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选手简介 

1.1选手介绍 

网络签名白洋，目前就职于 XXX制药公司，我司位列全国医药研发行业 Top10。目前从事临

床试验商业数据分析工作，个人感兴趣的方向和领域：如何帮助传统制造企业实施数字化转

型，以数据资产，驱动企业业务优化。 

1.2 参赛初衷 

目前大数据分析并未系统化的在临床试验领域大规模应用；我司成立数据 BI 小组，以深入

探讨和挖掘临床数据与临床试验整体运营背后的商业价值。 

二、作品介绍 

2.1 业务背景/需求痛点 

创新药研发、开发自主知识产权新药是传统制药企业保持市场竞争力、可持续发展的根本。

为此，国内外的龙头制药企业均投入大量的资源用于新药研发。 

新药研发的特点是涉及的环节多、研究严谨，一般耗时 10-15年，耗资可达数十亿美元，临

床试验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近年来，我公司创新药临床试验项目逐年增多，由最开始的几

个项目增至一百多个，公司投入也逐年加大，传统的人工管理方式存在进度管控滞后、信息

更新不及时、过程管理不规范等弊端，浪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 

为改善管理局面，研发部门开始使用相关的数据应用系统，包括 IRT(随机系统)、EDC(临床

数据管理系统)、CTMS(项目管理系统)等应用系统。但这些系统生成的数据仅仅作为证据，

用来撰写临床试验报告，在新药完成试验后递交给国家药监局审查。以项目为范畴，独立存

在。且以上系统均为 SaaS 架构，数据分散存储于不同系统供应商的平台上，无法实现统一

管理。而实际上，这些数据的背后隐藏着每一类试验的关键节点、进度、受试者质量、财务

花费是否合理等信息，覆盖到临床试验运营的方方面面。数据的价值，并没有得以充分的挖

掘。如果能够成体系的将这些数据沉淀下来、标准化，对于类似我公司这样创新型药企来说，

将大大提升临床试验的运营效率，节省研发成本，真正地用数据创造财富。 

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打通临床试验各应用系统的数据壁垒，结构化、流程化、成体系的将临床

试验相关数据沉淀下来，搭建数据仓库，制定数据相关标准，进一步服务于临床试验运营的

方方面面，挖掘临床试验数据的商业价值。 



2.2 数据来源 

本次参赛，使用了企业数据。相关人员对公司数据做了脱敏处理，最终确定使用 DM 层的 4

张数据表。分别是：项目级汇总数据集、中心级汇总数据集、受试者明细数据集、漏斗图专

用数据集。 

本参赛作品计划针对以下几个问题： 

1)宏观指标看板； 

2)从时间维度、地理纬度、项目维度等视角分析核心指标； 

3)多维漏斗图的应用(将 12个维度分为 4个大类，进行临床试验过程分析)。 

2.3 分析思路 

2.3.1 核心指标体系搭建 

业务流程上，临床试验中受试者的入组是重要节点。整个试验过程，受试者需参与的环节包

含签署知情同意书、对受试者按照试验标准进行筛选、受试者入组（即开始服用试验药物）、

受试者用药期间进行访视、异常出组、完成研究。 

本次参赛我们提取了 3 个重要节点，分别是：参与筛选、入组、异常出组(即脱落)。相应的

核心指标分别为：筛败率(入组率)、达成率(差值)、脱落率。 

 

图 1-1:核心指标 



 
图 1-2:指标体系思路 

这里以达成率(差值)为例，进行核心指标体系的搭建： 

(1) 指标拆解:达成率=实际入组人数/计划入组人数，差值=实际入组人数-计划入组人数。 

(2) 维度细分:时间维度(年份、月度)、项目维度(产品、项目)、地理纬度(大区、省份、中

心) 

说明：项目维度里，产品与项目是一对多的关系，即一个产品（药物）可能会针对不同的病症开展多个项目。 

(3) 数据口径定义。 

(4) 全面检查复核所有指标的口径和维度，并确定更新周期。 

指标体系如下图所示： 

 

图 1-3:达成率核心指标体系 

同理，可以对筛败率、脱落率进行指标体系搭建。此处不再赘述。 

2.3.2 看板模块结构 



依旧以达成为例： 

整个数据看板可以分为 6个模块：宏观指标查看、项目级别筛选、一级维度(年度)、二级维

度(月度、项目、大区、省份)、三级维度(中心)、明细数据。 

 
图 1-4:计划与达成看板架构 

本次呈现的数据均为公司 XXXX-XXXX 年临床试验数据，数据已经过随机值处理和敏感信息

处理。 

2.4 数据处理 

2.4.1 DM层数据集 

由 ODS层数据、EDW层数据制作用于看板使用的 DM层数据集。ODS层存储通过接口程序从多

个应用系统抽取基础数据，在 EDW层对数据进行清洗、转化、筛选、连接、汇总等操作，汇

总成受试者级数据集、中心级数据集、项目级数据集，并专门整理了漏斗图专用数据集。 

数据处理过程均使用 Mysql数据库，编写存储过程，自动化运行生成最终数据集，并存放在

数据仓库 DM层。 

2.4.2 维度与度量值 

根据上文的数据指标体系，确定明确的数据指标及相关维度。 

➢ 数据指标为： 

差值=实际入组-计划入组； 

筛败率=筛败人数/筛选人数； 

脱落率=脱落数/入组数。 

➢ 维度最终确定为： 

时间维度(年份/月份)； 

项目维度(项目)； 

地理纬度(大区、省份、中心)。 

通过多个维度的交叉、联动，分析出相关指标的变化趋势，并依据历史数据预测未来一段时

间内的数据，从而为相关业务人员制定合理的应对策略，持续、良性地推进相关项目进度。  



2.5 可视化报告 

2.5.1 看板整体布局 

以下内容以计划与入组为例进行梳理： 

(1)模块 1，宏观指标展示。 

 

图 2-1:宏观指标模块  

宏观指标默认显示为总量，比如总的样本量(预期入组人数)，总的产品数，总的项目数等等，

会伴随看板其他模块的点击，产生数据联动，展示出相应的数据宏观指标。 

(2)模块 2，项目级别筛选。 

 

图 2-2:项目级别筛选模块  

此饼状图(公司项目级别)可以将数据分为三类，集团重点、子公司重点、待定。 

(3)模块 3，一级分析维度(年份) 

 

图 2-3:一级分析维度模块 

在计划与达成看板中，年份倒序展示，突出最近一年的计划与入组情况，因为领导更看重差

值，所以就做了差值这个指标替代达成率，且使用颜色变化体现在入组柱状图中。在数据提

示中，用橙色突出显示。 

(4)模块 4，二级分析维度(月份、项目、大区、省份) 



 

图 2-4:二级分析维度模块 

使用 Tab组件，将二级维度(月份、项目、大区、省份)集成到一起。通过数据联动，能够从

多维度进行分析。同时也将差值这个指标，通过颜色体现在入组柱状图中。 

(5)模块 5，三级分析维度(中心) 

 

图 2-5:三级分析维度模块 

中心分布作为三级分析维度，放在了最后，因为中心层级已经基本接近于明细数据了。依旧

是通过计划入组、实际入组这 2个指标来展示，并将差值体现在入组的颜色上。因中心名称

较长，故选取中心 ID作为横轴标签，中心名称作为提示出现。 

(6)模块 6，数据明细 

 

图 2-6:数据明细  

明细数据展示了模块 2-5所涉及到的所有维度，并对差值指标做了数据预警，指标(差值)大

于等于 0，即为达成，使用绿色向上箭头表示；指标(差值)小于 0，即为未达成，使用红色

向下箭头表示。 

通过明细数据的展现，可以明确到各个中心具体进度，责任到人，有针对性地进行工作调整，

避免资源重复浪费，提高整个项目的运营效率。 

2.5.2 可视化分析 

计划与入组看板最为核心的功能为联动分析。 

2.5.2.1 概况 



宏观数据：30 种产品、57 个项目、5713 样本量、3899 计划入组数、3683 已入组人数、涉

及医院 232 家。这些宏观指标会伴随年度(一级维度)、月度/大区/省份/项目(二级维度)、

中心(三级维度)6个维度，及项目级别(饼状图)的变动产生数据联动。 

2.5.2.2 项目类别(饼图)与时间维度-年份(柱状图) 

可以对比分析两类项目在各年份的分布： 

 

图 3-1:项目对比图 1  

 

图 3-2:项目对比图 2 

可以看到子公司重点项目相比集团重点项目，近三年达成情况相对乐观。如果要进一步分析

原因，可以下钻到二、三级分析维度进行查看。 

2.5.2.3 时间维度-月份、项目维度、地理维度(大区/省份) 

(1)单维度分析 

我们假定要分析 2020年度入组情况，并下钻到低纬度去分析原因。点击 2020年度，产生数

据联动，分布图如下： 

 

图 4-1:单维度分析 

由上图可知，2020年度 1-4月份入组都不是很理想，均为未达成状态，从 5月份开始转好，

除去 7、10两个月，整体表现良好，并完成 2020年度总计划。 

同理可以查看 2020年度各项目的达成情况分布、2020年度各大区的达成情况分布、2020年

度各省份达成情况分布。 



结合以上情况，总结分析入组未达成的原因、入组转好的原因，找出有参考意义的信息或行

为。 

(2)双维度分析 

我们假定分析前提为：XX年度 XX 项目，查看其他维度。我们点击 2020年度，且点击 1112X1

项目。 

我们可以查看 2020年度 1112X1项目各月份达成情况： 

 

图 5-1:双维度分析 1 

由上图可知该项目在 2020年度计划 290，入组 452，超额完成 162，除去 4月份未达成，全

年各月份均已达成，且超额完成的贡献前三分别为 12,8,9月份。 

我们可以查看 2020年度 1112X1项目各大区达成情况： 

 

图 5-2:双维度分析 2 

由上图可知该项目在 2020 年度，除去华北大区未达成，其余大区均达成，且超额完成的贡

献前三分别为北京大区、华南大区、东北大区。 

我们可以查看 2020年度 1112X1项目各省份达成情况： 

 

图 5-3:双维度分析 3 

由上图可知该项目在 2020 年度，除去北京市、湖北省未达成，其余省份均达成，且超额完

成的贡献前三分别为河北省、湖南省、江西省。 

同理可以确定 2020年度 XX月份，查看各项目、各大区、各省份的达成情况分布。 

同理可以确定 2020年度 XX大区，查看各月份、各项目、各省份的达成情况分布。 



此处不再赘述。 

结合多个项目在各省区的达成情况，找出是否存在规律性信息，如某类病症在某个大区发病

率高，受试者入组情况好；后期如果再开展类似病症的研究，就可以优先考虑在该大区多设

置试验中心。 

(3)三维度分析 

我们假定分析前提为：XX年度 XX项目 XX月份，查看其他维度。我们点击 2020 年度，且点

击 1112X1项目、点击 12月份。 

可以查看 2020年度 1112项目 12月份各大区达成情况： 

 

图 6-1:三维度分析 

由上图可知该项目在 2020 年度 12 月份，除去华北大区、云南大区未达成，其余大区均达

成，且超额完成的贡献前三分别为华南大区、北京大区、华东二区。 

可以查看 2020年度 1112X1项目 12月份各省份达成情况： 

由上图可知该项目在 2020 年度，除去北京市、重庆市、云南省、湖北省未达成，其余省份

均达成，且超额完成的贡献前三分别为河北省、湖南省、江苏省、江西省。 

同理可以确定 2020年度 XX项目 XX大区，查看各月份、各省份的达成情况分布。 

同理可以确定 2020年度 XX项目 XX省区，查看各月份达成情况分布。 

此处不再赘述。 

2.5.2.4 地理纬度-中心 

(1)从上到下，可查看 XX年度 XX月份 XX项目，各中心达成情况分布。 

比如，我们假定 2020年度 11月份，1112X1项目，各中心达成情况分布。 

 

图 7-1:地理纬度分析 1 

(2)从下向上，可以查看某中心，参与了哪些项目等信息。 

比如，我们查看广东省 1122医院参与了哪些项目。 



 

图 7-2:地理纬度分析 2 

由上图所示，本中心参与了 8个项目，从达成视角分析，有 3各项目表现较好。5个项目未

达成，可进一步分析原因。也可以进一步查看 XX项目 XX年份各月份达成情况。比如，我们

查看广东省 1122医院，1133-YIII期项目,2019年度各月份达成情况。 

 

图 7-3:地理纬度分析 3 

由上图所示:3,9,10 月份未达成，其余月份均达成，且 2019 年此项目全年度达成。贡献度

前三的月份为： 6,5,4,1月份。 

其它查询方案，此处不再赘述。 

从中心维度，可以查看到某些中心在某一类药物或者病症上的研究优势，为后期中心选定提

供参考。 

2.5.2.5 明细数据 

 

图 8-1:明细数据 

由上图所示，明细数据包含了看板所有涉及到的维度，以及所有的指标。并对差值做了预警，

未达成使用红色向下箭头标识；达成使用绿色向上箭头标识。 

2.5.3 总结 

综述，此次制作的看板，涉及地理纬度(大区、省份、中心)；时间维度(年份、月份)；项目

维度(项目)。三大维度，6个细分；按照排列组合，总共有 6+15+20+15+6+1=63种查询方案。

同时包含 6个宏观指标，1个下拉筛选框，1个筛选产品类别(集团重大/事业部重大/待定)。 



此次制作的看板结构简单，图表没有过于花哨。但是为公司临床试验运营管理层提供了更为

高效且准确的数据查阅与分析平台，通过 BI 系统实现了从宏观至微观的数据可视化呈现。

该看板可以帮助运营团队减少一定的工作压力，但仍有许多的提升空间，希望能在此次大赛

中学习到更多的经验去提升团队对 BI系统的掌握及制作报告的能力。 

三、参赛总结 

3.1 FineBI 工具 

➢ 觉得比较好用的 BI亮点功能如下： 

(1)Tab组件，能够很好地控制看板的长度。 

(2)联动功能，能够很容易的实现各组件之间的数据联动。 

(3)复用/复制功能，能够很大程度上节省看板设计的时间。 

➢ 觉得不太人性化的地方如下： 

(1)Tab组件中，每个 Tab页面只能容纳一个组件。 

(2)筛选框只能支持一个数据集，如果同一个看板引用了多个数据集来源，不能实现筛

选框的多数据集控制。 

➢ 对数据分析的价值的思考如下： 

(1)数据分析应用场景：数据监测、数据预测、数据检测。 

(2)数据分析四维空间：人、货、场、时间。 

(3)四大结论： 

维度越低、检测越容易； 

高维度的检测就要向低维度去拆解； 

检测的方法就是先往下拆分，再左右比对； 

要判断检测结果的正确性，需要从低维度，再回到高维度。 

3.2 参赛总结 

认知新感悟:每张看板图表类型不需要太过复杂、太过花哨，只需要把当前问题说明白即可，

有时候柱状图，饼图，条形图等这些基础图表反而更容易受到用户的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