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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量估计及其在nQuery和SAS软件上的实现
——均数比较(六)

段重阳‘ 吕朵。 陈平雁二7

1 2 2．5基于比值交叉设计的等效’陀检验(连续变

量)

方法：Chow和Liu(1992)”’”一”等给出基于比

值交叉设计的等效性检验(连续变母)的样奉量估计

是建j≯枉非中心参数为f．，r：的JE中心r分布上。其

检验效能的计算公式为：

1一口=1一Probt(tI。2f．一l J．2(月一1)，T2)一Probt

(thmⅧ，2(n一1)，f1) (1—23)

式中，f．和r：为非中心参数

In(也)一In(△。)lA-．一．__—』旦————L．
1一 倔 ’

IIn(∞一In(A。)1在
r2=L』‘；；—L (1—24)

420'：

△L为下界，△。为L界，盯d=~／ln(I+CV：)，CV为变异

系数，CV=／P脚一1，MSE是方差分析的均方差，

MSE：墨±旦≮：兰旦!堕，p为两没计的相关系数。
‘

在计算样本量时，一般先垃定样本量韧始值，然后

迭代样本量直到所得的检验效能满足条件为Jh。此时

的样本量，目[IOF究所需的样本量。

【例I一19】接例1—18。研究者希望新药和传统

药物的均数的比不低于0 80且不高于1 25。假定数

据经对数转换后服从正态分布。根据预实验实施的交

义实验，我们脱测到经对数转换后的MSE为

0 03922，它的平方根足0 198。试验为平衡设汁。本

研究在检验效能为90％的条件下，试估计样本量。

nQuery Advisor 7．0实现：

设定检验水准a=0．05，检验效能取1-口=90％。

依据上述基础数据町知，△。=0 8，△。=1．25，CV=

0 196，pr仉j=1，／懈￡=O 198，注意，在第二列换了

一个较大的MSE。

在nQuery Advisor 7 0主荣单选择：

Goal：Make Conclusion Using：0 M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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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of Groups：0 TWO

Analysis Method：0 Equivalence

方法框tI，选择：

TOST for equivalence for ratio of means

(109scale)for crossover design。

存弹m的样奉量汁算商几将各参数键人，如图1

—46所示，结果n分别为12、24。口口=啊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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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计的参数没置与计算结果

SAS 9 2软件实现：

PRoC IML：

start MTE2co(a．Lelr，Uelr，rm，ca，power)；

error=0；

if(a>1 a<0)then do；error=1tprint“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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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Lelr>UeIr)then do；error=l；print“error”

“Lower equivalence limit ratio must be<=Upper e—

quivalence limit ratio”；end；

if(Uelr<Lelr)then do；error=l；print“error”

“Upper equivalence limit ratio must be>=Lower e-

quivalence limit ratio”；end；

if(rrn<=Lelr rITl>=Uelr)then do；error=l；

print‘‘error’’“Expected ratio must be in Leld—Ueld”：

end；

if(丌rI<=0)then do；error=l；print“e肿r”“Ex—

petted ratio must be>0”；end；

if(power>100 power<1)then do；error=l；

print“error⋯‘Power(％)must be in 1—100”；end；

if(error=1)then stop；

lf(eFt'or=0)then do；

sd=ca／sqrt(2)；SDD：2{sd；n=2；

do until(pwl+pw2·l>=power／100)；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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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cp=abs(109(丌n)一log(Lelr))#sqrt(n)／(sd#

sqrt(2))；

U—ncp=abs(109(rm)一log(Uelr))#sqrt(n)／(sd#

sqn(2))：

df=2十(n—1)；t=tiny(1一a，df)；

pwI：1一probt(t，df，L—ncp)：

pw2=I—probt(t．df．U—ncp)：

n=n+0 01：end：

n=ceil(n-o 01)；

print a[1abel：“Test significance level”]

Lelr[1abel=“Lower equivalence limit ratio”]

一·≤誊能：：÷罴篇：燕叩

Uelr[1abel=“Upper equivalence limit ratio”

n11f label．“Expected ratio”]

ca[1abel：”Crossover ANOVA，sqrt(MSE)”

SDDf JabeI=“SD differences”

power[1abel=“Power(％)”J

n[1abel=“n per sequence group”]；end；
finish MTE2co；

run MTE2co(0 025，0 8。1．25，1．0．198，90)

run MTE2co(0 025，0 8，1．25，I，0 294，90)

quit；

SAS运行结果：

图1—47 SAS 9 2盖于例】一19样夺艟仳汁的参数【殳置与计算结粜

I 2 2 6基于比仳丽绁设计’的等效性检验(等级生

最)

方法：Hauschke(1999)等”⋯给出基于比值两纰

设计的等效性检验(等级变精)的样本量估计是建它

在非一p心参数为r，和,T2的非中心t 5H'ti上，其|f=蔓验效

能的计算公式为

1一口=1一Probt(tI～2。。，I)，2(n—I)，T3)一Probt

(th 2⋯⋯2(1／～1)，71) (1—25)

式中^和r：为非中一■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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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下界．△。为上界．17-=~／In(I+cv'-)，cv为变异

系数，

往汁算样本量时，一般先设定样水量幻始值，然后

逃代样水量直到所得的榆验效能满足条什为Jl：lftll,j"

的样本蜒，即研究所需的样本量。

【例1—20】柴临床试验欲验让一种降『【IL雎的仿制

药等效于其原研药，据发表的文献．L知传统药维持

稳定血压的水平为16，标准篮为2 8。根据临床专家

的观点．仿制药与其原研药的均数比值小低于0．850

H不高于1 177町认为临床等效若采用平衡设计，

试仙计榆验效能为80％时的样本世，

巩：p以_≤0 850

qT，mE≥1内．850=1 1765

变异系数设定为CV=2 8／16：0 175．试估计样奉垃

nQuery Advisor 7 0奠现：

}殳定检验水准d：0 115，榆验效能圾I田=80％

依据上述基础数据可知，d．=0 85，A。=1．i 77，CV=

0 175．p}／p、=1、

在nQuery Advisor 7 0主菜单选择：

Goal：Make Conclusion Using：o Means

Number of Groups：o Two

Analysis Method：o Equivalence

方法框巾选择：TOST for ratio of means for two．

group design(original scale)。在弹H1的样夺量计算窗

u将各参数键人．如罔I一48所示，结果为月=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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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的参数设置与计算结果

SAS 9 2软什实现：

PROC IML：

start MTE3(a．Lelr，Uelr，rm，CV，power)；

ell'or=0；

if(a>1 a<0)then do；error=l：print“error”

“Test significance level must be in 0一i”；end；

if(Lelr>Uelr)then do；error=1：print“error”

“Lower equivalence limit ratio must be(=Upper e—

quivalence limit ratio”；end；

if(Uelr(Lelr)then do；ell'OF=j；print“eft'or”

“Upper equivalence limit ratio must be>=Lower e—

quivalence limit ratio“；end；

if(rm<=Lelr f|11>=Uelr)then do；error=1；

print‘‘error’’“Expected ratio must be in Leld—Ueld”：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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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pw2=1一probt(t，df．U—ncp)；

if(丌11<=0)then do；error=I；print“error⋯‘Ex· n=n十11 01；end；

pected ratio must be>0”；end； n=ceil(n山．OI)；

if(power>100}power<1)then do：error=I；print al label=“Test significance level”J

print“error⋯‘Power(％)must beinI—100”；end；Lelr【label=“Lower equivalencelimit ratio”j

if(error=I)then stop； Uelr[1abel=“Upper equivalence limit ratio”]

if(error=0)then d0；n=2； rill[1abel=“Expected ratio”．

do until(pwl+pw2一I>=power／100)； CV[1abel=“Coefficient of variability”J

L—ncp=abs(m—Lelr)#sqrt(n)／(CV#sqrt(1+power[1abel=”Power(％)”]
Lelr#ff2))； nllabel=“”per group”J；end；

U—ncp=abs(rm—Uelr)#sqrt(n)／(CV#sqrt(1+ finish MTE3；

Uelr##2))： run MTE3(0 025，0 85，1 177，1，0 175，80)；

df=2{(n-1)；t=tinv(1一a，df)； quit；

pwl=1．probt(t，df，L—ncp)； SAS运行结果：

；cn L=-L。 一。f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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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I一49 SAS 9 2关于例1—20样水釜估}r的参数设置Nit-算结粜

1 2．2．7基于比值交叉设计的等效性检验(等级变 nQuery Advisor 7．0吏现：

量) 设定检验水准“=0．05，检验效能取1管=90％。

方法：Hauschke(1999)等!。63给H{的均数比率的 依据卜述摹础数据可知．△，=o．9，△。=1．1 J1，肛，仙，=

样本量估计是建立在非中心参数为f．和7：的非中心 l，CVb=0 206，CV，=0 158．在nQuery Advisor 7 0

r分佰上。其检验效能的计算公式为： 主菜尊选择：

1一口=1一Probt(tl-a,2{。一l J，2(，l一1)，r2)一Probt

(t1。2(。I，，2(n～1)，f．) (1—27)

式中，r．和r：为非中心参数

『坦一A，J压
f，=—===兰兰=兰=；==； (1—28)

√c以(1一△。)2+cE(1+△：)

l丝一△，，I压n：—=二兰竺=；兰；=； (1—29)‘

^_／cv2+(1一△。)2+c"(1+△：)
△。为下界，△。为七界，CVb代表组间变异系数，cy．代

表不同阶段间变异系数。

在计算样本量时，一般先设定样本量初始值，然后

选代样本量直到所得的检验效能满足条什为止。此时

的样本量，即研究所需的样本量。

【例1—21】某项研究旨在评价某药物新剂型的药

代动力学。采用二阶段交叉设计，该药原剂型为含化

片剂．新剂型为吞服片剂，乇要评价指标为服药32小

时的血药浓度曲线下面积(AUC)。由以往研究数据

获知．原剂型的AUC服从正态分布，阶段问(intra—sub—

ject)的变异系数CV+为0．158；个体间(between—sub—

ject)变异系数Cn为0 206。我们定义均数比值的等

效区间为(0 90，1 111)，并假定量总体均数的比值为

1(量总体均数相等)，采．L}j平衡设计，试估计检验效能

为90％的样本量。

Goal：Make Conclusion Using：o Means

Number of Groups：0 Two

Analysis Method：o Equivalence

方法框巾选择：TOST for ratio of means for cross—

over design(original scale)。在弹Ⅲ的样乖量计算窗

n牌备参舯傩入如图1一铀昕示{．。i半却"=3l鼍黑鼍嗯卿黑鼍黑鼍_溺
蒜黧蒜未某鼎祟豢告等』二尘L一一[_』—LL—±1]。f篝 ：‘i_：ZZi!：3iT)-
五矗五五五=二===二二j⋯
篓羞羞兰嚣；毒兰竺j：：：兰邕二二=岛

盘L—su“Uu“，^J⋯Li“^j龇l—Li十’·个’n
估计的参数设置与lI‘箅结果

SAS 9 2软件实现：

PROC IML：

start MTE4(a。Lelr，Uelr，tTn，CVb．CVi，power)；

error=0：

if(a>1 a<0)then do：ewor=l；print“el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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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Lelr>Uelr)then do：error=l；print“error”

“Lower equivalence limit ratio must be<=Upper e—

quivalence limit ratio”：end；

if(Uelr(Lelr)then do；error=l：print“error”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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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per equivalence limit ratio must be>=Lower e—

quivalence limit ratio”；end；

if(i'm<=Leir rm>=Uelr)then do；error=I：

print“error’’“Expected ratio must be in Leld-Ueld”：

end；

if(rill<=0)then do；error=1；print“error”“Ex—

pected ratio must be>0”；end；

if(power>100 power<1)then do；error=1；

print“error⋯Power(％)must be in 1-100”；end；

if(elTOr=1)then stop；

if(error=0)then do；n=2；

do until(pwl+pw2-i>=power／100)；

L—ncp=abs(rm—Lelr)#sqrt(2#n)／sqrt(CVb##2#

(I—Lelr)群舵+CVi##2女(1+Lelr##2))；

U—ncp=abs(rm—Uelr)#sqrt(2#n)／sqrt(CVb##2#

(1一Uelr)##2+CVi##2幸(1+Uelr##2))；

·459·

df=2$(n-1)；t=finv(1一a，df)；

pwl=1-probt(t，df，L』cp)；

pw2=1-probt(t，df，U—nep)；

n=n+0．01；end；n：ceil(U一0．01)；

print a[1abel=“Test significance level”]

Lelr『label=“Lower equivalence limit ratio”1

Uelr[1abel=“Upper equivalence limit ratio”]

rill[1abel=“Expected ratio”]

CVb『label=“CV between subjects”]

CVi f label=“CV intrasubject”]

power[1abel=“Power(％)”]

n[1abel=“n per group”]；end；

finish MTE4；

run MTE4(0．025，0．9，I．11I，I，0．206，0．158，

90)；quit；

SAS运行结果：

图1—51 SAS 9．2关于例l～2l样本量估计的参数设置与计算结果

(上接第455页)

if(error=1)then stop；

if(error=0)then do；

sd=sqrt(109(1+CV##2))；n=2；

do until(pwl+pw2—1>=power／100)；

L_ncp=abs(109(rm)一log(Lelr))#sqrt(n)／(sd#

sqrt(2))；

U_ncp=abs(109(fill)一log(Uelr))#sqrt(n)／(sd#

sqrt(2))；

df=2女(n-I)；t=tiny(1一a，df)；

pwl=1-probl(t，df，L ncp)；

pw2=1-probt(t，df，U—ncp)；

n=n+0．ol：end；

n=ceil(n-0．01)；

print a[1abel=“Test significance level”]

Lelr[1abel=“Lower equivalence limit ratio”]

Uelr[1abel=“Upper equivalence limit ratio”]

rl／i[1abel=“Expected ratio”]

CV[1abel=“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power[1abel=“Power(％)”]

n[1abel=“n per group”]；end；

finish MTE2tg；

run MTE2tg(0．025，0．8，1．25，1，0．196，90)；

quit；

SAS运行结果：

图1—45 SAS 9．2关于例l—18样本量估计的参数设置与计算结果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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