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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人群】

零基础起步的学友，接受新知识最快

不限专业与学历

【学习目标】

完成 SCI 论文常用统计分析图表制作方法

了解预测模型和机器学习等图表制作方法

【课程介绍】

 极简教程：多年实践经验的总结。常规 3个月到半年的学习目标在 1小时内完成。

 跨入一流：如果你是数据分析的新手，对很多统计方法不了解，不会编程，对分析思路掌握

也不多，让你登上巨人的肩膀，很快达到一流水平。

 快速飞越：如果你有多年数据分析的经验，有很强的统计功底与编程技巧，熟练使用 SAS、

R、SPSS 等统计软件，本课程让你如虎添翼，你的数据分析将更快、更深入、更全面。

 接轨国际：现代临床流行病学科研设计与数据分析思路，是发表高质量 SCI 论文的基础。

 实例与模板化教学：零基础学友也可做出全部图表。

【课前准备】

1. 教材准备：本课程是网易云视频课（扫首页二维码可免费参加），课时 1处下载文字版教程

（不定期更新）。方法：电脑登录后在视频左下角“参考资料”处下载（数据、文献教程等）。

2. 软件准备：采用易侕统计软件演示。该软件可以免费下载，基本模块终身免费，研究生毕业或

发表 3-5 分 SCI 论文，用免费版足矣。本课程 90%内容均用免费版易侕软件完成操作。高级模块

需要付费购买（200 元/月，优惠价格请参考软件官网）。新用户注册后有完整版权限，完整版到

期后：点击分析项目，创建新项目，就可以终身免费使用基本模块。易侕软件基于 R语言，获得

国际认可，已发表 SCI 论文三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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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让统计分析变得简单：基于 R语言的全自动分析工具

课程适合首次接触易侕统计软件的学友。带你走进一个新世界，体会让数据分析变得如此简单。

1.1 第一步：免费下载安装注册易侕软件

下载网址 http://www.empowerstats.net/cn/

安装 3.0 版。按官网流程安装，如需帮助请见附件《易侕软件安装说明》。后台是 R语言程序，

获得国际认可，已有多篇 SCI 论文发表。

1.2 第二步：用软件自带的练习数据创建分析项目

点击新建分析项目下的“选择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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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 EmpowerRCH-Analysis-exercise-demo文件夹的 demo.XLS文件，打开。

会自动填充“项目目录名”，点击递交：

数据就读取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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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第三步：开始统计分析，一键实现“各种组间比较”

选“数据分析”-“论文图表”的“研究人群描述”模块。要分析的变量拖入“分析变量”。SEX

拖入“列分层变量”。点击“查看结果”。

1.3.1 操作小技巧“shift”或“ctrl”键全选或单选

选择多个变量：点击变量名，按住“shift”键选择另外一个变量名，这样两个变量名之间的变量

都被自动选择。如要选择的变量不是相连在一起的，按住“ctrl”键选择下一个变量名，继续按住

“ctrl”键可以继续选择下一个变量。

表一就这样做成了！易侕软件自动识别变量类型，连续变量得出均数、标准差；分类变量得出例

数百分比。自动做组间比较，得出 p值。下表全选复制到 word 中简单编辑，就可以用于发表了。

如果对结果解读有疑问，可以看系列教程 3的图表结果解读部分。



6

1.3.2 巧用变量注解文件，自动完成图表注解

上表还有问题：变量名 AGE、BMI 分别代表什么？SMOKE： 0、1 分别代表什么？不是很清楚。可

以用变量注解文件，如果投英文期刊，注解成英文的；如果投中文，就注解成中文的。

变量注解文件包括三列：变量名（Variable Name）、取值编码（Code）和注解（注解）。例如

性别 1是男、2是女；SBP 是连续变量，就直接写名称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7

操作：点击数据操作-读入/导入变量注解文件，重新运行研究人群模块就注解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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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站在巨人肩膀上：关联分析四个表的制作

“全自动流行病学分析”模块，轻松实现论文中常用的图表。

首先明确分析思路：

 结局变量 Y: SBP（收缩压） 、DBP（舒张压）

 危险因素 X: BMI （体重指数）

 混杂因素 Z: SEX（性别）、AGE（年龄）、PSMK（被动吸烟）、 ALH（饮酒）

操作：还是用上一节的数据，选择“数据分析”-“论文图表”-“全自动快速探查分析”的“全

自动流行病学分析”模块。 把相应变量拖入输入框内，点击“查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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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输出论文常用的四个表。软件自动识别变量类型，自动选择统计方法。自己不选就不会选

错。 如果运行不出，可以少放几个调整变量。分类变量某一组样本量少，分层后运行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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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图抵万言：平滑曲线拟合图的制作

用易侕软件可以轻松做出平滑曲线拟合图，是文章的加分项。

例如分析年龄（age）和高血压（HBP）的关系。使用“数据分析”-“论文图表”菜单下的“平滑

曲线拟合”模块。是否高血压（HBP）放在应变量处，暴露变量为 age，点击查看结果。得出的图

有 PDF（高清矢量图）和 PNG（图片）格式，均存放在工作路径的文件夹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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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随访数据的生存分析（K-M 曲线、COX模型分析）

使用易侕“全自动流行病学分析”模块，轻松实现随访数据生存分析的常用图表。

4.1 第一步：下载练习数据创建分析项目

下载 DataSurv.xls 数据和 DataNameSurv.xls 变量说明后创建分析项目。操作同上一节。

4.2 第二步：明确分析思路

 结局变量 Y: Death（死亡）

 随访时间 T: Time（随访时间）

 危险因素 X: CRP （C 反应蛋白的水平）

 混杂因素 Z: SEX（性别）、AGE（年龄）、PDduration（某疾病的病程）、MMSE（认知评

分）、 ALBUMIN（白蛋白）、NSAIDS（用药情况）

4.3 第三步：操作 “全自动流行病学分析”模块

把相应变量拖入输入框内，勾选“Cox 模型生存分析”，给出随访时间变量 TIME。点击“查看结

果”。 注意：这里结局指标的编码是 0和 1,1 表示发生事件（例如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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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论文中常用的四个表：研究人群描述、单因素分析、分层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

同时得出 KM生存曲线图，如果是连续变量，自动按三等分组分析。也可以自己设定切点分组，具

体操作请见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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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预测模型（列线图、ROC 曲线、校准曲线）制作（了解）

易侕软件可以基于 R或 SAS 强大的程序包，一键实现预测模型的变量筛选、模型比较、建模与验

证、ROC 曲线、列线图 Nomogram、计算机模拟 Bootstrap 等。可以说是一网打尽各种统计花活。

是文章的加分图表。属于高级功能需要购买。（约 3千元/年，具体优惠请见官网）

5.1 第一步：下载练习数据创建分析项目

研究目的：建立乳腺癌生存状态的预测模型

测量指标：患者基线的临床资料和影像学指标等、随访患者的预后（死亡）

红框内是结局 status（0=存活或删失，1=死亡）和随访时间（单位：月）。每一行是一个患者，

例如第 1行编号 80的患者，年龄 64 岁随访到 12.4 个月时没有死亡。第 2行编号 1169 的患者随

访到 12.4 个月时发生了死亡。下载数据操作同前。

5.2 第二步：明确分析思路

用基线资料和影像学指标等（多个 X），对死亡（Y）进行预测。

5.3 第三步：操作“预测模型与 ROC 分析模块”

选择数据分析-诊断试验与预测方程-预测模型与 ROC 分析模块。操作设置如下，点击查看结果。

 结果变量：status（结局）

 回归模型选：Cox 回归模型

 时间变量：time（随访时间）

 模型自变量：histgrad，ER,PR, pathscat, ln_yesno,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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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出来了，得出 Cox 比例风险模型分析建立的预测模型和系列图表，包括：

患者生存概率预测列线图（Nomorgram）和 ROC 曲线。列线图是在 Cox 比例风险模型基础上绘制。

自动得出了发表 SCI 论文所需的大部分图表：包括 ROC 曲线（单个模型）、ROC 曲线（多个模型

比较）、time-dependent AUC 曲线拟合图、校准曲线 Calibration cu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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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常规和高级统计分析方法，建立所有可能的模型，并从中自动选择最佳模型。

 Model 0：多变量分数多项式（Multivariable Fractional Polynomials，MFP）模型，考虑

到非线性关系建模

 Model 1：全自变量的预测模型（full model）

 Model 2：逐步回归基于 AIC 原则筛选自变量建立简化的模型(stepwise model)。易侕软件自

动调用 R软件包中的 STEP()函数以计算 AIC 信息统计量为准则（Akaile Information

Criterion，赤池信息准则），选取 AIC 信息统计量最小的模型为最终模型，本案例分析中最

终模型选入 4个变量：PR，pathscat，ln_yesno 和 age，部分结果截图如下。

 如果定义了 bootstrap 次数，采用重抽样的方法，产生 n个新样本，分别构建回归模型。即

BS full model 与 BS stepwise model

图中给出了各变量不同取值对应的评分（Pionts），据此计算个体总评分（Total Points），这

里默认的是时间 75%位数对应的生存时间。如果要得到个体其他时间点（例如 3年或 5年）的生

存概率操作也很简单，在诊断试验与 ROC 分析模块输入“预测时间”设置就行，就不演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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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机器学习系列图表制作（了解）

易侕软件可以基于 R或 SAS 强大的程序包，一键实现机器学习建模。属于高级功能需要购买。

第一步：运用易侕软件自带的练习数据（demo）创建分析项目。操作同前。

第二步：明确分析思路：

 结局变量 Y：HBP（是否高血压）

 自因素 X：SEX（性别）、BMI 等

第三步：操作：选择数据分析-诊断试验与预测方程-机器学习与预测分析模块。“结果变量”放

入是否发生高血压，“自变量”框内放入可以用于预测的变量。其他设置用默认的，查看结果。



17

直接得出一系列的图表结果：

下图是 ROC 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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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是各指标对预测的重要程度排序图。下图可以看到排在第一位的是 age，如果把 BMI 对结局 Y

的重要性当做 1（100%），排在第二位的 BMI 约为 0.55。

除了直观的图片结果，还有表的结果（部分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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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侕软件后台是 R语言，具体的 R软件包可以查看帮助文件如下表。例如，当结局指标是时间依

赖的生存状态，需要在文章中写是用 CoxBoost 的 R package 做的。可以在结果输出界面查看并调

用 R编改程序，爱好学习 R的朋友可以研究。

本章为操作基础课，体会让数据分析变得如此简单，如果你动手做出了本课程的图表，统计分析

水平已经很高了。关于结果临床意义的解读，详见后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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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软件常用基本操作

打开易侕软件自带的练习数据，学习常用操作：分析项目 - 打开现有项目 - 练习用的项目，选

第二行（后缀是 demo）的练习数据。

7.1 连续变量分组（等分、按指定切点分）

可以等分组（常用三等分、四等分）、按百分位数两分组、按切点分组（临床切点）等。

在变量名 Age 上点右键，选“连续性变量分组”

勾选“三分组”的选框，点击保存：

在变量的最下面自动创建好了新变量：AGE.T3。如果要查看变量分布，可在右边粉色区域点右键

选“刷新”。如果没有出现变量分布，表示指标创建失败，需要删除后重新创建。

操作就完成了。其它操作（按百分位数两分组、按切点分组）大家自行练习。注意，手动输入切

点是，需要用英文输入法。

7.2 小操作技能：分组切点的具体数值如何查看呢？

可以用研究人群描述模块，分析变量是原始连续变量，选择列分层变量为分组变量，输出内容与

格式选第二项 2: Mean(SD) Median (Min-MAx) / N(%)。这样每组的最小值 - 最大值(Min-MAx)

就是对应的分组切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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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分类变量取值重编码

用途：将多个分组合并；回归分析时，分类变量的参照组编码=0。

1. 在变量 OCCU（职业）上点右键，选“分类变量取值重编码”

2. 在右边框的 4上面点右键，选 3。

3. 这样“新取值编码”最后一行就变成了 3，表示原来的 4和 3合并为一组，编码为 3。点击保

存。自动创建好了新变量：OCCU,NEW1。刷新后检查变量分布。

7.4 设置小数点位数

输出结果的数据是四舍五入后的，可以在操作设置界面调整小数点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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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赋值错误更正

做数据分析前，必须要看每个变量的分布，通过查看最大值和最小值，发现数据中的异常值，进

行数据清理。数据清理非常重要！

数据导入易侕后，会自动得出变量分布图（见下图右侧）：连续性变量显示三列。

 第一列是百分位数、最小值（min）、最大值（max）、均数（mean）、标准差（std）、例数

（n）、缺失数据（用 . 表示）

 第二列是第一列对应的取值

 第三列是右侧频数分布图每组的中位数。

通过看变量分布进行数据清理。例如：点击舒张压（DBP），看到最大值是 149。

如果想把舒张压大于 140 的均按缺失处理，可以在原始 Excel 中修改，或在赋值错误更正模块修

改。操作：在 DBP 上点右键，选“赋值错误更正”。更正条件输入＞140，正确赋值输入 NA，表

示缺失。注意：用英文输入法。点保存后自动创建了新变量。注意刷新后检查变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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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选择分析人群与输出数据文件

可以限制分析对象在某一类人群中，例如在 sex=1的人群中做曲线拟合。

操作方法 1：在分析人群对应的空白处点右键，出现下图对话框。可以设置条件：

(1) 拖入变量名

(2) 点击下拉菜单，选择条件为=，＞，＜，≥或≤

(3) 输出数值或变量名，注意需要用英文输入法

(4) 如果有多个条件，可以点击“添加一行”的设置

说明：有的电脑需要在分析人群对应的空白处点两次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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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方法 2：在数据操作-输出与查看-输出数据文件模块操作，可以输出数据文件到一个新的数据

中，再重新创建分析项目。

8 格式说明《数据》和《变量注解》

数据分析前需要准备好《数据》和《变量注解》。前面课程已分享实例。

8.1 《数据》文件格式要求

1. 指标的变量名为第一行（不要多行）

2. 通常每个患者一行，每个指标一列

3. 连续变量（如年龄）用原始数据，不加单位

4. 分类变量（如血型、分组）用 0,1,2 表示，不用中文和字母

5. 分组变量对照组编码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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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缺失变量用空格或者“NA”表示

7. 不参与分析的变量（如姓名）不用列出

8. 随访数据（详见生存分析部分实例）：

 数据中有随访时间变量

 结局变量（0=未发生结局事件或截尾数据；1=发生结局），例如以肺癌死亡为结局，0=随

访时未死亡或失访，1=死亡

9. 若患者的指标在不同时点测量多次（了解，详见重复测量专题课程）：

 每个患者一个唯一的编号（ID）

 每次测量一行

 变量中必须有每次测量的时间（具体日期或者时点）

8.2 《变量注解》文件要求

1. 包括“变量名”、“取值编码”和“注解”三列

2. “变量名”尽量简短，例如：X1、X2、X3…，不能用 NA或 Na 作为变量名，变量名不要出现

空格、运算符号等。易侕 3.0 版变量名需要大写。

3. “取值编码”

 分类型变量列出编码，连续型变量此处空白

 编码从变量名对应的第二行开始顺序填写

 一般用 0,1,2……顺次编码，对照组用 0编码

4. 注解：表示取值编码代表的意义，如上例中 X2为 SEX（1= Male，2= Female）

 若文章输出图标需要显示为英文，则“注解”为英文；

 若文章输出图标需要显示为中文，则“注解”为中文；

最常见也是最耗时的是整理数据，包括数据清理和手工制作变量注解文件。

推荐用易侕 DataWeb 数据采集管理系统收集数据，可以自动制作符合要求的《数据》和《变量注

解》文件，节省你的时间。目前录入 2000 例研究对象 100 个变量用免费版就足够了。

http://www.empowerstats.net/data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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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直在做一件事，而且只专注这件事

给您一个巨人的肩膀，将临床经验转化为证据，为祖国的临床科研做出贡献！

易侕学院官网：http://www.empowerstats.net/empowerU/

易侕统计官网：http://www.empowerstats.net/cn/

易侕 DataWeb官网：http://www.empowerstats.net/dataweb/

联系人邮箱：陈博士 cindylpf@126.com

mailto:cindylpf@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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