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Chapter 2

读取外部数据到 SAS 数据集

SAS 提供丰富的数据处理和分析方法来解决各种商业问题，但在使用这些方法之前，往
往需要首先将各种形式的数据转换成 SAS 数据集。如图 2.1 所示是在 SAS 中从原始数据到
最后生成有价值信息的过程示意图。可以看出，在这个过程中，首要工作是将需要分析的原
始数据转换成 SAS 数据集，然后才是运用各种 PROC 步对数据集里的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
最后将分析结果以适当的形式展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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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处理过程

本章在介绍 SAS 编程过程中经常使用的 SAS 逻辑库、SAS 数据集、系统选项以及 S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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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结构等基本概念之后，将会重点讲解如何开发 SAS 程序读取外部数据源中的原始数据，
创建 SAS 数据集。最后简单介绍在 SAS 程序开发中常见的几种错误现象及其处理方法。

2.1

SAS 编程基本概念
在 SAS 系统中，SAS 程序是用来获取外部数据、处理和管理数据，并对其进行分析预

测和优化，从而生成信息报告的重要工具。在学习开发 SAS 程序之前，首先需要理解两个基
本概念：SAS 数据集和逻辑库，包括它们的命名、引用、类别等；然后得了解 SAS 中会经常
使用的系统选项，这些系统选项让 SAS 的分析处理功能既灵活又强大。

2.1.1

SAS 逻辑库

SAS 逻辑库是一个或多个 SAS 文件的集合，用于组织、查找和管理 SAS 文件。SAS 逻
辑库管理的 SAS 文件包括 SAS 数据集、SAS 目录、已编译的 SAS 程序，以及多维数据库文
件等。在 Windows 和 UNIX 环境中，SAS 逻辑库通常是包含在同一个文件夹或目录下的一
组 SAS 文件，其他文件也可以存储在该文件夹或目录下，但只有具有 SAS 文件扩展名的那
些文件会被认为是该 SAS 逻辑库的一部分。在其他操作系统下，SAS 逻辑库有不同的实现方
式，但通常都对应于当前操作系统用来访问和存储文件的组织级别。例如在 z/OS（OS/390）
操作系统下，SAS 逻辑库是只能存储 SAS 文件的特殊格式化了的主机数据集。尽管实现方式
不一样，但在 SAS 支持的各种操作系统下，SAS 逻辑库的使用方式是相同的。
，是绑定在由元数
还有一种 SAS 逻辑库，叫作元数据边界逻辑库（metadata-bound library）
据提供安全访问控制的对应表对象上的物理逻辑库。元数据边界逻辑库里的每个物理表都有指
向特定元数据对象的信息，同时还创建了物理表和元数据对象之间的安全性绑定。该绑定保证
了用户在访问该物理表时，SAS 强制执行元数据层权限要求，从而避免从操作系统直接访问
该物理表导致的安全问题。这种 SAS 逻辑库在 SAS 智能分析平台中可用，在本章不作介绍。
1. 逻辑库关联
可以通过 LIBNAME 语句、LIBNAME 函数、使用“新建逻辑库”窗口或操作环境命令
来定义逻辑库，并将 SAS 逻辑库与对应的逻辑库引用名关联起来。之后便可以通过该逻辑库
引用名来读取、写入并更新 SAS 逻辑库中的 SAS 文件。使用 LIBNAME 语句定义 SAS 逻辑
库的简化语法如下：
LIBNAME 逻辑库引用名 < 逻辑库引擎 > ' 逻辑库物理位置 ';

（1）逻辑库引用名
在定义 SAS 逻辑库时需要指定逻辑库引用名，临时逻辑库 WORK 除外。SAS 逻辑库引
用名的命名规范如下：
最大长度是 8 个字符。

必须以字母（从 A ～ Z，大小写均可）或下划线（_）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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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是数字（0 ～ 9）、字母和下划线（_）的任意组合。

例如，下面的 SAS 语句定义了 SAS 逻辑库，其引用名为 saslib。
libname saslib base 'c:\sas\data';
注意

SAS 逻辑库与 SAS 逻辑库引用名是两个比较容易混淆的概念。SAS 逻辑库是 SAS 文
件的集合，SAS 文件是其组成部分；而 SAS 逻辑库引用名是我们定义逻辑库时赋予
这个逻辑库的引用名，并且在以后可以通过该逻辑库引用名来访问逻辑库中的 SAS
文件。永久逻辑库（即其中的 SAS 文件）会一直存在，而通常 SAS 逻辑库引用名仅
在当前 SAS 会话中有效，除非使用“新建逻辑库”窗口指定逻辑库时勾选了“启动
时启用”选项。永久逻辑库和“新建逻辑库”窗口，在后面都有介绍。

（2）逻辑库引擎
SAS 逻辑库引擎是 SAS 软件和 SAS 逻辑库之间的接口软件组件，每个 SAS 逻辑库都关
联一种逻辑库引擎。逻辑库引擎识别逻辑库中的文件并以 SAS 可理解的格式将文件内容呈现
给 SAS。SAS 提供多种引擎以管理多个格式的数据。通过这些引擎 SAS 可以进行如下操作：
存储和访问磁盘文件，将数据从物理位置放入内存中，读取其他软件产生的数据库文件，以
及在不同操作系统之间迁移 SAS 文件等。
逻辑库引擎可分为原生逻辑库引擎和接口逻辑库引擎。原生逻辑库引擎也就是默认的
Base 引擎，访问由 SAS 创建和处理的 SAS 文件。在创建新逻辑库时如果不指定引擎，SAS
会自动选择 Base SAS 引擎。该引擎根据自身版本的不同，可处理 SAS 7、SAS 8 和 SAS 9 文
件，这些文件对应的版本引擎名称分别为 V7、V8 和 V9。大多数情况下，SAS 9 可以直接处
理 SAS 8、SAS 7 和 SAS 6 创建的 SAS 文件，不需要对其进行转换。关于版本兼容性可能存
在的问题及对应解决方法，可参考 SAS 帮助文档学习。
接口逻辑库引擎用来访问由其他软件系统（例如关系型数据库系统、ERP 系统等）管理
的数据。接口逻辑库对用户不透明，需要显式指定引擎名称，并且需要相应的 SAS/ACCESS
软件许可，而且通常还需要安装相应的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客户端软件。例如要访问 Teradata
数据库管理系统中的数据文件，要有 SAS/ACCESS to Teradata Interface 的许可，并且在定义
逻辑库时，LIBNAME 语句中要指定对应的逻辑库引擎为 Teradata 数据库对应的引擎，同时
还要安装了 Teradata 提供的客户端软件。
下面给出了定义原生逻辑库和接口逻辑库示例。
Base 引擎相关代码如下（语句中 base 选项可省略）：

libname saslib base 'c:\sas\data';

SAS/ACCESS to Teradata 引擎相关代码如下：

libname tdlib teradata server=tera2650 user=user1 password=password1 database=h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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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逻辑库物理位置
SAS 逻辑库物理位置是一个或多个操作系统能够识别的物理位置，或者是一个或多个已
经定义了的其他 SAS 逻辑库。在上面给出的 Base 引擎示例中，逻辑库 saslib 的物理路径为
c:\sas\data。对于连接到数据库管理系统的 SAS 逻辑库，通常是通过一系列数据库连接选项
指定要访问的数据库管理系统的信息。如在 SAS/ACCESS to Teradata 引擎示例中，通过数据
库连接选项分别指定了 Teradata 数据库服务器的名称、使用的用户名、密码及数据库名称。
SAS 逻辑库还可以有多个物理位置。下面的代码示例给出了定义多个物理位置的 SAS
逻 辑 库 Y2014。 这 3 段 代 码 都 能 实 现 将 逻 辑 库 引 用 名 Y2014 与 4 个 物 理 位 置 c:\sas\data\
quater1、c:\sas\data\quater2、c:\sas\data\quater3 和 c:\sas\data\quater4 相关联。
代码 1：

libname Y2014 ('c:\sas\data\quater1' 'c:\sas\data\quater2'
'c:\sas\data\quater3' 'c:\sas\data\quater4');

代码 2：

libname
libname
libname
libname
libname

Q1_2004 'c:\sas\data\quater1';
Q2_2004 'c:\sas\data\quater2';
Q3_2004 'c:\sas\data\quater3';
Q4_2004 'c:\sas\data\quater4';
Y2014 (Q1_2014 Q2_2014 Q3_2014 Q4_2014);

代码 3：
libname
libname
libname
libname

Q2_2004 'c:\sas\data\quater2';
Q3_2004 'c:\sas\data\quater3';
Q4_2004 'c:\sas\data\quater4';
Y2014 ('c:\sas\data\quater1' Q2_2014 Q3_2014 Q4_2014);

当一个物理位置下的空间不够时，定义多个物理位置的 SAS 逻辑库非常有用。这样，
在写程序时只需要使用一个 SAS 逻辑库引用名，当前面的物理路径空间用尽时，SAS 会自动
将写入的 SAS 文件存储到其他物理路径。
2. 永久和临时 SAS 逻辑库
SAS 逻辑库通常为永久数据库。永久 SAS 逻辑库存储在计算机的固定存储介质上，当
SAS 会话终止时不会被删除，其中的 SAS 文件可以在后续的 SAS 会话中继续使用。当使用
永久 SAS 逻辑库中的文件时，通常需要指定逻辑库引用名作为两层 SAS 文件名的第一部分，
并 且 要 告 诉 SAS 该 文 件 的 存 储 位 置， 例 如 saslib.Inventory， 表 明 读 取 或 写 入 SAS 逻 辑 库
saslib 中的 Inventory 文件、数据集或目录（Catalog）等，至于 Inventory 具体指的是哪种 SAS
文件，与所使用的上下文环境有关。
同时 SAS 还提供了一种在 SAS 会话或作业运行过程中存储临时数据和文件的临时逻辑库，
其引用名为 WORK。逻辑库 WORK 不需要显式指定，且仅在当前 SAS 会话或作业执行过程中
存在。逻辑库 WORK 中的文件在该 SAS 会话期间可用于任何 DATA 步或 SAS 过程，但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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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S 会话正常结束，WORK 库中的文件在 SAS 会话结束时会被自动删除。一般情况下，可以
通过指定一级名称来读写这个逻辑库中的 SAS 文件，同样也可以使用二级名称。例如，要引用
临时逻辑库中的 SAS 文件 Inventory，直接使用 Inventory 和使用 work. Inventory 的效果一样。
在开发 SAS 程序时，如果一次分析包含多个 PROC 步，通常会将前一个 PROC 步产生
的中间数据或文件放入临时逻辑库中，供后面的分析过程使用。在分析完成时，这些中间数
据或文件会自动清除。当然，良好的开发风格应该是在完成任务后，通过代码显式地删除所
产生的临时数据。
3. SAS 系统逻辑库
SAS 提供了 4 个特殊的系统逻辑库：WORK、user、sashelp 和 sasuser。WORK 是临时
逻辑库，前面已经介绍过，其他 3 个都是永久逻辑库。
user 逻辑库可以使用 LIBNAME 语句、LIBNAME 函数、系统选项 USER= 或操作系统
显式指定。指定 user 逻辑库后，可以使用一级名称读取该逻辑库中的文件，就像引用临时逻
辑库中的文件一样。一旦定义了 SAS 逻辑库 user，在 SAS 程序中使用一级名称读取或写入
任何 SAS 文件时，SAS 都会在该 user 逻辑库对应的物理位置查找或写入相应的 SAS 文件。
这时，如果要引用 WORK 逻辑库中的文件，必须指定带有 WORK 逻辑库引用名的二级名
称。当 SAS 会话结束时，存储在逻辑库 user 里的文件不会被删除。
sashelp 逻辑库包含一组用于控制 SAS 会话各方面信息的目录（Catalog）和其他文件。
该逻辑库中存储的这些目录和文件适用于任何使用该 SAS 系统的用户。用户的个性化设置会
存储在 sasuser 逻辑库中。如果除了安装 Base SAS 软件外，还装了 SAS 的其他产品，那么这
些产品需要用到的一些目录也会包含在 sashelp 逻辑库中。
sasuser 逻辑库包含能够定制 SAS 特征以满足特定要求的 SAS 目录。如果默认的 sashelp
逻辑库对一些应用程序不适用，那么可以修改它们并将这些个性化的设置保存在 sasuser 逻辑
库中。例如，在 SAS 里，可以在名称为 sasuser.proﬁle 的个人 Proﬁle 目录中存储个人默认的
功能键设置或窗口属性。

2.1.2

SAS 数据集

SAS 数据集是存储在 SAS 逻辑库中、由 SAS 创建和处理的 SAS 文件，是 SAS 存储数
据的主要方式。SAS 数据集包含以表的观测（行）和变量（列）为形式存在的数据值，以及
用以描述变量类型、长度和创建该数据集时所使用的引擎等信息的描述信息。根据其是否包
含真正的数据值，SAS 数据集可分为 SAS 数据文件和 SAS 视图。SAS 数据文件包含数据和
描述信息，在逻辑库中的成员类型是 DATA ；而 SAS 视图不包含数据值，是指向其他数据源
的虚数据集，成员类型是 VIEW。下面分别介绍 SAS 数据集的文件内容、命名，各种 SAS
数据文件和 SAS 视图，以及它们的创建方式。
1. 数据集文件
如图 2.2 所示给出了 SAS 数据集的逻辑组件，这些组件可能分布在操作系统下的不同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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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SAS 数据集逻辑组件

下面来具体看看图 2.2 中的各个组件。
描述信息：描述了 SAS 数据集自身及其变量的属性，包括观测数、观测长度、该数

据集上次的修改日期等其他信息。其变量的描述信息包括名称、类型、长度、输入输
出格式、标签，以及是否已经为该变量建立索引等属性。
数据值：以矩形表的形式排列。一个数据集可包含若干个观测（也称为行），每个观测

通常由一个或多个变量（也称为列）值组成。
索引：是单独的 SAS 文件，可以为 SAS 数据文件创建索引，以提供对指定观测的直

接访问。索引文件与其数据文件有着相同的名称，但成员类型为 INDEX。索引可提
供对指定观测更快的访问，尤其是对较大的数据集而言。
扩展属性：是定义在数据集或变量之上的元数据。扩展属性使用 DATASETS 过程创

建，表示为 < 名称 - 值 > 对。
下面以一个简单的 SAS 数据集为例，来理解数据集的描述信息、观测和变量。
在 SAS 窗口提交如下代码生成数据集：
libname saslib 'c:\sas\data';
data saslib.Inventory;
input Product_ID $ Instock Price;
datalines;
P001R 12 125.00
P003T 34 40.00
P301M 23 500.00
PC02M 12 100.00
;
run;

使用 CONTENTS 过程打印数据集的属性信息，代码如下：
proc contents data=saslib.inven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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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n;

CONTENTS 过程生成的结果如图 2.3 所示。其中包含了上面提到的数据集信息、主机相
关信息和变量信息等。

图 2.3

数据集描述信息输出

提交 PRINT 过程代码，打印数据集信息。
proc print data=saslib.inventory noobs;
run;

上面代码打印的数据集如图 2.4 所示。
该数据集包含 4 个观测，每个观测表示一种产品的各类信息。这
里有 3 个变量：Product_ID、Instock 和 Price，分别表示产品编号、库
存数和价格。其中 P001R、12、125 等均为数据值。
2. 数据集命名

图 2.4

数据集数据值

每 个 SAS 数 据 集 的 完 整 名 称 如 下：libref.SAS-data-set.membertype。 共 3 个 组 成 部 分，
从左到右依次为逻辑库引用名、数据集名称和成员类型。在引用数据集时，通常会指定前两
个，SAS 会根据上下文环境，例如该数据集出现的位置或数据集的自描述信息，来确定第三
个。逻辑库引用名是与 SAS 数据集所在物理位置相关联的 SAS 逻辑库名。当创建新数据集
时，逻辑库引用名表明要将该数据集保存在哪里（位置）。当引用 SAS 数据集时，逻辑库引
用名会告诉 SAS 在哪个逻辑库中找到该数据集。
数据集名称遵守的 SAS 命名规则如下：
最大长度为 32 字符。

必须以字母（从 A ～ Z，大小写均可）或下划线（_）开始。

可以是数字、字母和下划线（_）的任意组合。

成员类型由 SAS 指定，例如 SAS 数据文件的成员类型是 DATA，SAS 视图的成员类型
是 VIEW。这些对开发 SAS 程序是透明的。
在程序语句中创建和使用 SAS 数据集时，根据数据集所在的逻辑库或要存储的逻辑库
来确定使用一级或二级名称。一级名称只包含数据集名称，用于读写临时逻辑库 WORK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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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集，或当逻辑库 user 被指定时读写逻辑库 user 中的数据集。二级名称由逻辑库引用名
和数据集名称组成，形式为 libref.SAS-data-set，访问除逻辑库 user 之外的其他永久逻辑库中
的数据集时，均需要使用二级名称。
注意

前面介绍过 SAS 数据文件和视图都是 SAS 数据集。SAS 不允许在相同的逻辑库中存
在数据集名称相同的 SAS 数据文件和视图。因为从语法上来讲，同一程序语句可以
同时接受 SAS 数据文件和 SAS 视图，SAS 不能从程序语句判断需要处理的是哪一个
文件。

虽然在访问 WORK 或 user 逻辑库中的数据集时可以用一级名称，即可省略逻辑库引用
名，但为了保持良好 SAS 代码编写风格，不建议省略。
3. 变量属性
SAS 数 据 集 变 量 的 属 性 包 括 变 量 名、 类 型、 长 度、 输 出 格 式（format）、 输 入 格 式
（informat）和标签（label）。输出格式、输入格式和标签是变量的可选属性。
每个变量的变量名必须遵守的 SAS 命名规范如下：
最大长度为 32 字节。

必须以字母（从 A ～ Z，大小写均可）或下划线（_）开始。

可以是数字、字母和下划线（_）的任意组合。

变量的类型是字符型或数字型。字符型变量可包含任何值，而数字型变量只能包含数字
值（数字 0 ～ 9、=、-、点（.）和科学计数法的 E）。变量类型确定了变量的缺失值如何显示。
字符型变量缺失值是空格，而数字型的变量缺失值是点（.）。
SAS 以数字值存储日期和时间。默认情况下，SAS 的日期值指从 1960 年 1 月 1 日开始
的天数，SAS 使用从凌晨开始的秒数存储时间值，SAS 的日期时间值（datetime）指从 1960
年 1 月 1 日开始的秒数。该开始日期也可以通过系统变量 YEARCUTOFF 指定为其他值。
下面提交如下代码来生成数据集 sales，并使用 CONTETNS 过程和 PRINT 过程分别打
印该数据集的描述信息和数据值。
libname saslib 'c:\sas\data';
data saslib.sales;
infile datalines dsd missover;
input Emp_ID $ Dept $ Sales Date;
format Sales COMMA10. Date yymmdd10.;
informat Date date9.;
label Emp_ID=" 员工 ID" Dept=" 部门 " Sales=" 销售数据 ";
label Date=" 销售时间 ";
datalines;
ET001,TSG,$10000,01JAN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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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002,,$12000,01FEB2012
ET004,TSG,$5000,02MAR2012
EC002,CSG,$23000,01APR2012
ED004,QSG,,01AUG2012
;
run;
proc contents data=saslib.sales;
run;
proc print data=saslib.sales noobs label;
run;

如图 2.5 所示为 CONTENTS 过程打印的部分结果，表示该数据集的变量属性，其中，
Date 和 Sales 为数值型变量，Dept 和 Emp_ID 为字符型变量。如图 2.6 所示为 PRINT 过程的
打印结果，可以看出，Dept（部门）的缺失值为空格，Sales（销售数据）的缺失值为点（.）。

图 2.5

变量属性

图 2.6

打印数据集

变量的长度与类型有关。字符变量的长度可以在定义时给出，否则其长度为第一次赋值时
值的长度，最大长度可到 32K。数字型变量的默认长度是 8 个字节，也可以指定不同的长度。
除了名称、类型和长度外，还可以定义变量的输出格式、输入格式和标签，这些都是可
选属性。
格式（format）会影响数据值输出的方式。SAS 提供了各种字符、数字和日期时间格式。
例如，为了将 23 000 显示为 23 000，必须使用 COMMAw.d 形式的输出格式。其中 w 表示最
大宽度，d 为小数位数。比如，在图 2.5 中，Date 变量的输出格式为“ YYMMDD10. ”，打印
时该变量的形式则为 YYYY-MM-DD（例如 2012-01-01）。Sales 的输出格式为“COMMA10.”，
对应的数据输出形式则为 10 000。还可以创建并存储自定义的格式，具体在第 5 章介绍。
输入格式（informat）指定数据值以特定的格式读入，从而成为标准的 SAS 值。在读取
包含字母或其他特殊字符的数字值时必须使用输入格式。例如，需要把输入值“ $23000”读
取为数字型的变量，则必须使用输入格式 DOLLARw.d 才能正确读入。自定义的格式也可以
用作为输入格式。
SAS 提供了丰富的输入输出格式用于从外部文件读取各种日期格式和显示各种日期
格式，以满足对各种日期格式的需要。在上面的示例中使用输入格式“ DATE9. ”读入了
“01JAN2012”形式的日期，输出时使用的是输出格式“ YYMMDD10. ”，从而将存储的数字
显示为“201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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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都可以有标签（label）。标签通常是描述该变量的文本，最大长度为 256 个字符。默
认情况下，报表以变量名来标识变量，但是可以将一个标签分配给相应的变量来显示该变量
的描述信息。上例中 Emp_ID 的标签为“员工编号”，Dept 的标签为“部门”，Date 的标签为
“销售时间”，Sales 的标签为“销售数据”。在代码中可以看到 PRINT 过程使用了 LABEL 选项，
这样一来，打印的数据集表头将会使用各变量的标签而不是变量名称。
4. SAS 数据文件
与 SAS 视图相比较，SAS 数据文件是一种在其文件中包含数据的数据集。SAS 数据文
件可以由 DATA 步创建，其名称在 DATA 语句中指定，还可以由 PROC 步创建，其名称通常
是在该 PROC 步语句或 PROC 步的 OUTPUT 语句中指定的。有时，如果程序没有给输出数
据集指定名称，SAS 会使用默认名称。
有两种类型的数据文件：原生 SAS 数据文件和接口 SAS 数据文件。原生数据文件是
SAS 格式的文件，用来存储 SAS 格式的数据值和描述信息。接口数据文件是指数据以其他
格式存在，并且 SAS 可以通过 SAS/ACCESS 接口引擎访问的数据文件，例如存在于 Oracle、
DB2、Sybase、ERP 系统中的数据文件。SAS 通过 SAS/ACCESS 接口引擎来访问这些文件中
的数据，并将这些文件当作 SAS 数据集处理。
SAS 程序语句创建的是原生 SAS 数据文件还是接口 SAS 数据文件，取决于该数据文件
所属的逻辑数据库。如果该逻辑库是通过 Base 引擎定义的，则所生成的数据文件是原生数
据文件，如果是通过 SAS/ACCESS 接口逻辑库定义的，则所创建的是接口 SAS 数据文件。
使用 DATA 步创建 SAS 数据文件的语法如下：
DATA 数据集名称 ;
… SAS 语句…;
RUN;

其 中，SAS 语 句 用 于 指 定 数 据 源。 不 同 的 数 据 源，SAS 语 句 也 不 尽 相 同。 例 如
DATELINES 语句表示从程序语句中读取数据，SET 语句读取指定的输入数据集，INFILE 语
句读取指定的外部数据文件等。
上例中的 DATA 步给出了使用 DATALINES 语句读取列举输入数据的一个示例。该代码
首先定义了一个物理路径为 c:\sas\data 文件夹的 SAS 逻辑库 saslib，接着以 DATA 关键字开
始的 DATA 步创建了存储在逻辑库 saslib 中的数据集 Inventory。
有些 PROC 步会在 PROC 语句或 PROC 步的 OUTPUT 语句中指定要输出的数据集。下
面的代码使用 SUMMARY 过程对数据集 trucks 进行汇总，该过程的 OUTPUT 指定将输出写
入数据集 saslib.sumout 中。
libname saslib 'c:\sas\data';
proc summary data=saslib.trucks;
var deaths;
output out=saslib.sumout n=n;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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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AS 数据文件观测数
观测数是 SAS 数据文件的一个重要属性。SAS 数据文件的观测数是文件中当前观测（行）
和已删除观测的总和。可以通过执行 CONTENTS 过程或 DATASET 过程的 CONTENTS 语句
列出数据集的观测数，所列出的观测数是观测和已删除观测的总和。参考图 2.3，该数据集
观测数在 CONTENTS 过程打印的第一个表格的第一列（“观测”项）中给出。
了解观测数有助于管理文件大小并评估磁盘空间要求。SAS 数据文件可计算的最大观测
数由操作系统的长整型大小决定。
SAS 使用所在操作系统内部的长整型数来记录数据集的观测数。在 32 位操作系统中，长
整型为 32 位，数据文件的最大观测数是 231-1。在 64 位操作系统中，当长整型长度为 64 位
时，最大观测数是 263-1。在 64 位的操作系统中，长整型长度为 64 位时，SAS 数据文件不可
能达到最大观测数，但是在 32 位操作系统中，达到最大值时有发生，一定要注意这点。同
样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在微软的 Windows 64 位版本的操作系统中，其长整型数据类型实际使
用的是 32 位模型，以便维持与 32 位应用的兼容性。从 SAS 9.3 开始，也可以通过设置选项
EXTENDOBSCOUNTER=YES 来扩展新输出 SAS 数据文件中的最大观测数。这样，即使在使用
32 位长整型存储观测数的操作系统中，所创建的 SAS 数据文件的最大观测数也能达到 263-1。
当达到最大观测数时，SAS 如何处理取决于该数据文件是否有索引，或是否使用了索引
的完整性限制。
如果该 SAS 数据文件有索引或使用了索引的完整性限制（唯一键、主键和外键），SAS

会产生错误消息。可以删除索引或完整性限制并继续处理。但是因为文件超过了最大
观测数，有些功能会受限制（受限制的功能会在下面介绍）。而且，如果要维持索引或
完整性限制，必须重建该 SAS 数据文件。从 SAS 9.4 开始，当创建 SAS 数据文件时，
默认会创建扩展的观测数。有兴趣的读者可查看 SAS 帮助文档获取更多信息。
如果没有使用索引，SAS 会继续后续处理并且接受额外的观测，不会有消息表明该

SAS 数据文件已经达到或超过最大观测数。
当文件超过最大观测数时，任何需要观测数的操作都不可用。例如，返回观测数的 SAS
过程（例如 PRINT 过程或 CONTENT 过程）会返回缺失值（.）；依赖于观测数的 SAS 过程（例
如 SORT 过程或 COMPARE 过程）会返回不可预知的结果；当请求压缩文件时，压缩比例不
可计算；不能创建索引或完整性限制等。为了重获这些功能，可以重新创建带扩展观测数的
SAS 数据文件。
（2）审计追踪 SAS 文件
可以通过 DATASETS 过程对 SAS 数据文件创建审计追踪 SAS 文件，用来记录 SAS 数
据文件的修改历史。每当观测被删除或更新时，谁在什么时候修改了什么的信息都会被写入
审计文件。许多业务和组织为了安全都会要求审计追踪。审计追踪维护了历史信息，历史信
息可用于追踪单块数据从录入数据文件开始到离开的所有信息。
在使用 APPEND 过程对数据文件进行附加操作时，如果因为完整性限制拒绝导致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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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失败，审计追踪将是 SAS 中存储这些失败观测的唯一技术。可以使用 DATA 步从审计
跟踪文件中抽取失败或拒绝的观测，然后根据失败原因描述信息来纠正它们，最后将它们重
新应用于该数据文件。
5. SAS 视图
SAS 视图本身并不存储数据值，它仅包含描述信息和从其他 SAS 数据集或从存储为其
他软件厂商文件格式的文件中获取数据所需要的信息。SAS 视图的成员类型是 VIEW。
可使用 SQL 过程、ACCESS 过程或者 DATA 语句的 VIEW 选项来创建 SAS 视图。根据创建
的方式，视图又分为 SQL 视图、接口 SAS 视图和 DATA 步视图。其中 SQL 视图和 DATA 步视
图都称为原生视图，SAS/ACCESS 视图称为接口视图。关于 SQL 视图的内容在本书第 6 章介绍。
创建 DATA 步视图的语法如下：
DATA 数据集名称 / view= 数据集名称 ;
… SAS 语句…;
RUN;

与使用 DATA 步创建 SAS 数据文件一样，SAS 语句根据数据来源的不同会有所不同。
在 DATA 步视图中可用的数据源可以是原始数据文件、SAS 数据文件、PROC SQL 视图、
SAS/ACCESS 视图或其他数据库管理系统中的数据文件。下面给出了一段创建 DATA 视图的
示例代码，数据源为 SAS 数据文件。
data saslib.invt_vw / view=saslib.invt_vw;
set saslib.inventory;
run;

上面代码创建了 DATA 步视图 saslib.invt_vw，其数据来自于逻辑库 saslib 下的 Inventory
数据文件。
接口视图通过 SAS/ACCESS 创建，可读取第三方数据库管理系统（DBMS）的数据，例
如 DB2 或 Oracle。其实，SAS/ACCESS 为这些第三方产品提供了 LIBNAME 引擎接口，对
这些产品，建议使用 LIBNAME 和 SAS/ACESS 对应的引擎来指定 SAS 逻辑库到 DBMS 数
据，这比使用 ACCESS 过程创建接口视图更容易，也更有效。
使用 SAS 视图有如下优点：
可以节省磁盘空间，因为 SAS 视图不存储实际数据，仅仅存储去哪儿找到数据及数

据如何格式化的指令。
因为数据总是在执行时才从 SAS 视图中获取，这样能保证输入的数据集总是当前的。

SAS 视图可减少由于数据设计的改变对用户造成的影响。例如，可以改变存储在 SAS

视图里的查询信息而不必改变视图结果的特征。
使用 SAS/CONNECT 软件，SAS 视图可连接不同主机计算机上的 SAS 数据集，然后

展示公司分布式数据的集成视图。
SAS 视图可用于以下操作：输入其他 DATA 步或 PROC 步，将数据迁移到 SAS 数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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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或 SAS 支持的数据库管理系统中，使用 PROC SQL 与其他数据组合。
在选择使用 SAS 数据文件还是 SAS 视图时需要考虑以下方面：
数据文件会使用额外的磁盘空间，而 SAS 视图会占用额外的处理时间。

数据文件变量可在使用前排序和创建索引，而 SAS 视图在执行过程中只能以其存在

的形式处理数据。
6. 特殊的数据集
还有一种特殊的数据集：_NULL_。如果想执行一个 DATA 步又不想创建 SAS 数据集，
可以指定关键字 _NULL_ 作为数据集名称。代码如下：
data _null_;

SAS 会执行该 DATA 步里面的语句但不会创建新数据集，不会有观测或变量写入任何数
据集。如果一个 DATA 步的输出不需要存储为数据集，比如绘制报表，这种处理可更有效地
利用计算机资源。

2.1.3

SAS 逻辑库和数据集管理

SAS 逻辑库和数据集可以通过 SAS 程序语句进行管理，例如 LIBNAME 语句、DATA
步、DATASETS 过 程、APPEND 过 程 和 CONTENTS 过 程 等。DATA 步 提 供 了 许 多 功 能 对
SAS 数据集进行处理（本书后面的章节会具体介绍）。
1. LIBNAME 语句
LIBNAME 的 LIST 选项可以将一个或多个 SAS 逻辑库属性打印在日志中。其基本形式如下：
LIBNAME 逻辑库引用名 LIST;
LIBNAME _ALL_ LIST;

LIBNAME 的 CLEAR 选项用于清除一个或多个逻辑库引用名与 SAS 逻辑库之间的关联
关系。清除了关联关系的逻辑库引用名在 SAS 会话中不再有效。其基本形式如下：
LIBNAME 逻辑库引用名 CLEAR;
LIBNAME _ALL_ CLEAR;

LIBNAME 还有更多对 SAS 逻辑库的管理功能，可参考 SAS 帮助文档进行学习。
2. CONTENTS 过程
CONTENTS 过程用于显示数据集的描述信息内容，并打印 SAS 逻辑库的目录。通常，
CONTENTS 过程和 DATASETS 过程的 CONTENTS 语句相同。该过程的基本形式为：
PROC CONTENTS DATA= 数据集名称；
RUN；

在前面的各节中已经使用 CONTENTS 过程显示了数据集属性内容，如图 2.3 所示。
3. DATASETS 过程
DATASETS 过程提供了强大的 SAS 数据文件管理功能，对数据集而言，除了可显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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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集的描述信息外，还可用于追加观测、修改变量名、删除数据集等。对于该过程，可通过
SAS 帮助文档进行学习。
当需要修改一个数据集的变量属性时，使用 DATASETS 过程可以在不读取数据集观测
的情况下直接修改变量属性。虽然也可以通过使用 DATA 步的 SET 语句基于一个数据集创建
新的数据集，并为新数据集指定不同的属性来实现相同的功能，但这样 SAS 会读写所有的观
测，造成资源浪费，当数据集较大时会非常耗时。
4. SAS 资源管理器
此外，我们也经常会通过 SAS 窗口环境的“ SAS 资源管理器”来管理逻辑库以及逻辑
库中的 SAS 文件。这里主要介绍 SAS 提供的对 SAS 逻辑库和数据集的一些实用管理操作，
具体操作可以根据各个菜单项对应的向导提示步骤完成，这里不赘述。
（1）逻辑库管理
启动 SAS 窗口环境，双击“ SAS 资源管理器”窗口的“ SAS 逻辑库”图标，显示该 SAS
会话可用的所有逻辑库，包括临时逻辑库 WORK、系统逻辑库 sashelp、sasuser 和用户定义的
逻辑库。在“逻辑库”目录下，可以通过菜单“文件” “新建”
，或右键单击空白处从浮动
菜单选择“新建”来创建新逻辑库。
“新建逻辑库”对话框如图 2.7 所示。这里与通过程序语
句定义 SAS 逻辑库一样，需要指定逻辑库名称、引擎和物理路径信息。还可以通过勾选“启
动时启用”来指定该逻辑库在 Base SAS 启动时即创建并启用，或在“选项”输入框里指定相
应选项。
右键单击刚才创建的逻辑库 saslib，会显示该逻辑库可用选项的浮动菜单。用户定义的
逻辑库浮动菜单如图 2.8 所示。可以通过该浮动菜单实现：在该逻辑库中查找成员、为该逻
辑库添加新的成员、删除该逻辑库和显示其属性。

图 2.7 “新建逻辑库”对话框

图 2.8

逻辑库浮动菜单

（2）数据集管理
通过“ SAS 资源管理器”可以浏览逻辑库的内容，在浏览时，可以选定逻辑库的数据集
（表）进行操作。可通过浮动菜单完成如下操作：查看数据集、将数据集导出为 Excel 文件、
复制、删除、重命名 SAS 数据集和创建副本等，如图 2.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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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集操作

5. VIEWTABLE 窗口
在“资源管理器”窗口双击 SAS 数据集，会在 VIEWTABLE 窗口中打开当前 SAS 数据
集。默认打开方式为浏览模式，该模式能保护数据不会被更改。在浏览模式下，可以定制数
据集视图，例如，排序、改变列显示颜色和字体、显示标签或删除添加变量。选中数据集的
一个变量（列），右键单击显示的浮动菜单如图 2.10 所示。可选择不同的菜单项，通过菜单
项向导完成这些定制功能。

图 2.10

定制查看数据集的视图

在当前活动窗口为 VIEWTABLE 窗口时，可以通过菜单将浏览模式修改为编辑模式，选
择“编辑” “编辑模式”。在该模式下可以进行在该窗口修改数据值、按列排序等操作，并
且使用菜单“文件” “保存”或“另存为”，来保存该数据集或建立新的 SAS 数据集。

2.1.4

SAS 系统选项

SAS 的复杂之处在于存在众多选项（option），读者需要细心掌握。根据 SAS 选项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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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功能和作用范围来区分，一般分为系统选项、数据集选项和语句选项（即在语句中出
现的选项）。本书会不断地介绍这些选项，建议读者针对这些选项的类别和用法进行总结。
SAS 系统选项是影响整个会话过程中 SAS 程序处理或交互式 SAS 会话的指令。SAS 系
统选项所控制的内容包括 SAS 输出的外观、SAS 对所使用文件的处理形式、SAS 数据集中
观测的处理形式（例如 OBS 选项），SAS 初始化特性（例如 MEMSIZE 选项），以及 SAS 如何
与主机操作系统交互等。系统选项被指定时即开始产生影响，直到其被改变。
数据集选项是为数据集操作指定的选项，应用于其所作用的 SAS 数据集。有些数据集
选项有对应的系统选项或 LIBNAME 选项，例如选项 OBS=。
在下面的代码中，前一个 PROC 过程受数据集选项 OBS 的控制，而后一个 PROC 过程
受系统选项 OBS 的控制。
options obs=10;
title " 数据集选项 OBS= 生效打印 5 条观测 ";
proc print data=sashelp.shoes (obs=5);
run;
title " 系统选项 OBS= 生效打印 10 条观测 ";
proc print data=sashelp.shoes;
run;

两个 PRINT 过程分别打印 shoes 数据集的前 5 条和 10 条观测，结果如图 2.11 所示。
语句选项出现在 SAS 语句中，用于控制该语句的行为。全局语句中的选项会有更加广
泛 的 影 响， 例 如 LIBNAME= 语 句 选
项影响特定逻辑库的所有执行。如果
LIBANME 语 句 的 ACCESS 选 项 值 为
ONLY，则对该逻辑库中的所有数据
集都不能进行更新或写入操作。
1. 指定 SAS 系统选项
SAS 系统选项可通过多种方式指
定。常见的指定 SAS 系统选项的方法
有： 通 过 启 动 SAS 时 的 命 令 行 和 配
置 文 件 指 定， 或 者 SAS 启 动 后 通 过
OPTIONS 语 句 或 SAS 系 统 选 项 窗 口
指定。
在 UNIX 环境下，如果启动 SAS
时通过命令行将临时逻辑库 WORK 的
物理路径设置为 /SASWORK，则 SAS
的启动命令行如下：

图 2.11

数据集选项和系统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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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SASHome/SASFoundation/9.4/sas -work /SASWORK

如果是通过配置文件指定的，则将该选项写入配置文件中。SAS 配置文件在第 1 章中已
经介绍过了。SAS 启动后在 OPTIONS 语句中指定系统选项的形式如下：
OPTIONS 选项 1 < 选项 2> < 选项 3> …;

前面已经给出了通过 OPTIONS 语句给出指定 OBS= 选项值的示例。
关于通过 SAS 系统选项窗口指定和查看系统选项值的情况，会在后面介绍。
2. 查看系统选项值
如果数据集选项和语句选项出现在当前起作用的位置，可以很容易地查看。但是，要
看到当前起作用的 SAS 系统选项值和当前值是通过何种方式设置的就没那么容易了，因
为 SAS 为系统选项提供了默认值，并且有多种方式可以设定系统选项值。对此，可以使用
OPTIONS 过程、GETOPTIONS 函数或通过“ SAS 系统选项”窗口指定选项名称来查看。
带 VALUE 选项的 OPTIONS 过程将指定选项的值、范围及该值如何设置的信息打印到
“日志”窗口的基本形式如下：
PROC OPTIONS OPTION= 选项名称 VALUE;
RUN;

在 SAS 窗口提交如下代码：
options obs=20;
proc options option=obs value;
run;

在“日 志” 窗 口 打 印 的 输 出 信 息 如
图 2.12 所 示。 从 该 图 可 以 看 出，OPTION

图 2.12

OPTIONS 过程打印的选项信息

过程打印选项 obs 值为 20，显示该值是通过 OPTIONS 语句设置的。
不使用选项 VALUE 时仅返回该选项值。
将 GETOPTION 函数作为 %SYSFUNC 宏函数的参数，从而获取系统选项设置的基本形
式如下：
%PUT %SYSFUNC(GETOPTION( 选项名称 ));

在 SAS 窗口提交如下代码：
options obs=20;
%put %sysfunc(getoption(obs));

在“日 志” 窗 口 打 印 输 出 的 信 息 如
图 2.13 所 示。 从 该 图 可 以 看 出， 选 项
OBS 的值为 20。

图 2.13

GETOPTION 函数的选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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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GETOPTIONS 函数中还可添加其他参数，显示指定选项的其他信息，例如默认
值、启动时的值，以及该值如何设置等。
3. SAS 系统选项窗口
通过“SAS 系统选项”窗口菜单可以查看和管理 SAS 系统选项。选择菜单“工具” “选
项” “系统”，会打开“ SAS 系统选项”窗口。该窗口对 SAS 系统选项进行了分组，如图
2.14 所示。可以通过“选项组”的浮动菜单展开该分组或在该分组中查找系统选项。展开选
项组、子选项组直到右侧窗口出现具体的系统选项，可通过具体选项的浮动菜单修改该选项
值或将该选项值重置为默认值。

图 2.14 “ SAS 系统选项”窗口

在左侧窗口单击“日志和过程输出控制” “过程输出”，右侧窗口会显示“过程输出组
的选项”窗格，如图 2.15 所示。右键单击要修改其值的系统选项，通过浮动菜单修改该选项
值或将该选项值重置为默认值。例如，右键单击 Center，选择“修改值”，在“修改值”对话
框选择或设置新值，单击“确定”按钮保存该选项值。

图 2.15

在“ SAS 系统选项”窗口修改系统选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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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S 程序结构

SAS 程序用于访问、管理、分析和展现数据。其基础组成部分是 DATA 步和 PROC 步，PROC
步又称为 SAS 过程。一个 SAS 程序可包含以任意顺序组合的多个 DATA 步和多个 PROC 步。
DATA 步通常用于创建和操作数据集，还可用于产生定制的报表。例如，DATA 步可用
于计算值、检查并修正数据中的错误、将数据存储到 SAS 数据集中以便于下次使用，以及通
过对存在的数据集取子集、合并或更新，产生新的数据集。DATA 步由关键字 DATA 开始。
PROC 步是一些预先写好的例程，不同的 PROC 步其功能不同。PROC 步能够用来分析
和处理 SAS 数据集中的数据，并以适当的形式展现数据和信息。有些 PROC 步会创建包含该
过程结果的新 SAS 数据集。PROC 步可列出、排序和汇总数据，也可以产生描述性的统计量，
并对其进行分析和优化，从而创建汇总报告、产生图表等。PROC 步由关键字 PROC 开始。
SAS 程序还包含 SAS 语句，每条 SAS 语句通常以 SAS 的关键字开始，并总是以分号结
束。DATA 步和 PROC 步通常包含多条语句。SAS 语句的形式很自由，可以在一行的任何地方
开始和结束，每条语句可跨越多行，多条语句也可以在同一行。语句中的“词”以空格或特殊
字符分开。SAS 语句不区分大小写，但是在大多数时候，在引号中的文本是区分大小写的。
下面通过示例来理解 DATA 步、PROC 步和 SAS 语句。在图 2.16 中，SAS 语句、DATA
步和 PROC 步都已经标识出来。

图 2.16

SAS 语句、DATA 步、PROC 步

可以在 SAS 程序的任何地方使用注释语句来说明程序的目的、解释不好理解的程序片
段，或者描述复杂程序中的一些步骤或计算原理。注释有两种基本形式，第一种如下：
* 消息 ;

消息为注释的内容，可以是任意长度，但必须写为单独的语句，以分号结束，且内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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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包含分号。
第二种形式如下：
/* 消息 */

消息为注释的内容，也可以是任意长度，可以嵌套任何类型的注释，还可以包含分号和
不匹配的引号。宏语言（在后面章节中介绍）中使用注释时，必须使用这种方式。
下面是使用注释的几个例子。
例 2.1：
*Do NOT edit below this line!;

例 2.2：
/* Do NOT edit below this line! */

例 2.3：
/***********************************************************
*
PROGRAM SETUP
* Use this section to alter macro variables, options, or
* other aspects of the test. No Edits to this Program are
* allowed past the Program Setup section!!
***********************************************************/

2.2

通过 DATA 步读取数据
DATA 步是 SAS 编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节主要介绍如何使用 DATA 步的各种输入方

式来读取不同格式的外部文件中的数据，并创建数据集。同时，还会介绍 DATA 步的处理过
程，相信这会帮助我们更好地学习和掌握如何使用 DATA 步读取原始数据。

2.2.1

DATA 步处理

DATA 步由一组 SAS 语句组成。首先，由 DATA 语句创建并命名 SAS 数据集；然后 SAS
会编译并检查其语句的语法，如果语法正确，这些语句会被执行。在最简单的形式下，DATA 步
自动输出和返回，这个过程会一直循环。下面是一个典型的 DATA 步读取外部文件的处理流程：
1）编译 DATA 步中的 SAS 语句并检查语法。
2）创建输入缓冲区、程序数据向量 PDV（Program Data Vector）和数据集描述信息。
3）从 DATA 语句开始执行。
4）将 PDV 中所有变量值（除自动变量 _N_ 和 _ERROR_）置为缺失值。
5）判断是否有数据要读入。有数据要读入，进行下一步；如果没有，关闭数据集。
6）将数据读入输入缓冲区，并赋值给 PDV 中的变量。
7）执行其他可执行语句。
8）将观测写入 SAS 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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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返回 DATA 步开始下一个迭代，从第 3 步开始。
1. 编译阶段
当提交 DATA 步执行时，SAS 检查 SAS 语句的语法并编译它们，将语句自动翻译为机
器代码。SAS 进一步处理代码并创建输入缓冲区、PDV 和数据集描述信息。
输入缓冲区是内存中的逻辑区域。当程序执行时，SAS 会将原始数据文件中的每条数

据记录读入该区域。
PDV 也是内存中的逻辑区域，SAS 在该逻辑区域中构建数据集，每次一个观测。当

程序执行时，SAS 从输入缓冲区读取数据值，或使用 SAS 语句创建数据值。SAS 把
数据值赋给变量，然后从 PDV 中将这些数据值写入为 SAS 数据集中的一个观测。
PDV 中还包含两个自动变量 _N_ 和 _ERROR_。_N_ 变量计算 DATA 步迭代的次数，

_ERROR_ 变量作为在执行过程中由数据引起的错误的信号，0 表示没有错误，1 表示
有一个或多个错误。这些自动变量不会写入输出数据集中。
描述信息是关于每个 SAS 数据集的信息，前面介绍过。

2. 执行阶段
DATA 步中的所有可执行语句在每次迭代中都会被执行一遍。如果输入文件包含原始数
据，那么 SAS 会先读入一个观测到输入缓冲区，然后读取输入缓冲区中的数据值并将其赋给
PDV 中的变量。SAS 还会计算由程序语句创建的数据值，并将这些值写入 PDV。当程序执
行到 DATA 步结束时，默认会执行如下操作：
1）把 PDV 中的当前观测写入数据集。
2）程序循环回到 DATA 步最开始的地方。
3）PDV 中的变量重置为缺失值。注意，在 RETAIN 语句中指定的变量和自动变量 _N_、
_ERROR_ 不会重置为缺失值。关于 RETAIN 语句会在后面的章节介绍。
如果还有另一条记录要读取，那么程序会再执行一遍，SAS 会构建第二个观测并继续，
直到没有任何记录。这时，数据集关闭，SAS 继续下一个 DATA 或 PROC 步。
下面通过示例来介绍 DATA 步编译和执行各条语句时输入缓冲区和 PDV 中的内容。该示例
在之前用过的创建产品库存的 DATA 步基础上进行了简单的修改，新增加了变量 Cost。代码如下：
libname saslib "c:\sas\data";
data saslib.inventory;
input Product_ID $ Instock Price;
Cost=Price*0.15;
datalines;
P001R 12 125.00
P003T 34 40.00
P301M 23 500.00
PC02M 12 100.00
;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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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步由 DATA 语句开始，该 DATA 语句还创建命名为 Inventory 的数据集，并将

其存储在 saslib 逻辑库中。
INPUT 语句创建了 3 个变量：Product_ID、Instock 和 Price。

赋值语句创建了额外的变量 Cost，表示库存成本为其价格（Price）的 15%。

DATALINES 语句标识输入数据的开始，数据值后的分号表示输入数据的结束。

RUN 语句表示 DATA 步的结束。

下面借助每一步输入缓冲区和 PDV 中的数据来理解提交该 DATA 步后编译和执行阶段
SAS 的行为。
1） 提 交 DATA 步 执 行 时，SAS 首 先 编 译 DATA 步。 编 译 时，SAS 创 建 输 入 缓 冲 区、
PDV 和数据集 saslib.Inventory 的描述信息。PDV 包含在 INPUT 语句中的变量、赋值语句中
的变量 Cost，以及自动产生的变量 _N_ 和 _ERROR_。所有的变量，除了 _N_ 和 _ERROR_
以外，都会初始化为缺失值。数字变量的缺失值由点（.）表示，字符变量的缺失值由空格表
示。此时的输入缓冲区和 PDV 中的内容如图 2.17 所示。
㭅㧌⨆㤙ᷛ
PDVᷛ
_N_ _ERROR_
Product_ID
1
0

图 2.17

Instock
.

Price
.

Cost
.

输入缓冲区和 PDV 中的内容（1）

2）语法正确，DATA 步开始执行。INPUT 语句会让 SAS 读入第一个数据，并记录到输
入缓冲区。此时的输入缓冲区和 PDV 中的数据如图 2.18 所示。
㭅㧌⨆㤙ᷛ
P001R 12 125.00
PDVᷛ
_N_ _ERROR_
Product_ID
1
0

图 2.18

Instock
.

Price
.

Cost
.

输入缓冲区和 PDV 中的数据（2）

3）根据 INPUT 语句中的指令，SAS 将输入缓冲区的值赋值给 PDV 中的变量。此时的
输入缓冲区和 PDV 中的数据如图 2.19 所示。
㭅㧌⨆㤙ᷛ
P001R 12 125.00
PDVᷛ
_N_ _ERROR_
Product_ID
1
0 P001R

图 2.19

Instock
12

Price

Cost
125

输入缓冲区和 PDV 中的数据（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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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AS 执行程序中的下一条赋值语句：
Cost=Price*0.15;

该赋值语句计算变量 Cost 的值，并将该值写入 PDV。此时的输入缓冲区和 PDV 中的数
据如图 2.20 所示。
㭅㧌⨆㤙ᷛ
P001R 12 125.00
PDVᷛ
_N_ _ERROR_
Product_ID
1
0 P001R

图 2.20

Instock
12

Price
125

Cost
18.75

输入缓冲区和 PDV 中的数据（4）

5）这时，DATA 步的这一次迭代结束，程序自动做如下操作：
将 PDV 中的内容作为第一个观测写入数据集，记住，自动变量 _N_ 和 _ERROR_ 不

会被写入。
循环到 DATA 步最开始处，开始下一个迭代。

释放输入缓冲区的记录。

在 PDV 中，将自动变量 _N_ 加 1，重置自动变量 _ERROR_ 为 0，并将其他变量设置

为缺失值。
以上操作完成后，输入缓冲区和 PDV 中的数据如图 2.21 所示。
㭅㧌⨆㤙ᷛ
PDVᷛ
_N_ _ERROR_
Product_ID
2
0

图 2.21

Instock

Price
.

Cost
.

.

输入缓冲区和 PDV 中的数据（5）

6）继续执行。INPUT 语句查找下一条观测。在这个例子中，存在下一条观测，INPUT
语 句 将 第 二 条 观 测 读 入 到 输 入 缓 冲 区。 此 时， 输 入 缓 冲 区 和 PDV 中 的 数 据 如 图 2.22
所示。
㭅㧌⨆㤙ᷛ
P003T 34 40.00
PDVᷛ
_N_ _ERROR_
Product_ID
2
0

图 2.22

Instock

Price
.

Cost
.

.

输入缓冲区和 PDV 中的数据（6）

7）接下来 SAS 像构建上一条观测值一样在 PDV 中构建下一条观测值，并将 PDV 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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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写入数据集。SAS 执行完赋值语句后，输入缓冲区和 PDV 中的数据如图 2.23 所示。
㭅㧌⨆㤙ᷛ
P003T 34 40.00
PDVᷛ
_N_ _ERROR_
Product_ID
2
0
P003T

图 2.23

Instock
34

Price

Cost
40

6

输入缓冲区和 PDV 中的数据（7）

8）整个过程继续，直到没有其他观测。DATA 步迭代次数与读取的原始数据观测条数一样。
9）SAS 关闭数据集 Inventory，本 DATA 步执行结束，退出该 DATA 步。

2.2.2

读取外部文本文件中的数据（初级）

在使用 DATA 步读取外部文本文件中的数据时，需要给 SAS 提供读取原始数据所要求
的特定信息，例如原始数据的位置、数据集变量和类型，以及 SAS 如何读数据等。SAS 会根
据这些信息创建数据集。
在 DATA 步中可以使用 DATALINES 直接输入数据，或通过 INFILE 语句指定原始数据
文件。本书之前的示例代码所给出的都是通过 DATALINES 直接输入数据。但在实际应用
中，要分析的原始数据往往存储在外部文件中。本节主要介绍使用 DATA 步读取外部文本数
据文件中的数据。
在读取原始数据文件并创建 SAS 数据集之前，必须先检查原始数据文件，确定要读取
的数据值在原始数据记录中的格式，并基于这些信息选择读取数据时使用的方法。SAS 提供
了以下 3 种基本输入方式：
列表输入

按列输入

格式化输入

这 3 种输入方式可以单独使用，也可组合使用，还可以和 SAS 提供的各种修饰符以及
指针控制结合使用，例如与输入格式、行控制符、行指针控制和列指针控制一起使用。
使用 DATA 步读取外部文件中数据的基本形式如下：
DATA 数据集名称 ;
INFILE 数据文件位置 ;
INPUT 变量列表 ;
RUN;

其中：
DATA 语句指定数据集名称。

INFILE 语句指定原始数据的位置和名称。原始数据文件可以是在 FILENAME 语句中

定义的文件引用形式或操作系统下的文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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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PUT 语句用于告诉 SAS 如何读取数据。

这里简单介绍如何使用 FILENAME 定义文件引用。在 INFILE 语句中可直接使用带路径
的外部文件名称，也可以使用事先由 FILENAME 语句赋值的文件引用。使用 FILENAME 语
句可以将 SAS 文件引用与外部文件或者存储位置（存储有多个外部文件）关联起来，其基本
形式如下：
FILENAME 文件引用 外部文件 | 外部文件存储位置 ;

其中文件引用用于指定文件引用的名称，以字母开始，可包含字母、数字和下划线，长
度不能超过 8 个字符。外部文件则给出了一个带完整路径名的外部数据文件的文件名，或者
一组文件的存储位置。下面分别给出在 Windows 环境下，FILENAME 语句指定单个文件和
一组文件的存储位置定义，以及在 INPUT 语句中如何使用这两种的文件引用。
1）FILENAME 语句指定到单个文件的文件引用。
filename invtﬁle 'c:\sas\data\inventory.dat';
data saslib.Inventory;
inﬁle invtﬁle;
input Product_ID $ Instock Price;
run;

2）FILENAME 语句指定到一组外部文件存储位置的文件引用。
filename extﬁles 'c:\sas\data';
data saslib.Inventory;
infile extﬁles(inventory);
input Product_ID $ Instock Price;
run;

本章后面的例子都使用后面这种方式引用外部数据文件。
1. 列表输入
列表输入（List Input）用于读取原始数据记录中每个字段由至少一个分隔符隔开，并
且数据值中不包含该分隔符的原始数据。列表输入默认分隔符为空格，连续的分隔符会当
成一个分隔符处理，INPUT 语句中包含了简单的变量名称列表。使用列表输入的基本形式
如下：
DATA 数据集 ;
INFILE 文件引用 ;
INPUT 变量 1 <$> < 变量 2 <$> …>;
RUN;

其中：
数据集指定要生成的数据集。

文件引用指定要读入外部原始数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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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1、变量 2 等是数据集的变量，变量与变量之间用空格分隔。对于字符变量则需

在变量后加字符 $。INPUT 语句顺序地将原始数据记录中由空格隔开的数据值读入到
所列出的变量中。
（1）原始数据各个字段以空格隔开
当原始数据记录中的数据值以一个或多个空格隔开，且数据值中不包含空格时，可使用
默认的列表输入方式。
文件 inventory.dat（位于 c:\sas\data 目录下）的内容如下：
P001R
P003T
P301M
PC02M

12
34
23
12

125.00
40.00
500.00
100.00

本章所有的示例中，都假定已经为逻辑库引用名 saslib 指定了 SAS 逻辑库，而且为文件
引用名 extﬁles 指定了所有外部数据文件所在的位置。
在 SAS 窗口中提交如下代码：
data saslib.Inventory;
infile extfiles(inventory);
input Product_ID $ Instock Price;
run;
proc print data=saslib.Inventory;
run;

INPUT 语句会逐行顺序地读取 inventory.dat 中的数据值，并赋值
给变量。在读取每行数据时，遇到空格就停止读入当前数据值，并从
非空格处读入下一个数据值。
PRINT 过程打印的数据集内容如图 2.24 所示。
上述的列表输入代码存在如下限制：

图 2.24

打印的数据集

使用列表输入时，字符变量长度默认为 8 个字节。当输入数据长度超过 8 个字节时，

从输入缓冲区读入 PDV 的数据值会产生截断。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在 INPUT 语句之前
使用 LENGTH 语句指定该变量的长度或其他方式来解决。
SAS 遇到空格时会停止读入当前数据值，这样 SAS 就不能处理原始数据记录中的数

据值包含空格的情况了。
原始数据中必须使用占位符（.）来表示该数据值为缺失值。

（2）使用 LENGTH 语句指定字符变量长度
指定变量长度的 LENGTH 语句的基本形式如下：
LENGTH

变量 1

<$> 长度

< 变量 2

<$> 长度

…>;

通常在变量第一次出现时程序会根据上下文环境确定其长度。可以在 INPUT 语句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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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LENGTH 语句明确指定变量长度。
要读入的数据文件 state.dat 中的原始数据记录如下，在该记录中州名全称字符长度超过
了 8 个字节。
WA
CA
AK
AL

Washington
California
Alaska
Alabama

如果使用不带 LENGTH 语句的列表输入的代码如下：
data saslib.state;
infile extﬁles(state);
input Short_Name $ State $;
run;
proc print data=saslib.state noobs;
run;

PRINT 语句打印的数据集内容如图 2.25 所示，可以看到，第 1 条和第 2 条观测中 State
变量的数据值不全，都出现了截断。
可在 INPUT 语句前加 LENGTH 语句，指定 State 变量的长度为
20 个字符。修改后的 SAS 代码如下：
data saslib.state;
length State $20;
infile extfiles(state);
input Short_Name $ State $;
run;

图 2.25

数据值被截断

proc print data=saslib.state noobs;
run;

这时，PRINT 打印的数据集的内容如图 2.26 所示。State 变量中的州名完全写入数据集
中了。
可能已经注意到，打印的数据集中变量的顺序发生了变化。这是
因为它们的顺序由 DATA 步中变量出现的顺序决定，而 State 变量首
先在 LENGTH 语句中出现，接着 INPUT 语句才会出现 Short_Name。
但是，这并不影响数据值的读入顺序。在列表输入方式下，读入的数
据值顺序由其在 INPUT 语句中出现的顺序确定。
（3）使用 INFILE 语句的选项 DLM= 指定分隔符

图 2.26

加 LENGTH
语句后的输出

当原始数据中数据记录的数据值未使用空格，而是使用其他分隔符时，需在 INFILE 语
句中使用 DLM= 选项，告诉 SAS 读入数据时需要使用的分隔符。
下面将上面外部数据文件的内容稍作修改以便比较。文件 inventory_dlm.dat 的内容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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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数据记录中的各数据值之间由逗号（,）隔开。
P001R,12,125.00
P003T,34,40.00
P301M,23,500.00
PC02M,12,100.00

正确读取该数据文件的代码如下：
data saslib.Inventory;
infile extfiles(inventory_dlm) dlm=',';
input Product_ID $ Instock Price;
run;
proc print data=saslib.Inventory noobs;
run;

PRINT 过程打印的数据集与上例一样，这里不再给出。
使用 DLM= 选项可处理原始数据记录中数据值中包含空格的情况。此外，使用 DLM=
选项的 DATA 步也可以很好地处理数据中的缺失值。如果接连有多个指定的分隔符，也会当
成一个分隔符处理。但如果分隔符之间有空格，则该空格会当作缺失值读入变量并写入数据
集。例如，当数据文件 inventory_missing.dat 的内容如下：
P001R,12,125.00
P003T,34,40.00
P301M, ,500.00
PC02M,12,100.00

提交与上例相同的 SAS 代码，记得将外部数据文件名字改为
inventory_missing.dat。PRINT 过程打印的数据集内容如图 2.27 所
示，其中第 3 个观测 Instock 变量为默认值。
（4）使用 INFILE 语句的选项 DSD

图 2.27

打印的数据集内容

指定选项 DSD 后，如果数据值是由引号引起来的，可以将数据值中的分隔符当成是数
据值的一部分读入，字符值中的引号在读入 PDV 时会被删除。DSD 选项将默认的分隔符设
置为逗号，还改变了使用列表输入时 SAS 处理分隔符的方式，比如，如果有两个连续的逗
号，将被当作缺失值。
原始数据文件 customer_dsd.dat 的内容如下，其中客户的地址信息中包含了逗号，并使
用双引号引起来，第一条和第三条记录中的客户名字缺失。
C001,,"14 Bridge St. San Francisco, CA"
C002,Emily Cooker,"42 Rue Marston"
C002,,"52 Rue Marston Paris"
C005,Jimmy Cruze,"Box 100 Cary, NC"

读取该外部数据文件的 SAS 代码如下，代码中还使用了 LENGTH 语句指定变量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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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saslib.customer;
length Name $20 Address $40;
inﬁle extﬁles(customer_dsd) dsd;
input Customer_ID $ Name $ Address $;
run;
proc print data=saslib.customer noobs;
run;

PRINT 过程打印的数据集内容如图 2.28 所示。同样，因为 SAS 先编译 LENGTH 语句，
所以数据集中 Name 和 Address 变量出现在 Customer_ID 前面了。
选 项 DSD 还 可 以 和 其 他 选 项（例 如 DLM=
和 DLMSTR=） 一 起 使 用。DLM= 在 上 面 介 绍 过，
DLMSTR= 用于指定分隔数据值的字符串。如果需要，
可以查看 SAS 帮助文档获得更多信息。

图 2.28

2. 按列输入

指定 DSD 选项后的打印内容

当原始数据记录中的数据值在每条记录中占据相同的列时，可使用按列输入的方式。按
列输入（Column Input）可以读取固定列的数据。该读入方式的 INPUT 语句基本形式如下：
INPUT

变量 1

<$>

开始列 <- 结束列 >

< 变量 2

<$> 开始列 <- 结束列 > …>;

其中：
变量名后有 $ 表示该变量为字符型变量。

开始列 - 结束列指定变量在原始数据记录中所处的位置。

变量长度由为该变量指定的列数确定，可以超过 8 个字节。

按列输入可读入包含空格的数据值。

可以处理数据中的缺失值，不需要使用占位符。

文件 customer.dat 的内容如下，其中，第 1 ～ 14 列为产品编号，第 16 ～ 26 列为附属品
牌，第 28 ～ 29 列为专卖店数，第 31 ～ 35 列为产品库存数。
C001
C002 Emily Cooker
C002
C005 Jimmy Cruze

14 Bridge St.
42 Rue Marston
52 Rue Marston
Box 100

San Francisco CA
Paris
Cary

NC

读入该原始文件中数据的 SAS 代码如下：
data saslib.customer;
infile extfiles(customer);
input Customer_ID $ 1-4 Name $ 6-19 Address $ 21-37 City $ 39-51 State $ 53-54 ;
run;
proc print data=saslib.customer noobs;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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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 过程打印的数据集内容如图 2.29 所示。
在列表输入方式下，读入的数据值由指定的列号确定，所以使用列表输入可以以任何顺
序读入列，而且可跳过一些列、不读入到数据集
中或重复读取数据记录中的数据值。
3. 格式化输入
上 面 介 绍 的 按 列 输 入 与 列 表 输 入 一 样， 只
能读取标准的字符或数字值到数据集中。其实，

图 2.29

按列输入后的打印内容

SAS 还可以读取特殊格式的数字数据，例如二进制数据、日期 / 时间（01FEB2013），或者
包含逗号（1,262）、货币符号（$87.3）等特殊字符的数字值。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使用
格式化输入（formatted input）了，即在 INPUT 语句中提供特殊的指令，以便 SAS 正确地
读取原始数据记录中的数据值。这些特殊指令称为输入格式（Informat）。格式化输入组合
了按列输入特征和读取非标准化数字或字符值的能力，保证数据值可正确地从原始数据记
录中读入。
对单个变量，格式化输入的 INPUT 语句的基本形式如下：
INPUT 变量 <$> 输入格式 ;

数值型和字符型最基础的输入格式形式分别为 n. 和 $n，例如 10. 和 $20.，表示从输入缓
冲区的当前列控制指针处分别读取 10 列和 20 列，并赋值给对应变量。对于字符变量，输入
格式还指定了变量的长度，而数字型变量的长度仍然为 8。
除了这些基础的格式外，SAS 还提供了一些格式用于读入特殊格式的数字值，例如前面
提到的读入带 $ 符号的数字或日期时间值。同时，SAS 还支持自定义格式，在本书后面的章
节会介绍。
来看个示例，原始数据文件 sales.dat 的内容如下，该文件中原始数据记录包含字段依次
为员工 ID、部门、销售额和上次修改日期，其中销售额和日期都不是标准数字值，需使用对
应的输入格式。
ET001
ED002
ET004
EC002
ED004

TSG $10000
$12000
TSG $5000
CSG $23000
QSG

01JAN2012
01FEB2012
02MAR2012
01APR2012
01AUG2012

读 入 处 理 该 文 件 的 SAS 代 码 如 下， 其 中 Sales 和 Date 变 量 分 别 使 用 了 输 入 格 式
comma6. 和 date9.，Emp_ID 和 Dept 使用的是上面介绍过的按列输入方式。
data saslib.sales;
inﬁle extﬁles(sales);
input Emp_ID $1-5 Dept $7-9 +1 Sales comma6. @22 Date date9.;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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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 print data=saslib.sales noobs;
run;

PRINT 过程打印的数据集内容如图 2.30 所示。SAS 的日期、时间以数字形式存储。所以
打印的数据集中 Date 变量的值为数字，其实可通过输出格式（format）输出为更加易读的形式。
SAS 提供了 commaw. 和 datew. 等很多格式，用于读取对应的带嵌入符号和日期的数字
值，其中的 w 表示读入数据的总宽度，包含美元符号。输入格式将数据值中嵌入的 $ 符号转
换成了不带美元符号的数字值写入到 PDV 中，并最终写入数据集，如图 2.31 所示。

$10000

10000

㭅㧌ⷒ㬞
comma6.

$12000

12000

$5000

图 2.30

5000

图 2.31

格式化输入数据的打印内容

带格式数据的输入与输出

在 INPUT 语句中，还使用了相对列控制符号 +1 和绝对列控制符号 @22，分别表示将当
前的输入列控制指针向前移 1 位和将该指针直接移动到列 22。在上面的示例中，程序读入一
行记录到输入缓冲区后，列控制指针的移动情况如下：
第 1 ～ 5 列写入 Emp_ID，列控制指针在第 6 列。

第 7 ～ 9 列写入 Dept，这时列控制指针在第 10 列。

+1 将列控制指针移到第 11 列。

开始读入 comma6. 中指定的 6 列，即将第 11~16 列使用输入格式转换后写入 Sales，

这时列控制指针在第 17 列。
@22 将控制指针直接移到第 22 列，读入 date9. 中指定的 9 列，即第 22~30 列，然后

使用该输入格式进行转换，并写入 Date。
SAS 还提供了丰富的输入格式以便读入各种形式的数据值。下面给出了 SAS 提供的常
用数字、字符、日期、时间、日期时间输入格式，如表 2.1 和表 2.2 所示。关于这些输入格
式的详细使用方法，请参考 SAS 帮助文档学习。
表 2.1
格式名称

常用数字和字符输入格式
描

述

示

例

$BINARYw.

将二进制数据转换为字符数据

0100110001001101

$CHARw.

读取带空格的字符数据

$CHAR20.

$w.

读入标准字符数据

$20.

BINARYw. d

将正二进制值转换为整数

10100101

COMMAw.d

读取数字值并将嵌入的字符删除

$12,038.45

w.d

读入标准的数字数据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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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常用的 SAS 日期、时间、日期时间输入格式

格式名称
DATEw.
DATETIMEw.
DDMMYYw.

MDYAMPMw.d

MMDDYYw.
MONYYw.

描

述

以 ddmmm<yy>yy 的 形 式 读 取 SAS 日 期 值。 其 中， 日、
月、年之间可以有空格或其他特殊字符

示

例

26jan13、26jan2013、26-jan-2013

以 ddmmm<yy>yy hh:mm:ss.ss 的 形 式 读 取 SAS 时 间 日 期
26jan13 03:53:00.4、26jan2013:
值。其中，日期和时间之间可以有空格或特殊字符
03:53:00.4
以 ddmm<yy>yy 的形式读取 SAS 日期值。其中日、月、年之
间可以有空格或特殊字符，并且年份可以是 2 位也可以是 4 位
以 mmdd<yy>yy hh:mm<:ss<.ss>>< AM|PM> 的形式读取时
间日期值。其中月、日、年之间可以有空格或特殊字符，并
且年份可以是 2 位也可以是 4 位
以 mmdd<yy>yy 的形式读取 SAS 日期值，其中月、日、年之
间可以有空格或特殊字符，并且年份可以是 2 位也可以是 4 位
以 mmmyy<yy> 的形式读取 SAS 日期值，月、年之间也可
以有空格或特殊字符

260113、26012013、26/01/13、
26-01-2013
01.26.2013 03:53:00、
01-26-13 3.53 pm
012613、01262013、01/26/13、
01/26/2013
jan13、jan 2013、jan-2013

TIMEw

以 hh:mm:ss<.ss><AM|PM> 的形式读取 SAS 时间值的时分
秒，其中小时、分钟和秒之间可以是“ : ”或“ . ”

YMDDTTMw.d

以 <yy>yy-mm-dd hh:mm:<ss<.ss>> 的 形 式 读 取 SAS 时 间
2013-01-26 11:26:07.4、2013
值，时间和日期组件之间可以有空格和特殊字符
01 26 11 26 07.4、12.3.26/11:26

YYMMDDw.

以 <yy>yymmdd 的形式写 SAS 日期值。其中年、月、日之
130126、20130126、13-01-26、
间可以有空格和特殊字符，并且年份可以是 2 位也可以是 4 位 2013-01-26

YYMMNw.

以 <yy>yymm 的 形 式 写 SAS 日 期 值。 格 式 名 称 中 的 N 表
示该格式中年和月的值之间不能被空格或特殊字符分隔

13:05:45.24、13.05

13jan、2013jan

4. 带修饰的列表输入
在学习格式化输入时，我们知道了输入格式的概念。本节将列表输入、输入格式和修饰
符结合起来，结合后就成了带修饰的列表输入（modiﬁed list input），这样可以使用列表输入
方式更灵活地读入数据。前面讲到列表输入时，提到列表输入的一些限制，例如所创建的变
量长度为 8 个字节、默认（分隔符为空格时）不能读入包含嵌入空格的数据值、不能处理带
特殊字符的数字值和日期等。SAS 提供如下格式的修改符来消除这些限制，进而增加了列表
输入的灵活性。
& 修饰符（ampersand format modiﬁer）：使用列表输入时，该修改符能够读入数据值

中包含一个或多个嵌入空格的字符值，并指定字符的输入格式。SAS 读入数据直到遇
到两个连续的空格或达到所定义的数据长度或输入行结束才停止。& 修饰符解决了使
用列表输入方式读取数据值中包含嵌入空格的问题，但要求该包含空格的数据值与下
一个数据值之间至少间隔两个空格。
修饰符（colon format modiﬁer）：使用列表输入时，该修改符可以在变量名后指定输入

格式。SAS 读入数据直到遇到空列、达到所定义的数据长度（对字符型变量来说）或
输入行结束才停止。: 修饰符可以读取超过 8 个字节的字符数据和包含特殊字符的数
字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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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饰符（tilde forat modiﬁer）：可以读入并保持数据值中的单引号、双引号和分隔符。

接下来通过示例来学习修饰的列表输入。注意，下面的示例中没有使用～格式修改符，
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 SAS 帮助文档进行学习。
原始数据文件 customer2.dat 的内容如下，每条记录包含联系人信息：客户 ID、名字和
出生日期，其中名字里面嵌入了空格，可使用 & 修饰符读入。注意，使用 & 修饰符要求名
字和出生日期之间为两个空格。
C001
C002
C002
C005

Willam Smith
Emily Cooker
Geroge Collin
Jimmy Cruze

22Oct1970
01JAN1978
09MAR1968
25Jun1972

处理该数据的 SAS 代码如下，其中，Name 变量使用了 & 修饰符读入带空格的名字，并
指定输入格式为 $20.，所以 Name 变量的字符长度为 20 个字节，而且 SAS 会将缓冲区中的
20 个字符读入 Name。Birth_Date 使用了 : 修饰符读入日期格式的数据。
data saslib.customer2;
infile extfiles(customer2);
input Customer_ID $ Name & $20. Birth_Date:date9.;
run;
proc print data=saslib.customer2 noobs;
run;

PRINT 过程打印的数据集如图 2.32 所示，所有数据值都正
图 2.32

确读入到了数据集中。

带修饰的列表输入数据
的打印内容

5. 命名输入

命名输入（named input）读取包含变量名、等于符号和变量值的输入数据，例如 Name=
Willam。命名输入的基本形式如下：
INPUT 变量 1=

<$>

< 变量 2=

<$> …>;

使用命名输入方式时，INPUT 语句从输入指针的当前位置读取输入数据。如果原始数据
记录开始处不是命名形式，则可以在开始部分使用其他输入风格，接着再使用命名方式读入数
据。但是，一旦 INPUT 语句开始使用命名输入方式，接下来的数据值则必须也是命名形式。
例如，原始数据文件 named.dat 内容如下，第二、三个字段为命名形式。
C001
C002
C002
C005

Name=Willam Age=43
Name=Emily Age=35
Name=Geroge Age=45
Name=Jimmy Age=41

使用命名输入读入第二、三个字段 Name 和 Age，第一个字段 Customer_ID 变量使用列
表输入。代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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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saslib.customer;
inﬁle extﬁles(named);
input Customer_ID $ Name= $ Age=;
run;
proc print data=saslib.customer noobs;
run;

PRINT 过程打印的 SAS 数据集内容如图 2.33 所示。
命名输入还可以和其他语句（例如 LENGTH 语句定义变量长度）
以及其他输入方式结合，提供更多的灵活性来读取外部数据文件。

图 2.33

6. 混合输入

命名输入数据的
打印内容

在使用 INPUT 语句时不限于使用一种输入方式，可以在一条 INPUT 语句中混合使用这
些输入方式，只要可以适当地描述原始数据记录就行。在前面格式化输入的示例中已经组合
了按列输入方式和格式化输入方式，这里再将 3 种基础输入方式组合。
原始数据文件 mixedinput.dat 的内容如下，其中依次包括了课程编号、课程名称、开课
日期和报名人数等信息。
PM01
PM02
TM01
SY05

SAS
SAS
SAS
SAS

Base Programming
Advanced Programming
Text Mining
System Administration

22Oct2013
01JAN2013
09MAR2013
25Jun2013

22
15
8
12

列表输入读取 Course_ID 和 Attendee、按列输入读取 Course_Name、格式化输入读取
Open_Date。代码如下：
data saslib.mixedinput;
inﬁle extﬁles(mixedinput);
input Course_ID $
Course_Name $ 6-30
@32
Open_Date date9.
Attendee;
run;
proc print data=saslib.mixedinput noobs;
run;

PRINT 过程打印的数据集内容如图 2.34 所示。各
个数据值都被正确地从数据文件读入，并写入数据集。

2.2.3

图 2.34

混合输入数据的打印内容

读取外部文本文件中的数据（高级）

在创建 SAS 数据集时，根据数据文件的格式，经常会需要使用更加高级的特征来正确
有效地将原始数据文件的记录（或行）转换为数据集。例如：
对原始数据记录中的数据长度不够 INPUT 语句中所有变量读取的情况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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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建 SAS 数据集的观测前先测试条件是否成立；

在单条数据记录中创建多个观测；

从多个原始数据记录中创建单条观测；

1. 使用 INFILE 语句的选项
当 DATA 步从外部文件中读取原始数据记录时，如果 SAS 在为所有变量读到数据之前
就遇到了输入行的末尾，可能会有问题，尤其是当 INPUT 语句要求读入的变量长度超过输
入缓冲区中的数据，或记录中包含缺失值又没有占位符时。默认情况下，SAS 读入一行记录，
当 INPUT 语句在当前输入行找不到所有的数据值时，会自动读入下一行数据记录，DATA 步
中的语句继续执行，但可能产生意外结果（即未按预期读入数据）。这时，可以在 INFILE 语
句中指定 MISSOVER、TRUNCOVER 或 STOPOVER 选项，从而改变 SAS 的默认行为。
FLOWOVER ：即上面描述的默认情况，INPUT 语句会读入下一条记录到输入缓冲区

中，给当前 PDV 中未赋值的变量赋值。
MISSOVER ：会在 DATA 步的本次迭代中阻止 INPUT 语句读入原始数据的下一条

记录，并将 PDV 中所有未赋值的变量保持为缺失值（PDV 中变量未赋值时就为缺失
值）。当原始数据记录中的最后一个或多个字段没有值，并且希望 SAS 将对应的变量
置为缺失值时使用 MISSOVER。
TRUNCOVER ：也会阻止 INPUT 语句读入原始数据的下一个记录，但对于当前正在

读入的变量，当输入缓冲区中的数据长度少于当前变量要求的长度时，则将当前输入
缓冲区中的数据赋值给 PDV 中的该变量。所有未赋值的变量置为缺失值。
STOPOVER：DATA 步的执行会停止。

下面通过一些示例来帮助理解这些选项的作用。
例 2.4：选项 MISSOVER。
外部数据文件 missover.dat 的内容如下，依次包括课程编号、课程名称、参加课程人数
和讲师姓名等信息。其中第二条记录中未提供参加课程人数和讲师姓名，也没有占位符。
PM01,SAS
PM02,SAS
TM01,SAS
SY05,SAS

Base Programming,22,Greg William
Advanced Programming
Text Mining,8,Kevin Wynne
System Administration,12,Jenny Hagen

下面为使用默认的 FLOWOVER 选项代码：
data saslib.default;
length Course_Name $30 Instrutor $20;
inﬁle extﬁles(missover) dsd;
input Course_ID $ Course_Name $ Attendee Instrutor $;
run;
proc print data=saslib.default noobs;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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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 过程打印的数据集如图 2.35 所示。
所生成的数据集中共有 3 个观测。在第二个观测中，Instrutor 变量值为原始数据文件中
第三条记录的部分记录，Attendee 为缺失值。这
是因为在第二次迭代时 INPUT 语句读完 Course_
Name 后，发现第二条原始数据记录已经没有值
可供 INPUT 语句给 PDV 中的 Attendee 和 Instrutor
赋值了，所以 SAS 读入第三条原始数据记录到输

图 2.35

未使用选项 MISSOVER 的输出

入缓冲区中。这时输入缓冲区的第一个数据值“TM01”为字符值，与 Attendee（数字型变量）
的类型不匹配，所以 PDV 中 Attendee 为缺失值，第二个数据值“ SAS Text Mining ”则赋
值给了 PDV 中的 Instructor 变量。接着，进行 DATA 步的第三次迭代，读入第四条原始数据
记录。
查看日志窗口中 DATA 步执行的日志，如图 2.36 所示。其中提示信息表示“ TM01”对
数值型变量无效。而且“ NOTE ：INPUT 语句到达一行的末尾，SAS 已转到新的一行。”这
句注释表示 SAS 在该次迭代中间（正常情况下，仅在迭代开始时读入数据行）从输入数据文
件中读入了新行。

图 2.36

DATA 步执行的日志

下面在 INFILE 语句中加上 MISSOVER 选项，代码如下：
data saslib.missover;
length Course_Name $30 Instrutor $20;
infile extfiles(missover) dsd missover;
input Course_ID $ Course_Name $ Attendee Instrutor $;
run;
proc print data=saslib.missover noobs;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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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 过程打印的数据集如图 2.37 所示。可以看到，原始数据记录如我们所预期的那
样读入了数据集中。
例 2.5：选项 TRUNCOVER。
默 认 情 况 下（选 项 为 FLOWOVER）， 当 原 始
数据记录长度小于 INPUT 语句的预期时，INPUT
语 句 自 动 读 入 下 一 条 数 据 记 录。 当 指 定 选 项
TRUNCOVER 时，即使当前输入行数据的长度小于

图 2.37

使用 MISSOVER 选项的输出

INPUT 语句的预期，也会将当前输入行的数据赋值给当前处理的变量，并将其他没有赋值的
变量设置为缺失值。
TRUNCOVER 选项常用于处理变长的原始数据记录，可在 INPUT 语句中定义足够长度
的变量，即使当前数据记录中的数据长度小于变量指定的长度，也可以将该记录从缓冲区读
入 PDV，并写入数据集，以便进一步处理。
原始数据文件 comments.dat 的内容如下，共 3 条记录，全部为文本，文本长度不确定。
Action brought Community Plant Variety Ofﬁce Action brought Community Plant Variety
Ofﬁce Parties Applicants
Commission Regulation September 1995 concerning the second list of priority substances
as foreseen under Council Regulation
Commission Regulation establishing the standard import values for determining the
entry price of certain fruit and vegetables 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No

使用 TRUNCOVER 选项读入该文件记录。设置变量 Text 的输入格式为“ $500. ”，当原
始记录中文本长度不足 500 个字符时，TRUNCOVER 选项会将当前输入缓冲区中的所有内容
写入 PDV，并写入数据集。
data saslib.truncover;
inﬁle extﬁles(comments) truncover;
input Text $500.;
run;
proc print data=saslib.truncover noobs;
run;

PRINT 语句打印的数据集内容如图 2.38 所示。可以看到，所有的评论信息都读入了数
据集中。

图 2.38

使用 TRUNCOVER 选项的输出

MISSOVER 与 TRUNCOVER 的 不 同 之 处 在 于， 如 果 当 前 变 量 没 有 读 到 要 求 长 度 的
数 据，MISSOVER 会 将 当 前 变 量 的 值 也 置 为 缺 失 值。 还 是 以 上 面 的 示 例 为 例， 如 果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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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NCOVER 换成 MISSOVER，所生成的数据集中 3 个观测值都为缺失值。
例 2.6：选项 STOPOVER。
当 INPUT 语句在当前输入行找不到所有数据值时，如果在 INFILE 语句中使用选项
STOPOVER，SAS 会停止执行该 DATA 步。
使用前面用到的数据文件 missover.dat，内容如下：
PM01,SAS
PM02,SAS
TM01,SAS
SY05,SAS

Base Programming,22,Greg William
Advanced Programming
Text Mining,8,Kevin Wynne
System Administration,12,Jenny Hagen

使用 STOPOVER 选项的代码如下：
data saslib.stopover;
length Course_Name $30 Instrutor $20;
inﬁle extﬁles(missover) dsd stopover;
input Course_ID $ Course_Name $ Attendee Instrutor $;
run;
proc print data=saslib.stopover noobs;
run;

DATA 步执行的日志如图 2.39 所示。此时，在日志窗口会给了出错误消息“ INPUT 语
句超过记录长度”，并且 SAS 系统停止处理 DATA 步。

图 2.39

日志中输出错误消息

PRINT 语句打印的数据集内容如图 2.40 所示。可
以看到，所生成的数据集中只有一个观测。因为在处
理第二条原始数据记录时，输入数据缓冲区中没有供
Attendee 和 Instructor 变量读取的数据，SAS 处理停止

图 2.40

使用 STOPOVER 选项的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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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该 DATA 步了。
2. 使用选项 LRECL 和在 INFILE 中使用选项 PAD
选项 LRECL 为系统选项指定用于读写外部文件的默认逻辑记录长度。LRECL 指定逻辑
记录的长度为 1（字节）或 1024（k 字节）的倍数。例如 32 表示 32 字节、16k 表示 16 384 字节。
该选项的范围为 1 ～ 32 767。在 SAS 9.4 中，LRECL 系统选项默认值为 32 767，通常不需要
修改。
PAD 和 NOPAD 选项控制 SAS 是否使用空格对从外部文件读入的记录进行填充，使其
达到选项 LRECL= 指定的长度。默认设置为 NOPAD。
当使用 PAD 选项时，SAS 会自动用空格填充从外部文件中读入的记录长度。
还是以上面的 comments.dat 文件为例。
Action brought Community Plant Variety Ofﬁce Action brought Community Plant Variety
Ofﬁce Parties Applicants
Commission Regulation September 1995 concerning the second list of priority substances
as foreseen under Council Regulation
Commission Regulation establishing the standard import values for determining the
entry price of certain fruit and vegetables 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No

下面在 INFILE 语句中使用 PAD 选项，代码如下：
data saslib.comments;
infile extfiles(comments) pad;
input Text $500.;
run;
proc print data=saslib.comments noobs;
run;

PRINT 过程打印的数据集内容如图 2.41 所示。DATA 步正确读入了文件中的所有评论。

图 2.41

在 INFILE 语句中使用 PAD 选项

3. 使用 INPUT 语句的行保持符和行控制符
在一个 DATA 步中可有多个 INPUT 语句。默认情况下，当执行到 INPUT 语句时，程序
会自动将下一条数据记录放入输入缓冲区，并且，每次迭代完成后 SAS 会返回 DATA 步的
开始处，同时，输入缓冲区中的数据会自动清除。可以在 INPUT 语句中使用行保持符和行
指针控制符改变这种行为模式。
（1）行保持符
如果在 INPT 语句的结束处指定单个 @ 的行保持符（Line-hold Speciﬁer），输入缓冲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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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则会保持住，当前迭代中的下一条 INPUT 语句可以继续使用。SAS 会维护列控制指针
在输入缓冲区中的位置。但是，当程序返回 DATA 步开始处执行时，输入缓冲区中的数据会
被释放。
在 INPUT 语句的结束处使用有两个 @ 的行保持符（形式为 @@）时，输入缓冲区中的
数据会保持住，直到读到数据记录的结尾内容为止。这样，程序在执行 INPUT 语句时就不
会自动将下一条数据记录读入到输入缓冲区中，同时，程序返回 DATA 步的开始处继续执行
时，输入缓冲区的数据也不会释放。但是 SAS 会维持指针在当前记录中的位置，这样，程序
就能够读取记录中的每个值了。
（2）行指针控制符
在 INPUT 语句中还可使用行指针控制符 / 和 #n。
行指针控制符 / 会强制读入下一条记录到输入缓冲区，并将列指针放入该行记录的开始
处。该行指针控制符常用于跳过原始数据记录中的数据值。
#n 会将当前指针移至多行输入缓冲区的对应行。当 INPUT 语句中出现行指针控制符 #n
时，编译程序会创建一个多行输入缓冲区，输入缓冲区的行数等于 INPUT 语句中出现的最
大 n 值。这样，执行时程序可以一次读入多行数据到输入缓冲区。通过这种方式，INPUT 语
句可以以任意顺序读入数据值。
下面通过几个示例来讲解行保持符 @ 和 @@，以及行指针控制符 / 和 #n 的使用方式。
（3）创建一个观测前测试条件
在只需读入输入文件中的部分满足条件的数据时，可能需要先读入部分变量值，判断这
些变量值是否满足某种条件。如果满足，继续读入当前缓冲区中的其他数据值。如果使用了
默认 INPUT 语句，会在第二次执行 INPUT 语句时将下一条记录读入输入缓冲区，之前输入
缓冲区中的数据则会被冲掉。这时可以使用行保持符 @ 将该记录保持在输入缓冲区中，第二
次执行 INPUT 语句时程序不会重新读入新的数据记录，而是直接使用当前输入缓冲区中的
数据。
原始数据文件 Sales.dat 的内容如下，每条记录中包含员工 ID、部门、销售额和上次修
改时间等信息，现在要求仅读入部门 TSG 的员工并创建数据集。
ET001
ED002
ET004
EC002
ED004

TSG $10000
$12000
TSG $5000
CSG $23000
QSG

01JAN2012
01FEB2012
02MAR2012
01APR2012
01AUG2012

下面的 DATA 步创建仅包含部门 TSG 员工的数据集：
第一条 INPUT 语句读入输入数据的第 7~9 列到 Dept 变量中，并使用 @ 行保持符告

诉 SAS 将输入记录保持在缓冲区。
IF 语句判断变量 Dept 的值是否为 TSG。如果不是，程序返回 DATA 步的开始处进行

下一个迭代；如果是，执行该次迭代的下一条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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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INPUT 语句从输入缓冲区中按列读入和格式化读入其他变量值。代码如下：

data saslib.sales;
inﬁle extﬁles(sales);
input Dept $7-9 @;
if Dept='TSG';
input Emp_ID $1-5 +5 Sales comma6. @22 Date date9.;
run;
proc print data=saslib.sales noobs;
run;

PRINT 过程打印的数据集的内容如图 2.42 所示。可以看到，数
据集中只包含部门（Dept）为 TSG 的观测。

图 2.42

仅包含部门
TSG 的员工

（4）读单条记录创建多个观测

当原始数据文件的一条记录中存在要创建的数据集的多个观测时，应在 INPUT 语句中
使用两个行保持符 @@，这样，程序执行到下一个 INPUT 语句，甚至下一个迭代时，都不
释放输入缓冲区中的记录，INPUT 语句会继续从输入缓冲区中读取数据值，直到 INPUT 读
完缓冲区中所有的数据值为止。
数据文件 inventory2.dat 的内容如下，每行包含两种商品的信息。
P001R 12 125.00 P003T 34 40.00
P301M 23 500.00 PC02M 12 100.00

这时使用 @@ 行保持符将记录一直保持在输入缓冲区，直到缓冲区中的所有数据值都
被读取。代码如下：
data saslib.Inventory;
inﬁle extﬁles(inventory2);
input Product_ID $ Instock Price @@;
run;
proc print data=saslib.Inventory noobs;
run;

PRINT 过程打印的数据集如图 2.43 所示。可以看到，所有 4 种
商品信息都读入了数据集中。
（5）从多条记录中创建一个观测

图 2.43

4 种商品信息都
读入数据集中

有时一个客户的联系信息，或者一种商品的属性信息会分布在多个行中，而我们只关心
部分数据行的信息，这时可以使用单独的空 INPUT 语句或 / 行指针控制符来跳过不关心的行。
参考如下原始数据文件 Customer3.dat 的内容。这里打算将同一个联系人的多行信息读
入为数据集的一条观测，但是不包含街道或邮箱信息（即每组信息的第二行）。
Greg William
14 Bridge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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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 Francisco
CA
Emily Cooker
42 Rue Marston
New york
NY
Jimmy Cruze
Box 100
Cary
NC

方法 1：使用多个 INPUT 语句。
此方法在一个 DATA 步中使用多个 INPUT 语句，每个 INPUT 语句读入新行到输入缓冲
区，并从输入缓冲区中读入指定变量值到 PDV。当 DATA 步结束时，将 PDV 中的变量值写
入数据集。代码如下：
data saslib.Customer;
inﬁle extﬁles(Customer3) truncover;
input Name $20.;
input;
input City $20.;
input State $2.;
run;
proc print data=saslib.Customer noobs;
run;

在上述代码的执行过程中：
第一个 INPUT 语句读入第一行，并将其内容赋值给 PDV 中变量 Name。

第二个 INPUT 语句读入第二行。

第三个 INPUT 语句读入第三行，并将其内容赋值给 PDV 中变量 City。

第四个 INPUT 语句读入第四行，并将其内容赋值给 PDV 中变量 State。

DATA 步结束时，PDV 中的变量写入数据集。同样，在下一个迭代中将第五行、第七行、
第八行数据赋值给 PDV 中的变量 Name、City 和 State，然后写入 SAS 数据集。PRINT 过程
打印的数据集如图 2.44 所示。
方法 2：使用 / 行指针控制符。
也可以使用 / 行控制符，强制读入新行到输入缓冲区，并赋值
给变量。代码如下：
data saslib.Customer;
inﬁle extﬁles(customer3) truncover;
input Name $20. / / City $20. / State $2.;
run;
proc print data=saslib.Customer noobs;
run;

图 2.44

将多行信息读入
为一条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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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代码的执行过程中：
INPUT 语句读入第一行，并赋值给 PDV 中的变量 Name。

// 强制依次读入两行，即第二行和第三行，第三行的值会覆盖第二行，并赋值给 PDV

中的变量 City。
/ 读入第四行，赋值给 PDV 中的变量 State。

DATA 步结束时，将 PDV 中的变量写入数据集。同样，在下一个迭代中，将第五行、
第七行、第八行的数据赋值给 PDV 中的变量 Name、City 和 State，然后写入 SAS 数据集。
PRINT 过程打印的数据集如图 2.45 所示。
方法 3：使用 #n 行指针控制符。
还可以使用 #n 行指针控制符，直接在多行的输入缓冲区中移动
行指针。代码如下：
data saslib.Customer;
inﬁle extﬁles(customer3) truncover;
input #3 City $20. #1 Name $20. #4 State $2.;
run;

图 2.45

使用 / 行指针
控制符

proc print data=saslib.Customer noobs;
run;

DATA 步在编译时会创建一个 4 行的输入缓冲区，因为 n 的最大值为 4。执行过程中：
INPUT 语句一次读入 4 行记录到输入缓冲区。

#3 将行输入指针移动到输入缓冲区的第三行，将数据值读入到 PDV 中的变量 City。

#1 将行输入指针移动到第一行，将数据值读入到 PDV 中的变量 Name。

#4 将行输入指针移动到第四行，将数据值读入到 PDV 中的变量 State。

DATA 步结束时，PDV 中的变量写入数据集。同样，在下一个迭代中，INPUT 语句会将
第五行至第八行数据一次读入到输入缓冲区。再从输入缓冲区的第三行、第一行和第四行中
分别读入数据赋值给 PDV 中的变量 City、Name 和 State，然后写入
SAS 数据集。
PRINT 语句打印的数据集内容如图 2.46 所示。这里的观测数和
数据值相同。
该数据集与前两个数据集的变量顺序不同，是因为在这 3 个示
例中的变量在 DATA 步中出现的顺序不同。

图 2.46

使用 #n 行指
针控制符

注意

本例为了说明使用 #n 行控制符可以随意在输入缓冲区的行之间移动，特意指定读取
顺序为第三行、第一行和第四行。若 INPUT 语句按如下形式编写，则所生成数据集
的变量顺序也与前两种方式一样：
input #1 Name $20. #3 City $20. #4 Stat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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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3 种方法都要求单条观测在原始数据文件中占用的行数一样。例如，在本例中都是 4
行，而且要读取的同类别信息必须出现在相同的相对位置上，例如在每 4 行记录中，第一行
是客户姓名、第三行是所在城市、第四行是所在州。

2.3

通过 IMPORT 过程读取外部文件数据
除了可以通过 DATA 步读取外部文本文件数据外，SAS 还提供了 IMPORT 过程，通过

它可以从外部数据源读取数据并写入 SAS 数据集中。而且，如果使用 SAS/ACCESS to PC
Files，IMPORT 过程除了可以导入带分隔符的文件外，还可以读取 PC 文件中的外部数据，
包括 Microsoft Access 数据库文件、Miscrosft Excel 工作簿、Lotus 1-2-3 文件、dBase 文件、
JMP 文件、SPSS 文件、Stata 文件、Paradox 等。SAS 变量的定义根据输入记录确定。
在 SAS 窗口环境选择菜单“文件” “导入数据”，可以打开“导入”窗口，通过“导
入向导”可读取上述类型的数据。导入过程所生成的 SAS 语句也可以保存起来供以后使用。
对应于 IMPORT 过程和 SAS 窗口环境的 IMPORT 向导，SAS 还提供了 EXPORT 过程和
EXPORT 向导（选择菜单“文件” “导出数据”），以便将 SAS 数据集中的数据导出到上述
类型的文件。对此这里不做讲解，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通过 SAS 帮助文档学习。
IMPORT 过程的导入数据的基本形式如下：
PROC IMPORT
DATAFILE= 文件名 | 文件引用 | DATATABLE= 表名
DBMS= 数据源标识符
OUT= 数据集名称 ;
RUN;

其中：
DATAFILE= 指定输入文件的完整路径和文件名，或文件引用。文件引用通常通过

FILENAME 语句指定。
DATATABLE= 指定输入 DBMS 表名。数据源可以通过 DATAFILE 或 DATATABLE 指定。

DBMS= 指 定 要 导 入 的 数 据 类 型。SAS 支 持 多 种 数 据 类 型， 例 如 CSV、TAB、

ACCESS、XLSX、XLS、EXCEL、JMP、DTA、SPASS 等。 其 中 CSV、TAB 表 示
要导入的数据文件分别由逗号和 tab 符号分隔，ACCESS 表示使用 LIBNAME 语句的
Miscrosoft Access 表，XLSX 表示 Micorsoft Excel 2007 或 2010 的工作簿，等等。可
参考 SAS 帮助文档了解关于导入数据类型和各类型的详细信息。
OUT= 指定输出的数据集名称。该语句后面还可以添加数据集选项。

下面给出了几个例子，分别讲解通过 IMPORT 过程导入 CSV 文件、Microsoft Excel 工
作簿和 Microsoft Access 数据库文件中的数据。
1. 读取 CSV 文件
外部文件 contact.csv 的内容如下，文件第一行给出了各个数据行中数据值字段的名称，
后面的各行则为对应的字段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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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Age,Position,Marriage,Address
Greg William,42,Manager,Single,"14 Bridge St. San Francisco, CA"
Emily Cooker,33,Sales,Married,"42 Rue Marston"
Henry Cooper,,Ofﬁce,Married,"52 Rue Marston Paris"
Jimmy Cruze,34,Manager,Single,"Box 100 Cary, NC"

使用 IMPORT 过程导入该文件的代码如下：
proc import out=saslib.contact
dataﬁle="c:\sas\data\contact.csv"
dbms=csv replace;
getnames=yes;
datarow=2;
run;
proc print data=saslib.contact noobs;
run;

所生成的数据集为 saslib 逻辑库中的 contact 数据集，数据文件为 c:\sas\data\contact.csv，
选项 DBMS= 指定数据库类型为 csv。其中文件扩展名可以省略，SAS 会根据 DBMS= 选项
指定的据库类型自动加上。
代码中还使用了 REPLACE 选项，表示当 OUT= 指定的数据集存在时覆盖该数据集。
GETNAMES 语句表示是否从该文件中的第一行读取变量值，默认为 YES，表示读取；值为
NO 表示不读取，这时 IMPORT 过程会自动产生名为 F1、F2、F3 等的变量。
DATAROW= 语句也会经常使用，用于指定 IMPORT 语句开始读数据的行号。默认情况
下，

当 GETNAMES=NO 时，DATAROW=1，

当 GETNAMES=YES 时，DATAROW=2。 该 选
项用于跳过数据文件开始处的多行内容。
PRINT 过 程 打 印 的 数 据 集 内 容 如 图 2.47
所示。

图 2.47

PRINT 过程打印的数据集

2. 读取 Miscosoft Excel 工作簿
IMPORT 过程可以导入 Microsoft Excel 工作簿中的数据。在 Excel 2007 中文件的工作簿
pag 的内容如图 2.48 所示。在该图中，共包含了 A ～ E 共 5 列，第一行为字段名称，从第二
行开始为数据值。

图 2.48

工作簿 pag 的内容

下面使用 IMPORT 过程读入该工作簿的指定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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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 import out=saslib.contact
dataﬁle="c:\sas\data\contact.xlsx"
dbms=xlsx replace;
range='pag$A1:E5'n;
run;
proc print data=saslib.contact noobs;
run;

IMPORT 过程中可以使用 RANGE= 语句指定所导入的区域。在使用 IMPORT 过程处理
工作簿的数据之前，可先通过 Microsoft Excel 的“名称管理器”定义要处理的数据的区域，
在 IMPORT 过程中，使用 RANGE= 语句指定该
数据区域的名称，或直接在 RANGE= 语句中指
定数据区域。本例中为直接指定，区域为工作
簿 pag 中从 A1 到 E5 的矩形区域。PRINT 过程
打印的数据集的内容如图 2.49 所示。

图 2.49

从 A1 到 E5 的区域

注意

1）DBMS=XLSX 可以处理 Microsoft Excel 2007 或 Microsoft Excel 2010 的工作簿。对
于其他更早版本的 Microsoft Excel 生成的工作簿，需使用其他类型，例如 XLS、
EXCEL4、EXCEL5。
2）还可使用 EXCEL 数据库类型 EXELCS，并通过 SAS PC 文件服务器来读取相应版
本的 Excel 工作簿。
3）也可以直接使用 LIBNAME 语句，通过 SAS/ACCESS EXCEL 引擎来访问 Excel 工作簿。
具体请参考 SAS 帮助文档。

通过 DBMS=XLS 或 DBMS=XLSX 来读取 Excel 文件中的数据还有一个好处，即可以直
接在 UNIX 环境下读取 Excel 工作簿中的数据，不需要访问 PC 文件服务器。
3. 读取 Microsoft Access 数据库文件
Microsoft Access 是一个桌面关系型数据库系统，通常使用 Microsoft ACE 引擎（.accdb
文 件 格 式） 或 Microsoft Jet 引 擎（.mdb 文 件 格 式）。 在 IMPORT 过 程 中 指 定 DBMS 为
ACCESS，SAS 可 以 读 取 在 Microsoft Access 97、Microsoft Access 2000、Microsoft Access
2003、Microsoft Access 2007 和 Microsoft Access 2010 中的文件。例如：
proc import out=saslib.customer
datatable='customer'
dbms=access replace;
database="c:\sas\data\customer.accdb";
RUN;

在 IMPORT 过 程 中 使 用 access 数 据 库 类 型， 实 际 使 用 的 是 SAS/ACCESS LIB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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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擎。 也 可 以 直 接 使 用 LIBNAME 语 句 通 过 SAS/ACCESS ACCESS 引 擎 来 访 问 Microsoft
Access 数据库文件。这里不做介绍，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 SAS 帮助获取更新信息。

2.4

访问关系型数据库系统中的数据
SAS 提供了一组访问关系型数据库的 SAS/ACCESS 接口，每种接口有单独的许可。使用

这些接口，
SAS 可以和其他厂商数据库中的数据交互。SAS 所支持的关系型数据库如表 2.3 所示。
表 2.3

SAS 支持的关系型数据库

Aster

Microsoft SQL Server

PostregSQL

UNIX 环境和 PC 主机下的 DB2

MySQL

Sybase

z/OS 环境下的 DB2

Netezza

Sybase IQ

Greenplum

ODBC

SAP HANA

Hadoop

OLE DB

Teradata

Informatix

Oracle

Vertica

除了上述关系型数据库外，SAS 还提供了对应的 SAS/ACCESS 引擎访问 ERP、SPSS 等
系统软件中的数据。这些内容本书不做介绍，读者如果有需要可以参考 SAS 帮助文档学习。
SAS/ACCESS 接口引擎提供以下方法访问关系型 DBMS 中的数据：
使用 LIBNAME 语句将 SAS 逻辑库引用名定义到 DBMS 对象，例如 schema 和数据库。

使用 SQL 转交（pass-through）功能。通过该功能，在 SAS 会话中可以使用原生 SQL

语法与数据源交互，这些 SQL 语句会直接交给数据源处理。
还可以使用 ACCESS 过程来访问数据库系统，但是 SAS 不推荐使用这种方式。SAS 推
荐使用更直接的方式访问 DBMS 数据，如上面提到的两种。所以，本书不介绍 ACCESS 过
程，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通过 SAS 帮助文档了解。
1. 通过 LIBNAME 语句访问
本章第一节介绍 SAS 逻辑库时，已经提到了接口逻辑库引擎的概念。接口逻辑库是通
过 SAS/ACCESS 接口软件来访问的其他软件，例如数据库管理系统、格式化的文件等。通过
LIBNAME 语句指定接口逻辑库的引用名后，就可以像访问 SAS 原生数据集一样通过二级引
用来访问数据库中的表了。这时数据库中的表也称为接口数据集。这里简单介绍 SAS/ACCESS
用 LIBNAME 语句访问关系型数据库的一般用法，更详细的用法请查看 SAS 帮助文档。
注意

大多数情况下，接口数据集的使用与原生数据集没有区别，但仍然会有些限制。例如在
DATA 步的 DATA 语句和 SET 语句中不能指定同一个接口数据集，否则 SAS 会报错。

LIBNAME 语句指定到 DBMS 对象的逻辑库引用名的基本形式如下：
LIBNAME 逻辑库引用名 逻辑库引擎 访问连接选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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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逻辑库引用名为访问数据库的逻辑引用名称，在本章第一节介绍 SAS 逻辑库时有详

细介绍。
逻辑库引擎由所要访问的数据库确定，例如 Oracle 数据库的引擎为 oracle，Teradata

数据库的引擎为 teradata，Hadoop 的引擎为 hadoop。
访问连接选项提供连接信息并控制 SAS 如何管理到 DBMS 链接的时机和并发。不

同 数 据 库， 连 接 选 项 会 不 同。 例 如， 连 接 到 Oracle 数 据 的 连 接 选 项 为 User=、
PASSWORD= 和 PATH=。
下面两条 LIBNAME 语句分解建立了到 Teradata 数据库和 Oracle 数据库的逻辑库引用
名。接着，就可以使用带逻辑库引用名 tdlib 和 oralib 的二级名称引用数据库中的表了。
libname tdlib teradata server=tera2650 database=hps user=user1 password=password1;
libname oralib oracle path=mypath schema=myschema user=usr1 password=password1;

2. 通过 PROC SQL 访问

PROC SQL 为 SAS 软件实现了结构化查询语句（Structured Query Language，SQL）。关
于 PROC SQL 的信息在本书第 6 章中会详细讲解，这里主要介绍如何通过 PROC SQL 使用
SAS/ACCESS 访问关系型数据库。
使用 LIBNAME 语句指定接口逻辑库引用名，然后在 PROC SQL 语句中引用该引用

名查询、更新或删除 DBMS 数据。
将 LIBNAME 信息嵌入 PROC SQL 视图中，在每次处理该 SQL 视图时会自动连接到

DBMS。
使用 PROC SQL 的扩展功能，将 DBMS 特定的 SQL 语句直接发送到 DBMS，该功能

叫作 SQL 转交（pass-through）功能。
前两种方法使用的仍然是 SAS/ACCESS LIBNAME 引擎，引用数据库中表的形式与引
用 SAS 原生数据集相同，这里不做介绍。作为 LIBNAME 语句的替代，SQL 转交功能使用
SAS/ACCESS 连接 DBMS，并将语句直接放到 DBMS 中执行，这样就可以使用 DBMS 本身
的 SQL 语法了。所以，SQL 转交功能支持当前 DBMS 支持的任何非 ANSI 标准的 SQL。需
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 SAS/ACCESS 接口都支持这种属性。
使用 SQL 转交功能的基本形式如下：
PROC SQL;
CONNECT TO 数据库名称 <AS 别名 > <(< 数据库连接参数 > )>;
EXECUTE ( 数据库特定 SQL 语句 ) BY 数据库名称 | 别名 ;
SELECT 列列表 FROM CONNECTION TO 数据库名称 | 别名 ( 数据库查询 );
DISCONNECT FROM 数据库名称 | 别名 ;
QUIT；

其中：
CONNECT 语句建立到 DBMS 的连接。数据库名称标识要连接的数据库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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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名为该连接指定别名；数据库连接参数指定 PROC SQL 连接到 DBMS 需要的特定
的 DBMS 参数。
EXECUTE 语句发送 DBMS 特定的、非查询 SQL 语句到 DBMS。SAS 会把输入的内

容原封不动地发送到 DBMS。有些 DBMS 可能是大小写敏感的，需要注意。
CONNECTION TO 组件获取并使用 PROC SQL 查询或视图中的 DBMS 数据。数据库

查询指定要发送到 DBMS 上的查询，该查询可使用对该 DBMS 有效的任何 DBMS 特
定的 SQL 语句或语法。同样，这些查询对有些 DBMS 可能是大小写敏感的。
DISCONNECT 语句终止与 DBMS 的连接。

各语句执行的返回值和消息保存在宏变量 &sqlxrc 和 &sqlxmsg 中。
下 面 的 代 码 建 立 到 Oracle 数 据 库 的 连 接。 在 CONNECT 语 句 中，oracle 为 数 据 库 名
称，mycon 为别名，括号里的内容为数据库的连接参数。%put 宏将上一条 CONNECT 语句
的返回值和代码打印到日志窗口。SELECT 语句通过建立的连接将表 employees 中满足条件
（hiredate>='31-DEC-88'） 的行指定的 5 列（empid、lastname、ﬁrstname、hiredate、salary）数
据取出。
proc sql;
connect to oracle as mycon (user=myusr1
password=mypwd1 path='mysrv1' schema=myshm1);
%put &sqlxmsg;
select *
from connection to mycon
(select empid, lastname, ﬁrstname,
hiredate, salary
from employees where
hiredate>='31-DEC-88');
%put &sqlxmsg;
disconnect from mycon;
quit;

PROC SQL 还可以将上面的查询存储为 SQL 视图或创建为 SAS 数据集。下面的代码中
查询条件一样，还是将查询存储为 SAS 逻辑库中的 SQL 视图，这样在下次使用该视图时就
可以自动从数据库中获取数据了。
libname samples 'SAS-library';
proc sql;
connect to oracle as mycon (user=myusr1
password=mypwd1 path='mysrv1' schema='schm1');
%put &sqlxmsg;
create view samples.hires88 as
select *
from connection to mycon
(select empid, lastname, ﬁrstname,
hiredate, sal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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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employees where
hiredate>='31-DEC-88');

%put &sqlxmsg;
disconnect from mycon;
quit;

2.5

SAS 程序错误及处理
通常我们所开发的 SAS 程序，很少在第一次提交时就能够运行完成并产生正确结果。

程序越长、越复杂，就越可能出现语法错误或逻辑错误。本节介绍了一些良好的 SAS 编程规
范以减少程序错误，同时也描述了几种常见的错误及错误发生后的处理方法。

2.5.1

良好的 SAS 编程风格

在开发 SAS 程序的过程中，遵循下面几条规则可以减小程序出错的几率，并有助于发
现错误。
（1）提高程序的易读性
一个简单的方式是在开发程序时保持代码的整洁和一致。易读的程序会更易于调试，长
期来看会节省时间。在编写 SAS 程序时可遵循如下建议以提高程序的易读性：
每行一条 SAS 语句。SAS 允许在一行中写多个 SAS 语句，这样会节省代码空间，但

是这些空间会以损失程序的易读性为代价。
程序的不同部分使用相应的缩进。缩进 DATA 步和 PROC 步中的所有语句，这种方

式会很容易得知程序中有多少个 DATA 步和 PROC 步，并且知道那些语句属于哪个
过程步。
代码中引用的所有 SAS 文件都使用二级名称，例如 work.customer，即使该 SAS 文件

存储在 WORK 临时逻辑库或 USER 逻辑库中也应如此。
使用 RUN 或 QUIT 语句显式地表明 DATA 步或 PROC 步结束。虽然 SAS 会在遇到下

一个 DATA 步或 PROC 步时自动结束当前过程步，但是 RUN 或 QUIT 语句会让程序
块的逻辑更清楚。
使用注释说明程序代码段。给程序添加注释可能会花一些额外的时间，但是很多时候

注释很重要，尤其是当其他人查看或使用代码时。
（2）测试程序的每个部分
在开始写下一部分的代码之前，先测试前面已经完成的代码。保证已经完成的代码运行
正确会极大地提高开发效率。
如果是从外部数据文件读取数据到 SAS 数据集，则使用 PROC PRINT 打印 SAS 数据集
或数据集的部分数据，以保证该数据集被正确生成。有时，在日志中可能没有错误或可疑的
提示，但所生成的数据集却是不正确的。这是因为所开发的代码可能并没有如预期的那样读
取数据，或原始数据本身存在某些在开发代码时没有意识到的问题。对此，好的习惯是，对
程序创建的所有 SAS 数据集都至少要打印一次，以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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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正式运行程序前使用子数据集测试程序
有时，使用全部数据测试程序是不现实的。如果数据文件特别大，测试所有的数据会很
费时，这时可以使用数据的子集来进行测试。
如果是从文件中读取数据，可以在 INFILE 语句中使用 OBS= 告诉 SAS 读取文件中的前多少行，
例如前 50、前 100 行等，只要能代表要读取的数据就行。下面的代码仅仅读取文件的前 100 行。
inﬁle 'customer.dat' obs=100;

还可以使用选项 FIRSTOBS= 指定从文件的中间部分开始读取数据。例如，下面的语句
读取 customer.dat 文件的第 101 行到第 200 行。
inﬁle 'customer.dat' ﬁrstobs=101 obs=200;

同样，选项 FIRSTOBS= 和 OBS= 也可以用于在 SET 语句中读取该数据集中对应的观
测。下面的代码会读取数据集 saslib.customer 中的第 101 ～ 200 个观测。
set saslib.customer (ﬁrstobs=101 obs=200);

关于 SET 语句及数据集选项，本书下一章会详细介绍。
（4）使用语法敏感的编辑器
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下，增强型编辑器（Enhanced Editor）是默认的编辑器，在其他操
作系统下，程序编辑器（Program Editor）是默认编辑器。这两种编辑器都会对代码的不同部
分自动添加颜色，例如 SAS 关键字是一种颜色，变量是另一种颜色。此外，所有引号中的文
本也是同样的颜色，这样我们可以很容易区分是否存在引号不匹配的情况。类似地，遗漏分
号也很容易发现，因为遗漏分号可能会导致接下来的代码颜色不正确。

2.5.2

常见错误及处理

SAS 程序提交执行后会在日志窗口或日志文件中产生代码运行的信息。我们可以根据日
志信息确定什么时候程序发生错误，并获取信息纠正错误。SAS 通常会识别以下 4 类错误：
语法错误。语法错误是在 SAS 语句中犯的错误，包括单词拼写错、遗漏或无效的标

点符号、无效的语句或数据集选项等。
执行时错误。当程序提交执行时，执行时错误会让程序失败。大多数不严重的执行时

错误会在 SAS 日志中产生提示消息，但是程序还能继续运行。如果是更严重的错误，
SAS 会打印错误消息并停止处理。
数据错误。数据错误是一种执行时错误。当 SAS 程序正在分析的原始数据包含无效

值时就会发生数据错误。例如，INPUT 语句中指定了数字变量，而原始数据记录中的
数据值是字符。数据错误不会引起程序停止，但是会在 SAS 日志中产生提示信息。
语义错误。语义错误是另一种执行时错误，当 SAS 语句形式是正确的，但有些选项

或语句等的使用方式无效时会发生。例如，函数中指定的参数个数错误、在只有字符
变量有效的地方使用数字变量名或使用了没有赋值的逻辑库引用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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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S 检测到错误时，通常会将错误或检测到错误的位置加下划线，并显示一个数字。每
个数字与一条错误消息唯一关联。接着 SAS 进入语法检查模式，它会读取剩下的程序语句、
检查语法，并在其他错误位置加下划线。
在批处理或非交互式的程序中，DATA 步中的错误会导致 SAS 对剩下的程序一直处于语
法检查模式，其他任何创建外部文件或 SAS 数据集的 DATA 步或 PROC 步都不会执行。然
而，读 SAS 数据集的过程会执行，但是读入的观测数会为 0，而不读 SAS 数据集的过程正
常执行。通常 PROC 步中的语法错误仅仅影响当前 PROC 步。在该 PROC 步结束时，SAS 会
将检测到的每个错误写入 SAS 日志。
1. 语法错误
有些语法错误从日志窗口中很容易理
解并改正，有时 SAS 还会自动纠正并提示

图 2.50

警告信息，例如在图 2.50 中展示的是关键

关键字拼写错误

字拼写错误。关键字 INPUT 错误拼写为 INYUT，SAS 给出警告信息并将该拼错的词理解为
INPUT。这样，编译会通过，代码也会正确执行。但 SAS 并不负责将代码中的错误改正，需
要开发人员自己修改。
很多语法错误是由于遗漏分号（;）导致的，根据其在日志窗口的消息，可能没那么容易
找到出错原因。在下面的代码中，DATA 语句指定了数据集名称之后遗漏分号（;）。
data saslib.customer
length Name $20 Address $40;
inﬁle extﬁles(customer_dsd) dsd;
input Customer_ID $ Name $ Address $;
run;

提交代码执行时，因为遗漏分号，SAS 认为 DATA 语句中没有结束，length 和 Name 都被
当作数据集名。SAS 无法解释接下来出现的 $，所以认为出错。SAS 在日志中显示的信息如图
2.51 所示。在 $ 出现的地方加划线，给出期待在这个地方出现的名称或符号，并提示出错。

图 2.51

遗漏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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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需要通过在 DATA 语句数据集名称之后添加分号（;）来改正该段代码。
2. 数据错误
在下面的程序中，INPUT 语句使用列表方式读取数据值。要读取的最后一个变量为数值
型变量，但输入数据中第三行记录的最后一个字段为字符。
data saslib.inventory;
input Product_ID $ Instock Price;
Cost=Price*0.15;
datalines;
P001R 12 125.00
P003T 34 40.00
P301M 23 ﬁve hundred
PC02M 12 100.00
;
run;

提交执行后查看日志窗口信息，如图 2.52 所示。SAS 提示在第 10 ～ 13 列（因为是列
表输入方式，所以要赋值给 Price 的是 ﬁve，对应于第 10 ～ 13 列）的数据对变量 Price 无效。
为了便于分析和修正，SAS 还在日志窗口列出了输入缓冲区的值、PDV 中各变量的值，包括
DATA 步中定义的变量和自动变量 _ERROR_ 和 _N_ 等。该数据错误只是会导致所生成的观
测中存在缺失值，DATA 步并不会停止执行。

图 2.52

数据错误

对于这样的问题，有多种处理方式。在本例中可以不作处理，因为它只会导致观测中存
在缺失值。其他类似的情况，可以通过调整输入方式，例如使用格式化输入等方法来解决。
3. 语义错误
在下面的程序中，DATA 步读取外部数据文件，并指定文件中字段值之间的分隔符为逗
号（,）。注意，其中 INFILE 语句的选项 DLM= 误写为 DLMA= 了。
data saslib.Inventory;
inﬁle invtﬁle dlma=',';
input Product_ID $ Instock Price;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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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程序执行后查看日志窗口的信息，如图 2.53 所示。SAS 提示选项名称 DLMA 无效。
因为出错，SAS 停止处理并创建没有观测值的数据集。

图 2.53

语义错误

这时需要更正该选项名称为 DLM=，并再次提交执行。
4. 引号不配对
在执行 SAS 程序时，有时会出现比较意外的情况。例如提交了代码后，并不产生任何
结果，日志窗口仅显示代码信息，没有对应的 SAS 语句执行提示信息，不知道 SAS 在干什
么，有时编辑器窗口会一直表示 PROC 步正在运行。这时首先需要检查是不是存在代码中引
号不配对的问题。
在下面的代码中，FILNAME 语句指定文件引用时，文件名结束后遗漏了对应的单引号（'）。
ﬁlename customﬂ 'c:\sas\data\customer_dsd.dat;
data saslib.customer
length Name $20 Address $40;
inﬁle customﬂ dsd;
input Customer_ID $ Name $ Address $;
run;
proc print data=saslib.customer noobs;
run;

提交代码执行，并查看日志窗口，有原始代码，但没有语句执行提示信息，如图 2.54 所示。

图 2.54

引号不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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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的这样的问题，建议先提交下列代码将引号配对，从而使程序完成执行过程，再来
检查修正程序的错误。这 3 行代码除了可以解决单引号和双引号不匹配的问题以外，还可以
解决注释标记不匹配，以及遗漏分号、QUIT 或 RUN 语句的问题。
/* '; * "; */;
quit;
run;

2.6

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介绍了 SAS 编程的基本概念，具体包括 SAS 逻辑库、SAS 数据集、SAS 数

据集管理、系统选项以及 SAS 程序结构等内容；在此基础上介绍了 DATA 步处理数据的原
理，重点讲解了如何使用 DATA 步的各种输入方式来读取不同格式的外部文件中的数据，
并创建数据集；接下来介绍了如何运用 IMPORT 过程读取外部的数据文件，以及如何通过
LIBNAME 语句和 PROC SQL 访问关系型数据集库系统中的数据；在本章的最后，还介绍了
SAS 程序开发中常见的几种错误现象及其处理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