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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SS软件介绍



1.统计软件的作用

研究设计
数据收集
和整理

数据分析
结果报告
与决策

研究设计是统计分

析的第一步，也是

最重要的步骤。

依据研究目的，正

确收集数据，进行

数据整理和预处理

经历描述统计、简

单分析和复杂推断

的循环过程

依据结果和研究目

的，运用专业知识，

做结果报告或决策

统计分析软件是数据分析的主要工具

数据分析的主要步骤：

统计学为数据分析过程提供一套完整的科学的方法论，统计软件为数据分析提供了实现手段。



2.SPSS发展简史

本世纪：被IBM公司并购，于

2019年5月更新至SPSS26版，

自22.0版后，中英可切换，每

年一更新

发展

60年代：美国斯坦福大学三

位研究生研发

70年代：于芝加哥成立SPSS

总部。

研发

80年代：推出用于个人电脑

的SPSS/PC+

90年代：推出Windows版本

（V6~10）

成长
01 02 03

软件名称
最早：Statistical Package for Social Science

现在：IBM SPSS Statistics

软件发展



3.SPSS基本特点

数据量超过几十万条
计算速度慢(SAS相比)

统计模型纳入速度较慢

支持多种格式文档为数据源

图片和结果能导出为多种文件格式

兼容性好

操作界面为对话框式，简便易学

非统计学领域应用广泛

易用性强

提供一定的扩展性，允许外部软件

调用其算法，与R软件等软件互通

扩展性高

优势 劣势



界面及基本操作入门



1.SPSS窗口简介

数据编辑窗口

数据视图：主操作界面

变量视图：定义变量

单元格编辑器

显示精确数值

不能直接输入公式

菜单栏

快捷工具栏

状态栏 数据视图/变量视图

菜单栏

单元格编辑器
快捷工具栏

状态栏随时关注，显示数据集特殊状态，会影响随后的分析



1.SPSS窗口简介

结果浏览窗口

自动打开

大纲视图，可动态编辑

语法窗口

编写SPSS程序，实现10%高级分析功

能，对批量分析实现自动化和重复化

脚本窗口

高级用户进行SPSS二次平台开发时用



2.软件系统设置

10

界面语言

结果输出语言

查看器字体设定

文件打开与保存位置

……

操作：

编辑-选项对话框



数据文件的建立和管理



1.SPSS数据文件的特点

SPSS数据文件是一种有结构的数据文件



2.定义变量

变量视图窗口

编辑变量名、定义数据类型、列宽、小数位宽、缺失数据、变量名标签、

变量值标签、计量尺度等

展开：
1.定义用户缺失值
2.变量值标签
3.测量尺度



2.定义变量

缺失值（Missing）分为

用户缺失值：用户选择拒填或不填的值，在系统中可以是1~3

个特定的离散值、或者一个封闭区间

系统缺失值：漏填的数据，在系统中用“.”表示

由于离群值和极端值对后续统计分析的建模过程和分析结果

有较大影响，在统计分析之前应先对这些异常值和缺失值进行

必要的检查，可以把有明显错误的数据定义为系统缺失值。

数据中的缺失值在后续的分析中不会被纳入分析，如果缺失

值太多，会对分析结果产生影响，因此，分析前寻找缺失值出

现的原因，可用EM法或回归法修正模型。



2.定义变量

变量名与变量值标签

变量名尽量用英文，8为长度以内，如果是调查问卷，可用

变量名和变量值标签对含义进行说明，使结果更易于阅读

测量尺度

标度测量（Scale Measurement）温度、体重

有序测量（Ordinal Measurement）治愈程度、学历、职称

名义测量（Nominal Measurement）城市、血型

其他设置

均按默认值处理，一般不需要更改。



2.定义变量

1. 名称级----定类变量

2. 顺序级----定序变量

3. 数量级----定距变量

低

高

转
换

定性

定量

非数量型

数量型

离散型随机变量

连续型随机变量

变量类别：



3.数据打开与保存

操作步骤简单

设计变量-定义变量-输入数据

支持打开多种格式文件

表 2.1  SPSS 可以直接打开的数据类型 

数据标识 数据类型 

SPSS Statistics (*.sav) SPSS 各版本的数据文件 

SPSS/PC+(*.sys) SPSS/PC+版本的数据文件 

Systat(*.syd,*.sys) Systat 数据文件 

便携(*.por) SPSS 便携格式的数据文件 

EXCEL(*.xls, *.xlsx, *.xlsm) EXCEL 各版本的数据文件 

Lotus(*.w*) Lotus 各版本的数据文件 

SYLK(*.slk) SYLK（符号链接）格式保存的数据文件 

dBase(*.dbf) dBase 系列数据文件（从 dBaseII～IV） 

SAS(*.sas7bdat, (*.sd7, …) SAS 各版本的数据文件 

Stata(*.Dat) Stata4-8 版的数据文件 

文本格式(*.txt, *.dat) 纯文本格式的数据文件 

 



4.数据合并

纵向合并（添加个案）

纵向
合并
数据
文件

合并依据：相同的变量名

＊表示该变量是当前数据编辑窗口中的变量

＋表示该变量是即将合并的文件中的变量

Data Merge File Add Cases



4.数据合并

实例：将文件a.sav和b.sav合并



4.数据合并

横向合并（添加变量）

横向
合并
数据
文件

合并依据：相同的变量名，称关键变量
两个数据文件必须都按关键变量值升序排序

＊表示该变量是当前数据编辑窗口中的变量

＋表示该变量是即将合并的文件中的变量

Data Merge File Add Variables

默认是按照记录号顺序对应起来合并，由于在许多情况下是需要
按照某个ID变量取值相同的原则进行对应和合并，此时就存在是
否正确对应的问题，需要加以注意



4.数据合并

实例：将文件a.sav和c.sav合并



5.标识重复个案

数据菜单 - 标识重复个案

选择定义为重复个案的依据



数据预处理



数据预处理

计数处理

数据汇总

变量分组
数据分裂

筛选

加权
数据的整理 –排序、选取、数据分裂

数据的排列格式变换 –加权、汇总

数据整体趋势把握 –计数、变量分组

数据排序



1.数据排序 多个变量排序（按选入变量的先后进行排序）

操作：数据 –个案排序

单个变量排序

先选中一列 - 单击鼠标右键 –升序/降序排序

目的：

把握整体数据

易于发现输入错误（最大/最小值）

缺失值在排序中会排在最小值的前面，

因此可以快速找到缺失记录



2.数据选取

从已收集的大批量数据（总体）中按照一定的规则抽

取部分数据（样本）参与分析。

目的：1.提高数据分析效率；2.检验模型的需要

注意取消！



3.数据分裂

将数据文件分组进行处理

不拆分文件

按所选变量拆分文件，各组分析结果紧挨在一起便于相互比较

按所选变量拆分文件，各组分析结果单独放置

注意取消！



4.加权处理

分类资料数据录入格式

枚举格式

频数格式

只有先进行加权设定，统计软件才能正确识别和处理数据



5.分类汇总

确定分类变量和汇总变量：

1.按照哪个变量（如学历、职业、年龄）进行分类；

2.对哪个变量（如基本工资、消费金额、血压）进行

汇总，并指定对汇总变量计算哪些统计量（平均数、

中位数等）。

例：分Time月份和S0城市对CCSS案例数据中的变量
index进行均数和标准差汇总，并将结果输出到新数
据文件Sum_index1中



6.数据计数

对所有个案或满足某条件的部分个案，计算有多少个变

量的值落在指定的区间内，并将计算结果存入一个新变

量中的过程。

步骤：

1.指定哪些变量参与计数，计数结果存入哪个新变量中

2.指定计数区间。

目的：

生成一个新变量，用于指示你所感兴趣的那些个案

操作：转换 –对个案内的值计数

例：对年龄大于等于20岁的个案进行计数

作业：查找月收入超过6000以上的未婚女性个案



7.变量分组

对连续变量进行分组
1.Recode into same variable

重编码入原来变量
2.Recode into different variable

重编码入一个新变量

例：将年龄分为三组，每一组覆盖年龄范围分别为：
组1：小于35岁
组2：大于等于35岁，小于55岁
组3：大于等于55岁

注意：
有重叠界值时，系统有完备的算法不会重复计算
但为了人员阅读方便，可人为划分界限

else设定，逻辑更完备

建立变量名对应关系

建立变量值对应关系



7.变量分组
3.可视离散化过程

用于在可视界面下将连续变量进行分段，该过程可以
使用百分位数、标准差范围或者等间距方式将连续变
量划分为若干组段，并采用图形化操作的方式，非常
直观好用。对年龄数值进行扫描，直接给出年龄

直方图，观察分布形态

输入第一分割
点位置和分割
点数/宽度，
另一个值将自
动填补

快速甄别可疑的极大/极小值



7.变量分组

4.最优离散化过程

是对前述可视化离散过程的进一步自动化，根据某

些作为“关键指示变量”的分类变量，将原有的一

个或多个连续性变量按照该分类变量类间差异最大

化的优化原则离散化为分类变量，然后就可以使用

离散后变量而非原始数据值进行后续的分析了。

把变量根据分类变量的差异大小做分组

例：把年龄变量按拥有汽车的情况来分组



描述统计分析



统计图统计表

描述统计量

定量资料
集中趋势
均值、中位数、众数
离散趋势
标准差、四分位间距、全距
分布形态
正态分布、偏度系数、峰度系数
定性资料
频数、百分比、累计百分比…

条形图
分布形态、分组频数等
饼图
百分比构成
箱型图
中位数、四分位间距、离群值
散点图
刻划趋势线、观察相关度
相对更直观，可能会损失一些原始
数据信息

频数表

百分比表

列联表等

按照一定的排列方式将统计指

标组织为一张表格，数字精确，

方便使用

数据量大的时候，无法根据观察到的一个个数值，得到总体的相关信息。

刻画样本整体趋势中的某一个细节
但统计量太多

很直观
但不能反映出太多信息

清晰列出数值
但规律很难看出



1.定性资料的描述统计分析

基本的描述方式
原始数据：

频数列表
百分比
累计频数
累计百分比

集中趋势
众数
即出现最多的类别及相应的频数

血型

67 30.6 30.6 30.6

30 13.7 13.7 44.3

37 16.9 16.9 61.2

85 38.8 38.8 100.0

219 100.0 100.0

A

AB

B

O

合计

有效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列联表
对多个分类变量进行交叉描述，常见的是二维
频数
行、列、总百分比
行、列、总合计

血型* 性别 交叉制表

16 51 67

23.9% 76.1% 100.0%

22.2% 34.7% 30.6%

7.3% 23.3% 30.6%

8 22 30

26.7% 73.3% 100.0%

11.1% 15.0% 13.7%

3.7% 10.0% 13.7%

17 20 37

45.9% 54.1% 100.0%

23.6% 13.6% 16.9%

7.8% 9.1% 16.9%

31 54 85

36.5% 63.5% 100.0%

43.1% 36.7% 38.8%

14.2% 24.7% 38.8%

72 147 219

32.9% 67.1% 100.0%

100.0% 100.0% 100.0%

32.9% 67.1% 100.0%

计数

血型 的 %

性别 的 %

总数的 %

计数

血型 的 %

性别 的 %

总数的 %

计数

血型 的 %

性别 的 %

总数的 %

计数

血型 的 %

性别 的 %

总数的 %

计数

血型 的 %

性别 的 %

总数的 %

A

AB

B

O

血型

合计

男 女

性别

合计



1.定性资料的描述统计分析

例：对学历等背景变量进行描述

操作：分析 –描述统计 –频率



1.定性资料的描述统计分析

例：对家庭收入2级和职业绘制交叉表



2.定量资料的统计描述

频数表

是一种非常直观的方法，但比较粗糙，如果希望进行深入

的分析，则必须要使用一些严谨的统计指标对各方面特征

加以描述

操作步骤：确定组数；确定组距；确定各组段的上下限

各步骤的操作都存在着一些主观性，但因为只是进行初步

的观察，这并无大碍

从频数图观察到的信息

--集中趋势

--离散趋势

--分布形状（是否对称，分布曲线的形状）

--分布特征（单、双峰，有无极端值等）

 
       身高(cm) 

                        图 2.1  110 名 7 岁男童身高分布 

 
      年龄(岁)  

图 2.2    某市某年乙脑患者的年龄分布 



2.定量资料的统计描述

集中趋势

均数mean

描述一组数据在数量上的平均水平，总体均数和样本
均数用不同符号表示
适用范围：对称分布，特别是正态分布资料

几何均数G

针对正偏态资料集中趋势的描述而提出
适用范围：对数正态分布资料，但往往被进一步扩大
到等比资料

中位数median 

适用范围：万金油
和均数相比较为迟钝，只有样本量较为充足时结果才
稳定下来

众数mode

所有数值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一个



2.定量资料的统计描述

离散趋势

全距Range

适用范围最广，受极大值和极小值影响，不稳定

方差Variance

离均差 描述个体变异
离均差和 代表整体？直接相加必然为0

离均差绝对值之和 数学推导困难
离均差平方和 代表整体，但受样本量影响

标准差 std.deviation

解决了阅读时量纲的问题

变异系数(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解决了不同资料间变异程度对比的问题
测量尺度相差太大：比较蚂蚁和大象的体重变异
量纲不同：比较身高和体重的变异程度

最常用，适用正态分布资料



2.定量资料的统计描述

四分位数（百分位数体系）
实际上是P25、P50和P75分位数的总称，他们正好
能够将全部总体单位按标志值的大小等分为四部分
的三个数值
上(P75)、下(P25)四分位数的差值被称为四分位间距
扣除极端值，较稳定
P50—中位数

例：对总指数index1进行描述统计，以详细了解其分
布情况。

可运用描述、频率、探索三个功能
注：
1.频率功能可用于定量、定性资料
2.描述功能仅适用于正态分布资料
3.探索功能对分布特征不清楚的资料进行描述



2.定量资料的统计描述

探索功能还可以对需要分组的变量进行描述

例：对不同月份的总指数进行描述

M-估计量
当有极端值，或者数据呈现偏态分布时，均数
对于描述集中趋势是有偏差的，而M估计量就
是经过修正后的稳健的描述集中趋势的统计量。
离群值
给出了最大和最小的5个数值
百分位数
给出了2组，如果不是加权值，以第一行为主



2.定量资料的统计描述

放到的直方图

比直方图展示的信息更多



2.定量资料的统计描述

若散点与直线完全重合，证明完全服从正态分布 差值<0.05，代表较好服从正态分布



2.定量资料的统计描述

箱型图

运用百分位信息给出的总体分布图

--箱子中的线代表P50

--箱子两端代表四分位间距

--上下线段表示除去离群值和极端值后

的最大/最小值

--超过P25/P75的1.5倍，定义为离群值，

用⭕表示

--超过P25/P75的3倍，定义为极端值，

用*表示



假设检验

根据样本数据进行描述统计，能够很好地观察出样

本的基本情况，比如样本平均水平的变化情况，但

我们真正关心的总体是否也有这样的区别呢？

--因此我们需要做假设检验，数据管理、预处理和

描述统计分析，都是做假设检验前的的准备工作，

因为不同假设检验的模型，对数据资料的有正态性、

方差齐性的要求，数据描述能够对后续统计分析的

方法学试用条件进行探索观察。

样本 总体



谢谢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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