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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量估计及其在 nQuery软件上的实现 
— — 回归分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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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回归分析 

5．1 单组的回归分析 

5．1．1 差异性检验 

5．1．1．1 单个正态分布自变量的二分类 logistic回归 

方法：Hsieh(1989)⋯给出单个正态分布自变量的 

二分类 logistic回归近似的样本量计算公式为： 

p(芋)] 
P ，̂b 

[1+2P △](5—1) 

其 中， 

△ ： 2 

xp(芋) 
b=In(OR) (5—3) 

OR=P (1一P )／[P (1一P )] (5—4) 

式中，b为总体回归系数，P 为自变量达到平均水平 

时阳性事件发生的概率，P 为自变量超出均值一倍标 

准差时阳性事件发生的概率，OR为比数比。由式(5 
— 3)和(5—4)知，在 P 已知情况下，只要知道 OR、b、 

P 中的任何一个值，就可以求得另外两个值。 

[例5—1]某研究欲探索血清胆固醇水平是否与 

动脉再狭窄有关。以往研究表明，冠状动脉狭窄病人 

实施心瓣手术后通常 30％患者会出现动脉再狭窄。 

据某一以中年男性为对象的大规模筛查研究报道：该 

人群的血清胆固醇服从正态分布，均值为210 m dL。 

250 mg／dL水平(高于均值一倍标准差，相当于第 85 

百分位数)与均值水平比较 6年死亡率，其 比数比是 

1．5。如果设定 为 0．05，检验效能为 90％，双侧检 

验，若采用二分类 logistic回归分析，试估计本研究所 

需样本量。 

这里需要注意，比数比必须在 0．40与2．50之间 

(且不等于 1．00)，这是因为 Hsieh(1989)⋯提出的正 

态近似法假设比数比不宜太大或太小。 

nQuery Advisor7．0实现：设定检验水准 Ot=0．05； 

检验效能 l一 =90％；采用双侧检验 ：2；P肘=0．3， 

OR ：1．5。 

在 nQuery Advisor7．0主菜单选择： 

△通信作并：陈平雁 

Goal：Make Conclusion Using：o Regression 

Number of Groups：(S)One 

Analysis Method：E)Test 

方法框中选择：Logistic regression，one normal CO— 

variate 

在弹出的样本量计算窗口将各参数值键人，如图 

5—1所示，结果为 n=360，因此为了发现血清胆固醇 

水平对动脉再狭窄的影响以及使两个水平的胆固醇比 

数比达到 1．5，样本量至少需要 360例。 

Logistic regression,test that P—o lor One oariYioily distributed covarlote,x 

1 l 2 l 3 J 4 
Test significance level,Ⅸ 0050 

1 or 2 sidedtest? 2 

Proportion， at mean p Of covarlate X 0 3OO 

^tXr-_t-0o Proportio~ PT 0 391 

Odds ratio—Pr【1· ， (1- l 1 5∞ 

Coefficient,B—in(odds rall帕 0405 

Power‘’‘) 90 

360 I 

图5—1 nQuery Advisor7．0关于例5—1样本量 

估计的参数设置与计算结果 

SAS9．2软件实现： 

％macro ROT0(a，s，PM，PT，odds，b，power)； 

PM、PT、odds、b中未知的输入 0，PM、PT中至少有一 

个已知； 

data R0TD： 

a= ；S： ；PM = &PM ；PT = &PT；odds= 

&odds：b=肋 ；power=&power； 

if(b：0&odds=0)then do；odds=PT：I：(1一 

PM)／(PM ：I=(1一Prr))；b=log(odds)；end； 

if(odds=0)then odds=exp(b)； 

if(b=0)then b=log(odds)； 

if(PT=0)then PT=odds PM／(1+(odds—1) 

％PM)； 

if(PM=0)then PM =gr／((1一Prr)％odds+ 

PT)； 

delta=(1+(1+b 2) exp(5 b 2／4))／ 

(1+exp(一b{ 2／4))； 

if(a>l I a<0)then error”Test significance Lev． 

el must be in 0—1”： 

if(S ：1&S =2)then error“S：l or 2”： 

if(odds<0．4 J odds>2．5 l odds=l 1 then error 
“

odds ratio must be 0．4 to 2．5 and not equal t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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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b<一0．9162907f b>0．9162907 I b=0)then 

error “the value must be 一 0．9162907 to 

0．9162907 and not equal to 0”： 

if(power<1 I power>100)then error“Power 

(％)must be in 1—100”； 

if(_error_=1)then stop； 

n=ceil(((probit(1一a／s)+probit(power／100) 

exp(一b$ 2／4))) ；l=2 (1+2 PM ，l：delta)／ 

(PM b：}： 2))； 

proc print data= ROT0 noobs label； 

var a s PM PT odds b power n； 

label a= ‘Test significance leve1． ’ 

s=‘1 or 2 sided test’ 

PM ：‘Proportion，PM ，at mean of covariate X’ 

PT =‘At XT = + ，Proportion，Frr’ 

odds：‘Odds ratio：PT(1一PM)／[PM(1一 

Prr)]’ 

b=‘Coefficient．B=In(odds ratio)’ 

power=‘Power(％ )’ 
n = ‘n ’ ； 

quit； 

％ mend ROT0： 

％ROT0(0．05，2，0．3，0，1．5，0，90)； 

SAS运行结果： 

图5—2 SAS9．2关于例 5—1样本量 

估计的参数设置与计算结果 

5．1．1．2 单个正态分布 自变量添加一个调整协变量 

的二分类 logistic回归 

方法：在上述模型中，已经研究了单个正态分布 自 

变量的二分类 logistic回归，如果在模型中再添加 1个 

调整协变量，并已知此 自变量与添加的调整协变量的 

相关系数，Hsieh对式(1)的 n进行了修改，公式为： 

n1 

n ■— 

l—p 
(5—5) 

式中，n．为单个正态分布 自变量的二分类 logistic回归 

的样本量；p 为该自变量与添加的调整协变量的相关 

系数的平方。 

[例 5—2]在[例 5—1]的基础上，假设除了血清 

胆固醇水平外，还考虑 1个可能会影响动脉再狭窄因 

素，即血糖水平，并已知血清胆固醇与血糖的总体相关 

系数的平方P =0．15，试估计样本量。 

根据式(5—5)和[例5—1]的结果，求得 n 424。 

nQuery Advisor7．0实现：设定检验水准 =0．05； 

检验效能 1一 =90％；采用双侧检验 ：2；P =0．3,p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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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OR=1．5。 

在 nQuery Advisor7．0主菜单选择： 

Goal：Make Conclusion Using：(3 Regression 

Number of Groups：O One 

Analysis Method：(3Test 

方法框中选择：Logistic regression，one normal co— 

variate adjusted for others． 

在弹出的样本量计算窗口将各参数值键入，如 

图5—3所示，结果为 n=424，即在已知两个因素(P ： 

0．15)影响动脉再狭窄的情况下，为了发现血清胆固醇 

两个水平的胆固醇比数比达到 1．5时对动脉再狭窄的 

影响，样本量至少需要424例。 

SAS9．2软件实现： 

％macro ROT1(a，s，PM，PT，odds，b，rousq，pow- 

er)；$PM、PT、odds、b中未知的输入0，PM、PT中至少 

有一个已知； 

data ROT1； 

a=国 ；power=印ower；s= ；odds=&adds；b= 

跖 ；PM =&PM ；PT=&PT；rousq=&rousq： 

if(b=0&odds=0)then do；odds=PT (1～ 

PM)／(PM{(1一 ))．b=log(odds)；end； 

if(odds=0)then odds=exp(b)； 

if(b--0)then b=log(odds)； 

if(PT=0)then PT=odds PM／(1+(odds一1) 

，l=PM)； 

if(PM =0)then PM =PT／((1一PT)％odds+ 

trl")； 

delta=(1+(1+b $2) exp(5：l：b 2／4))／ 

(1+exp(一b；I= 2／4))； 

if(a>1 I a<0)then error”Test significance Level 

must be in 0—1”； 

if(s =1&s =2)then error”s=l or 2”； 

if(odds<0．4 I odds>2．5 I odds=1 1 then error” 

odds ratio must be 0．4 to 2．5 and not equal to 1”； 

if(b<一0．9162907 l b>0．9162907 I b=0)then 

error”the value must be 一0．9162907 to 0．9162907 

and not equal to 0”； 

if(power<1 Ipower>100)then error”Power(％) 

must be in 1—100”； 

if(_error_：1)then stop； 

n=ceil(((probit(1一a／s)+probit(power／1O0)：Ic 

exp(一b 2／4))) 2$(1+2：Ic PM delta)／(PM 

，l=b：Ic 2)／(1一rousq))； 

proc print data= ROT1 noobs label： 

vat a s PM PT odds b rousq power n； 

label a=‘Test significance leve1．0【’ 

s=‘1 or 2 sided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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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 =‘Proportion，PM ，at mean of covariate X’ 

PT=‘At XT= + ，Proportion，Frr’ 

odds=‘Odds ratio=PT(1一PM)／[PM(1一 )]’ 

b=‘Coefficient，B=In(odds ratio)’ 

rousq ‘square COlT of x with included covariates’ 

power=‘Powerf％ )’ 

n=‘n’；quit；％ mend ROT1； 

％ROT1(0．05，2，0．3，0，1．5，0，0．150，90)； 

SAS运行结果： 

1 l 2 l 3 l 4 
Test significance level,“ 0 050 

1 or 2 sidedtest? 2 

Proportion, at moan p of covariote x 0 3OO 

l̂ XT叫 J 4-o，Proportion，PT 0 3gl 

Odds ratio-PT(1一pM】／IpM(’-pTJ1 1 500 

Coefficient，B—In【Ddds ratio) 0 405 

p 一 squarod corr of x with included covarlates 0 150 

Power(％) ． 90 

图5—3 nQuery Advisor7．0关于例 5—2样本量 

估计的参数设置与计算结果 

图5—4 SAS9．2关于例5—2样本量 

估计的参数设置与计算结果 

5．1．1．3 单个自变量的线性回归 

方法：Cohen(1988) 给出的单个自变量线性回归 

的样本量估计建立在自由度分别为1和 一2，非中心参 
～

2 

数为 的非中心F分布基础上，其检验效能的计算 
l—p 

公式为： 

1一J8：l—Pr obF(fl一2 ，l， 一2，1， 一2， 1 (5—6) 
、 1一P ／ 

式中，P为自变量与因变量间的总体相关系数。 

在计算样本量时，一般先设定样本量初始值，然后 

迭代样本量直到所得的检验效能满足条件为止。此时 

的样本量，即研究所需的样本量。 

[例5—3]某研究欲探讨正常儿童的尿肌酐含量与 

年龄的数量关系。根据以往研究报道，假设两者的总体 

相关系数P=0．778。若设定 为 0．05，检验效能为 

85％，采用双侧检验，统计分析采用单个 自变量的线性 

回归，试估计样本量。 

nQuery Advisor7．0实现：已知P=0．778；设定检验水 

准at=0．05；检检验效能为85％；采用双侧检验，即s=2。 

在 nQuery Advisor7．0主菜单选择： 

Goal：Make Conclusion Using：o Regression 

Number of Groups：o One 

Analysis Method：C)Test 

方法框中选择：Linear regression，one covariate 

在弹出的样本量计算窗口将各参数值键人，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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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所示，结果为n=9，即本研究的样本量为9例。 

’ I 2 l 3 I 4 l 5 
Teat significance level“ 0 050 

1 or 2 sidedtest? 2 

Correlation coefficient，p 0．TT8 

Power(％ 】 g5 

图5—5 nQuery Advisor7．0关于例 5—3样本量 

估计的参数设置与计算结果 

SAS9．2软件实现： 

％macro ROT2(a，s，r，power)； 

data R0T2： 

a=8m；s= ；r=8a-；power=邸ower； 

if(a>1 I a<0)then error”Test significance Lev— 

el must be in 0一l”： 

if(s =1＆s =2)then error”s=1 or 2”； 

if(r<一0．99 l r>0．99 I r=0)then error”the 

value must be 一0．99 tO 0．99 and not equal to 0”： 

if(power<1 lpower>100)then error”Power(％) 

must be in 1—100”； 

if(_error一=1)then stop； 

n=2； 

do until(pw>=power／100)； 

n=n+l；ncp=n r：}：$2／(1一r：l=：I：2)；dfl=l； 

df2=n一2： 

fl=probf(finv(2 a／s，dfl，df2)，dfl，df2，ncp)； 

f2=probf(finv(1—2 a／s，dfl，df2)，dfl，df2，ncp)； 

if(s=1)then pw=max(fl，(1一f2))； 

else pw =fl+1一f2： 

end； 

proc print data=ROT2 noobs label； 

var a s r power n； 

label a=‘Test significance level，eL’ 

s：‘1 or 2 side test’ 

r= ‘Correlation coefficient．P’ 

power=‘Power(％ )’ 

n=‘n’；quit；％ mend ROT2； 

％ROT2(0．05，2，0．778，85)； 

SAS运行结果： 

图5—6 SAS9．2关于例5—3样本量 

估计的参数设置与计算结果 

5．1．1．4 多个自变量的线性回归 

方法：Cohen(1988) 给出的多个自变量线性回 

归的样本量估计建立在自由度分别为k和 —k一1， 
¨
D2 

非中心参数为 的非中心 F分布基础上，其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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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的计算公式为： 

1一 =1一ProbF(f~ ．1， )(5-7) 
式中，k为自变量的个数， 为决定系数。 

先设定样本量初始值，然后迭代样本量直到所得 

的检验效能满足条件为止，即为研究所需的样本量。 

[例 5—4]某研究以糖尿病患者为研究对象，拟通 

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以血清总胆固醇、甘油三酯、空 

腹胰岛素和糖化血红蛋白为 自变量，以空腹血糖为应 

变量，建立该人群的线性回归方程。以往研究显示此 

回归方程的决定系数为 R =0．6008。如果设定 a为 

0．O5，检验效能为 85％，试估计样本量。 

nQuery Advisor7．0实现：设定检验水准 Ot=0．05； 

检验效能 1一 =85％。依据上述基础数据可知，k= 

4，R =0．6008。 

在 nQuery Advisor7．0主菜单选择： 

Goal：Make Conclusion Using：(D Regression 

Number of Groups：(3 One 

Analysis Method：(D Test 

方法框中选择：linear regression，multiple covari— 

ates 

在弹出的样本量计算窗口将各参数值键入，如图 

5—7所示 ，结果为 n=15，即本研究的样本量为 15例。 

Muklple linemr regression,toil that RI·0 for k normally distributed covarletes 

1 l 2 l 3 l 4 l 5 
Test elglllliconce leve1．“ 0．050 

Number O●verlebles．k 4 

Squared m．|Il-pI●cartulstlon． O．∞OB 

Power('‘， 85 

图5-7 nQuery Advisor7．0关于例 5—4样本量 

估计的参数设置与计算结果 

SAS9．2软件实现： 

％macro ROT3(a，k，rq，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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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ROT3； 

a= ；k= ；rq &rq；power=&power； 

if(a>1 I a<0)then error”Test significance Lev— 

el must be in 0—1”； 

if(k<1)then error”the number must be>=1”； 

if(rq<：0 or rq>0．99)then error”the value 

must be in >0．00 to 0．99”： 

if(一error一=1)then stop； 

n=k+1： 

do until(pw>=power／100)； 

n=n+1；ncp=n rq／(1一rq)；dfl=k；dr2=n— 

k一1； 

pw=1一probf(finv(1一a，dfl，dr2)，dfl，dr2， 

ncp)； 

end； 

proc print data=ROT3 noobs label； 

Var a k rq power n； 

label a=‘Test significance leve1． ’ 

k=‘Number of variables，k’ 

rq ‘Squared multiple correlation’ 

power=‘Power(％)’ 
n = ‘n ’： 

quit； 

％ mend ROT3： 

％ROT3(0．05，4，0．6008，85)； 

SAS运行结果： 

图5—8 SAS9．2关于例 5—4样本量 

估计的参数设置与计算结果 

(责任编辑：郭海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