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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要】 目的 探讨肿瘤临床试验中有效性统计分析的可视化ꎮ 方法 该研究基于 ＳＡＳ 图形模板语言( ＧＴＬ) 构
建后端宏程序ꎬ利用 ＳＡＳ / ＡＦ 模块构建前端用户界面并调用基于 ＧＴＬ 的 ＳＡＳ 宏程序ꎬ实现了肿瘤临床试验中常见有效性
统计分析的可视化以及自动化输出ꎮ 因为 ＳＡＳ 是临床试验的推荐程序ꎬ因此 ＳＡＳ 软件的可视化对于临床试验研究有较
好的应用价值ꎮ 结果 应用可视化系统自动输出肿瘤临床试验中常见的有效性分析的图形包括生存曲线、瀑布图、泳道
图、森林图等ꎮ 结论 结合 ＳＡＳ / ＡＦ 模块以及基于 ＧＴＬ 语言的 ＳＡＳ 宏程序ꎬ可以构建低门槛、操作简便的定制化绘图程
序ꎬ实现肿瘤临床试验中常见的有效性统计分析的可视化以及自动化输出ꎬ提高统计绘图工作的效率ꎮ
【 关键词】 ＳＡＳ / ＡＦ ＧＴＬ 临床试验 肿瘤 统计图形 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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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肿瘤临床试验的统计分析报告中ꎬ单纯的统计

以实现自动化较高的统计绘图ꎬ这极大地降低了统计

表格往往难以直观地展现整个试验的流程以及每个受

分析人员的工作量、提高了统计分析效率ꎮ 本文主要

试者在试验过程中的具体情况ꎮ 统计图形则可以弥补

针对肿瘤临床试验有效性分析中的常见图形ꎬ包括生

这一不足ꎬ突出临床试验中的重要信息ꎬ并丰富统计分

存曲线、瀑布图、泳道图、森林图ꎬ应用 ＳＡＳ / ＡＦ 模块、

析报告的内容 [１] ꎮ

尽管目前存在着种类丰富的统计软件ꎬ 例如 Ｒ、

Ｅｘｃｅｌ、ＳＰＳＳ 等ꎬ但在临床试验中ꎬ无论是我国的国家

图形模板语言和宏程序ꎬ构建应用程序ꎬ从而实现可视
化与自动化输出ꎮ
原理与方法

药品监督管理局还是美国的 ＦＤＡ 都推荐使用 ＳＡＳ 软
件进行统计分析ꎮ 因此在可视化软件的选择上ꎬＳＡＳ
存在着一定的优势ꎮ 此外ꎬ使用 ＳＡＳ 绘图不需要将分

１. ＳＡＳ / ＡＦ 模块

ＳＡＳ / ＡＦ(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软件模块是一种构

析数据集导出或调用不同的软件接口进行数据传输ꎬ

建企业级应用程序的工具ꎬ其拥有交互式的开发环境、

其可以在统计分析的同时对数据集进行绘图操作ꎮ 这

丰富的面向对象的类集ꎬ可以快速开发并部署可利用

不仅降低了出错的可能性ꎬ还可以使整个分析报告的

其他 ＳＡＳ 软件产品的可移植 ＧＵＩ 应用程序ꎮ ＡＦ 模块

图形格式趋于统一ꎮ 同时ꎬＳＡＳ 软件的功能完备ꎬ结

主要包括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框架( ｆｒａｍｅｓ) 和 ＳＡＳ

合 ＳＡＳ 宏、ＡＦ 模块、ＧＴＬ 语言等各项功能及模块ꎬ可

组件语言( ＳＡＳ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ꎬＳＣＬ) [２] ꎮ 其中ꎬ
框架是一个包含不同元素( 例如字段、按钮和表) 的应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８１７７３５５４) 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
金(８１３０２５１２)
△通信作者: 于浩ꎬＥ￣ｍａｉｌ:ｈａｏｙｕ＠ ｎｊｍｕ. ｅｄｕ. ｃｎꎻ柏建岭ꎬＥ￣ｍａｉｌ:ｊｂａｉ＠
ｎｊｍｕ. ｅｄｕ. ｃｎ

用程序窗口 [３] ꎮ ＳＣＬ 是控制 ＳＡＳ / ＡＦ 应用程序的编
程语言ꎬ可以较好地丰富和扩展 ＡＦ 组件的功能ꎮ
(１) ＳＡＳ / ＡＦ 开发环境的构建及主要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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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ꎬＡｐｒ. ２０２１ꎬＶｏｌ. ３８ꎬＮｏ. ２

ＳＡＳ 提供了多种方法创建框架ꎬ包括程序命令方
式和窗口操作方式ꎮ 程序命令方式一般使 用 ＰＲＯＣ
ＢＵＩＬＤ 过 程 或 ＳＡＳ 的 命 令 创 建 框 架ꎮ 例 如 运 行
ＰＲＯＣ ＢＵＩＬＤ Ｃ ＝ ＡＦＤＥＶ. ＰＬＯＴＳ. ＫＭＰＬＯＴ.

ＦＲＡＭＥꎻＲＵＮꎻ即可在 ＡＦＤＥＶ 逻辑库下的 ＰＬＯＴＳ 目
录新建 ＫＭＰＬＯＴ 框架

[４]

ꎮ 窗口操作方式一般在 ＳＡＳ

资源管理器界面进入逻辑库ꎬ右击空白处选择新建目
录ꎬ随即进入该目录新建所需框架ꎮ

(２) ＡＦ 应用程序开发的基本流程

图１

ＳＡＳ / ＡＦ 开发环境包括 ４ 个主要的窗口:框架、组

件窗口、属性窗口以及 ＳＣＬ 源代码窗口 [５] ꎮ 框架是应
用程序的用户界面ꎬ组件窗口列出了可以添加到框架
中的组件ꎬ属性窗口可以查看和编辑框架上已有组件
的属性ꎮ ＳＣＬ 源代码窗口是一个可编辑程序代码的
文本编辑器ꎬ ＳＣＬ 代码可以赋予框架更多灵 活 的 功
能ꎬ增加应用程序的实用性 [６] ꎮ

ＳＡＳ / ＡＦ 开发环境及主要窗口

ＡＦ 程序的构建需要熟悉开发环境的主要窗口及
其功能ꎬ其通常包括以下步骤:

①创建框架并向其中添加组件ꎮ

创建 ＡＦ 框架并在框架左侧的组件窗口选择需要

的组件( 控件或者模型) ꎮ 控件是显示在界面上的程
序组件ꎬ如:按钮、复选框、输入框等ꎮ 模型是作用于控
件后台的功能ꎬ选择模型直接拖动到特定控件上建立

程序编译通过以后ꎬ我们可以根据设计目标进行
改进或完善ꎬ使其达到设计要求并可以投入实际使用ꎮ
２. 肿瘤有效性分析的可视化

在肿瘤临 床 试 验 的 有 效 性 指 标 的 统 计 分 析 中ꎬ

通常会根据 不 同 疗 效 指 标 应 用 不 同 的 统 计 图 形ꎬ其
中四种常见 的 图 形 为 生 存 曲 线、泳 道 图、瀑 布 图、森
林图ꎮ

(１) 在肿瘤临床试验的有效性分析中ꎬ如果主要

ꎮ

疗效指标为生存时间(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ꎬＯＳ) 或疾病进

右键指定的组件打开属性窗口以修改属性ꎮ 常用

线展示结果ꎮ 生存曲线是描述一组或多组受试者生存

连接以实现其特定的功能

[７]

②修改组件的属性ꎮ

展时间(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ｆｒｅ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ꎬＰＦＳ) ꎬ一般应用生存曲

的属性包括组件的外观特点、默认值以及功能方式ꎮ

结局( 或终点事件) 发生情况的统计图表ꎮ 图中横轴

通过修改组件的属性ꎬ可以改善界面设计、提供预设值

表示时间ꎬ纵轴表示生存概率( ＰＦＳ 为终点指标时为疾

并增加特定功能ꎮ

③添加 ＳＣＬ 编程代码ꎮ

右击框架中的组件选择框架 ＳＣＬ 以添加 ＳＣＬ 编
程代码ꎮ ＳＣＬ 窗口类似于 ＳＡＳ 编辑器ꎬ但其通过 ＳＣＬ
语言进行编程

[８]

ꎮ ＳＣＬ 代码使得 ＡＦ 程序可以在后台

调用其他 ＳＡＳ 程序ꎬ实现复杂功能ꎮ

④保存框架并编译ꎬ然后测试框架ꎮ

病未进展的概率) ꎬ“ ＋ ” 一般表示删失ꎮ 生存曲线通
常还包含各个时间点不同组别的受试者数、发生终点
事件数、中位生存时间及 ９５％ 的可信区间、风险比以
及 ｌｏｇ￣ｒａｎｋ 检验的结果ꎮ

(２) 如果研究者希望了解每一位受试者在整个治

疗期间疾病进展情况ꎬ通常使用泳道图ꎮ 泳道图显示
了每个受试者的肿瘤响应随时间的变化情况ꎬ图中的

ＡＦ 程序在运行前需要进行编译以及测试ꎬ如果编

每个水平条代表一例受试者接受药物治疗的时间ꎬ并

译不通过ꎬＳＡＳ 会在日志窗口显示错误提示ꎬ用户可

在图中标出受试者部分响应、完全响应或者死亡的时

以查看并根据提示修改框架组件或 ＳＣＬ 代码ꎮ

间节点ꎮ 在图中使用不同的颜色区分研究分组或直接

⑤重复步骤②到④ꎬ直到应用程序正常运行并达

到设计要求ꎮ

将每一例受试者的分组信息标注在纵坐标轴上ꎮ

(３) 瀑布图一般用于显示治疗前后肿瘤大小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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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情况ꎮ 瀑布图中ꎬ每一个纵向的条表示一例受试者ꎬ

虽然肿瘤临床试验数据可视化系统内置了丰富的

纵坐标表示治疗后病灶大小相较于治疗前变化的百分

功能ꎬ但是在实际操作中ꎬ考虑到数据集和图形的不

比ꎬ以不同的颜色表示不同的治疗组ꎬ并在柱状图的顶

同ꎬ往往 ＳＡＳ 编程也是不可或缺的部分ꎮ 通过点击

端标注受试者当前的肿瘤响应情况ꎮ

(４) 森林图显示了不同的亚组受试者的人数、ＲＲ

“程序编辑器” 功能按钮ꎬ可以轻松访问并编辑 ＳＡＳ 程
序ꎬ提高系统的可用度ꎮ

值及其可信区间ꎬ其可以更直观地展示不同亚组间的
差异ꎮ 同时ꎬ森林图也用于展示 ｍｅｔａ 分析的统计分析
结果ꎬ是 ｍｅｔａ 分析中最为常见的结果展现形式ꎮ
结

果

我们基于 ＳＡＳ / ＡＦ 模块搭建了肿瘤临床试验数
据可视化系统ꎮ 其利用 ＡＦ 框架构建前端用户程序界
面ꎬ并可以在后端调用 ＳＡＳ 程序实现不同的功能ꎮ
１. 可视化程序的主界面

图３

外部数据导入系统主界面

“ 退出系统” 按钮则提供了快速退出当前肿瘤临

肿瘤临床试验数据可视化系统的主菜单包含 ６ 个

功能键ꎬ不同的功能按钮可以为用户提供数据导入与

床试验数据可视化系统的功能ꎬ并在关闭前再次提醒

查看、数据处理、ＳＡＳ 程序编辑、肿瘤疗效指标常见有

用户是否确认退出ꎮ 用户如果无需退出系统ꎬ只要点

效性图形的绘制与输出等功能ꎬ见图 ２ꎮ

击“ 否” 则可回到原界面ꎬ这可以让用户获得更为人性
化的操作体验ꎬ避免误操作ꎮ
４. 数据处理功能

肿瘤临床试验数据可视化系统开发了一个方便易

用的数据处理工具ꎬ其提供常见的数据集处理功能ꎮ
在左侧菜单栏选择逻辑库和数据集名称ꎬ右侧即可快
速预览对应数据集ꎬ在条件语句文本框内输入 ＳＡＳ 条
件语句ꎬ可以实现数据集内变量的增加、修改、删除ꎬ数
据集之间合并、删除等常见的 ＳＡＳ 数据过程步ꎬ同时
右侧预览框将实时刷新并展示数据集所进行的修改ꎮ
图２

肿瘤临床试验数据可视化系统主界面

２. 数据导入与查看功能

通过肿瘤临床试验数据可视化系统主界面的“ 导

入数据” 功能选项ꎬ可以进入外部数据导入系统ꎮ 导

最后ꎬ修改后的数据集可以根据用户需求写入新命名
的数据集ꎬ见图 ４ꎮ

５. 统计图形绘制功能

肿瘤临床试验数据可视化系统目前主要提供了四

入系统目前支持 ＸＬＳ、ＸＬＳＸ、ＣＳＶ 数据格式的导入ꎮ

种常见的有效性图形的绘制:泳道图、生存曲线、瀑布

通过文件路径输入框一侧的文件夹按钮打开资源管理

图、森林图ꎮ

器浏览文件系统ꎬ并选择需要导入的数据文件所在的
目录ꎮ 文件目录选定以后ꎬ可以导入系统的数据文件
会自动显示在下方的文件列表里ꎬ选择一个或者多个

泳道图、生存曲线、瀑布图的绘制均基于个体级别

(ｓｕｂｊｅｃｔ￣ｌｅｖｅｌ) 的数据集ꎬ即每一位受试者在数据集中

存在一条数据ꎮ 绘制泳道图需要数据集中包含组别、

文件并单击导入所选文件进行文件导入操作ꎮ 如果数

治疗时间、疾病进展和死亡的时间节点变量ꎻ生存曲线

据文件较多ꎬ导入系统还提供了批量导入功能ꎮ 点击

需要的变量包括组别、终点时间发生时间以及删失标

“ 导入全部文件” 按钮ꎬ系统会自动将文件列表中的数

志ꎻ瀑布图则需要组别、肿瘤变化率以及进展状态的变

据文件全部导入为 ＳＡＳ 数据集ꎮ 右侧的下拉菜单提

量ꎮ 森林图通常要求数据中的每一条观测与图形中的

供了导入逻辑库选择按钮ꎬ可以将不同分类的数据文

每一行结果一一对应ꎮ

件导入各自相应的逻辑库ꎬ见图 ３ꎮ

数据查看器则是肿瘤临床试验数据可视化系统中

一个方便实用的工具ꎮ 通过选择逻辑库、数据集以及
变量ꎬ可以快速地访问并查看当前系统内的 ＳＡＳ 数
据集ꎮ

３. 程序编辑与系统退出

统计图形的绘制主要通过编写图形模板并调用
ＳＡＳ 宏程序实现ꎮ ＳＡＳ 图形模板语言( ＧＴＬ) 具有结
构化的语法ꎬ其使用 ＴＥＭＰＬＡＴＥ 过程定义图形模板ꎬ
ＳＧＲＥＮＤＥＲ 过程指定进行绘图的数据集和预设的图
形模板ꎬ最后输出较为复杂的统计图形 [９ － １０] ꎮ 有效性
图形的主要图形模板以及宏程序如表 １ 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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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ꎬＡｐｒ. ２０２１ꎬＶｏｌ. ３８ꎬＮｏ. ２

图４
表１

数据处理工具主界面

有效性统计图形相应的图形模板以及宏程序

图形

Ｔｅｍｐｌａｔｅ

生存曲线

ＫＭ＿ＰＬＯＴ

主要 ＧＴＬ 绘图语句

泳道图

ＳＷＩＭＭＭＥＲ

ＳｅｒｉｅｓＰｌｏｔ、ＳｃａｔｔｅｒＰｌｏｔ、ｈｉｇｈｌｏｗＰｌｏｔ

瀑布图

ＷＡＴＥＲＦＡＬＬ

ＢａｒＣｈａｒｔ、ＳｃａｔｔｅｒＰｌｏｔ、ＷａｔｅｒｆａｌｌＣｈａｒｔ

森林图

ＦＯＲＥＳＴ

ＳｔｅｐＰｌｏｔ、ＳｅｒｉｅｓＰｌｏｔ、ＳｃａｔｔｅｒＰｌｏｔ、ＴｅｘｔＰｌｏｔ、ＡｘｉｓＴａｂｌ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Ｌｉｎｅ

宏程序
％ ｋｍ＿ｐｌｏｔ
％ ｓｗｉｍ＿ｐｌｏｔ
％ ｗｆ＿ｃｈａｒｔ

ＨｉｇｈｌｏｗＰｌｏｔ、ＳｃａｔｔｅｒＰｌｏｔ、ＴｅｘｔＰｌｏｔ

％ ｆｏｒｅｓｔ＿ｐｌｏｔ

绘图程序主界面一般包括五个参数模块ꎬ以泳道

受试者完全缓解、部分缓解、疾病进展和死亡的时间节

图( ｓｗｉｍｍｅｒ ｐｌｏｔ) 程序为例ꎬ参数模块包括:逻辑库和

点ꎬ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Ｆｌａｇ 变量体现了受试者是否仍在试验中ꎮ

数据集 参 数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ｄａｔａｓｅｔ ) 、 变 量 参 数 ( ｖａｒｉａ￣
ｂｌｅｓ) 、图形绘制参数(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ｏｐｔｉｏｎｓ) 、输出参数( ｏｕｔ￣
ｐｕｔ ｏｐｔｉｏｎｓ) 以及主要功能按钮ꎬ见图 ５ꎮ

选择正确的变量参数是绘制图形的关键ꎬ如果选错变
量ꎬ一般无法获得理想的结果ꎮ 图形参数一般用于调
整图片的标题、坐标轴、分组显示格式、图形中标志大

逻辑库和数据集参数主要用于指定图形绘制所需

小情况以及指定所需的绘图模板样式ꎬ通过指定一系

的数据集以及所在的逻辑库ꎬ为下一步的绘图变量选

列的图形参数ꎬ可以调整图片的格式与布局ꎬ使得图

择提供选项ꎮ 变量参数是图形中产生不同的图形元素

片更为美观ꎮ 输出参数主要用于图形产生后的输出

所需的变量ꎬ在泳道图中ꎬＧｒｏｕｐ 变量代表受试者的组

和存储ꎬ其包括图片名称、图片输出路径、ＤＰＩ 大小ꎮ

别ꎬＴｉｍｅ 变 量 表 示 受 试 者 接 受 试 验 药 物 的 时 长ꎬ

功能按钮主要用于实现重置、返回、提交绘图任务等

ＣＲＴｉｍｅ、ＰＲＴｉｍｅ、 ＰＤＴｉｍｅ、 ＤｅａｔｈＴｉｍｅ 变 量 分 别 表 示

功能ꎮ

图５

泳道图绘制程序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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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导入的文件路径并指定数据文件ꎬ选择需要导出的

实例应用
以肿瘤临床试验数据可视化系统绘制泳道图

逻辑库ꎬ并点击导入按钮( 如图 ３ 所示) ꎮ

(２) 数据导入成功后ꎬ可以在系统主界面选择查

( ｓｗｉｍｍｅｒ ｐｌｏｔ) 为例ꎬ导入外部数据绘制并输出图形

看数据功能打开数据查看器ꎬ查看导入的数据文件是

(１) 打开肿瘤临床试验数据可视化系统并在主界

选择数据处理功能即可打开数据处理工具对数据集进

的步骤如下:

面选择导入数据功能ꎬ在外部数据导入系统中选择需

图６

统计图形按钮并选择泳道图ꎬ即可进入泳道图绘制程
序( 如图 ５ 所示) ꎬ在绘制程序中选择合适的数据集参

讨

行一定的修改ꎬ以满足绘图程序的需求ꎮ

数据查看器查看导入的数据集

(３) 数据导入和修改完成后ꎬ在系统主界面选择

图７

否正确ꎮ 如果需要对数据集进行修改操作ꎬ在主界面

数、变量参数、填入图形属性并指定输出图片的名称和
路径并提交ꎬ系统会根据指定的参数产生统计图形ꎮ

泳道图绘制程序输出结果

论

的 ＳＡＳ 编程以及宏程序调用的过程ꎮ 用户只需在系
统主界面进行简单的选择或输入ꎬ即可完成对数据的

肿瘤临床试验数据可视化系统是一款基于 ＳＡＳ /

导入、查看、整理操作ꎬ并利用已经开发好的宏程序输

ＡＦ 模块开发的可视化应用程序ꎬ其充分结合了 ＡＦ 模

出统计图形结果ꎮ 这极大地降低了用户使用 ＳＡＳ 进

块所提供的构建前端窗口同时在后端调用并执行 ＳＡＳ

行统计绘图的门槛ꎬ且可以较为便捷地输出复杂的统

程序的功能

[４]

ꎮ 本系统具有交互式的用户界面ꎬ同时

提供了数据导入与查看、数据处理、程序编辑、统计图
形绘制等一系列功能ꎬ让用户在一定程度上省去复杂

计图形ꎬ使得非专业的 ＳＡＳ 使用者也可以轻松获得所
需的图形结果 [１１] ꎮ

同时ꎬＳＡＳ / ＡＦ 开发的应用程序具有较好的可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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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ꎬＡｐｒ. ２０２１ꎬＶｏｌ. ３８ꎬＮｏ. ２

植性 [３] ꎮ 本可视化系统程序以 ＳＡＳ 目录( ｃａｔａｌｏｇ) 的

在新药临床试验统 计 分 析 中 的 应 用 ( 一) . 中 国 卫 生 统 计ꎬ２００３

或传输到任意一台安装有同版本 ＳＡＳ 的计算机上直

[ ２ ]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ＳＡＳ / ＡＦ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Ｃａｒｙꎬ

形式保存为文件ꎬ且文件体积十分小巧ꎬ可以轻松拷贝
接运行ꎬ无需进行其他安装部署或调试ꎮ
本系统的局限在于ꎬ 它 是 一 款 基 于 ＳＡＳ 内 置 的
ＡＦ 模块程序ꎬ完全依赖 ＳＡＳ 运行ꎬ不能跳过 ＳＡＳ 软
件直接访问ꎬ 也无法在没有安装 ＳＡＳ 的计算机上打
开ꎮ 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本系统的应用范围ꎮ 此外ꎬ
系统的功能目前还稍显简单ꎬ只能提供一些较为常见的
数据操作ꎬ绘制并输出的统计图形目前只包括肿瘤临床
试验中较为常见的四种统计图形ꎬ即生存曲线、泳道图、
瀑布图、森林图ꎮ 一些复杂的数据操作功能和更多种类
的统计图形的绘制功能还有待进一步的开发ꎮ
但是ꎬＳＡＳ / ＡＦ 应用的开发、统计图形模板的创建
分别需要使用 ＳＣＬ 语言和图形模板语言ꎬ其语法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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