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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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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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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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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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Query Advisor 7．0实现：设定检验水准O／=

0．05；c=4；n=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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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group Chi—square test co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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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0．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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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重点课题(DIA070113)

△通讯作者：陈平雁

在弹出的检验效能计算窗口将各参数值键入，如

图2-28所示，结果为1-／3=0．92。

图2-28 nQuery Advisor 7．0关于例2一12样本量

估计的参数设置与计算结果

SAS9．2软件实现：

％macro m3(alpha，V，n，c)；
data PI]r3：

C=踟：

array a(8,r)一temporary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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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i=1 to c：

v+(a[i]一b[i])丰：Ic 2／(2木(a[i]+b[i]))；

end；

end；

else V=断：

alpha=&dpha；

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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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c一1，2木n木v)；

keep V alpha n c power；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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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it；

％mend Pr]r3：

％let a=0．04，0．2，0．2，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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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2 CMH检验

方法：Nam(1992)⋯’提出二分类CMH检验的样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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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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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仃=7r1。／(1一仃l。)

7r2。=OR·1r／(1一伽·7r)

D。=∑[五(7r：。一7r，。)]％=∑{掣【·一掣”
V。=专∑{五[7r。。(1—7r。。)+'W2c(1一仃：。)]

。一!圣之坠±三!望Z旦∑
”1

D：

n=2nI (2-29)

其中，仃。。和仃：。分别为对照组和试验组第C层(C=1，2，

··彘)的阳性率；OR为公共比值比坑为第c层占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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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MI)可能对治疗的反应率有影响，故本试验根据

BMI进行分层设计，各层的比例按照目标人群的分

布，即BMI<25的为35％，25≤BMI<30的为45％，

BMII>30的为20％。根据以往研究报道，对照组各层

阳性事件发生率分别为0．5、0．4、0．3，试验组相对于

安慰剂组的公共OR值为1．6，试估计检验效能为

90％时的样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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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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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

图2-30 nQuery Advisor 7．0关于例2．13样本量

估计中效应量的计算结果

Montel-Haenszel(Cechro．)test of OR=4 for 2x2 tables in s stroto

图2-31 nQuery Advisor 7．0关于例2-1 3样本量

估计的参数设置与计算结果

％let f={0．35，0．45，0．2}；

％let pl S={0．5，0．4，0．3}；

proc iml；

start P'VI'4(alpha，side，S，or，power)；

f=甜：

pl S=&p1 S；

za=probit(1-alpha／side)；

P=pl s／(1一plS)；

p2s=or#p／(1+or#p)；

dl=sum(体(p2s—pl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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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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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b=probit(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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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ceil(nl#2)；

print alpha[1abel=“Test Significance level”]

side[1abel=“1 Or 2 sided test”]

S[1abel=“Number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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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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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方数据



的样本量估计公式，

rt’=[1+{1+2／(眈)}V2]2n／4 (2．30)

式中，甩’为校正CMH检验的样本量，n为根据式(2—

29)求得的样本量。

2．1．2等效性检验

2．1．2．1两样本率比较的等效性检验

方法：Machin&Campbell(1987)o¨提出的两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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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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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式中，仃。是对照组的总体阳性率；仃，是试验组的总体

阳性率；A。=丌，-7r。；A。是等效性界值，其符号由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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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节进行临床验证。试验采用非劣效验证，以目前临

床应用最多的一款人工髋关节为对照。据以往研究报

道，使用现有人工髋关节进行髋关节置换，两年成功率

在90—95％。我们假定两年成功率的非劣效界值为

一0．05(试验组一对照组)，并预期试验组的两年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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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Query Advisor 7．0实现：设定检验水准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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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mber of Groups：O Two

Analysis Method：O Equivalence

方法框中选择：Two group test of equivalence in

proportions o

在弹出的样本量估计窗口将各参数值键人，如图

2—33所示，如果试验组的两年成功率为90％，则所需

样本量为647例；如果为95％，则样本量为342例。

Two group test of equivalence in proportions(1argo equal his)

1 l 2 3 4

Test significance level，“(one-sided) 0 025 0．025

Standard proportion,^s O 900 0．950

Equivalence limit difference．，【T-k^． ．0 050 ．0 050

Test expected proportion，^T 0 900 0．950

Expected difference，AT一如，^I 0 OOO 0．000

Power(％) 85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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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垦里生筮盐!Q!；生!!旦筮垫鲞筮!塑

pt=印t；
alpha=&alpha；

dO=&dO；

dl=pt-ps：

power 2却ower；

za=probit(1-alpha)；

zb=probit(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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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t))／(d1一dO)冰水2)；

run；

proc print data=PTEO label；

var alpha ps pt dO power n；

label alpha=’Test significance level’

ps=’standard proportion’

pt=’test expected proportion’

do=’Equivalence limit difference’

power=’Power’

n=’n’：

quit；

％mend PTE0：

％PTE0(alpha=0．025，ps=0．9，pt=0．9，dO=

0．05，power=0．85)；

％PTE0(alpha=0．025，ps=0．95，pt=0．95，dO=

0．05，power=0．85)；

SAS运行结果：

竺竺 ：! !： !：竺!：竺竺

|''⋯⋯一⋯⋯旦氅⋯⋯⋯⋯竖一。⋯⋯曼!!一一一 !·竺!兰竺』

图2-34 SAS9．2关于例2-14样本量

估计的参数设置与计算结果

2．1．2．2基于非劣效下限的检验(试验组一对照

组)

方法：Newcombe(1988)⋯3提出的两样本率比较

的等效性或非劣效验证的样本量估计是基于可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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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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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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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l-a／s,Itl(1一z1)／，，l+U2(1一U2)／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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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nI=zl-a／s 71"(1一仃2)／n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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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Query Advisor 7．O实现：设定单侧检验水准a=

0．025；模拟次数5100次；随机数种子35。在nQuery
Advisor 7．0主菜单选择：

Goal：Make Conclusion Using：O Proportions

Number of Groups：O Two

Analysis Method：O Equivalence

方法框中选择：Two group test of equivalence in

proportions(using Confidence Interval)。

在弹出的检验效能计算窗口将各参数值键入，如

图2-35所示，如果试验组的两年成功率为90％，则所

需样本量为658例；如果为95％，则样本量为369例。

Lower confidence limit for difference in proportions(simulatlon)

1 2 3 4

Confidence level，1-tx(one-sided) 0．915 0．9T5

Standard proportion，A2 0．900 0．950

Test expected proportion，h 0 9∞ 0．950

Lower limit forAT一^☆LL —0．050 —0．050

Number of simulations 5100 5100

Random seed for simulations 35 35

Power(％) 85 85

图2-35 nQuery Advisor 7．0关于例2—15检验效能

估算的参数设置与计算结果

SAS9．2软件实现：
％macro PTEla(st，seed，m，n，pl，p2，alpha，side，1)；

data盯E1a：

st=&st；

seed=&seed：

m=占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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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7·

a=ranbin(seed，m，p1)；

b=ranbin(seed，n，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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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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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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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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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pla—p2a—ld>=1)then

pr=pr+1：

i=i+1：

end；

power
2

pr／st；

mn；

proc print data=PTEl a label；

vat alpha seed pl p2 l power m n；

label alpha=’Test significance level’

seed=’seed’

pl=’standard proportion’

p2=’test expected proportion’

l=’lower limit for pl and p2’

power=’Power’

m=’m’

n=’n’；

quit；

％mend唧1a：
％PTEIa(st=5100，seed=35，m=655，n=655，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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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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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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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将上述基于非劣效下限检验改为上限，这里

就不赘述。

2．1．2．4双单侧等效性检验(试验组．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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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2-16]以例2—14为例，应用Newcombe—Wilson

Score方法估计样本量。

nQuew Advi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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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在nQuery Advisor 7．0主菜单选择：

Goal：Make Conclusion Using：O Proportions

Number Of Groups：O Two

Analysis Method：o Equivalence

方法框中选择：Two group test of equLvalence in

proportions(using Confidence Interval)Two sided con-

fidence interval for丌r一丌s。

在弹出的样本量计算窗口将各参数值键人，如图

2-37所示，如果试验组的两年成功率为90％，则所需

样本量为843例；如果为95％，则样本量为466例。

Two-sided confidence IimUs for difference In proportions(simulation)

1 2 3 4

Confidence level，1-c( 0．950 0．950

Standard proportion,“t 0 900 0 950

Test expected proportion．．71cT 0 900 0．950

Lower limit for'【T—A女LL —0．050 —0．050

Upper limit for h-7b，UL 0．050 0 050

¨umber of simulatiofls 5100 5100

Random seed for simulations 35 35

Power(％) B5 B5

o per group 843 R矿—]

图2-37 nQuery Advisor 7．0关于例2一16样本量

估计的参数设置与计算结果

SAS9．2软件实现：

％macro PTEIc(st，seed，m，n，pl，p2，alpha，side，

1，r)；

data PTElc；

st=&st；

seed=&seed；

m=8an；

n=踟：

pl=邸1；

p2=邸2；

alpha=&alpha；

side=&side；

za=probit(1-alpha／side)；

l=甜：

r=勖：

i=l：

pr=0；

do until(i>st)；

a=ranbin(seed，m，p1)；

b=ranbin(seed，n，p2)；

pla=a／m；

p2a=b／n；

11=(2：I：m：Ic pla+za：l：水2-za：lc sqrt(za，I：木2+4

半m米pla术(1-pla)))／(m+za：I：：I：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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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木n：l=p2a+za木木2-za术sqrt(za水宰2+4

术n木p2a术(1-p2a)))／(n+za木木2)／2；

u2=(2术n水p2a+za木：Ic 2+za：l：sqrt(za丰木2+

4：l：n术p2a，I=(1-p2a)))／(n+za木术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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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d=za术sqrt(ul丰(1-u1)／m+12木(1-12)／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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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2pr+l：

i=i+1：

end；

power 2 pr／st；

run；

proc print data=PTElc la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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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lower limit’

r=’upper limit’

power=’Power’

n=’n’；

quit；

％mend PTElc：

％PTElc(st=5100，seed=35，m=843，n=843，pl=

0．9，p2=0．9，alpha=0．025，side=1，l=-0．05，r=0．05)；

％PTElc(st=5100，seed=35，m=466，n=466，

pl=0．95，p2=0．95，alpha=0．025，side=1，l=-0．05，

r=0．05)；

SAS运行结果：

≯二 ‘f√ 囊．1 “，}_ j| l。。i}j J
图2-38 SAS9．2关于例2一16样本量

估计的参数设置与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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