＭＲ 模型时应尽量选择

异应是随机的ꎮ 此时多个比例估计值应基本分布在一

相互独立的遗传变异作为工具变量ꎬ而当工具变量间

条直线附近ꎬ而这条直线的斜率所代表的就是暴露与结
局之间真实的因果效应值ꎮ 反之ꎬ当某一工具变量对应
的比例估计值与其他比例估计值之间存在显著的异质
性时ꎬ则提示该工具变量违背核心假设ꎮ 比例估计值之
间的异质性主要来源于多效性工具变量ꎬ由于多效性效

存在 ＬＤ 时ꎬ可应用纳入工具变量相关性信息的模型ꎬ

如 ＧＳＭＲ(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ｄ ＭＲ) [２２] ꎬ从
而避免连锁不平衡问题对于模型的影响ꎮ
４. 人群分层问题

人群分层是指遗传变异与表型性状的关联性在不

应被掺入因果效应通路中ꎬ导致对应的比例估计值产生

同种族或者国家的子群体中的异质性ꎮ 这种异质性会

偏倚ꎬ从而与其他工具变量所对应的比例估计值相比体

导致遗传变异作为工具变量无法实现对于混杂因素的

现出显著的异质性

[１８]

ꎮ

实际研究中ꎬ可以通过散点图、漏斗图等可视化方

随机化过程ꎬ从而产生有偏的效应估计 [３１] ꎮ 为了避免
人群分层问题ꎬ在构建 ＭＲ 模型时通常选择同种族人

法结合统计检验方法识别多效性工具变量ꎮ 常用的检

群作为研究对象ꎻ在统计分析上ꎬ可以针对潜在的异质

验方法包含 Ｑ 统计量检验

性因素进行分层分析ꎬ或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进行校

[１３ꎬ１８]

、ＭＲ￣ＰＲＥＳＳＯ 异质性检

验(ｍｅｎｄｅｌｉａｎ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ｌｅｉｏｔｒｏｐｙ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ｓｕｍ ａｎｄ
ｏｕｔｌｉｅｒ) [１９] 、ＨＥＩＤＩ 检验(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ｉｎ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ｉｎ￣

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２０] 等ꎮ 识别并剔除多效性工具变量后ꎬ可采
用全局 Ｑ 统计量检验、全局 ＰＲＥＳＳＯ 检验、ＭＲ￣Ｅｇｇｅｒ

正ꎬ从而排除由于人群分层问题导致的虚假关 联 出
现 [３２] ꎮ

５. 统计效能问题

ＭＲ 模型估计因果效应的统计效能与纳入模型中

ꎮ

的工具变量所解释的暴露变异比例相关ꎬ在样本含量

则提示无多效性工具变量ꎬ接下来则可应用基于无多效

统计效能越高ꎮ 因此ꎬ构建 ＭＲ 模型时要保证工具变

截距项检验等方法来评价剩余工具变量的多效性

[２１]

若剩余工具变量所对应的比例估计值已不存在异质性ꎬ
性工具变量假设构造的 ＭＲ 模型进行效应估计

[１０ꎬ２２]

ꎮ

另一类方法为直接采用基于校正多效性偏倚的
ＭＲ 模型进行因果效应估计ꎬ这类模型允许工具变量存

一定时ꎬ工具变量对暴露变异的解释比例越高ꎬ模型的
量对于暴露变异的总体解释比例在一个较高的水平ꎬ
从而保证模型具有充足的统计效能 [３３] ꎮ 单个遗传变
异对暴露变异的解释作用通常是很小的ꎬ 因此 现 有

在多效性ꎬ在此情况下校正工具变量的多效性效应ꎬ同

ＭＲ 模型通常选定多个遗传变异作为工具变量ꎬ从而

时估计暴露对结局的因果效应ꎮ 基于校正多效性偏倚

增加工具变量对于暴露变异的解释比例ꎬ提高估计的

的 ＭＲ 模 型 中ꎬ 基 于 个 体 数 据 的 方 法 包 含 ｓｉｓＶＩＶＥ

统计效能ꎮ 在模型构建上ꎬＲａｄｉａｌ ＩＶＷ [１３] 、Ｔｈｒｅｅ￣ｓａｍ￣

ｔｏｒ) [２３] 、ＴＳＨＴ ( ｔｗｏ￣ｓｔａｇｅ ｈａｒｄ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ｉｎｇ) [２４] 、ＰＲＭＲ

露关联的显著性阈值纳入更多的工具变量ꎬ同时校正

(ｓｏｍｅ ｉｎｖａｌｉｄ ｓｏｍｅ ｖａｌｉｄ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ｅｓｔｉｍａ￣
(ｐｌｅｉｏｔｒｏｐｙ￣ｒｏｂｕｓｔ ｍｅｎｄｅｌｉａｎ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２５]

等ꎻ基于

ｐｌｅ ＭＲ [３４] 、ＭＲＭｉｘ [３５] 等模型通过放宽工具变量与暴
由于弱工具变量的引入导致的潜在偏倚ꎬ从而提高模

 ４７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ꎬＪｕｎ. ２０２１ꎬＶｏｌ. ３８ꎬＮｏ. ３

异对于结局的效应ꎬ是无法通过 ＭＲ 模型获得的ꎮ 严

型的统计效能与估计精度ꎮ
样本含量是决定 ＭＲ 模型统计效能的另外一个主
要因素ꎮ 遗传变异的个体数据通常是难以获取的ꎬ并
且由于研究经费限制ꎬ单个研究只包含较小的样本含

格来说ꎬ由 ＭＲ 所得到的暴露对结局的效应估计量不
能完全等同于真实的因果效应 [３９] ꎮ 另外ꎬ 在设计严

谨ꎬ工具变量核心假设满足的情况下ꎬＭＲ 模型可以为

量ꎬ因此基于个体数据的 ＭＲ 模型统计效能往往较低ꎮ

暴露与结局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联提供统计学上的线

相比之下ꎬ基于 ＧＷＡＳ 的汇总数据所构建的 ＭＲ 模型

索ꎬ为后续更明确的试验研究及机制探索提供理论依

在数据获取ꎬ成本效率上具有更明显的优势ꎬ而数以十

据ꎬ但任何单一的研究方法都无法完全明确因果关系ꎮ

万甚至百万计的样本含量同时也保证了估计具有较高

真实的因果关联应结合疾病的生物学机制、完善的试验

的统计效能ꎮ 因此ꎬ目前研究大多利用汇总统计量构
建 ＭＲ 模型ꎬ极大程度上推动了不同性状与疾病之间

及临床研究结果等多方面证据综合进行探讨[４０] ꎮ
ＭＲ 模型的规范化应用报道

因果推断的研究ꎮ
另外ꎬ在选定工具变量构建 ＭＲ 模型进行因果效

在实证研究中ꎬ构建 ＭＲ 模型进行因果效应估计主

应估计之前ꎬ可以根据数据类型、样本含量、工具变量

要包含以下步骤:根据研究设计选择合适的样本并收集

个数等指标选取适当的统计效能先验估计方法来预测

数据ꎻ选择与暴露相关的遗传变异作为工具变量ꎻ根据

模型的统计效能

[３６ － ３８]

６. 结论外推问题

ꎮ

样本数据的不同类型(个体数据、汇总数据)选择合适的
ＭＲ 模型进行估计与推断ꎻ根据统计分析结果做出客观

在对 ＭＲ 模型得到的因果效应估计量进行解释

的、合理的解释ꎮ 上述步骤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已在第二

时ꎬ需要注意的一点是ꎬ遗传变异所解释的暴露变异只

部分进行了详细的论述ꎬ总结来说ꎬ在构建 ＭＲ 模型进

是暴露总变异中的一部分ꎬ因此利用遗传变异作为暴

行实证研究时ꎬ需要对模型的假设及工具变量核心假设

露的工具变量来估计其对结局的因果效应ꎬ所得到的

是否满足进行充分的评估ꎬ并对模型进行合理的选择与

效应值也只是由工具变量所决定的这一部分暴露变异

正确的应用ꎬ以确保统计结论的有效性ꎮ 下面以结果检

对结局的效应ꎬ而由其他非遗传因素所决定的暴露变

查报告表的形式给出 ＭＲ 模型的应用报道指南ꎮ

表１
论文部分 / 主题

ＭＲ 模型结果报告检查表

编号

内容

１

在标题及摘要中说明研究目的、研究设计及主要的暴露与结局变量ꎻ在摘要中对研究方法及所得结论
做简要总结ꎮ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阐述真实世界研究设计ꎮ
说明研究样本选择的纳入及排除标准ꎮ
说明研究的暴露及结局变量ꎮ
阐明筛选工具变量的标准及具体步骤ꎮ
对纳入模型中的工具变量强度进行估计与评价ꎬ避免弱工具变量偏倚的产生ꎮ
根据样本含量、工具变量解释暴露变异比例等信息对模型的统计效能进行预测ꎮ

多效性偏倚的校正

９

检验模型中是否存在多效性工具变量ꎻ存在多效性工具变量情况下ꎬ说明采用何种方式对潜在的多效
性偏倚加以校正ꎮ

统计模型的构建

１０

描述拟采用的模型及模型构建思想ꎮ 当样本存在异质性时ꎬ需采用相应的措施( 分层分析ꎬ主成分分
析) 加以修正ꎬ避免人群分层所导致的偏倚ꎻ当工具变量间存在连锁不平衡时ꎬ需将工具变量之间的
相关性信息纳入模型ꎻ当存在多效性工具变量时ꎬ需构建基于校正多效性偏倚的模型ꎮ

研究对象

１１

描述选定样本的基本人口学特征ꎬ明确各个子样本是否同质ꎮ

１３

描述选定工具变量的个数、工具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结构以及工具变量解释暴露变异的比例等内容ꎬ给
出工具变量强度及模型统计效能的估计结果ꎮ

标题和摘要

２

前言
方法
研究设计
资料来源
研究变量
工具变量选择
工具变量强度检验
统计效能估计

结果
数据质量评价
工具变量选择

１２

阐述研究背景及 ＭＲ 方法的基本原理ꎻ阐明研究目的ꎬ提出研究假设ꎮ

描述真实世界数据的缺失情况ꎬ异常值情况等ꎮ

１４

报告经过校正工具变量多效性效应、连锁不平衡等问题后由 ＭＲ 模型得到的结果ꎮ

１６

根据研究内容以及研究结果总结关键结论ꎮ

局限性

１８

客观讨论研究的局限性ꎬ包括应用模型的局限性ꎬ因果效应结论的外推性等ꎮ

资源
伦理

１９
２０

主要结果
其他分析
讨论
重要结论
结果解释
其他信息

１５

１７

报告进行的其他分析结果ꎬ如敏感性分析ꎬ针对不同性别、年龄等因素进行的分层分析等结果ꎮ

结合研究结果ꎬ已有的相关研究结论及生物学机制等先验背景知识ꎬ对本研究所得到的结果给出综合
的、合理的解释ꎮ

给出样本数据获得渠道、统计分析应用软件等相关信息及链接ꎮ
说明研究内容、设计及样本数据收集等过程是否符合伦理要求ꎮ

 ４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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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ｉｔｈ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ｖａｒｉａｎｔｓ ｕｓｉｎｇ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 ｄａｔａ. Ｇｅｎｅｔ￣
ｉｃ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１３ꎬ３７(７) :６５８￣６６５.

[１１] Ｄａｖｉｅｓ ＮＭꎬｖｏｎ Ｈｉｎｋｅ Ｋｅｓｓｌｅｒ Ｓｃｈｏｌｄｅｒ ＳꎬＦａｒｂｍａｃｈｅｒ Ｈꎬ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ｍａｎｙ ｗｅａｋ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ａｎｄ Ｍｅｎｄｅｌｉａｎ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
ｔ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２０１５ꎬ３４(３) :４５４￣４６８.

[１２] Ｂｕｒｇｅｓｓ Ｓꎬ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ＳＧ. Ａｖｏｉｄｉｎｇ ｂｉａｓ ｆｒｏｍ ｗｅａｋ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Ｍｅｎｄｅｌｉａｎ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
ｇｙꎬ２０１１ꎬ４０(３) :７５５￣７６４.

[１３] Ｂｏｗｄｅｎ ＪꎬＤｅｌ Ｇｒｅｃｏ ＭＦꎬＭｉｎｅｌｌｉ Ｃꎬｅｔ ａｌ.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ｆ
ｔｗｏ￣ｓａｍｐｌｅ ｓｕｍｍａｒｙ￣ｄａｔａ Ｍｅｎｄｅｌｉａｎ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ｏｖｉｎｇ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ＮＯＭＥ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１９ꎬ

４８(３) :７２８￣７４２.

[１４] Ｂｏｗｄｅｎ ＪꎬＤｅｌ Ｇｒｅｃｏ ＭＦꎬＭｉｎｅｌｌｉ Ｃꎬｅｔ 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ｄａｔａ ｆｏｒ ｔｗｏ￣ｓａｍｐｌｅ Ｍｅｎｄｅｌｉａｎ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ｕ￣

ｓｉｎｇ ＭＲ￣Ｅｇｇｅ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１６ꎬ４５(６) :１９６１￣１９７４.

[１５] Ｗａｇｎｅｒ ＧＰꎬＺｈａｎｇ Ｊ. Ｔｈｅ ｐｌｅｉｏｔｒｏｐ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ｐｈｅ￣

ｎｏｔｙｐｅ ｍａｐ: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ｖ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Ｇｅｎｅｔｉｃｓꎬ２０１１ꎬ１２(３) :２０４￣２１３.

[１６] Ｂｏｗｄｅｎ ＪꎬＤｅｌ Ｇｒｅｃｏ ＭＦꎬＭｉｎｅｌｌｉ Ｃꎬｅｔ ａｌ. 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
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ｌｅｉｏｔｒｏｐｙ ｉｎ ｔｗｏ￣ｓａｍｐｌｅ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ｄａｔａ Ｍｅｎｄｅｌｉａｎ ｒａｎ￣
ｄ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２０１７ꎬ３６(１１) :１７８３￣１８０２.

[１７] 高雪ꎬ王慧ꎬ王彤. 孟德尔随机化中多效性偏倚校正方法简介. 中
华流行病学杂志ꎬ２０１９ꎬ４０(３) :３６０￣３６５.

[１８] Ｇｒｅｃｏ ＭＦꎬ Ｍｉｎｅｌｌｉ Ｃꎬ Ｓｈｅｅｈａｎ ＮＡꎬ ｅｔ ａｌ. 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 ｐｌｅｉｏｔｒｏｐｙ ｉｎ

Ｍｅｎｄｅｌｉａｎ 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ａ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２０１５ꎬ３４(２１) :２９２６￣２９４０.

[１９] Ｖｅｒｂａｎｃｋ ＭꎬＣｈｅｎ ＣＹꎬＮｅａｌｅ Ｂꎬｅｔ ａｌ.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ｉｄｅｓｐｒｅａｄ ｈｏｒｉ￣
ｚｏｎｔａｌ ｐｌｅｉｏｔｒｏｐｙ ｉｎ ｃａｕｓ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ｉｎｆｅｒｒｅｄ ｆｒｏｍ Ｍｅｎｄｅｌｉａｎ ｒａｎ￣
ｄ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ｔｒａｉｔ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Ｎａｔｕｒｅ ｇｅｎｅｔｉｃｓꎬ

２０１８ꎬ５０(５) :６９３￣６９８.

[２０] Ｚｈｕ Ｚꎬ Ｚｈａｎｇ Ｆꎬ Ｈｕ Ｈꎬ ｅｔ 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ＧＷＡＳ ａｎｄ ｅＱＴ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ｓ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ｔｒａｉｔ ｇｅｎｅ ｔａｒｇｅｔｓ. Ｎａｔｕｒｅ
ｇｅｎｅｔｉｃｓꎬ２０１６ꎬ４８(５) :４８１￣４８７.

[２１] Ｂｏｗｄｅｎ ＪꎬＤａｖｅｙ Ｓｍｉｔｈ ＧꎬＢｕｒｇｅｓｓ Ｓ. Ｍｅｎｄｅｌｉａｎ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ｉｎｖａｌｉｄ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ｅｆｆｅｃｔ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ｉａｓ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Ｅｇｇ￣

ｅ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５ꎬ ４４ ( ２ ) :

５１２￣５２５.

[２２] Ｚｈｕ ＺꎬＺｈｅｎｇ ＺꎬＺｈａｎｇ Ｆꎬｅｔ ａｌ. Ｃａｕｓ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ｉｓｋ ｆａｃ￣
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ｏｎ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ｉｎｆｅｒｒｅｄ ｆｒｏｍ ＧＷＡＳ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ｄａｔａ. Ｎａ￣
ｔｕｒ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２０１８ꎬ９(１) :２２４.

[２３] Ｋａｎｇ Ｈꎬ Ｚｈａｎｇ Ａꎬ Ｃａｉ ＴＴꎬ ｅｔ ａｌ.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Ｓｏｍｅ Ｉｎｖａｌｉｄ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Ｍｅｎｄｅｌｉａｎ Ｒａｎ￣
ｄ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ꎬ２０１６ꎬ１１１
(５１３) :１３２￣１４４.

[２４] Ｇｕｏ ＺꎬＫａｎｇ ＨꎬＣａｉ ＴＴꎬｅｔ ａｌ.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 ｆｏｒ ｃａｕｓ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ｉｎｖａｌｉｄ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ｔｗｏ￣ｓｔａｇｅ ｈａｒｄ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ｖｏｔｉ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Ｓｅｒｉｅｓ Ｂ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ꎬ２０１８ꎬ８０(４) :７９３￣８１５.

[２５ ] ｖａｎ Ｋｉｐｐｅｒｓｌｕｉｓ Ｈꎬ Ｒｉｅｔｖｅｌｄ ＣＡ. Ｐｌｅｉｏｔｒｏｐｙ￣ｒｏｂｕｓｔ Ｍｅｎｄｅｌｉａｎ ｒａｎ￣

ｄ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８ꎬ ４７ ( ４ ) :

１２７９￣１２８８.

[２６] Ｂｏｗｄｅｎ ＪꎬＤａｖｅｙ Ｓｍｉｔｈ ＧꎬＨａｙｃｏｃｋ ＰＣꎬｅｔ ａｌ.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ｅｎｄｅｌｉａｎ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Ｓｏｍｅ Ｉｎｖａｌｉｄ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Ｕｓｉｎｇ ａ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Ｍｅｄｉａｎ Ｅｓｔｉｍａｔｏｒ.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６ꎬ ４０ ( ４ ) :

３０４￣３１４.

[２７] Ｈａｒｔｗｉｇ ＦＰꎬＤａｖｅｙ Ｓｍｉｔｈ ＧꎬＢｏｗｄｅｎ Ｊ. Ｒｏｂｕｓｔ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ｄａｔａ Ｍｅｎｄｅｌｉａｎ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ｉａ ｔｈｅ ｚｅｒｏ ｍｏｄａｌ ｐｌｅｉｏｔｒｏｐｙ ａｓｓｕｍｐ￣
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１７ꎬ４６(６) :１９８５￣１９９８.

[２８]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 ＪꎬＫｎｏｂｌａｕｃｈ ＮꎬＭａｒｃｕｓ ＪＨꎬｅｔ ａｌ. Ｍｅｎｄｅｌｉａｎ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ｕｎ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ｌｅｉｏｔｒｏｐ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ｕｓｉｎｇ ｇｅ￣
ｎｏｍｅ￣ｗｉｄｅ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Ｎａｔｕｒｅ ｇｅｎｅｔｉｃｓꎬ２０２０ꎬ５２(７):７４０￣７４７.

[２９] Ｂｕｒｇｅｓｓ ＳꎬＢｏｗｄｅｎ Ｊꎬ Ｆａｌｌ Ｔꎬ ｅｔ ａｌ.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ｆｏｒ Ｒｏｂｕｓｔ
Ｃａｕｓａｌ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Ｍｅｎｄｅｌｉａｎ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Ｍｕｌ￣
ｔｉｐｌｅ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Ｖａｒｉａｎｔｓ.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 Ｍａｓｓ) ꎬ２０１７ꎬ ２８
(１) :３０￣４２.

[３０] Ｈｅｍａｎｉ ＧꎬＢｏｗｄｅｎ ＪꎬＤａｖｅｙ Ｓｍｉｔｈ Ｇ.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ｒｏｌｅ

ｏｆ ｐｌｅｉｏｔｒｏｐｙ ｉｎ Ｍｅｎｄｅｌｉａｎ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Ｈｕｍａｎ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ｇｅｎｅｔｉｃｓꎬ２０１８ꎬ２７( Ｒ２) :Ｒ１９５￣ｒ２０８.

[３１] Ｄａｖｅｙ Ｓｍｉｔｈ Ｇꎬ Ｈｅｍａｎｉ Ｇ. Ｍｅｎｄｅｌｉａｎ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ｎ￣
ｃｈｏｒｓ ｆｏｒ ｃａｕｓａｌ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Ｈｕｍａｎ ｍｏｌｅｃｕ￣
ｌａｒ ｇｅｎｅｔｉｃｓꎬ２０１４ꎬ２３( Ｒ１) :Ｒ８９￣９８.

[３２] Ｂｕｒｇｅｓｓ ＳꎬＳｃｏｔｔ ＲＡꎬ Ｔｉｍｐｓｏｎ ＮＪꎬ ｅｔ ａｌ. Ｕｓｉｎｇ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ｄａｔａ ｉｎ

Ｍｅｎｄｅｌｉａｎ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 ｂｌｕｅｐｒｉｎｔ ｆｏｒ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ｕｓａｌ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１５ꎬ３０ (７ ) :

５４３￣５５２.

[３３] Ｐｉｅｒｃｅ ＢＬꎬＡｈｓａｎ ＨꎬＶａｎｄｅｒｗｅｅｌｅ ＴＪ.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Ｍｅｎｄｅｌｉａｎ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ｕｓｉｎｇ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ｇｅ￣

ｎｅｔｉｃ ｖａｒｉａｎｔ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１１ꎬ４０ ( ３ ) :

７４０￣７５２.

[３４] Ｚｈａｏ ＱꎬＣｈｅｎ ＹꎬＷａｎｇ Ｊꎬｅｔ ａｌ. Ｐｏｗｅｒｆｕｌ ｔｈｒｅｅ￣ｓａｍｐｌｅ ｇｅｎｏｍｅ￣ｗｉｄ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ｒｏｂｕｓ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ｓｕｍｍａｒｙ￣ｄａｔａ Ｍｅｎｄｅｌｉａｎ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１９ꎬ４８ ( ５ ) :

１４７８￣１４９２.

[３５] Ｑｉ ＧꎬＣｈａｔｔｅｒｊｅｅ Ｎ. Ｍｅｎｄｅｌｉａｎ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ｕｓｉｎｇ ｍｉｘｔｕｒ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ｏｒ ｒｏｂｕｓｔ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ｕｓ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２０１９ꎬ１０(１) :１９４１.

[３６] Ｂｒｉｏｎ ＭＪꎬＳｈａｋｈｂａｚｏｖ ＫꎬＶｉｓｓｃｈｅｒ ＰＭ.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Ｍｅｎｄｅｌｉａｎ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ｐｉｄｅｍｉ￣
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１３ꎬ４２(５) :１４９７￣１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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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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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２” ꎻ
ｅｎｄꎻ
ｉｆ( ｓｉｄｅ＾ ＝ １ ＆ ｓｉｄｅ＾ ＝ ２) ｔｈｅｎ ｄｏꎻ
ｅｒｒｏｒ ＝ １ꎻ
ｐｕｔ “ ｅｒｒｏｒ:Ｓｉｄｅ′ｓ ｒａｎｇｅ:１ ＯＲ ２” ꎻ
ｅｎｄꎻ
ｉｆ( ｐ１ < ＝ ￣１ ｜ ｐ１ > ＝ １) ｔｈｅｎ ｄｏꎻ
ｅｒｒｏｒ ＝ １ꎻ
ｐｕｔ “ ｅｒｒｏｒ:Ｐ′ｓ ｒａｎｇｅ:￣１ < Ｐ１ < １” ꎻ
ｅｎｄꎻ
ｉｆ( ｐ２ < ＝ ￣１ ｜ ｐ２ > ＝ １) ｔｈｅｎ ｄｏꎻ
ｅｒｒｏｒ ＝ １ꎻ
ｐｕｔ “ ｅｒｒｏｒ:Ｐ′ｓ ｒａｎｇｅ:￣１ < Ｐ２ < １” ꎻ
ｅｎｄꎻ
ｉｆ( ＆ｐｏｗｅｒ > １００ ｜ ＆ｐｏｗｅｒ < ０) ｔｈｅｎ ｄｏꎻ
ｅｒｒｏｒ ＝ １ꎻ
ｐｕｔ “ ｅｒｒｏｒ:Ｐｏｗｅｒ′ｓ ｒａｎｇｅ:０ － １００” ꎻ
ｅｎｄꎻ
/ ∗如有错误ꎬ跳出循环∗ /
ｉｆ( ｅｒｒｏｒ ＝ １) ｔｈｅｎ ｓｔｏｐꎻ
ｚ１ ＝ ０. ５∗ｌｏｇ( (１ ＋ ｐ１) / (１ － ｐ１) ) ꎻ
ｚ２ ＝ ０. ５∗ｌｏｇ( (１ ＋ ｐ２) / (１ － ｐ２) ) ꎻ
ｐｏｗｅｒ ＝ ０ꎻ
ｎ１ ＝ ４ꎻ
/ ∗直到效能达到要求ꎬ跳出循环∗ /
ｄｏ ｗｈｉｌｅ( ｐｏｗｅｒ < ＆ｐｏｗｅｒ) ꎻ
ｓｉｇｍａ ＝ ｓｑｒｔ(１ / ( ｎ１ － ３) ＋ １ / ( ｎ１ / Ｒ － ３) ) ꎻ
/ ∗双侧∗ /
ｉｆ ｓｉｄｅ ＝ ２ ｔｈｅｎ
ｐｏｗｅｒ ＝ １００∗( ｐｒｏｂｎｏｒｍ( ( ｚ１ － ｚ２) / ｓｉｇｍａ￣ｐｒｏｂｉｔ
(１ － ａｌｐｈａ / ２) ) ＋
ｐｒｏｂｎｏｒｍ( － ( ( ｚ１ － ｚ２ ) / ｓｉｇｍａ ) ￣ｐｒｏｂｉｔ ( １ － ａｌ￣
ｐｈａ / ２) ) ) ꎻ
/ ∗ｐ１ < ｐ２ꎬ单侧∗ /
ｉｆ ｓｉｄｅ ＝ １ ａｎｄ ｐ１ < ｐ２ ｔｈｅｎ
ｐｏｗｅｒ ＝ １００∗( ｐｒｏｂｎｏｒｍ( ( ｚ１ － ｚ２) / ｓｉｇｍａ￣ｐｒｏｂｉｔ
(１ － ａｌｐｈａ) ) ) ꎻ
/ ∗ｐ１ > ｐ２ꎬ单侧∗ /
ｉｆ ｓｉｄｅ ＝ １ ａｎｄ ｐ１ > ｐ２ ｔｈｅｎ
ｐｏｗｅｒ ＝ １００∗( ｐｒｏｂｎｏｒｍ( － ( ( ｚ１ － ｚ２) / ｓｉｇｍａ) ￣

ｐｒｏｂｉｔ(１ － ａｌｐｈａ) ) ) ꎻ
ｉｆ( ｐｏｗｅｒ > ＝ ＆ｐｏｗｅｒ) ｔｈｅｎ ｌｅａｖｅꎻ
ｅｌｓｅ ｎ１ ＝ ｎ１ ＋ １ꎻ
ｎ２ ＝ ｎ１ / Ｒꎻ
ｅｎｄꎻ
ｎ２ ＝ ｃｅｉｌ( ｎ１ / Ｒ) ꎻＲ ＝ ｎ１ / ｎ２ꎻ
ｐｏｗｅｒ ＝ ｒｏｕｎｄ( ｐｏｗｅｒꎬ０. ０１) ꎻ
ｒｕｎꎻ
/ ∗结果输出∗ /
ｐｒｏｃ ｐｒｉｎｔ ｄａｔａ ＝ ａ ｌａｂｅｌꎻ
ｖａｒ ａｌｐｈａ ｓｉｄｅ ｐ１ ｐ２ Ｒ ｎ１ ｎ２ ｐｏｗｅｒꎻ
ｌａｂｅｌ
ａｌｐｈａ ＝ “ Ｔｅｓ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ｌｅｖｅｌ”
ｓｉｄｅ ＝ “１ ｏｒ ２ ｓｉｄｅｄ ｔｅｓｔ”
ｐ１ ＝ “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ｐ２ ＝ “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Ｒ ＝ “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ｉｚｅ Ｒａｔｉｏ”
ｎ１ ＝ “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ｉｚｅ”
ｎ２ ＝ “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ｉｚｅ”
ｐｏｗｅｒ ＝ “ Ｐｏｗｅｒ( ％ ) ” ꎻ
ｑｕｉｔꎻ
％ ｍｅｎｄ ｔｗｏｃｏｒꎻ
％ ｔｗｏｃｏｒ( ａｌｐｈａ ＝ ０. ０５ꎬｓｉｄｅ ＝ ２ꎬｐ１ ＝ ０. ７９ꎬｐ２ ＝ ０.
８７ꎬＲ ＝ １ꎬｐｏｗｅｒ ＝ ８０)
ＳＡＳ 运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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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Ｈａｙｃｏｃｋ ＰＣꎬＢｕｒｇｅｓｓ ＳꎬＷａｄｅ ＫＨꎬｅｔ ａｌ. Ｂｅｓｔ( ｂｕｔ ｏｆｔ￣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 ｐｒａｃ￣

[３７] Ｂｕｒｇｅｓｓ Ｓ.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Ｍｅｎｄｅｌｉａｎ ｒａｎｄｏｍｉ￣
ｚ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ａ ｂｉｎａｒｙ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１４ꎬ４３(３):９２２￣９２９.
[３８] Ｗａｌｋｅｒ ＶＭꎬＤａｖｉｅｓ ＮＭꎬＷｉｎｄｍｅｉｊｅｒ Ｆꎬｅｔ 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ｏｒ ｆｏｒ ｉｎ￣

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１７ꎬ４６(５):１６２７￣１６３２.

图６

ＳＡＳ ９. ４ 关于例 ３ 样本量估计的参数设置和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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