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3

第3章

对单个数据集的处理

在 DATA 步中可以使用 SET、MERGE、MODIFY 或 UPDATE 语句对数据集进行加工
处理。在对数据集进行处理前，可以使用 SAS 窗口环境的 VIEWTABLE 窗口、PRINT 过程，
或者 PROC CONTENTS（或 PROC DATASETS 的 CONTENTS 语句）对数据集进行查看，了
解其基本情况，比如，包含多少个观测、多少个变量、变量名称、类型等。
本章主要介绍如何使用 SET 语句对单个数据集进行操作，例如读取部分变量、读取部分
观测、修改变量值、生成新变量，以及对数据集中的观测排序分组等。至于在 DATA 步中使
用 MERGE、MODIFY 和 UPDATE 语句，以及 SET 语句对多个数据集的处理会在第 4 章介
绍。在本章后面还将介绍 SAS 循环语句、数组、在开发 SAS 程序过程中常用的对数据值进
行处理的函数，以及如何将 SAS 数据集中的数据导出到外部文件。

3.1

选取部分变量
在使用 DATA 步基于已经存在的数据集生成新数据集时，可以指定在新数据集中不需要

包含的变量而仅读取其他变量，或者指定仅需要在新数据集中包含的变量。该功能可以通过
DATA 步中的 SET 语句和数据集选项 KEEP= 和 DROP= 来实现，也可以通过 KEEP 和 DROP
语句来实现。
1. 使用数据集选项 KEEP= 和 DROP=
使用数据集选项 KEEP= 和 DROP= 的基本形式如下：
DATA 新数据集 ;
SET 原数据集 (KEEP | DROP= 变量列表 );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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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过程中，DATA 步通过读取原数据集的部分变量来建立新数据集。新数据中包含的
变量由所使用的选项（KEEP= 或 DROP=）给出的变量列表确定。使用选项 KEEP= 表示只读
取变量列表中的变量，而使用选项 DROP= 则表示读取除变量列表中列出的变量之外的其他
所有变量。
例 3.1 ：读取数据集 sashelp.shoes 中与产品销售相关的变量 Product、Stores 和 Sales，建
立新数据集。
代码如下：
data work.shoes_part1;
set sashelp.shoes (keep=Product Stores Sales);
run;
proc print data=work.shoes_part1 (obs=5) noobs;
run;

在 上 面 的 代 码 中，SET 语 句 使 用 数 据 集 选 项 KEEP= 指 定 的
Product、Stores 和 Sales。PROC PRINT 打 印 所 生 成 的 数 据 集 work.
shoes_part1 的前 5 条观测，如图 3.1 所示。可以看到，该数据集中包
含了变量 Product、Stores 和 Sales。

图 3.1

下面使用数据集选项 DROP= 来实现相同的功能，代码如下：

例 3.1 打印输出
的数据集内容

data work.shoes_part2;
set sashelp.shoes (drop=Region Subsidiary Inventory Returns);
run;

因 为 sashelp.shoes 的 变 量 包 含 Product、Stores、Sales、Region、Subsidiary、Inventory
和 Returns， 所 以 当 选 项 DROP= 中 指 定 了 Region、Subsidiary、Inventory 和 Returns 时， 剩
下的变量 Product、Stores 和 Sales 都会被读取并写入数据集 work.shoes_part2。所生成的数据
集 work.shoes_part2 和前面示例中生成的 work.shoes_part1 相同。
简单来说，选择使用选项 KEEP= 还是 DROP= 依赖于哪种方法会需要指定较少的变量。
但相比较而言，使用选项 KEEP= 会明确指明需要读取的变量，这样在比较大的作业中可以
避免读取预期之外的变量。
2. 使用 KEEP 和 DROP 语句
在 DATA 步中，KEEP 和 DROP 语句同样可用于选取写入到新数据集中的变量。使用
DROP 和 KEEP 语句的基本形式如下：
DATA 新数据集 ;
SET 原数据集 ;
KEEP | DROP 变量列表 ;
RUN;

在该过程中，DATA 步会读取原数据集的所有变量，但在写入新数据集前只保留部分变

76

第一篇

SAS 编程和数据处理

量。新数据集中包含的变量由所使用的语句（KEEP 语句或 DROP 语句）给出的变量列表确
定。使用 KEEP 语句表示只选取变量列表中变量，而使用 DROP 语句则表示选取除变量列表
之外的其他所有变量。
例 3.2 ：读取数据集 sashelp.shoes 中跟产品销售相关的变量 Product、Stores 和 Sales，建
立新数据集。
下面两段代码分别使用 KEEP 语句和 DROP 语句来完成上述功能，生成数据集 work.
shoes_part3 和 work.shoes_part4。
代码 1：
data work.shoes_part3;
set sashelp.shoes;
keep Product Stores Sales;
run;

代码 2：
data work.shoes_part4;
set sashelp.shoes;
drop Region Subsidiary Inventory Returns;
run;

在代码 1 中，DATA 步会读取数据集 sashelp.shoes 中的所有变量，并选取 KEEP 语句
指 定 的 Product、Stores 和 Sales 创 建 新 数 据 集 work.shoes_part3。 在 代 码 2 中，DATA 步
的 DROP 语 句 指 定 了 Region、Subsidiary、Inventory 和 Returns， 那 么 剩 下 的 变 量 Product、
Stores、Sales 会被选取写入数据集 work.shoes_part4。这里所生成的数据集 work.shoes_part3
和 work.shoes_part4 也和 work.shoes_part1 相同。
使用 KEEP 语句还是 DROP 语句，与选择使用数据集选项 KEEP= 还是 DROP= 的标准
一样。从上面的示例中可以看出，它们都可以实现相同的功能。那么，在开发程序时具体该
怎样选择呢？
先来理解一下它们在执行过程中的不同之处。在 DATA 步中，SET 语句会将数据读入
程序数据向量 PDV 中。在 SET 语句中使用数据集选项时，只有选取的变量才会被读入 PDV
中，最后写入新数据集。而使用 KEEP 和 DROP 语句来选取变量时，SET 语句会将原数据集
中的所有变量读入 PDV 中，然后再通过相应的 KEEP 和 DROP 语句进行选取并写入新数据
集。所以数据集选项 KEEP= 和 DROP= 会控制读入程序数据向量 PDV 中的变量，使用数据
集选项通常会更有效率。
另外，有些功能可以通过数据集选项 KEEP= 和 DROP= 实现，但 KEEP 和 DROP 语句
不能实现，接下来会介绍。
3. 一个 DATA 步中创建多个数据集
数据集选项 KEEP= 和 DROP= 除了可以在 SET 语句中使用之外，还可以用于 DATA 语
句中指定的数据集。这样就可以在一个 DATA 步中通过给每个数据集使用选项 KEEP=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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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P= 来创建包含不同变量的多个数据集。而 KEEP 和 DROP 语句却实现不了该功能，因
为它们会影响所有的输出数据集。
例 3.3 ：分别读取数据集 sashelp.shoes 中关于产品销售情况的变量（Product、Stores 及
Sales）和产品库存情况的变量（Product、Inventory 及 Returns），并将这两类变量写入两个数
据集 work.shoes_sales 和 work.shoes_inventory。
代码如下：
data work.shoes_sales (keep=Product Stores Sales)
work.shoes_inventory (keep=Product Inventory Returns);
set sashelp.shoes;
run;
proc print data=work.shoes_sales (obs=5) noobs;
title "Product Sales";
run;
proc print data=work.shoes_inventory (obs=5) noobs;
title "Product Inventory";
run;

两 个 PRINT 过 程 打 印 的 数 据 集 work.shoes_sales 和 work.shoes_inventory 中 的 前 5 条
数 据 分 别 如 图 3.2 和 图 3.3 所 示。 它 们 分 别 包 含 变 量 Product、Stores、Sales 和 Product、
Inventory、Returns。

图 3.2

例 3.3 输出的产品销售信息

图 3.3

例 3.3 输出的产品库存信息

4. 有效地使用数据集选项 KEEP= 和 DROP=
在 DATA 步中，可在 DATA 语句和 SET 语句中使用数据集选项 KEEP= 和 DROP=。在
DATA 语句使用这些选项，PDV 中会包括输入数据集中的所有变量，不过，只有当变量从
PDV 中写入结果数据集时，这些选项才会产生影响。然而，在 SET 语句中使用这些选项时，
这些选项会确定哪些变量要从输入数据集中读取到 PDV 中，也就是说，SAS 不会将未包括
的变量读入 PDV。在数据集很大时，这种方式会使程序执行更有效率。
在上面代码的基础上可在 SET 语句中增加选项 DROP= 来控制变量 Region 和 Subsidiary
不被读入 PDV，以提高程序执行效率。如下：
data work.shoes_sales (keep=Product Stores S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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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shoes_inventory (keep=Product Inventory Returns);
set sashelp.shoes (drop=Region Subsidiary);

有时候，部分变量虽然不需要输出到新数据集，但在进行运算处理时却需要用到，这时
候这些变量必须被读入 PDV 中，那么此时就不适合在 SET 语句中使用数据集选项 KEEP= 和
DROP= 了。对于这种情况，可在 DATA 语句中使用数据集选项 KEEP=、DROP=，或使用
KEEP、DROP 语句来实现。

3.2

操作数据集的观测
在对数据集进行操作时，通常会需要对满足条件的特定观测进行操作，例如修改变量值等，

这时需要用到条件语句、赋值语句，以及表达式。本节首先介绍 SAS 表达式，接着讲解如何使
用表达式结合条件语句和赋值语句来对 SAS 数据集的观测进行操作，最后介绍使用 SORT 过程
对数据集排序，以实现对观测进行分组。此外，还简单地介绍如何对单个分组数据进行操作。分
组数据在对多个 SAS 数据集进行加工时会有更为丰富的使用，这部分内容在第 4 章中进行介绍。

3.2.1

SAS 表达式

表达式是操作数和操作符的序列，该序列会形成一组可执行并产生结果值的指令。其
中，操作数可以是常量、变量或表达式；操作符是表示比较、数学计算或逻辑运算的符号，
也可以是 SAS 函数或者括号组。在 SAS 程序语句中，创建变量、赋值、求新值、转换变量
和执行条件处理都会用到表达式。
表达式的例子如下：3、x、x+1、age<10、trim(last)||', '||ﬁrst。SAS 表达式的结果值是数字值、
字符值或布尔值。
1. 操作数
操作数可以是常量、变量或表达式。SAS 常量是表示一个固定值的数字或字符串。常量
可用作许多 SAS 语句的表达式，包括变量赋值语句和 IF-THEN 语句，还可作为特定选项的
值，例如 OBS=5。SAS 中存在 4 类常量：字符常量、数字常量、时间日期常量和位测试常量。
（1）字符常量
字符常量由 1 到 32 767 个字符组成，并且必须放在引号（单引号或双引号）中。在下面
的 SAS 语句中，Tom 是一个字符常量。
if name='Tom' then do;

如果字符常量包括单引号，则将该常量放入双引号中。例如，为了指定字符值 Tom's，
使用下面的形式：
if name="Tom's" then do;

或者将字符串放入单引号，并且用两个连续的单引号表示撇号。SAS 将两个连续的引号
作为一个引号。例如，要表示字符串 Tom's，则使用下面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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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name='Tom''s' then do;

要表示 Tom"s，可以使用以下形式：
if name="Tom""s" then do;
注意

使用引号一定要匹配，否则会致使 SAS 误读当前的错误语句以及跟随其后的语句。

字符常量还可以以十六进制形式表示。字符的十六进制常量是一个在单引号或双引号中
偶数位的十六进制字符表示的字符串，并且该字符串后紧随字母 X，例如 '546F6D'x 表示字
符串“ Tom ”。引号中如果有前导或尾缀空格，则会出错，错误信息会写入日志中。可以使
用逗号使引号中的字符串更可读。如果使用逗号，则逗号必须分隔该字符串的偶数个十六进
制字符，例如 '54,6F6D'x。
（2）数字常量
数字常量指的是 SAS 语句中出现的数字值。数字常量可以表示为标准计数法、科学计
数法和十六进制计数法，例如 1、-5、+49、1.23、01、2E23、0.5e-10 等。对于大于 1032-1
的数字常量，必须使用科学计数法。
数字常量也可以以十六进制值表示。该十六进制值以数字（通常是 0）开始，接着是
多个十六进制字符，以字母 X 结束。常量最大可包含 16 个有效的十六进制字符（0 ～ 9、
A ～ F）。例如，0c1x、9x。
（3）时间日期常量
在 SAS 中还可以创建日期常量、时间常量、时间日期常量。这些常量的形式为包含在
单引号或双引号中的指定日期或时间，并接着跟随一个 d（日期）、t（时间）或 dt（日期时间）
来说明值的类型。例如，'1jan2013'd、'9:25't、'01may12:9:30:00'dt。任何引号中包括的前导或
尾缀空格都不会影响这些常量的处理。
（4）位测试常量
位测试常量是在引号中由 0、1 和点组成的字符串，而且其后紧跟 b，例如 '..1.0000'b。0
用于测试该位是否为 0，1 用于测试该位是否为 1，点（.）则表示忽略该位的测试。逗号和空
格可插入位掩码中增加可读性。在位测试中，位常量用于对字符或数字变量进行位比较。当
测试字符值时，SAS 会将掩码的最左位与字符串的最左位对齐，测试则从左往右逐位处理对
应位。当测试数字值时，数字值会从浮点数截断为 32 位整型，SAS 将掩码的最右位与值的
最右位对齐，然后往左逐位处理对应位。
下面的例子用于测试字符型变量 a：
if a='..1.0000'b then do;

如果 a（从左开始计数）第 3 位为 1，并且第 5 ～ 8 位都是 0，则该比较为真，并且表达
式 a='..1.0000'b 的结果为 1；否则，比较为假，表达式值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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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掩码不可以用作赋值语句中的位值。例如下面的语句是无效的：
x='0101'b; /* incorrect*/

$BINARYw. 和 BINARYw. 格式，以及 $BINARYw.、BINARYw.d 和 BITSw.d 输入格式
在位测试中非常有用。可以将字符和数字值转换为对应的二进制值进行位测试。
（5）变量
变量是一组描述给定特性的数据值，可用于表达式中。
如果在一个表达式中指定了变量，但是变量值不匹配需要的类型，例如，在需要数值变
量的地方使用了字符变量，或者相反，在需要字符变量的地方使用了数值变量，SAS 则会尝
试将该变量值转换成所期望的类型。SAS 会按照如下规则自动在字符变量和数值变量之间转换：
如果使用要求数字操作数的操作符（例如加号 +）时指定了字符变量，SAS 将字符变

量值转换为数字。
在使用比较操作符比较字符变量和数值变量时，SAS 会将字符变量值转换为数字。

如果使用要求字符操作数的操作符（例如级联操作符）时指定使用了数值变量，SAS 使

用格式 BEST12. 将数值变量值转换为字符。关于格式 BEST12.，请参考 SAS 帮助文档。
如果在赋值语句的左侧使用了数值变量而右侧是字符变量，SAS 会将字符变量值转换

为数字。反之，当左侧是字符变量而右侧是数值变量时，SAS 会使用格式 BESTn. 将
数值变量值转换为字符。其中，n 是左侧变量的长度。
当执行自动转换时，SAS 会在日志中打印提示信息，表明发生了转换。如果将字符变量
值转换成数字时产生了无效的数字值，那么表达式的结果是缺失值，并且会在日志窗口打印
错误消息，同时，会将自动变量 _ERROR_ 设置为 1。
还可以通过 PUT 和 INPUT 函数转换数据值。这些函数比自动转换会更有效，本章后面
的章节会介绍。
2. 操作符
操作符包含算术操作符、比较操作符、逻辑操作符等，分别用于算术运算、比较表达式和对
布尔值进行操作等。此外，它还提供了一些只能用于 WHERE 语句或 WHERE= 选项的操作符。
（1）算术操作符
使用算术操作符的表达式其运算结果是数值。表 3.1 给出了算术操作符的定义、示例及
示例表达式的计算结果。
表 3.1
符

号

定

义

算术操作符号
例

子

结

果

**

指数

a**3

a 的 3 次方

*

乘

2*y

2 乘以 y

/

除

var/5

var 除以 5

+

加

num+3

num 加上 3

-

减

sales-discount

从 sales 减去 dis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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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比较操作符
使用比较操作符的表达式其运算结果是真（1）或假（0）。表 3.2 给出了 SAS 的比较操
作符、等效字符、说明及使用该操作符的例子。
表 3.2
符

号

比较操作符

等效字符

定

义

例

子

=

EQ

等于

a=3

^=、¬=、~=

NE

不等于 *

>

GT

大于

num>8

<

GE

小于

num<8

>=

LE

大于等于 **

Sales>=100

<=

GE

小于等于 **

Sales<=100

IN

等于列表中的一个元素

num in (3, 4, 5)

注意

* NE 的符号依赖于当前键盘上的字符，可能为 ^=、¬=、或 ~=。
** >= 和 <= 用于与以前 SAS 版本兼容。在 WHERE 从句或 PROC SQL 中不支持。

在对数字值进行比较时，SAS 会基于值进行比较。缺失数字值小于任何其他数字值。表
达式为真时，表达式的结果是 1 或真（true）；表达式为假时，表达式的结果是 0 或假（false）。
比较操作符常用于 IF-THEN 语句中，如以下例子：
if x<y then c=5;
else c=12;

也可在赋值语句表达式中使用比较，例如：
c=5*(x<y)+12*(x>=y);

这时，SAS 先计算括号内表达式 (x<y) 和 (x>=y) 的值（为 0 或 1），然后使用计算结果替
代括号里的表达式。因此，假设 x=6，y=8，那么赋值语句 c=5*(1)+12*(0) 的结果是 c=5。
记住，比较不同长度的数字值时可能会产生不正确的结果，因为小于 8 字节的值比 8 字
节的值有更小的精度。另外，四舍五入也会影响数字比较的输出。
字符操作数的比较也会产生数字值 1（或真）或 0（或假）。SAS 会从左至右逐个字符对
字符操作数进行比较。空格和缺失值小于其他任何可打印字符值。字符顺序依赖于计算机的
排列顺序，此顺序通常指的是在 ASCII 或 EBCDIC 编码中的顺序。例如在 EBCDIC 和 ASCII
的排列顺序中，G 大于 A。因此，表达式 'Gray'>'Adams' 的值为 1 或真。
如果是不同长度的两个字符值进行比较，在比较之前，SAS 会假设已经用空格补充到
了较短的字符操作数结尾处，使两个字符值有了相同的长度。在比较中尾缀空格会忽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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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fox ' 等于 'fox'。然而，在字符值开始处和中间的空格都会参与比较，所以，' fox' 不等
于 'fox'。
还可以在比较操作符之后使用“ : ”来比较字符表达式的指定前缀。SAS 会在比较过程
中截断较长的值使其与较短值的长度一致。在下面的例子中，在等于符号后面的冒号修改器
告诉 SAS 仅查看变量 LastName 的第一个字符是否为 S。
if lastname=:'S';

（3）逻辑（布尔）操作符
使用逻辑操作符的表达式其运算结果是布尔值，即为真（1）或假（0）。表 3.3 给出
SAS 的逻辑操作符、等效字符、示例及其说明。
表 3.3
符

号

等效字符

例

逻辑操作符

子

操作符说明

&

AND

(a>b & c>d)

两边的操作数都是 1 时，AND 操作的结果是 1 ；否则，结果
是0

|、!、¦

OR*

(a>b or c>d)

OR 两边的操作数中任何一个是 1 时，则 OR 操作的结果是 1。
记住，任何非零、非缺失值常量的值总是 1

¬、^、~

NOT**

not (a>b)

NOT 在值为 0 的操作数之前将该值变成 1，在缺失值的操作数之
前将其变为 1，其他非零、非缺失值的操作数之前将其变为 0

注意

* OR 的符号取决于当前操作环境，可能为竖线（|）、断开的竖线（¦）或叹号（!）。
** NOT 的符号取决于当前操作环境，可能为 ¬、^、~。

（4）其他操作符
在 SAS 表达式中还可以使用一些其他操作符，例如级联操作、括号等，如表 3.4 所示。
表 3.4
操作符

级联、括号及正负数操作符
操作符

操作符说明

||、!!、¦¦

字符级联 *

操作符说明

+ 前缀

正数

()

表示求值顺序

- 前缀

负数

注意

* 级联符号取决于当前操作环境。

在表达式，特别是包含多个操作符的复合表达式中，经常会将一些子表达式放入括号 ()
中，表示优先对括号中的表达式求值，同时也会提高表达式的易读性。
级联操作符 || 会将操作符两侧的字符值进行级联。通常会使用赋值语句将级联操作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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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存储在结果变量中。如果事先没有通过 LENGTH 或 ATTRIB 语句指定该结果变量的长度，
则其长度为在级联操作中每个变量或常量的长度总和。
级联操作不会去除操作数的前导和尾缀空格。如果变量带尾缀空格，在级联前使用
TRIM 函数可去除值中的尾缀空格。如果要去除操作数的前导和尾缀空格，通常使用表达式
TRIM(LEFT(char))。
（5）WHERE 语句操作符
在 WHERE 语 句 或 数 据 集 选 项 WHERE= 中 使 用 的 表 达 式 称 为 WHERE 表 达 式。 在
WHERE 表达式中除了可以使用上述操作符之外，还可以使用如表 3.5 所示的操作符。注意，
这些操作符只能在 WHERE 表达式中使用。
表 3.5
操作符

?

WHERE 表达式可用的操作符

等效字符

操作符说明

表达式例子

BETWEEN'AND

在指定范围中

empnum between 500 and 1000

CONTAINS

包含字符串

company ? 'SAS'

IS NULL、IS MISSING

缺失值

Position is missing

LIKE

匹配模式

name like 'D%'

包含指定单词的拼写变体

lastname=*'Smith'

=*
SAME-AND

将从句添加到 WHERE 语句中而不需
要重新输入

same and year<1999

关于这些操作符的详细使用情况，请参考 SAS 帮助文档。
（6）MIN、MAX 操作符
MIN（><）和 MAX（<>）操作符分别用于找到两个操作数中的最小值和最大值。例如，
如果 A<B，那么 A><B 的返回值为 A，A<>B 的返回值为 B。如果比较中包含缺失值，SAS
使用缺失值的排序顺序。
注意，在 WHERE 语句或 WHERE 从句中，<> 操作符等同于 NE。
3. 复合表达式求值
仅包含一个操作符的表达式为简单表达式。为了表示复杂的逻辑或操作，表达式中通常
会包含多个操作符，这样的表达式称为复合表达式。复合表达式中经常使用括号对操作数进
行分组。当遇到复合表达式时，SAS 会遵循下述规则确定计算表达式各部分的顺序：
如果复合表达式中有括号，SAS 会先对在括号中的表达式求值，再对括号外的表达式

求值。
表 3.6 中给出了不同组的优先级。SAS 先对组Ⅰ中的表达式部分求值，然后依次对组

Ⅱ、组Ⅲ等组求值。
表 3.6 中也给出了同组内的求值顺序。对组Ⅰ中的操作符是从右到左，而其他组的操

作符都是从左到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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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优先级

复合表达式求值顺序

求值顺序

符

号

等效字符

**
+
组Ⅰ

组Ⅱ

从右到左

从左到右

组Ⅲ

从左到右

组Ⅳ①

从左到右

组Ⅴ

从左到右

¬、^、~

NOT ①

><

MIN

<>

MAX

*
/
+
||、!!、¦¦
<

LT

<=

LE

=

EQ

¬=、^=、~=

NE ①

>=

GE

>

GT
IN

组Ⅵ

从左到右

&

AND

组Ⅶ

从左到右

|、¦、!

OR ①

① NOT、NE、OR 以及组 IV 中的级联符号取决于当前操作环境。

3.2.2

选取部分观测

在建立新数据集时，有以下两种方式可以从已经存在的数据集中选取观测到新数据集中。
通过删除不满足条件的观测来保留想要的观测。

仅接受满足条件的观测。

条 件 可 以 由 IF 语 句、WHERE 语 句 或 数 据 集 选 项 WHERE= 中 的 条 件 表 达 式 来 指 定。
WHERE 语句和数据集选项 WHERE= 可以用在 DATA 步和 PROC 步中，两者的使用方法基
本相同，本书第 5 章会介绍它们在 PROC 步中的使用。本节主要介绍如何使用各种 IF 条件
语句，以及同时使用 IF-THEN/ELSE 语句和 OUTPUT 语句，将已经存在的数据集中的观测
根据给定条件一次或多次写入一个或多个输出数据集中。
1. 使用 DELETE 语句删除满足条件的观测
在 DATA 步中可以结合使用 IF 语句和 DELETE 语句来删除满足条件的观测，其基本形
式如下：
IF 条件表达式 THEN DELETE;

在该过程中，SAS 首先判断条件表达式是否为真。如果为真，则执行 THEN 从句中的

第3章

对单个数据集的处理

85

DELTET 语句。DELETE 语句会让 SAS 立即返回 DATA 步的开始处读取下一条观测，当前观
测不会写入输出数据集中。注意，DELETE 语句不会删除输入数据集中的观测。
例 3.4 ：在数据集 saslib.contact 中选取地址信息（Address）不为缺失值的观测建立新数
据集 work.contact_address。
已经存在的数据集 saslib.contact 中包含客户联系信息，内容如图 3.4 所示。

图 3.4

例 3.4 输入数据集的内容

在 DATA 步 中 IF 语 句 用 于 判 断 Address 信 息 是 否 为 缺 失 值，DELETE 语 句 则 可 将
Address 为缺失值的观测删除。代码如下：
data work.contact_address;
set saslib.contact;
if address = "" then delete;
run;
proc print data=work.contact_address;
run;

PRINT 过程打印的数据集 work.contact_address 如图 3.5 所示。其中不包含编号（Customer_ID）
为 C004 的客户信息，因为其地址信息为缺失值。

图 3.5

例 3.4 打印的输出数据集内容

2. 使用取子集的 IF 语句接受满足条件的观测
选择满足条件的观测另一种方式是直接选取满足条件的观测，即使用取子集的 IF 语句
（Subsetting IF），其基本形式如下：
IF 条件表达式 ;

当条件表达式的值为真时，继续处理该观测；否则停止处理该观测并返回 DATA 步开始
处读取下一条观测，且该观测不会写入输出数据集。该 IF 语句称为选取子集的 IF 语句，是
因为所产生的输出数据集是原始数据集的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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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5 ：选取数据集 saslib.contact 中其职位（Position）为 Manager 的观测，建立新数据
集 work.contact_manager，并打印新生成的数据集中的数据。
代码如下：
data work.contact_manager;
set saslib.contact;
if position = "Manager";
run;
proc print data=work.contact_manager noobs;
run;

PRINT 过程打印的数据集数据如图 3.6 所示。

图 3.6

例 3.5 打印的输出数据集内容

当 DELETE 语句和取子集的 IF 语句都可以完成相同的操作时，选择哪种方式呢？主要
依据如下：
由于 DELETE 语句和取子集的 IF 语句需要构造的条件表达式不同，因此在编写程序的

时候，通常选择需要较少比较次数的条件表达式的语句，因为这会提高程序执行效率。
在比较次数相近时，通常选择正向的条件表达式，也就是说选择取子集的 IF 语句。

当数据中存在缺失值或可能有拼写错误的数据值时，使用取子集的 IF 语句也更容易

产生需要的结果。
3. 使用 OUTPUT 语句建立多个数据集
结合条件语句和 OUTPUT 语句可以在一个 DATA 步中创建多个 SAS 数据集，以便分别
包含输入数据集的不同观测。使用 OUTPUT 语句的基本形式如下：
OUTPUT < 数据集 >;

OUTPUT 语句将当前观测写入指定数据集。其数据集必须为在 DATA 语句中出现的数据
集。当未指定数据集时，SAS 会将当前观测写入 DATA 语句的所有数据集中。
例 3.6 ：选取在数据集 saslib.contact 中选取职位（Position）为 Manager 的观测，建立新
数据集 work.contact_manager，对其他职位的观测建立新的数据集 work.contact_others。
代码如下：
data work.contact_manager
work.contact_others;
set saslib.contact;
if position = "Manager" then output work.contact_manager;
else output work.contact_others;

第3章

对单个数据集的处理

87

run;
proc print data=work.contact_manager noobs;
title "Postion is Manager";
run;
proc print data=work.contact_others noobs;
title "Postition is not Manager";
run;

PRINT 过程语句打印的数据集数据如图 3.7 所示。
如 果 在 DATA 步 中 不 使 用 任 何
OUTPUT 语句，在每次迭代结束时会自
动将观测写入 DATA 语句指定的所有数据
集 中。 但 是， 如 果 在 DATA 步 中 使 用 了
OUTPUT 语句，每次迭代结束时就不会自
动将观测写入任何数据集。因此，一旦在
程序使用了 OUTPUT 语句，则必须为所
有需要写入数据集的观测使用 OUTPUT
语句。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在
OUTPUT 语句之后进行计算，生成或改变
的变量值也不会写入输出数据集。

图 3.7

例 3.6 打印的输出数据集内容

SAS 在执行完 OUTPUT 语句后，观测会一直存在于 PDV 中，直到本次迭代结束。所以
在一次迭代中可以多次使用 OUTPUT 语句将 PDV 中的观测写入一个或多个数据集。
例 3.7 ：在 saslib.contact 中选取职位（Position）为 Manager 的观测输出到数据集 work.
contact_manager 中， 并 将 年 龄（Age） 大 于 等 于 35 的 联 系 人 的 观 测 输 出 到 数 据 集 work.
contact_agege35 中。
代码如下：
data work.contact_manager
work.contact_agege35;
set saslib.contact;
if position = "Manager" then output work.contact_manager;
if age >= 35 then output work.contact_agege35;
run;
proc print data=work.contact_manager noobs;
title "Position is Manager";
run;
proc print data=work.contact_agege35 noobs;
title "Age is older than 35";
run;

PRINT 语句打印的两个数据集内容如图 3.8 所示。其中 Customer_ID 为 C001 的观测同

88

第一篇

SAS 编程和数据处理

时存在于两个数据集 work.contact_manager 和 work.contact_agege35 中，因为其同时满足两个
IF 语句的条件。

3.2.3

操作所选取的观测

除了将满足条件的观测值直接写入
结果数据集外，在 DATA 步中还可以操
作满足条件的观测中的变量值，例如修
改变量名字以及生成新变量等。
1. IF-THEN/ELSE 语句
SAS 选取观测进行操作时，最常用
的 方 式 是 通 过 IF-THEN/ELSE 语 句。 其

图 3.8

例 3.7 打印的输出数据集内容

基本形式如下：
IF 条件表达式 THEN 可执行语句 ;
<ELSE 可执行语句 ;>

其中：
条件表达式是一个或多个 SAS 表达式，通常为由比较操作符和操作数组成的表达式。

SAS 会对条件表达式的求值，结果为真（true）时，执行 THEN 从句中的可执行语句；

条件表达式的值为假（false）时，SAS 忽略 THEN 从句。可执行语句必须是在 DATA
步的单次迭代中可以执行的 SAS 语句。最常用的可执行语句是赋值语句。
ELSE 从句提供对该观测的可选操作。当条件表达式为真（true）时忽略该从句；为假

（false）时，执行 ELSE 从句中指定的语句。ELSE 从句可以不存在，如果存在则必须
紧跟在对应的 IF-THEN 语句之后。
例 3.8 ：在 saslib.inventory 中包含了产品在各地区的库存和价格信息。公司现决定将每
种产品在北京的销售价格提高 20%，其他地区保持不变。
代码如下：
data work.Inventory2;
set saslib.Inventory;
if Region="BJ" then
Price=Price*1.2;
run;
proc print data=work.Inventory2 noobs;
run;

PRINT 过程打印价格提高后的数据集内容如图 3.9 所示。
例 3.9：公司决定将每种产品在北京的销售价格提高 20%，其他地区销售价格提高 10%。
这时可使用 ELSE 从句，代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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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work.Inventory3;
set saslib.Inventory ;
if Region="BJ" then
Price=Price*1.2;
else Price=Price*1.1;
run;
proc print data=work.Inventory3 noobs;
run;

PRINT 过程打印价格提高后的数据集内容如图 3.10 所示。

图 3.9

例 3.8 打印的输出数据集内容

图 3.10

例 3.9 打印的输出数据集内容

2. 赋值语句
赋值语句是可执行语句，常用于对变量进行赋值。其基本形式为：
变量 = 表达式 ;

其中：
变量是已经存在的变量或新变量，可以是单个变量名、数组引用或左侧的 SUBSTR

函数（即 SUBSTR 函数出现在赋值操作符左侧）等。若变量已经存在，赋值语句会修
改该变量的值；如果变量不存在，赋值语句会创建新变量。
表达式是任何 SAS 表达式。

赋值语句用于对等号（=）右侧的表达式求值，并将结果存储在等号（=）左侧的变量中。
表达式中可包含出现在等号左侧的变量。这时，变量的原始值用于对表达式求值，并且结果
存储在等号左侧的变量中。
在例 3.8 中，使用了赋值语句（Price=Price*1.2;）提高产品价格。在处理第一条观测时，
输入数据集中的 Price 值为 125，对表达式 Price*1.2 求值，结果为 150，因为左侧变量为
Price，所以结果仍然存储在 Price 中。因此，输出数据集中 Price 的值为 150。
3. DO 语句
DO 语句也是可执行语句。通过 DO 语句可以将一组可执行语句指定为一个单元来执行。
DO 语句的基本形式如下：
DO;
END;

…可执行语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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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DO 语句和 END 语句之间的语句称为 DO 组（DO Group）。DO 语句也可以嵌套 DO
语句。在 IF-THEN/ELSE 语句中，简单的 DO 语句通常用于根据 IF 条件是否为真来指定要
执行的一组可执行语句。
例 3.10 ：基于数据集 saslib.Inventory 中的数据，将每种产品在北京的销售价格提高
20%，库存增加 1 倍，其他地区的销售价格提高 10%，库存增加 50%。
这时在 IF 语句 THEN 从句和 ELSE 从句中使用 DO 语句，代码如下：
data work.Inventory4;
set saslib.Inventory;
if Region="BJ" then
do;
Price=Price*1.2;
Instock=Instock*2;
end;
else
do;
Price=Price*1.1;
Instock=Instock*1.5;
end;
run;
proc print data=work.Inventory4 noobs;
run;

PRINT 过程打印价格所生成的数据集内容如图 3.11 所示。
4. 嵌套 IF-THEN/ELSE 语句

图 3.11

例 3.10 打印的输出
数据集内容

一条 IF-THEN/ELSE 语句可根据条件提供两种不同的可选操作。很多时候需要根据一
系列互斥的条件执行不同的操作，这时可使用嵌套的 IF-THEN/ELSE 语句。两层嵌套的 IFTHEN/ELSE 语句的基本形式如下：
IF 条件表达式 1 THEN 可执行语句 1;
ELSE IF 条件表达式 2 THEN 可执行语句 2;
ELSE 可执行语句 3;

其执行过程如下：
1）SAS 计算条件表达式 1 的值。
2）当条件表达式 1 的结果为真时，SAS 执行可执行语句 1，并忽略紧跟其后的 ELSE 从
句，包括嵌套的 IF-THEN/ELSE 语句。所有执行过程完成。
3）当条件表达式 1 的结果为假时，忽略紧跟其后的 THEN 从句，并进行下一步。
4）判断 SAS 条件表达式 2 的值。
5）当条件表达式 2 的结果为真时，SAS 执行可执行语句 2，并忽略紧跟其后的 ELSE。
所有执行过程完成。
6）当条件表达式 1 的结果为假时，忽略紧跟其后的 THEN 从句，SAS 执行可执行语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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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执行过程完成。
例 3.11 ：基于数据集 saslib.Inventory 中的数据，公司决定将每种产品在北京的销售价格
提高 20%，在上海的销售价格提高 15%，其他地区的销售价格提高 10%。
使用嵌套的 IF-THEN/ELSE 语句进行处理的代码如下：
data work.Inventory5;
set saslib.Inventory;
if Region="BJ" then
Price=Price*1.2;
else if Region="SH" then
Price=Price*1.15;
else
Price=Price*1.1;
run;
proc print data=work.Inventory5 noobs;
run;

PRINT 过程打印各地区价格提高后的数据集内容如图 3.12 所示。 图 3.12 例 3.11 打印的输出
5. SELECT 语句

数据集内容

还可以通过 SELECT 语句构造不同的条件来操作观测。SELECT 语句的基本形式如下：
SELECT <select- 表达式 >;
WHEN when- 表达式 可执行语句 ;
<…WHEN when- 表达式 可执行语句 ; >
<OTHERWISE 可执行语句 ;>
END;

其中：
select- 表达式指定计算单个值的 SAS 表达式。

when- 表 达 式 为 任 意 SAS 表 达 式。 在 SELECT 语 句 和 END 语 句 之 间 的 语 句 称 为

SELECT 组。SELECT 组中要求至少有一条 WHEN 语句，而 WHEN 语句中要求至少
有一个 when- 表达式。when- 表达式为真时，执行跟随其后的可执行语句；否则，忽
略其后可执行语句。
可执行语句可以是任何可执行的 SAS 语句，包括赋值语句、DO 语句、SELECT 语句或

空语句等。空语句用于 WHEN 语句中时，SAS 会认为该条件为真，但是不做任何操作。
OTHERWISE 从句中指定当所有的 WHEN 条件都不满足时需要执行的语句。

例 3.12 ：同例 3.11 一样，将公司每种产品在北京的销售价格提高 20%，在上海的销售
价格提高 15%，其他地区的销售价格提高 10%。
使用 SELECT 语句的代码如下：
data work.Inventory6;
set saslib.Inventory;
select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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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BJ") Price=Price*1.2;
when ("SH") Price=Price*1.15;
otherwise Price=Price*1.1;

proc print data=work.Inventory6 noobs;
run;

PRINT 过程打印数据集 work.Inventory6 的内容与 work.Inventory5 一样，这里不再给出。

3.2.4

分组与排序

SAS 对数据集进行操作时，经常需要在 SET、MERGE、MODIFY 或 UPDATE 语句中使
用分组数据。使用分组数据最基本的方法是使用 BY 语句，其基本形式如下：
BY 变量列表 ;

BY 语句除了可用于 DATA 步中对数据集进行操作外，也可以用于 SAS PROC 步。在这
些地方使用分组数据时，要求所有的观测必须按 BY 语句中的变量以数字或字符顺序升序或
降序排列，或者以某种方式分组，例如以日历的月份或格式化后的值为条件进行分组。如果
数据不满足这个条件，可使用 SORT 过程对其进行排序分组。
本小节会介绍如何对数据集中的变量排序，以使数据集符合分组需要，以及在处理单个
数据集时分组数据的运用。本书第 4 章也会介绍分组数据的使用。
1. 使用 SORT 过程对观测进行排序
使用 SORT 过程的基本形式如下：
PROC SORT DATA= 输入数据集 <OUT= 输出数据集 > < 其他选项 >;
BY 变量列表 ;
RUN;

其中：
输入数据集指定需要排序的数据集。

选项 OUT= 指定存储排序后数据的新数据集。当该选项不存在时，排序生成的数据写

入由选项 DATA= 指定的数据集。输出数据集可以和输入数据集相同，不过此时会覆
盖输入数据集。当输出数据集与输入数据集不同时，会创建新数据集。
还可以指定其他选项。常用选项如表 3.7 所示。

表 3.7
选项语法
DUPOUT= 数据集
UNIQUEOUT= 数据集
NODUPKEY
NOUNIQUEKEY
NOTHREADS | THREADS

SORT 过程常用选项

选项说明
在使用了选项 NODUPKEY 时，将重复的观测写入数据集
在使用了选项 NOUNIQUEKEY 时，将唯一的观测写入数据集
从排序输出的数据集中删除排序键值重复的观测
从排序输出的数据集中删除排序键值唯一的观测
不启用或启用多线程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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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列表指定排序变量，可以是一个变量或多个变量。当指定多个变量时，SAS 首先会

按照第一个变量分组，然后在同一个分组内依照变量列表中的其他变量逐个进行排序。
例 3.13 ：对公司员工先按照部门（Dept）名称进行排序，在同一部门里按照入职日期
（Entry_Date）进行排序。
公司员工所在数据集 saslib.employee 的部分数据如图 3.13 所示。该数据集包含员工编
号、姓名、所在部门、职位和入职年份。
使用 SORT 过程对该数据集进行排序时，在 BY 语句中先后指定排序的变量 Dept 和
Entry_Date。
proc sort data=saslib.employee out=saslib.employee_sorted;
by Dept Entry_Date;
run;

排序后生成的数据集 saslib.employee_sorted 在 VIEWTABLE 窗口中打开如图 3.14 所示。

图 3.13

例 3.13 输入数据集中部分内容

图 3.14

例 3.13 输出数据集部分内容

默认情况下，SAS 根据 BY 变量的值升序排列分组。
2. 使用选项 DESCENDING 对观测按变量降序排序
在 BY 语句中，还可以在每个变量之前指定选项 DESCENDING 对变量进行降序排序，
或者根据需要对部分变量进行升序排序、部分变量降序排序。其基本形式如下：
BY <DESCENDING > 变量 1 << DESCENDING > 变量 2...>;

如果变量前面存在选项 DESCENDING，则该变量在组内按降序排序，否则按默认的升
序排序。
例 3.14 ：首先将 saslib.employee 中的员工数据按部门名称进行排序（升序），每个部门
内部的入职日期由近到远进行排序（降序）。代码如下：
proc sort data=saslib.employee out=saslib.employee_descending;
by Dept descending Entry_Date;
run;

所生成的 saslib.employee_descending 在 VIEWTABLE 窗口打开如图 3.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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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找到分组中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观测
在 使 用 BY 语 句 时，SAS 会 自 动 为 BY 语 句 中 指 定 的 每 个 变 量 生 成 两 个 临 时 变 量：
FIRST.BY 变量和 LAST.BY 变量。当变量值在每个分组中第一次出现时，FIRST.BY 变量为
1，否则为 0 ；当变量值在每个分组中最后一次出现时，LAST.BY 变量为 1，否则为 0。通过
这两个变量可以找到分组中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观测，并进行相应的处理。在 DATA 步中使
用 SET 语句和 BY 语句的基本形式如下：
DATA 数据集 ;
SET 数据集 ;
BY 变量列表；
... 其他语句 ;
RUN;

例 3.15 ：取排序生成的 saslib.employee_sorted 中每个部门最先入职和最后入职的员工，
生成新数据集 saslib.employee_ﬂ。
代码如下：
data work.employee_ﬂ;
set saslib.employee_sorted;
by Dept;
if ﬁrst.Dept or last.dept;
run;
proc print data=work.employee_ﬂ noobs;
run;

PRINT 过程打印的数据集中的数据如图 3.16 所示。

图 3.15

例 3.14 输出数据集部分内容

图 3.16

例 3.15 打印的输出数据集内容

4. 使用选项 NODUPKEY 删除重复 BY 变量的观测
使用 SORT 过程的 NODUPKEY 可以在对数据集按 BY 变量进行排序的同时，删除数据
集中 BY 变量值相同的观测。
例 3.16：从原始数据文件 contact2.csv 读取数据到 SAS 数据集 saslib.contact2_raw，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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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数据集进行排序。排序输出数据集 saslib.contact2 中不包括 BY 变量值相同的观测，删除的
观测保存在数据集 work.contact2_dup 中。
数据文件 contact2.csv 中包含的数据记录如下：
Name,Age,Position,Marriage,Address
Greg William,42,Manager,Single,"14 Bridge St. San Francisco, CA"
Emily Cooker,33,Sales,,42 Rue Marston
Henry Cooper,,Ofﬁce,Married,52 Rue Marston Paris
Greg William,,Manager,Single
Jimmy Cruze,34,Manager,Single
Adam Smith,45,Sales,,"111 Clancey Court, NC"

读取数据文件 contact2.csv 中的记录创建数据集，并对其进行排序。要求排序输出的数
据集中不包含 Name 值相同的观测，而且被删除的观测保存在另外的数据集中。
proc import out=saslib.contact2_raw
dataﬁle="c:\sas\data\ch3\contact2.csv"
dbms=csv replace;
getnames=yes;
datarow=2;
run;
proc print data=saslib.contact2_raw noobs;
title "All Observations";
run;
proc sort data=saslib.contact2_raw
out=saslib.contact2
dupout=work.contact2_dup
nodupkey;
by Name;
run;
proc print data=saslib.contact2 noobs;
title "Observations with Duplicate BY Values Deleted";
run;
proc print data=work.contact2_dup noobs;
title "Duplicate Observations";
run;

PRINT 过程打印的数据集内容如图 3.17 ～图 3.19 所示。

图 3.17

例 3.16 打印的所有观测数据集内容

图 3.18 例 3.16 打印的不含重复 BY 值观测的数据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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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9

例 3.16 打印的删除的重复 BY 值观测的数据集内容

在 SORT 过程中，输入数据集 saslib.contact2_raw 中的第 4 条观测（因为其名字为“ Greg
William”，与第 1 条观测重复）未写入数据集 saslib.contact2，而是写入 work.contact2_dup 中。

3.3

创建新变量
在对 SAS 数据集进行处理时，经常需要根据原有变量或变量值生成新变量。根据要实

现功能的不同，SAS 提供了多种方法，例如通过数据集选项 RENAME=（RENAME 语句）、
赋值语句、求和语句等来实现不同的功能。

3.3.1

数据集选项 RENAME= 和 RENAME 语句

在 DATA 步中，可使用数据集选项 RENAME= 或 RENAME 语句修改一个或多个变量的
名称。跟前面介绍过的数据集选项 KEEP= 和 DROP= 一样，数据集选项 RENAME= 也可用
于 DATA 语句中的输出数据集和 SET 语句中输入数据集。其基本形式如下：
RENAME=( 旧变量名 -1= 新变量名 -1 <... 旧变量名 -n= 新变量名 -n >)

RENAME 语句的基本形式如下：
RENAME 旧变量名 -1= 新变量名 -1 <... 旧变量名 -n= 新变量名 -n >;

其中：
旧变量名指定在输入数据集中或当前 DATA 步中新创建的变量。

新变量名指定在输出数据集中使用的变量名或变量名称列表。新的变量名仅被写入输

出数据集。
数据集选项 RENAME= 或 RENAME 语句可以修改多个变量的名称。

例 3.17 ：将数据集 saslib.contact2 中的变量 Name 重命名为 Full_Name，并将原有 Name
中的姓和名分开为 Last_Name 和 First_Name。
下面 3 段代码分别在 SET 语句中使用数据集选项 RENAME=、在 DATA 语句中使用数
据集选项 RENAME= 和使用 RENAME 语句来实现。
代码 1：
data work.contact2_rn;
set saslib.contact2 (rename=(Name=Full_Name));
First_Name=scan(Full_Name,1);
Last_Name=scan(Full_Name,2);
run;

代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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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work.contact2_rn (rename=(Name=Full_Name));
set saslib.contact2;
First_Name=scan(Name,1);
Last_Name=scan(Name,2);
run;

代码 3：
data work.contact2_rn ;
set saslib.contact2;
rename Name=Full_Name;
First_Name=scan(Name,1);
Last_Name=scan(Name,2);
run;

这 3 段代码中都使用了 SCAN 函数，将原 Name 变量中用空格隔开的姓和名提取到变
量 Last_Name 和 First_Name 中。注意，在引用原 Name 变量进行操作时，代码 1 使用了新
变量名（Full_Name）、代码 2 和代码 3 使用了旧变量名（Name）。这是因为在 SET 语句中
使用选项 RENAME= 时，SAS 为输入数据集所创建的 PDV 中的变量名就成为了新变量名，
所以在编程语句中引用原变量时必须使用新的变量名。但是如果在 DATA 语句中使用选项
RENAME= 或 RENAME 语句，新变量名仅会写入输出数据集，所以在 DATA 步的其他语句
中引用该变量时，必须使用旧的变量名。
PRINT 过程打印 3 段代码的输出数据集 work.contact2_rn 的内容相同，如图 3.20 所示。

图 3.20

例 3.17 打印输出数据集内容

在 SET 语 句 中 使 用 数 据 集 选 项 RENAME=、 在 DATA 语 句 中 使 用 数 据 集 选 项
RENAME= 和使用 RENAME 语句的比较如下：
RENAME 语句不能用于 PROC 步，但是数据集选项 RENAME= 可以。

数据集选项 RENAME= 可以对每个输出数据集的变量单独更改名称，而 RENAME 语

句修改的变量名称对所有输出数据集都起作用。
SET 语 句 中 的 数 据 集 选 项 RENAME= 会 修 改 变 量 名， 此 时， 在 编 程 语 句 中 引 用

原变量时必须使用新的变量名；如果在输出数据集中使用 RENAME= 选项或使用
RENAME 语句，在编程语句引用原变量时必须使用旧的变量名。

3.3.2

赋值语句创建新变量

在 DATA 步中出现的变量，如果不属于输入数据集的变量，而且也不是自动变量，S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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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会为其创建新变量，所创建的新变量默认会写入输出数据集。可以通过前面介绍的数据集
选项 DROP=、KEEP=、DROP 语句、KEEP 语句保留或删除不需要的中间变量。
赋值语句是常见的创建新变量的方法，通常将新变量放在赋值语句的等号（=）左侧来创
建新变量，并同时给该变量赋值。在前面的例子已经看到了使用赋值语句修改已经存在的变
量值（例 3.8 ～例 3.12）和创建新变量（例 3.17）。
例 3.18 ：数据集 saslib.revenue_quarter 中存储了公司产品今年不同季度的销售额，年底
要计算全年的总销售额。
该数据集在 VIEWTABLE 窗口中打开如图 3.21 所示。

图 3.21

例 3.18 输入数据集部分内容

下面对各季度的销售额（Rev_Q1、Rev_Q2、Rev_Q3 和 Rev_Q4）相加得到总销售额
Total_Rev，最后使用 FORMAT 语句修改其输出格式。
data work.revenue;
set saslib.revenue_quarter;
Total_Rev = Rev_Q1 + Rev_Q2 + Rev_Q3 + Rev_Q4;
format Total_Rev DOLLAR10.;
run;

所生成的数据集 work.revenue 在 VIEWTABLE 窗口中打开如图 3.22 所示。该数据集包
含了表示全年总销售额的变量 Total_Revenue。

图 3.22

例 3.18 输出数据集部分内容

第3章

3.3.3

对单个数据集的处理

99

对多个观测求和

对数据集进行处理时，经常会需要获得整个数据集中的所有观测或特定一部分观测中的
变量值的总和，例如，公司所有产品的总销售额、产品在各地区的总销售额等。在 DATA 步
中，可使用求和语句、RETAIN 语句、SUM 函数等方式对多个观测中的变量值进行求和。
1. 求数据集中变量的总和
求和语句的基本形式如下：
变量 + 表达式 ;

其中：
变量指定累加变量的名称，该变量包含一个数字值。

表达式是任意的 SAS 表达式。当迭代中表达式的值为缺失值时，SAS 会将表达式的

求值结果当作 0 处理。
SAS 在读取第一个观测前将求和语句中的累加变量的初始值设置为 0。如果要将求和变
量的初始值设置为其他的值，可使用 RETAIN 语句（后面介绍）。
在每次迭代中，SAS 执行该语句时将表达式的值与该变量的值相加，结果保持在该累加
变量中，下次迭代时仍然可以使用。在一次迭代中，当表达式不为缺失值时，求和语句等同
于赋值语句“变量 = 变量 + 表达式 ; ”。在求和语句中，当表达式为缺失值时，SAS 将表达
式的值当作 0 处理，而赋值语句不会这样。
例 3.19：读入公司销售数据建立数据集，并计算总销售额。
公司所有员工销售数据所在外部数据文件 sales.dat 的内容如下：
ET001,Kevin Lee,TSG,$10000
ED002,Faith May,CSG,$12000
ET004,Jackson Cook,TSG,$18000
EC002,Hailey Leonard,CSG,$23000
ED004,Jack Smith,QSG,$5000

为了让所生成的数据集中的变量 Sales 和 Total_Sales 的输出格式同输入格式一样，在 DATA
步使用 FORMAT 语句指定变量 Sales 和 Toal_Sales 的格式为 DOLLAR10.。关于 FORMAT 语句
本书第 5 章会介绍。
filename exﬁles "c:\sas\data";
data saslib.sales;
length Name $20;
inﬁle exﬁles(sales) dsd;
input Emp_ID $ Name $ Dept $ Sales:COMMA10.;
format Sales DOLLAR10.;
run;
data work.sales_sum;
set saslib.sales;
Total_Sales+S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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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t Total_Sales DOLLAR10.;

proc print data=work.sales_sum noobs;
run;

PRINT 语句打印所生成的数据集数据如图 3.23 所示。其中，变量 Toal_Sales 为前面所
有观测中变量 Sales 值之和。
例 3.20 ：计算公司所有销售人员的总销售额。与
上例不同的是，销售数据中存在缺失值。
包含缺失值的数据集的内容如图 3.24 所示。
使用求和语句对 Sales 变量进行求和的代码如下：
data work.sales_sum;
set saslib.sales2;
Total_Sales+Sales;
format Total_Sales DOLLAR10.;
run;

图 3.23

例 3.19 打印的输出数据集内容

对 Sales 求和后得到的数据集如图 3.25 所示。因为第三条观测中的 Sales 为缺失值，求
和语句将其当作 0 处理，所以第三条观测的 Total_Sales 值与第二条相同。

图 3.24

例 3.20 输入数据集内容

图 3.25

例 3.20 打印的输出数据集内容

2. 求每个 BY 组的总和
前面提到过，SAS 会为 BY 语句中指定的每个变量生成临时变量 FIRST. 变量和 LAST.
变量。在分组数据中，可以使用这两组临时变量计算每个分组中变量值的总和。
例 3.21 ：数据集 sashelp.shoes 中的观测已经按照地区（Region）、附属品牌（Subsidiary）
进行了排序。现在分别计算各地区各附属品牌的销售额总和。
代码如下：
data work.shoes_subsidiary (drop=Sales);
set sashelp.shoes (keep=Region Subsidiary Sales);
by Region Subsidiary;
if First.Subsidiary then
Total_Sales_Subsidiary=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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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_Sales_Subsidiary+Sales;
if Last.Subsidiary;
run;

format Total_Sales_Subsidiary DOLLAR10.;

代码说明如下：
在 SET 语 句 中， 数 据 集 选 项 KEEP= 指 定 仅 读 取 输 入 数 据 集 中 的 变 量 Region、

Subsidiary 和 Sales。
在 BY 语句中，指定 BY 变量 Region 和 Subsidiary。要求 SET 语句中的数据集已经

按 照 Region 和 Subsidiary 排 序。SAS 自 动 生 成 临 时 变 量 First.Region、Last.Region、
First.Subsidiary 和 Last.Subsidiary。其中 First.Region、Last.Region 在本例中未用到。
因为需要计算各附属品牌的总销售额，所以每次出现新品牌（First.Subsidiary 为 1）

时将累加变量，并将 Total_Sales_Subsidiary 置为 0。
求和语句将对 Sales 值进行累加，结果存储在 Total_Sales_Subsidiary 中。

当 Subsidary 的值为该分组内最后一个值（Last.Subsidiary 为 1）时，才将当前输出

PDV 中 的 观 测 输 出， 此 时 Total_Sales_Subsidiary 为 该 品 牌 的 总 销 售 额。 当 前 输 出
PDV 中的变量为 Region、Subsidiary、Sales 和 Total_Sales_Subsidiary。
由于输出观测中的变量 Sales 为每个分组内最后一个产品的销售额，没有意义，因此

在 DATA 语句中使用数据集选项 DROP= 指明不将变量 Sales 写入输出数据集 work.
shoes_subsidiary。
此外，FORMAT 语句在编译时指定累

加 变 量 Total_Sales_Subsidiary 的 输 出
格式为 DOLLAR10.。
所生成的 work.shoes_subsidiary 在 VIEWTABLE
窗口中打开如图 3.26 所示。
3. 使用 RETAIN 语句保持变量值
默认情况下，DATA 步中所有变量在每次
迭代开始前都会被设置为缺失值。而 RETAIN
语句中指定的变量则不会，其值会一直保持

图 3.26

例 3.21 输出数据集部分内容

着，在下次迭代中仍然可以使用。RETAIN 语句的基本形式如下：
RETAIN 元素列表 1 < 初始值 1 | 初始值列表 1> <... 元素列表 n < 初始 n | 初始值列表 n> >;

其中：
元素列表指定要在历次迭代中保持其值的变量名、变量列表或数组名。

初始值或初始值列表为其前面的元素指定的初值（为数字或字符）。当指定一个初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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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时，该初始值被指定为其前面元素列表中的所有元素的初值。若指定的是初始值列
表（多个初始值），SAS 会将该列表中的第一个值指定给第一个元素，第二个值指定
给第二个元素，依此类推。当未指定初始值或初始值列表时，其前面的元素的初始值
为缺失值。
例 3.22 ：基于数据集 saslib.sales，使用 RETAIN 语句和赋值语句计算公司产品全年总销
售额。
示例代码如下：
data work.sales_retain;
set saslib.sales;
retain Total_Sales 0;
Total_Sales=Total_Sales+Sales;
format Total_Sales DOLLAR10.;
run;
proc print data=work.sales_retain noobs;
run;

RETAIN 语 句 将 Total_Sales 的 初 值 设 置 为 0， 并
告诉 SAS 在每次迭代中保持 Total_Sales 的值。接下来
的赋值语句将上次迭代中计算得到的 Total_Sales 值与
当 前 观 测 中 Sales 的 值 相 加， 结 果 存 储 在 Total_Sales
中。PRINT 语句打印输出数据集的内容如图 3.27 所示。
该例使用的数据 saslib.sales 中变量 Sales 没有缺失

图 3.27

例 3.22 打印的输出数据集内容

值。如果 Sales 中存在缺失值，那么赋值语句中表达式（Total_Sales+Sales）的结果也为缺失
值，这样会导致当前及其后所有迭代中 Total_Sales 的值都为缺失值。读者可在 SET 语句中
使用例 3.20 中使用的带缺失值的数据集 saslib.sales2，并查看其生成数据集的内容。当数据
值中包含缺失值时，还可以使用 SUM 函数对变量求和，该函数只会计算非缺失值的和，具
体的接下来会介绍。
此外，使用 RETAIN 语句还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该变量名仅在 RETAIN 语句中出现，并
且 RETAIN 语句中未对其赋初值，则该变量不会写入输出数据集中。反之，如果 RETAIN 语
句中给出了变量初始值，即使该变量仅在 RETAIN 语句中出现，该变量也会写入输出数据集。
4. 使用 SUM 函数
SUM 函数返回非缺失值参数的和。SUM 函数的基本形式如下：
SUM( 参数 , 参数 ...);

该求和语句等效于 RETAIN 语句和 SUM 函数的组合。其中，参数指定为数字常量、数
字变量或数字表达式。如果参数中包含缺失值，且所有参数都是缺失值，则返回缺失值；若
任一参数不是缺失值，则返回非缺失值参数的总和。与求和语句不同，SUM 函数不会保持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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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变量的值，所以如果要想保持的变量，应该使用 RETAIN 语句。
例 3.23：基于数据集 saslib.sales，计算公司产品全年总销售额。
示例代码如下：
data work.sales_sumfunc;
set saslib.sales;
retain Total_Sales 0;
Total_Sales=sum(Total_Sales,Sales);
format Total_Sales DOLLAR10.;
run;

所生成的数据集 work.sales_sumfunc 的数据和例 3.22 一样。

3.4

循环和数组
SAS 还提供了循环语句以满足在编程中需要多次执行相同操作的情况。有时还需要对不

同的变量执行相同的操作，此时可定义 SAS 数组，并通过数组名和下标来引用这些变量。

3.4.1

循环

SAS 循环语句通常有如下几种形式：迭代 DO 语句、DO WHILE 语句和 DO UNTIL 语句。
1. 迭代 DO 语句
迭代 DO 语句的基本形式如下：
DO 索引变量 = 开始值 <TO 结束值 > <BY 递进值 > <WHILE( 表达式 )> <UNTIL( 表达式 )>;
… SAS 语句…
END;

其中：
索引变量用于指定一个变量，若该变量不存在，则创建新变量。DO 语句和 END 语

句之间的语句称为 DO 组，索引变量的值会控制 DO 组的执行。
开始值指定索引变量的初始值，可以是表达式或表达式序列。DO 组的执行从“索引

变量 = 开始值”开始。在循环的第一个迭代开始前，对开始值求值。如果结束值和递
进值不存在，那么开始值可能是一系列项，则 DO 语句的形式如下。
DO 索引变量 = 项 1 <, …项 n>;

项 1 ～项 n 可以是数字常量、字符常量或变量。SAS 为列表中的每个项执行一次 DO 组。
结束值指定索引变量的结束值。当开始值和结束值都存在时，DO 组执行直到下面任

意一种情况发生时循环执行结束：索引变量的值超过结束值；DO 组中存在指示退出
循环的语句，例如 LEAVE 语句、GO TO 语句；如果有 WHILE 或 UNTIL 选项，则
WHILE 之后的表达式不满足或 UNTIL 之后的表达式满足（可参考后面对 DO UNTIL
语句和 DO WHILE 语句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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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进值指定一个数字，或者是产生数字值的表达式，来控制索引变量的增量。递进值

在循环执行前进行计算。因此，在 DO 组内对递进值的修改不会影响循环迭代次数。
每次迭代后，索引变量的值为其当前值的基础上增加递进值。如果未指定递进值，则
索引变量的值增加 1。
例 3.24 ：使用 DO 循环生成数据集，数据集中包含两个变量 x 和 y。x 的值为 1、3、5，
y 为 x 的平方。
代码如下：
data work.square;
do x=1 to 5 by 2;
y=x**2;
output;
end;
run;
proc print data=work.squart noobs;
run;

PRINT 过程打印生成的数据集的内容如图 3.28 所示。
2. DO UNTIL 语句

图 3.28

例 3.24 打印数据集内容

DO UNTIL 语句重复执行 DO 循环中的语句，直到条件为真。DO UNTIL 语句的基本形
式如下：
DO UNTIL ( 表达式 );
...SAS 语句 ...
END;

表达式可是任意的 SAS 表达式。DO UNTIL 语句中至少包含一个表达式，也可以包含
多个表达式。在 DO 循环中的语句执行完成后将对表达式求值。所以，DO 循环至少被执行
一次。
例 3.25：将给定字符串中包含的各个单词分开写入数据集中。
在 DO 循环中使用 SCAN 函数依次读取字符串中的单词，并存储在变量 word 中且输出。
LENGTHN 函数用于判断循环结束的标志。当 SCAN 函数扫描到字符串结尾，word 值为空
时，LENGTHN 函数返回 0，循环结束。代码如下：
data work.all;
length word $20;
drop string;
string='The quick brown fox jumps over the lazy dog.';
do until(lengthn(word)=0);
count+1;
word=scan(string, count);
output;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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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n;
proc print data=work.all noobs;
run;

PRINT 过程打印字符串中各个单词的内容如图 3.29 所示。
3. DO WHILE 语句
DO WHILE 语句在条件为真时重复执行 DO 循环。DO WHILE 语句的基本形式如下：
DO WHILE ( 表达式 );
...SAS 语句 ...
END;

表达式可是任意的 SAS 表达式。DO UNTIL 语句中至少
包含一个表达式，也可以包含多个表达式。在 DO 循环中的语
句被执行前先对表达式求值。如果第一次执行时表达式为假
（false），DO 循环不会被执行。
例 3.26 ：将给定字符串中包含的各个单词分开写入数据
集中。
代码如下：
data work.all;
length word $20;
drop string;
string=' ';
word=scan(string, 1);
do while(lengthn(word)>0);
count+1;
word=scan(string, count);
output;
end;
run;

图 3.29

例 3.25 打印数据集内容

因为要 WHILE 表达式必须成立才会执行 DO 循环，也就是说在执行到 DO WHILE 语句
之前，word 不能为空或缺失值，所以代码中先对 word 值赋值（word 可以赋值为其他任何不
为空的字符值）。DO 循环中，当 SCAN 函数扫描到字符串结尾，word 值为空时，LENGTHN
函数返回 0，不满足条件 lengthn(word)>0，循环结束。所生成的数据集与例 3.25 的结果一
样，这里不再给出。
下面是对 3 种循环语句的比较：
迭代 DO 语句基于索引变量值重复执行 DO 语句和 END 语句之间的 SAS 语句。使用

迭代 DO 语句较容易控制循环次数。
DO UNTIL 语句重复执行在 DO 循环中的语句，直到条件为真。DO UNTIL 语句在每

次 DO 循环迭代结束后检查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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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WHILE 语句在条件为真时重复执行 DO 循环中的语句。DO WHILE 语句在每次

DO 循环迭代开始前检查条件。

3.4.2

SAS 数组

如果需要对许多变量做相同的操作，虽然可以通过写一系列赋值语句来实现，但是使用
数组会简化程序代码。
数组是一组以特殊顺序排列并由数组名标识的 SAS 变量。只要一组变量名都是同一类
型，例如都是数值型或字符型，就可以为该组变量定义一个数组。这些变量可以是数据集中
已经存在的，也可以是要创建的新变量。数组仅仅在当前 DATA 步中存在，在同一 DATA 步
中，数组按名字区分。SAS 数组不是一种数据结构，只是临时标识一组变量较方便的方法，
在这点上 SAS 数组不同于其他编程语言中的数组。
1. 数组定义及引用
在 DATA 步中使用 ARRAY 语句定义数组。定义数组的基本形式如下：
ARRAY 数组名 { 下标 } <$> < 长度 > < 数组元素 > <( 初始值列表 )>;

其中：
数组名是指定给数组的名称。该数组名在同一 DATA 步中不能与任何其他变量名或关

键字重名。其命名需遵循 SAS 变量的命名规范（不超过 32 个字符，以字母或下划线
开始，可包含字母、数字和下划线）。
下标可以有多种形式，通常为指定数组元素个数、上下边界或 *。* 表示通过计算数

组元素个数确定数组下标。
$ 指定数组中的元素是字符元素。如果数组元素是数字元素或先前已经定义的字符元

素，则不需要使用 $。
长度指定先前未指定长度的元素的长度。

数组元素指定组成数组的元素名称。

初始值列表给出数组中对应元素的初始值，以空格隔开。

定义数组时的括号可以是 ()、{} 或 []。定义数组时的下标形式指定了数组维度、各个维
度的下边界和上边界。还可以通过不同格式的下标指定多维数组，多个维度之间用逗号（,）
分隔，同一个维度内的上下边界使用冒号（:）分隔，如表 3.8 所示。
表 3.8
数组定义

数组的维度、下边界、上边界示例
维度

下边界

上边界

array x {4} a b c d;

1

1

4

array x {0:5} a b c d e;

1

0

5

array x {2,11:15} a1-a10;

2

第一维：1
第二维：11

第一维：2
第二维：15

array x {*} a b c d e;

1

1

5

第3章

对单个数据集的处理

107

数组元素可以是数值型或字符型，并且可以以任何顺序列出，其个数必须等于括号 {}
中给出的下标值。
数组元素可以是已经存在的变量或不存在的变量，当数组元素是不存在的变量时，SAS
会创建新变量。除了列出变量外，变量可以是关键字 _NUMERIC_、_CHARACTER_ 或 _
ALL_，其说明如表 3.9 所示。
表 3.9

数组定义中使用 _NUMERIC_、_CHARACTER_ 或 _ALL_

数组定义
array num{*} _NUMERIC_;

说

明

定义数组 num，其元素包含所有数值型变量

array char_var{*} _CHARACTER_ ;

定义数组 char_var，其元素包含所有字符型变量

array all_var{*} _ALL_ ;

定义数组 all_var，其元素包含所有变量。要求所有变量必须是同一类型

还可使用关键字 _TEMPORARY_ 来创建临时数据元素。临时数据元素不会出现在输出
数据集中，并且其值总是自动保持，而不会在 DATA 步的每次迭代开始时自动设置为缺失
值。临时数组元素仅用于计算，如果要保留计算结果，需要将结果赋值给其他变量。使用临
时数组元素的好处是可以提高性能。
使用数组名引用变量时，要给出数组名和该变量的下标。例如，使用如下 ARRAY 语句
定义变量 STORE，共 4 个元素，分别为变量 Macys、Penneys、Sears 和 Target。
array Store {4} Macys Penneys Sears Target;

使用数组名引用变量时，STORE{1} 是变量 Macys，STORE{2} 是 Penneys，STORE{3}
是 Sears，STORE{4} 是 Target。
如果定义数组时指定了上下边界，例如：
array Month {4:6} April May June;

则 Month{4} 是变量 April，Month{5} 是变量 May，Month{6} 是变量 June。
这样就可以在循环中通过改变数组下标来操作每个数组元素对应的变量，所以数组经常
在 DO 组中使用，后面会介绍。
2. 数组函数
SAS 提供了 DIM、HBOUND 和 LBOUND 函数返回数组中指定维度的元素个数、上边
界和下边界。
DIM 函数返回一维数组中的元素个数或多维数组中指定维度中的元素个数。其形式如下：
DIM<n>( 数组名 )

或
DIM( 数组名 , 维度 )

HBOUND 函数返回一维数组的上边界或多维数组中指定维度的上边界。其形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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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OUND<n>( 数组名 )

或
HBOUND( 数组名 , 维度 )

LBOUND 函数返回一维数组的下边界或多维数组中指定维度的下边界。其形式如下：
LBOUND<n>( 数组名 )

或
LBOUND( 数组名 , 维度 )

其中：
n 指定维度的整型常量。如果未指定 n 值，则返回数组的第一维的结果。

数组名指定在同一 DATA 步中先前定义的数组名称。

维度是指定维度的数字常量、数字变量或数字表达式。

例如，对于下面的数组定义，各数组函数的返回值如表 3.10 所示。

array x {2,11:15} a1-a10;

表 3.10
语

法

等同语法

数组函数及返回值示例
返回值

语

法

等同语法

返回值

DIM(x)

DIM(x,1)

2

LBOUND(x)

LBOUND(x,1)

1

DIM2(x)

DIM(x,2)

5

HBOUND2(x)

HBOUND(x,2)

15

HBOUND(x)

HBOUND(x,1)

2

LBOUND2(x)

LBOUND(x,2)

11

3. DO 循环中引用数组元素
将数组与迭代 DO 语句结合使用，在对用数组所表示的变量进行处理时会变得简单。其
基本形式如下：
DO 索引变量 =1 TO 数组元素个数 ;
… SAS 语句…
END;

例 3.27 ：使用例 3.18 中的数据集 saslib.revenue_quarter 制定明年的销售计划，预期各季
度的销售额为今年的 150%。
代码如下：
data saslib.revenue_2014;
set saslib.revenue_quarter;
array Quarter {4} Rev_Q1-Rev_Q4;
do i=1 to 4;
Quarter{i} = Quarter{i}*1.5;
end;
drop i;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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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ARRAY 语句定义了数组 Quarter，其元素个数为 4。因为变量 Rev_Q1 到 Rev_Q4 在

输入数据集中存在，所以该数组只是引用存在的变量 Rev_Q1 到 Rev_Q4，并不创建
新变量。这里数组元素使用了简化的表达方式。
在 DATA 步的每次迭代中，通过在 DO 循环中引用 Quarter{1} 到 Quarter{4} 来分别操

作变量 Rev_Q1 到 Rev_Q4，将销售额在现有销售数据的基础上增加 50%。
数据集 saslib.revenue_2014 在 VIEWTABLE 窗口打开如图 3.30 所示。

图 3.30

3.5

例 3.27 输出数据集部分内容

SAS 常用函数
SAS 函数是编程语言的一个组件，可接受参数、执行计算或进行其他操作并返回值。返

回值是字符型或数值型的结果，可用于赋值语句或表达式中。SAS 包含很多函数，也可以自
定义函数。在 BASE SAS 软件中，SAS 函数可用于 DATA 步编程、WHERE 表达式、宏语言
语句、PROC REPORT 和结构化查询语言 SQL（Structured Query Language）。本节将会介绍
一些常用的 SAS 函数。
CALL 例程转变变量值或执行其他系统函数。CALL 例程和函数相似，不同的是 CALL
例程不能用于赋值语句或表达式。所有的 CALL 例程都使用 CALL 语句调用。本书不介绍
CALL 例程，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 SAS 帮助文档进行学习。

3.5.1

函数语法

SAS 函数的形式如下：
函数名 ( 参数 1 <, ... 参数 n>)
函数名 (OF 变量列表 )
函数名 ( 参数 | OF 变量列表 | OF 数组名 {*} <..., 参数 | OF 变量列表 | OF 数组名 {*} >)

其中：
函数名用于给出函数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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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可以是变量名、常量或任何 SAS 表达式。多个参数间使用逗号（,）分隔。

变量列表可以是任何形式的变量列表。多个列表之间使用空格分隔。例如 sum(of x y

z)、sum (of x1-x10)、sum(x, of x1-x5 y1-y5)、sum(x, of x1-x5, of y1-y5)。最后两种表
示方式具有同等效果。
数组名 {*} 指在当前 DATA 步中已经定义的数组。


3.5.2

数值函数

表 3.11 给出了 SAS 常用的数值操作的函数。
表 3.11
函

常用数值操作函数

数

说

SUM( 参数 , 参数 , ...)

对指定参数求和

MEAN( 参数 1, <... 参数 n>)

返回算术平均值

明

MEDIAN( 值 1, <... 值 n>)

返回所有值的中值

INT( 参数 )

返回参数的整数值

ROUND( 参数 <, 舍入单元 > )

对参数值进行舍入到最接近第二个参数指定的倍数

CEIL( 参数 )

返回大于等于指定参数值的最小整数

FLOOR( 参数 )

返回小于等于指定参数值的最大整数

MAX( 参数 1, 参数 2<, ... 参数 n>)

返回所有参数中的最大值

MIN( 参数 1, 参数 2<, ... 参数 n>)

返回所有参数中的最小值

数值函数的使用相对简单，例 3.23 中给出了使用 SUM 函数的例子，这里不再举例说明。

3.5.3

字符操作函数

常用的字符操作函数如表 3.12 所示。
表 3.12
语

常用字符操作函数

法

说

明

LENGTH( 字符串 )

返回非空字符串的长度，长度不包括尾缀空格。若为空字符
串，则返回 1

LENGTHN( 字符串 )

返回非空字符串的长度，长度不包括尾缀空格。若为空字符
串，则返回 0

LEFT( 字符串 )

将字符串左对齐

RIGHT( 字符串 )

将字符串右对齐

TRIM( 字符串 )

删除字符串尾缀空格。若为空字符串，则返回一个空格

TRIMN( 字符串 )

删除字符串尾缀空格。若为空字符串，则返回长度为 0 的字符串

STRIP( 字符串 )

删除字符串的前导和尾缀空格。若为空字符串，则返回长度为
0 的字符串

INDEX( 源字符串 , 目标字符串 )

在源字符串中搜索目标字符串，并返回该字符串第一次出现的
位置。若没找到，返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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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语

法

说

< 变量 =>SUBSTR( 字符串 , 位置 <, 长度 >)
SUBSTR( 变量 , 位置 <, 长度 >)= 替换字符串
SCAN( 字符串 , 计数 <, 字符列表 <, 修改器 >>)

明

从字符串中指定位置抽取指定长度的字符串返回
将指定变量的值中从指定位置开始的指定长度用等于（=）符号
右侧的替换字符串代替
从字符串中返回第 n 个单词的位置，n 由计数指定

CAT( 项 1<, …项 n>)

在不删除各个项的前导和尾缀空格的情况下，将各项级联，返
回级联的字符串。当某个项为数字值时，自动将其转换为字符串

CATT( 项 1<, …项 n>))

删除各个项的尾缀空格后将各项级联，返回级联的字符串。当
某个项为数字值时，进行级联前自动将其转换为字符串

CATS( 项 1<, …项 n>)

删除各个项的前导和尾缀空格后将各项级联，返回级联的字符
串。当某个项为数字值时，进行级联前自动将其转换为字符串

CATX( 分隔符 , 项 1<, …项 n>)

删除各项的前导和尾缀空格后进行级联，并插入分隔符，返回级
联的字符串。当某个项为数字值时，进行级联前将其转换为字符串

例 3.28：将数据集 saslib.contact2 中的变量 Name 中的姓和名分开为 Last_Name 和 First_
Name。
在例 3.17 中已经使用了 SCAN 函数将 Full_Name 中由空格分隔的第 1 个单词和第 2 个
单词存储在了 First_Name 和 Last_Name 中，本例则使用 INDEX 和 SUBSTR 函数来完成该部
分功能。例 3.17 中将原变量 Name 重命名为 Full_Name 这部分本例不涉及。代码如下：
data work.contact2;
set saslib.contact2;
split=index(Name, ' ');
First_Name=substr(Name,1,split-1);
Last_Name=substr(Name,split+1);
drop split;
run;
proc print data=work.contact2 noobs;
run;

PRINT 过程打印输出数据集的数据如图 3.31 所示。

图 3.31

例 3.28 输出数据集内容

这里以 DATA 步中第一次迭代的变量值（Name 的值为“Greg William”
）为例来解释说明。
第一条赋值语句：INDEX 函数返回该字符串中空格的位置 5，并存储在 split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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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赋值语句：右侧 SUBSTR 函数返回字符串“ Greg William ”中从第 1 个字符开

始到第 4（5-1）个字符中的字符串“ Greg ”，并存储在 First_Name 中。
第三条赋值语句：右侧 SUBSTR 函数返回字符串“ Greg William ”中从第 6（5+1）

个字符开始剩下的所有字符“ William ”，并存储在 Last_Name 中。
注意

这里为了便于理解，在给出变量的值时未将字符串中的尾缀空格列出。例如，因为
Full_Name 的长度为 20 个字符，所以所存储的字符串实际上是“ Greg William

”

（后面共 8 个空格）。字符值中包含的空格对理解字符串操作非常重要。
例 3.29 ： 数 据 集 saslib.shop 包 含 各 汽 车 经 销 商 的 4S 店 信 息， 其 中 包 括 变 量 Street、
City、State。现在要将这 3 个变量组合成完整的地址信息。
数据集 saslib.shop 的内容如图 3.32 所示。

图 3.32

例 3.29 输入数据集内容

可使用级联操作符 || 组合完整地址，应在 Street、City、State 之间使用标点符号，因
为多个空格字符在 HTML 中会显示为一个空格。这里为了清楚，将 PRINT 过程的打印结
果输出到 PDF 文件中。输出 PDF 文件使用了 SAS 的输出交付系统 ODS（Output Delivery
System），在本书第 5 章会进行介绍。代码如下：
data work.shop_fulladdr;
set saslib.shop (drop=telephone zip);
Full_Address=Street || ", " || City || ", " || State;
drop Street City State;
run;
ods pdf ﬁle="c:\sas\data\output\full_address.pdf";
proc print data=work.shop_fulladdr noobs;
run;
ods pdf close;

PDF 文件的内容如图 3.33 所示。其中 Full_Address 列的地址中包含很多空格。这是因为
原数据集中的变量 Street 和 City 数据值的长度小于变量的长度，这时 SAS 会在数据值后补
充空格以达到给定变量长度。以数据集 saslib.shop 中的第一个观测为例。变量 City 的长度定
义为 20，第一个观测中 City 的值实际为“ Culver City

”。对 Street 也是相同的情况。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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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State 的长度是 2，所以其后不会存在空格。

图 3.33

例 3.29 生成 PDF 文件内容

例 3.30：使用 TRIM 函数将各字符变量尾缀空格删除，并将其进行级联产生完整的地址信息。
因为这里的 State 长度为 2，也可以不对 State 变量使用 TRIM 函数。代码如下：
data work.shop_fulladdr;
set saslib.shop (drop=telephone zip);
Full_Address=trim(Street) || ", " || trim(City) || ", " || trim(State);
drop Street City State;
run;
ods pdf ﬁle="c:\full_address.pdf";
proc print data=work.shop_fulladdr noobs;
run;
ods pdf close;

所生成的 PDF 文件的内容如图 3.34 所
示，变量 Full_Address 列中没有多余的空格。
例 3.31 ：直接使用 CATX 函数删除各
字符变量值的尾缀空格，并将其进行级联产
生完整的地址信息。

图 3.34

删除了空格的数据

CATX 函数也可以删除字符串的前导空格，虽然本例中字符串不含前导空格。代码如下：
data work.shop_fulladdr;
set saslib.shop (drop=telephone zip);
Full_Address2=CATX(", ", Street, City, State);
drop Street City State;
run;
ods pdf ﬁle="c:\full_address.pdf";
proc print data=work.shop_fulladdr noobs;
run;
ods pdf close;

所产生的数据集与上例相同，这里不再给出。

3.5.4

数值与字符转换函数

在介绍表达式的时候介绍过，当代码中给出的值与所需要的类型不匹配时，例如，在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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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数字值的地方使用了字符变量，SAS 会试图自动将该值转换成所期望的类型，但是，自动
转换有时候会出错或产生意外的结果。SAS 提供了 PUT 和 INPUT 函数进行显式类型转换。
这两个函数很有用，即使有些情况自动转换能够处理，使用显式类型转换也会更有效率。
1. PUT 函数
PUT 函数使用指定的格式返回值，可用于将数字值转换成字符值。其基本形式如下：
PUT( 源 , 格式 )

其中，源为要进行重新格式化的常量、变量或表达式，可以是字符型或数值型。格式为
要应用在源上的 SAS 格式。PUT 函数可用于将数字根据格式转换为字符或将字符值转换为
其他字符。默认情况下，如果源是数值型，结果字符串会向右对齐，如果源是字符型，则结
果字符串会向左对齐。也可以在格式中添加对齐标识 -L、-C、-R 分别表示左对齐、居中或右
对齐，改变默认对齐方式。格式必须与源的类型一致。也就是说，如果源是字符，格式名必
须以 $ 符号开始；如果源是数字，格式则不能以 $ 开始。PUT 函数不影响数据集中的变量格
式或属性。
例 3.32 ：在对总公司的多个子公司员工信息进行合并时，发现某个子公司员工数据中的
员工 ID 为数字值，而其他子公司员工数据中的员工 ID 为字符值，这时需要将该子公司员工
ID 的数字转换成字符型，以便进行合并操作。
该子公司员工信息保存在 saslib.employee2 中，使用 PUT 函数对 Emp_ID 的数值进行转
换，并创建新的字符型变量 New_Emp_ID，同时，使用 DROP 语句将原始变量 Emp_ID 删除，
之后再使用 RENAME 语句将 New_Emp_ID 改名为 Emp_ID。这样，所生成数据集中包含的变
量名就会保持不变。该过程很容易理解，这里不再给出数据示例进行讲解。相关代码如下：
data saslib.employee2;
set saslib.employee2;
New_Emp_ID=put(Emp_ID, best10.);
drop Emp_ID;
rename New_Emp_ID=Emp_ID;
run;

2. INPUT 函数
INPUT 函数返回当 SAS 使用指定输入格式转换 SAS 值之后的结果。其基本形式如下：
INPUT( 源 , 输入格式 )

其中，源为要应用输入格式的字符常量、字符变量或字符表达式。格式为要应用在源上
的 SAS 输入格式。
INPUT 函数会将源的值使用指定的输入格式进行转换。INPUT 函数可用于将字符值转
换为数字值或其他字符值。输入格式指定了结果是数值型还是字符型。INPUT 函数也不影响
数据集中的变量输入格式或属性。
例 3.33 ：数据集 saslib.sales 中的日期值（Date）以字符方式进行存储，其数据内容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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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属性如图 3.35 和图 3.36 所示。

图 3.35

例 3.33 中输入数据集数据值

图 3.36

例 3.33 中输入数据集变量描述

公司需要对员工入职日期进行排序，首先要将日期值（Date）转换为数字。这里使用
INPUT 函数，并使用输入格式 date9. 将字符格式的日期值（例如“01JAN2012”）转换为该日
期对应的数字进行存储。代码如下：
data saslib.sales;
set saslib.sales;
Num_Date=input(Date, date9.);
drop Date;
rename Num_Date=Date;
run;
proc print data=saslib.sales noobs;
run;
proc contents data=saslib.sales;
run;

PRINT 过程和 CONTENTS 过程打印的数据集内容和属性如图 3.37 和图 3.38 所示。而
且 Date 变量的类型为数值型，这样就可以根据 Date 值对整个数据集进行排序了。

图 3.37

3.5.5

例 3.33 输出数据集数据值

图 3.38

例 3.33 输出数据集变量描述

与日期时间相关的函数

SAS 提供日期（date）、时间（time）和日期时间（datetime）函数从日期、时间和日期时
间值中得到年份、月份、日、小时、分钟、秒等信息，它们也可以将这些信息组成 SAS 的日
期、时间和日期时间值。表 3.13 给出了 SAS 中常用的与日期、时间相关的函数。除此之外，
SAS 还提供对日期的间隔进行操作的函数，详细情况请参考 SAS 帮助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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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
函

常用日期时间相关函数

数

说

明

YEAR、MONTH、DAY

分别返回 SAS 日期值中的年份、月份和日

QTR、WEEK

分别返回 SAS 日期值中的季度、周

HOUR、MINUTE、SECOND

分别返回 SAS 时间或日期时间值中的小时、分钟和秒

DATEPART

从 SAS 日期时间值中抽取日期值

DATE、TIME、DATETIME

返回当前日期值、时间值和日期时间值

MDY

根据月份、日和年份返回 SAS 日期值

HMS

根据小时、分钟和秒返回 SAS 时间值

DHMS

根据日、小时、分钟和秒返回 SAS 日期值

例 3.34 ：将公司员工入职日期中的年份、月份和日分别提取出来，建立新的变量 Year、
Month 和 Day。数据集 saslib.employee 的内容参考例 3.13。
代码如下：
data work.employee_ymd;
set saslib.employee;
Year = year(Entry_Date);
Month = month(Entry_Date);
Day = day(Entry_Date);
run;

上面分别使用 YEAR 函数、MONTH 函数和 DAY 函数得到原数据集 Entry_Date 中员工
入职年份、月份和日期，所生成的数据集的内容如图 3.39 所示。

图 3.39

3.6

例 3.34 输出数据集部分数据值

将数据集写出到外部文件
除了可以在 SAS 环境中对 SAS 数据集进行加工处理外，SAS 数据集的数据还可以导出

到外部文件中，以便在未安装 SAS 软件的环境中使用，SAS 提供了 EXPORT 过程来实现此
功能。EXPORT 过程可以将 SAS 数据集按照指定格式写入外部文本文件。当 SAS 安装中存
在 SAS/ACCESS to PC Files 许可时，EXPORT 过程还可以读取写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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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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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MP 文件、SPSS 文件、Stata 文件和 Paradox 等。
本节介绍如何使用 EXPORT 过程将 SAS 数据集导入常用的外部文件，例如带分隔符的
文本文件和 Microsoft Excel 工作簿。同时，SAS 还提供了 EXPORT 向导（选择菜单“文件”
“导出数据”）通过图形界面的方式将 SAS 数据集中的数据导出到上述类型的文件中。导出过
程所生成的 SAS 语句也可以保存起来供以后使用。
EXPORT 过程的基本形式如下：
PROC EXPORT
DATA= 数据集
OUTFILE= 文件名 | 文件引用 | OUTTABLE= 表名
DBMS= 数据源标识符
;
RUN;

其中：
DATA= 指定要导出的 SAS 数据集。其后可添加数据集选项。

OUTFILE= 指定要将 SAS 数据集中的数据写入的文件，可以是物理路径或文件引用；

OUTTABLE= 指定将 SAS 数据集的内容导入 Microsoft Access 数据库时的表名。
DBMS 指定所导出的数据类型。SAS 支持多种数据类型，例如 DLM、CSV、TAB、

ACCESS、XLSX、XLS、EXCEL、JMP、DTA、SPASS 等。
其中，DLM、CSV、TAB 表示导出的数据文件是分别由指定字符（默认为空格）、
逗号和制表符分隔的文本文件；ACCESS 表示为使用 LIBNAME 语句的 Miscrosoft
Access 表；XLSX 表示导出的数据文件为 Micorsoft Excel 2007 或 2010 的工作簿。可
参考 SAS 帮助文档关于导入数据类型和各类型的详细信息。
在 EXPORT 过程中还可以指定参数 REPLACE，表示当该 OUTFILE= 指定的文件存在时
覆盖该文件，如果不指定 REPLACE，则 EXPORT 过程不会覆盖已经存在的文件。
1. 导出到带分隔符的文件
SAS 使 用 EXPORT 过 程 将 数 据 集 中 的 数 据 导 出 到 带 分 隔 符 的 文 件（包 括 DBMS 为
DLM、CSV 和 TAB）中时，还可指定表 3.14 中所示的参数。
表 3.14

EXPORT 过程的部分常用参数

参数语法

参数说明

PUTNAMES=YES | NO

YES 指定将 SAS 变量名作为列名写入所导出文件的第一行，NO 则不写入。默认为 YES

DELIMITER='char' | 'nn'x

指定单个字符或十六进制值作为所导出的文件中各列的分隔符。默认为空格

例 3.35：将公司员工信息导出到文件中，文件各列使用逗号（,）分隔。
代码如下：
proc export
data=saslib.employee
outﬁle='C:\SAS\data\employee.d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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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ms=dlm
replace;
delimiter=',';
putnames=no;

所导出的文件的部分内容如下：
Emp_ID,Emp_Name,Dept,Title,Entry_Date
ED003,Benjamin Leslie,DSG,Senior Manager,04/26/1993
EC003,Thomos Oliver,CSG,Senior Analyst,08/01/1998
EC011,Adam Scott,CSG,Analyst,11/20/1998
EC012,Jackson Cook,CSG,Manager,06/07/1998
EQ002,Sara Duncan,QSG,Analyst,03/30/1999

2. 导出到 CSV 文件
例 3.36：将数据集 saslib.employee 中的文件导出到 CSV 文件。
代码如下：
proc export
data=saslib.employee
outﬁle="C:\SAS\data\employee.csv"
dbms=csv;
run;

DBMS 为 CSV 会默认使用逗号分隔所生成文件中的各个列。该代码所生成的文件内容
与上例相同，这里不再给出。
还可以将上面代码中的 DBMS= 指定为“ TAB ”，这时会生成各个列之间由制表符分隔
的文件。
3. 使用数据集选项导出部分数据
在 PROC EXPORT 中还可以使用数据集选项导出部分变量或部分观测。
例 3.37：仅将所有员工的姓名、所在部门和入职日期导出到 CSV 文件。因为数据集 saslib.
Employee 中还包含其他变量，所以使用数据集选项 KEEP= 指定要导出的变量。代码如下：
proc export
data=saslib.employee (keep=Name Dept Entry_Date)
outﬁle='C:\SAS\data\employee.csv'
dbms=csv
replace;
run;

导出的文件部分内容如下：
Emp_ID,Emp_Name,Entry_Date
ED003,Benjamin Leslie,04/26/1993
EC003,Thomos Oliver,08/01/1998
EC011,Adam Scott,11/20/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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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012,Jackson Cook,06/07/1998
EQ002,Sara Duncan,03/30/1999

例 3.38：将 DSG 部门的所有员工信息导出到 CSV 文件中。
代码如下：
proc export
data=saslib.employee (where=(Dept="DSG"))
outﬁle='c:\sas\data\dsg.csv'
dbms=csv
replace;
run;

使用数据集选项 WHERE= 指定导出满足条件的观测。所导出的文件的部分内容如下：
Emp_ID,Emp_Name,Dept,Title,Entry_Date
ED003,Benjamin Leslie,DSG,Senior Manager,04/26/1993
ED013,Alexandra May,DSG,Manager,04/11/2000
ED004,Christian Peters,DSG,Senior Analyst,05/18/2001
ED011,Hunter Joyce,DSG,Analyst,08/13/2001
ED005,Jasmine Rose,DSG,Senior Analyst,11/15/2003

4. 导出到 Microsoft Excel 文件
例 3.39：将数据集 saslib.employee 中的文件导
出到 Microsoft Excel 文件。
代码如下：
proc export
data=saslib.employee
outﬁle="C:\SAS\data\employee.xlsx "
dbms=xlsx ;
run;

所 生 成 的 Microsoft Excel 文 件 打 开 如 图 3.40
所示。

3.7

图 3.40

本章小结

例 3.39 导出的 Microsoft Excel
文件部分内容

本章首先介绍了对单个数据集进行操作的语句和选项，包括 SET 语句和选取部分变量
的选项 KEEP= 和 DROP= 以及 KEEP 语句和 DROP 语句等，并介绍了在一个 DATA 步中创
建多个数据集的操作方法；接下来介绍了对数据集中观测和变量进行操作的多种语句和过
程，包括使用 SAS 表达式选取部分观测、对观测进行分组和排序、使用选项 RENAME= 或
RENAME 语句更改变量名称、使用赋值语句创建新变量等；随后介绍了 DATA 步中的循环
语句和数组的用法，以及 SAS 中常用的数值函数、字符操作函数、数值与字符转换函数和日
期时间相关的函数等；最后一部分介绍了如何将数据集导出生成多种格式文件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