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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R - Shiny 的 Cox 回归模型列线图绘制工具的
开发实现
邓强庭，栾嘉，张维，冷怀明
陆军军医大学（第三军医大学）学报编辑部，重庆 400038
摘要：目的

开发出一个能提供图形用户界面（GUI）的 Cox 回归列线图绘制工具。方法

应用 R 语言和 Shiny 开发框

架，构建 B/S 架构的 Web 应用。将 R 语言下 Cox 回归预测列线图的绘制代码封装为可视化的 Web 应用程序。结果

所

开发的工具能提供可视化图形用户界面的 Cox 回归列线图绘制方式，且能根据需要选择数据集和自变量。封装了所有
软件代码，提供了可用鼠标进行选择操作的图形界面，用户不需要学习 R 语言语法，也不需要在 R 源代码中进行更改
就可使用，绘制列线图准确无误。结论

该工具界面友好、
简单易用，绘图结果正确，
能为临床科研工作者带来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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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ementation of cox regression model nomogram drawing tool based
on R-shiny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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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develop a nomogram drawing tool of cox regression model, which can
provide the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GUI). Methods The R language and Shiny development framework were applied to build
Web application of B/S architecture. The drawing codes of the cox regression prediction nomogram based on the R language
were encapsulated into a visual web application program. Results The developed tool can provide cox regression nomogram
drawing method of visual GUI, and the datasets and independent variables can be chosen according to the needs. It encapsulated
all the software codes and provides a graphical interface that can be chosen by the mouse. The drawing tool can be used exactly
neither need the users to learn the grammar of R language, nor do they need to modify the R source code. Conclusion The tool
was friendly, easy to use, and the results of the drawing were accurate, and the tool can bring convenience to clinical researchers.
Keywords: Cox regression; R software; Shiny framework; Nomogram

Cox 回归模型适宜于分析“时间 - 事件”类型的
数据，能处理不同生存时间分布的数据，且在计算中

都是基于 R 语言代码的，虽然已经有源代码的共享，
但在实际运用中需要根据自己的数据结构对源代码

能合理处理删失值。自 20 世纪 70 年代被提出以来，

进行修改才能使用，对于并不熟悉 R 语言的临床工

在生存分析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1 - 3]

。国外有研究者建

作者，修改代码过程中很容易出错，为了绘制一个

立了 Cox 回归模型基础上的列线图（诺莫图）预测工
具，
其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将建模结果直观地展示并应
用于个体，可以根据个体的各因素水平预测生存情

Cox 列线图而去专门学习 R 语言，时间成本又过高。
广大临床工作者迫切希望能有一个界面友好的工
具，用鼠标点击图形控件的方式来完成 Cox 回归列线

况，列线图在我国医学研究领域应用略晚[4 - 5]。R 语言
是一个有着强大统计分析功能和图形绘制功能的语
言环境和软件[6 - 7]，其具有开源和跨平台运行的特性，
广泛运用于包括医学研究在内的多学科领域的统计

图的绘制。
Shiny 是一个 R 语言的开发框架，可以提供具有
图形化用户界面的函数，能开发出很多基于 R 语言
的精美的动态图形应用。本研究运用 Shiny 代码包开

分析和数据挖掘[8 - 11]。基于 R 语言的 Cox 回归列线图
绘制方法近年来也得到相关研究者的介绍[12 - 13]，但是

发了一个能提供 GUI 的 Cox 回归列线图绘制工具，
能让用户无需编辑 R 语言代码，仅通过可视化的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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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Cox 回归模型 Cox 回归模型是一种半参数模
型，能够在风险函数与研究因子之间建立类似于广义

解析、全局变量获取、参数传递、参数格式转换、回归
模型分析、图形绘制等运算过程。

线性模型的关联，能够利用删失数据，并且可以同时
分析多个因子对生存情况的影响。是研究生存情况

1. 4 参数公式化格式函数 formula() R - Shiny 框架
开发的应用程序，前端控件输入的参数传递到后台

的重要统计学工具。其模型基本形式为：

server 端是字符串的数据形式，而 R 语言的 Cox 回归
函数 cph()，其参数有其特殊的格式，参数的数据类型
是一类特殊的对象（object）- 公式（formula）对象，直

式中 xi 代表可能影响生存情况的影响因子，即
协变量（covariates）。t 表示生存时间，h(t,x)为具有协变
量 x 的个体在 t 时刻的风险率函数。h0(t) 是基线风险
率函数，即所有因子（x）都取 0 时的个体在 t 时刻的
死亡风险率。β 为回归系数。
1. 2 R 语言中 Cox 回归分析及列线图绘制函数 R
语言 Cox 回归模型的函数在 survival 包内，载入 survival 包后可调用 cph()函数生成 Cox 回归模型对象，
cph()函数中有 2 个参数，第 1 个参数是 Surv(time,status) 函数返回的一个对象，time 和 status 分别为数据
表中的时间和结局字段；第 2 个参数是一个由“+”符
号连接的协变量串，即需要纳入分析的协变量字段。
拟合回归模型基础上，可通过列线图进行预测。
列线图[14]基本原理是根据回归模型中各影响因素对
应变量的贡献度情况，给出各影响因素的影响评分，
再计算某个体的总评分，由此得到个体的预测值。根

接把前端输入的字符串拼接成参数的形式传递到
cph()函数中是无法被识别也无法进行运算的，程序会
报错。而这里就需要用到 formula()函数把字符串转换
为公式对象，然后再传递给 cph()函数进行 Cox 回归
的分析运算。
1. 5 示 例 数 据 资 料 SPSS 中 的 示 例 数 据 文 件
pancer.sav 是一项有关胰腺癌患者术后生存情况及影
响因素研究的数据。该研究的终点事件为全因死亡，
记录随访时间，纳入研究的因素有患者年龄、
性别、有
无术中放疗、病变部位、胰胆管浸润程度、有无腹膜转
移、肿瘤的 TNM 分期。本数据属于典型的多变量生存
分析资料，适宜用 Cox 回归模型进行分析，数据的详
细说明见表 1。
表 1 胰腺癌患者术后生存情况影响因素数据说明
意义

变量

据生存分析 Cox 回归模型的结果绘制列线图，以具体

caseno

个体的各因素取值水平预测个体的生存概率。在 R

time

数据类型及赋值

患者序号

整数型连续变量

生存时间(月)

浮点型连续变量

结局状态

二分类变量，0：死亡，1：删失
整数型连续变量

软件中需要加载“design”扩展包：library（design），然
后调用其中的
“nomogram()”函数。前述步骤中得到的
Cox 回归模型对象作为参数传入 nomogram()函数，再

age

患者手术时年龄

trt

有无术中放疗

二分类变量，0：无，1：有

用其他参数对列线图的刻度、外观等进行定义即可绘

bui

病变部位

二分类变量，0：胰腺头部，1：
其他部位

出基于该模型的预测列线图。

ch

1. 3

p

有无腹膜转移

二分类变量，0：
无，1：
有

stage

肿瘤 TNM 分期

二分类变量，3：Ⅲ期，4：Ⅳ期

Shiny 框架

Shiny 是 R 中的一种 Web 开发框

架。它为使用 R 构建 Web 应用提供了一个强大的架
构工具，使得可以构建基于 R 的、能用浏览器显示图
形用户界面（GUI）的应用程序，使得很多基于 R 的计

censor

2

胰胆管浸润程度 等级变量，1：
CH0，2：CH1，3：CH2，
4：CH3

开发过程及结果分析

算过程可以使用界面友好的 Web 图形控件的形式进
行输入输出[15]。Shiny 应用分为“ui”和“server”
2 个对
象，ui 对象负责 B/S 架构中 B（browser）端的可视化控
件的显示、输入输出及交互处理，server 对象负责后
端（server 端）的数据处理和运算。Shiny 应用会自动
刷新计算结果，这与电子表格实时计算的效果类似。
当用户修改输入时，输出值自动更新，而不需要在浏
览器中手动刷新。在本研究中主要将用到的可视化
控件主要有 fileInput （文件控件）、selectInput （选择
框）、actionButton（命令按钮）、plotOutput（绘图控件）
等。而 server 端主要用到一系列函数来完成文件路径

2. 1 功能模块及开发实现过程
2. 1. 1 文件读取、格式转换及变量读取功能的实现
在 R 语言环境中载入 Shiny 包，分别编写 ui 和 server
块代码，ui 块中设置 fileInput 控件，server 块中定义全
局变量“glbFileName”来获取含完整文件路径的文件
名，用 read.spss()函数读取数据文件并用 frame()函数
转换为数据框格式保存在自定义对象 myDataSet 中。
则在前端界面上可见文件输入控件，鼠标点击后打开
系统文件夹，可选取需要分析的数据文件，前端界面
及操作见图 1。后台核心源代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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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用文件控件选择数据文件，
B:选择数据文件后自动获取变量列表并显示在页面控件上

图1

2. 1. 2

变量选择功能的实现

数据文件的选择及变量获取的操作界面

在 ui 代码块中设置 1

个选择框控件 slt，用来容纳从数据文件中提取的变
量名。再另设置 3 个选择框控件 - sltEnd、
sltTime、
slt_2，分别用来容纳用户选择的结局状态变量、时间
变量、协变量（影响因素）。另外设置 3 个命令按钮用
作变量选择的操作。在 server 代码块中，在命令按钮
的触发事件中编写程序，先判断用户执行的是添加还
是移除，然后分别利用循环算法来完成 2 个向量对象
Ctn_1 和 Ctn_2 的元素增删，最后完成向量对象和界
面控件中数据的同步。
在前端界面上，可在变量列表中选择需要的变
量，用命令按钮控件添加到相应的文本框中，本例中，
“censor”为结局变量，
“time”为生存时间变量，
“age、
sex、
trt、bui、ch、
p、stage”分别为待分析的协变量，分别
描述了病例对象的年龄、性别、是否术中放疗、病变部
位、胰胆管浸润程度、有无腹膜转移、肿瘤 TNM 分期。
前端操作界面见图 2。后台核心源代码如下：

图 2 变量选择的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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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3 生存期标尺自定义的实现 本软件为了简化
开发，考虑到实际应用中，一般 3 条生存标尺能满足
绝大多数临床科研中 Cox 回归生存预测的需求，所以
这里固定设置了 3 条生存时间标尺。但是标尺的长
度和单位可以由用户自定义。ui 代码块中设置 4 个
文本框 - time1、
time2、time3、unit。Server 代码块中分
别用 4 个自定义变量（t_1、t_2、t_3、untStr）来获取这 4
个控件界面的填入值。前端界面操作也很简单，直接
在相应的文本框中输入每条标尺的生存时间数据，并
填写时间长度。前端操作界面如图 3。后台核心源代
码如下：

Modern Preventive Medicine ,2018 ,Vol.45 ,NO.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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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中设置一个 plotOutput()控件用于完成绘图的屏幕
输出。server 块中先对数据集进行格式转换。然后进
行缺失值判断、变量数值类型转换等数据准备。然后
将数据集格式化为 datalist 对象。先用 str_c 函数把前
端界面传来的用户选择的变量拼接成符合 Surv ()函
数的参数格式的字符串，再利用 formula()函数将字符
串转化为公式对象。随后用 cph()函数进行 Cox 回归
分 析 ， 将 分 析 结 果 赋 值 给 对 象 coxm。 最 后 利 用
nomogram()函数绘制出符合 Cox 模型的列线图。最后
利用 plot()函数在屏幕控件上显示。
在前端界面上，当所有参数选取 / 填写完毕，点
图3

2. 1. 4

自定义生存时间标尺及单位的操作界面

Cox 回归分析及列线图绘制功能的实现

ui

击“分析并绘图”的命令按钮，即可进行 Cox 回归分析
并绘出本数据 Cox 回归分析的列线图，本案例，R 语
言进行 Cox 回归分析的结果如表 2。前端操作界面及
所绘出的列线图结果如图 4。后台核心源代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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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x 回归分析结果

β

sx

Wald

自由度

P值

eβ

age

0.016

0.013

1.473

1

0.225

1.016

sex

-0.146

0.239

0.373

1

0.541

0.864

trt

-0.701

0.316

4.926

1

0.026

0.496

bui

0.435

0.294

2.194

1

0.139

1.546

ch

0.040

0.114

0.122

1

0.726

1.041

p

0.351

0.276

1.615

1

0.204

1.420

stage

0.324

0.266

1.484

1

0.223

1.382

变量

图4

执行 Cox 回归并绘制列线图的操作界面及结果图

2. 2 列线图在生存概率预测上的应用示例 Cox 回
归基础上绘制的列线图中给出了各变量不同取值的

指标

变量

取值

得分

得分（Points），可以根据每个患者的资料计算各个维

年龄

age

55

40

度的得分，求和得到总分（Total Points）后，在 3 个月、
6 个月、
12 个月的标尺上找到该总分对应的生存概
率。例如有 1 例胰腺癌患者 55 岁，男性，做了术中放

性别

sex

男

约 3.5

有无术中放疗

trt

有

0

病变部位

bui

胰头部

0

疗，病变发生在胰头，胰胆管浸润 CH0 度，有腹膜转

胰胆管浸润程度

ch

CH0

0

移，
TNM 分期Ⅳ期。
则该患者的各指标及得分见表 3。
可得到该患者总得分约为 131。则从图中可以查得：

有无腹膜转移

p

有

约 39

stage

Ⅳ期

约 48.5

总分 131 对应的 3 个月生存概率约为 83%，6 个月生
存概率约为 60%，12 个月生存概率约为 23%。

表 3 某胰腺癌患者各临床资料及取值和对应得分情况

TNM 分期

3

讨 论
R 软件中可以进行 Cox 回归分析并绘制列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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