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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方法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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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检验思想



分析前的准备工作

1.基于研究设计方案和数据特征，正确的收集和整理数据

2.对数据进行整理和预处理，对分析变量进行整体把握

3.对分析数据进行描述统计分析和整体把握

4.运用统计知识和研究目的，正确选择分析过程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菜单

集中趋势：均数、中位数

离散趋势：标准差/方差、四分位数间距

分布特征：对称性、正态性、峰度系数、偏度系数

异常值及其他



为什么要做推断

很多研究无法收集总体中的全部个体的信息，如

质量调查研究，此时只能通过抽取的样本情况进

行分析，而研究者关心的并不仅仅是样本，更希

望了解相应的总体特征。 样本 总体

参数估计：从样本统计量反推总体的统计量（均数、标准

差、变异系数等）

假设检验：对提出的一些总体假设进行分析判断，做出统

计决策。



为什么要做检验

实例1：某产品的口味测试中，历史数据表明满意度均数如果低于7.4分，则该产品基本无市场

价值（可近似认为7.4分是总体均数），现有新产品进行了30例样本的测试，满意度均数为6.8，

标准差为0.21，是否需要进一步测试？

案例来源：人大经济论坛培训中心

现有的样本均数和已知总体均数不同，其差别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

样本所代表的总体与已知总体并无差异，现有差别为抽样误差

样本所代表的总体与已知总体不同，存在本质差异

为识别这两种可能，应当对其做假设检验



为什么要做检验

实例2：掷骰子，猜到点数为胜

其实大家都明白如果筛子没问题，则六个点的出现概率应当相等（均为1/6，

这就是一个事先假设），我们只是看每次具体的试验中谁的运气好

今天一共下了600次注，竟然一共只猜中了一次！？

--骰子没问题，虽然平均应当赢约100次，但今天忘了查皇历，不宜搏彩，运气实在太差

--骰子有鬼，掷骰子的人可以人为控制结局，从而利用这种能力使自己得到了更多的收益。

虽然第一种解释是可能的，但我们认为在筛子公平的前提假设下出现如此结果实在是太不

可能了（概率小到不应当被我们一次就碰上 ），因此我们认为骰子实际上不均匀

该推测正是基于小概率原理

案例来源：人大经济论坛培训中心



假设检验原理

假设检验的基本思路是首先对总体参数值提出假设，在假设条件下考察随

机样本的特征属性发生的概率，若为小概率事件，则怀疑假设成立与样本提

供的信息有悖，因此拒绝原假设。

事实上，“黑天鹅事件”在随机抽样中还是有可能发生，只是发生的概率

很小。因此我们做出拒绝原假设的决策是有可能犯错误的，当然，犯这种错

误的概率很低，可能犯错误的概率值即为我们事先已设定的显著性水平α。

原理：小概率反证法



假设检验的基本步骤

一.建立假设

一、建立假设

根据统计推断的目的而提出的对总体

特征的假设。

一是原假设或无效假设，记为H0 ；

二是与H0相对立的备择假设，记为

H1 。后者的意义在于当H0 被拒绝时供

采用。两者是互斥的，非此即彼。

H0： =0， H1：≠0；

H0： =7.4， H1：≠7.4。



假设检验的基本步骤

一.建立假设 二.确定检验水准

二、确定检验水准

实际上就是确定拒绝H0时的最大允

许误差的概率。检验水准(size of test)，

常用表示，指的是错误地拒绝H0的概

率。

常用的检验水准为 = 0.05，其意义

是：在所设H0的总体中随机抽得一个

样本，其参数比手头样本参数更极端的

概率不超过5%



假设检验的基本步骤

一.建立假设

三.计算检验统计量
和P值

二.确定检验水准

三、计算检验统计量和P值

实际上在此之前还有一步叫做进行试验或者样

本抽样，所需的样本数据即从此得来。

各种检验方法所利用的分布及计算原理不同，

从而检验统计量也不同，统计量应当服从某种已

知分布，从而可以计算出P值。

统计量只是工具，概率值才是目的。

例如：投色子的H0假设为色子是均匀的，现有样

本情况是只赢1次，P值就是只赢1次或者更极端

（1次也没有赢）的概率。



假设检验的基本步骤

一.建立假设

三.计算检验统计量
和P值

四.得出推断结论

二.确定检验水准

四、得出推断结论

按照事先确定的检验水准界定上面得到的P值，

并按小概率原理认定对H0的取舍，作出推断结论

若P ≤

基于H0假设的总体情况出现了小概率事件则拒

绝H0，接受H1，可以认为样本与总体的差别不仅

仅是抽样误差造成的，可能存在本质上的差别，

属“非偶然的(significant)”，因此，可以认为两者

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进一步根据样本信息引申，得出实用性的结论。



假设检验应注意的问题

结论不能绝对化

本身就保留了犯错误的可能性

由样本量导致的检验效能问题

样本量太小，导致检验效能不足，从而无法检出

可能存在的差异。

样本量太大，得出的有统计学意义的结论可能根

本就没有实际意义



t检验



检验

单样本T检验 两独立样本T检验

两配对样本T检验



1.单样本T检验

推断样本是否来自某已知总体，即要检验样本所在总

体的均数是否等于已知的总体均数

为了回答该问题，统计学上采用了小概率反证法的原

理：我们有如下两种假设：

H0：样本均数与总体均数的差异完全是抽样误差

造成

H1：样本均数与总体均数的差异除由抽样误差造

成外，也反映了两个总体均数确实存在的差异

x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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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该统计量服从t分布，可利用

该分布得到相应的概率值

由于使用均数来构造统计量，该方法

有一定的使用条件，即均数是否能够

代表相应的数据的集中趋势。



1.单样本T检验

最终求得的P值表示从假设总体中抽出当前样本均数

（及更极端情况）的概率总和

如果该P值太小，成为了我们所定义的小概率事件

（小于等于α水准），则我们怀疑所做的假设不成立，

从而拒绝H0。

基本信念：小概率事件在一次实验中不可能发生

反之，我们就不能拒绝H0，但一般也不太好说去接

受他。

例：消费者信心指数以100作为基准值，

现希望比较2007年12月的总消费者信

心指数是否与基准值有差异



1.单样本T检验

适用条件：

相对宽松，考虑样本均数能否代表数据的集中趋势？



2.两独立样本T检验

目的：

推断两个样本是否来自相同的总体，更具体地说，

对于正态分布的资料，是要检验两样本所代表的

总体均数是否相等（前提是标准差相等）。

检验假设

无效假设 H0：

备择假设 H1：

检验水准 α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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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构造检验统计量T，得出原假设成立

的条件下，从该总体中抽得这样两个样本

（或更极端的样本）的概率为多少，从而

做出统计推断。



2.两独立样本T检验

由于H0假设的是两样本来自同一总体，分析目的

只涉及到均值，因此两样本t检验在推导过程中除

了要求总体服从正态分布外，还要求两样本各自

所在总体方差相同。

若应用条件不被满足

情况较轻时可以采用校正t检验的结果

或采用非参数检验过程

两独立样本T检验的使用条件：

1.正态性：可做直方图、正态性检验等。

2.方差齐性：在T检验结果中显示。

3.独立性：从研究背景加以判断

在进行两独立样本t检验之前，正确组

织数据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任务。SPSS

要求将两组样本数据存放在一个变量中，

即存放在一个SPSS变量列上。同时，

为区分哪些样本来自哪个总体，还应定

义一个存放总体标识的标识变量。



2.两独立样本T检验

例：现希望评价2007年4月第一次调查时不

同收入人群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是否存在差异



3.两配对样本T检验

配对设计的两种情况

--对同一个受试对象处理前后的比较

--将受试对象按情况相近者配对（或者自

身进行配对），分别给予两种处理，以观

察两种处理效果有无差别。

配对设计的特点

在配对设计得到的样本数据中，每对数据之间都有

一定的相关，如果采用成组的t检验就无法利用这种

关系，浪费了大量统计信息

对于这种情况，统计学上的解决办法是求出每对的

差值，通过检验该差值总体均数是否为0，就可以得

知两种处理有无差异。



3.两配对样本T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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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两总体均值无显著差异，即差值序列均值u0=0

如果差值的均值与0有显著差异,则认为两总体均值存

在显著差异；否则，与0无显著差异,则认为两总体均

值不存在显著差异。

例：用某药治疗10名高血压病人，

对每一病人治疗前、后的舒张压

（mmHg）进行了测量，结果如下，

问该药有无降压作用？数据见文件

pairedt.sav。



3.两配对样本T检验

采用单样本T检验和两配对样本T检验分别检测差异情况。



单因素方差分析



1.方差分析模型

例1：现希望描述某个人群的月收入状况，假设月收入服从正态分布，那么根

据统计学知识，均数能够表示集中趋势，标准差能够表示离散趋势，则任何

一位受访者i的月收入Xi该如何表达？

iiX  

显然，这里的的εi应当服从正态分布，其均数为0，标准差为相应总体标准差。

在只有样本信息时，样本均数和标准差就是上述参数的最佳估计值。

例2：现在希望比较医生、律师和软件工程师这三类职业的收入有无差异。

如果我们仍然希望能够对每一个个体的数据加以表达，应当如何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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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方差分析模型

每个人具体的月薪 职  业 

 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 医  生 

 Xxx,xxx,xxx 

 Xxx,xxx,xxx,xxx 律  师 

 Xxx,xxx,xxx,xxx 

 Xxx,xxx 软件工程师 

 

 

观测变量 控制因素

三个水平



1.方差分析模型

将上面三个式子可以合并如下：

为了进一步分析的方便，我们某一职业组的均数作为

参照水平，第i个职业组的均值与参照组的均值之差为

αi以上公式就可以简化为：

显然，这样的组合会有许多种，因此模型在实际分析

的时候往往会加上一些限制条件，比如假设参照水平

是最后一个组的均数，这被称为拟合的约束条件。

ijiijX  

ijiijX  



1.方差分析模型

由于在常见的研究中，我们更关心各组均数的差别，对于标准

差的差别则比较忽视，因此在经典的方差分析模型中，往往将

不同组的εij假设为服从相同的正态分布（就是说相同）

注意：在后来发展的混合效应模型和多水平模型中，各组

间离散程度的差异也进入了研究视野，此时模型不一定会

加入此限制。

),0(~ 2 ijijiijX 



2.单因素方差分析

ijiijX  

如果三种职业的平均收入无差异，则应当有α1=α2=α3=0，

此时如果采用适当的参照水平，就有

H0：αi＝0，H1：至少有一个αi≠0

例：现希望比较四种胶合板的耐磨性，分别从这四个品牌的

胶合板中抽取了5个样品，在相同的转速下磨损相同时间，测

量其被磨损的深度(mm)，现希望对此进行分析，数据见

veneer.sav



2.单因素方差分析

P<0.05，代表四个组的磨损深度不全相等，也就是至少有两组的磨损深度不一样。

至于那两个（那几个）组的磨损深度不同？哪个地板耐磨？

我们需要再进行两两比较（事后比较）。

方差齐是前提



3.两两比较

给出了很多方法：

--LSD：最经典，要求有一个参照水平，4

个品牌都做一次参照，用T检验完成两组之

间的比较。容易犯一类错误，假阳性结论的

可能性变大，即判断结果有显著性差异，可

能是假阳性。

--SNK：运用最广泛的一种两两比较方法。

结果简洁，先比较有无差异，把有差异的组

放在不同列中。

--Scheffe：结论相对稳健，假阳性偏低，

能够得到较稳妥的结果。

--Bonfferroni：LSD的改进，控制了假阳性。



4. 方差分析的适用条件

各样本的独立性： 从研究目的和研究背景加以考量

正态性：通过分组作图、正态性检验来考察

方差齐：在方差分析-选项对话框中可以加以选择

若方差不齐，可以用矫正的方差分析方法加以检验

分析-比较均值-单因素ANOVA分析-选项对话框



卡方检验



1.卡方检验模型

χ2检验

运用广泛，主要用于分类资料统计推断，包括：

两个率或两个构成比比较的卡方检验；多个率或

多个构成比比较的卡方检验以及分类资料的相关

分析等

它最基本的无效假设是：

H0：观察频数与期望频数没有差别

其原理为考察基于H0的理论频数分布和实际频数

分布间的差异大小，据此求出相应的P值。

例：在CCSS的分析报告中，所有

受访家庭会按照家庭年收入被分为

低收入家庭和中高收入家庭两类，

现希望考察不同收入级别的家庭其

轿车拥有率是否相同。



2.方法原理

理论频数

基于H0成立，两样本所在总体无差别的前提下计

算出各单元格的理论频数来 n

nn
T CR

RC 



2.方法原理

残差

设A代表某个类别的观察频数，E代表基于H0计算出的期

望频数，A与E之差被称为残差

残差可以表示某一个类别观察值和理论值的偏离程度，但

残差有正有负，相加后会彼此抵消，总和仍然为0。为此可

以将残差平方后求和，以表示样本总的偏离无效假设的程度。

但是，残差大小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若期望频数为10时，

20的残差非常大；若期望频数为1000时20得残差就很小了。

因此又将残差平方除以期望频数再求和，以标准化观察频数

与期望频数的差别。



2.方法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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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卡方统计量，在1900年由英国

统计学家Pearson首次提出，其公式为：

从卡方的计算公式可见，当观察频数与期望频数完全一致时，卡方值为0；

观察频数与期望频数越接近，两者之间的差异越小，卡方值越小；

反之，观察频数与期望频数差别越大，两者之间的差异越大，卡方值越大。

当然，卡方值的大小也和单元格数（自由度）有关。

chi-squ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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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列联表的卡方检验

当n≥40且所有T≥5时，用普通的卡方检验，

当n≥40但有1≤T<5时，用校正的卡方检验；

当n<40或有T<1时，不能用卡方检验，改用

确切概率法。

例：在CCSS的分析报告中，所有受访家庭会按照家庭年收入被分为低收入家庭和

中高收入家庭两类，现希望考察不同收入级别的家庭其轿车拥有率是否相同。



4.配对卡方检验

例：某公司期望扩展业务，增开几家分店，但对开店
地址不太确定。于是选了20个地址，请两位资深顾问
分别对20个地址作了一个评价，把它们评为好、中、
差三个等级，以便确定应对哪些地址进行更进一步调
查，那么这两位资深顾问的评价结果是否一致？
文件名-Site.sav

 
顾问二的评价 

合计 差 中 好 

顾问一的评价 差 6 0 0 6 

中 5 2 2 9 

好 1 0 4 5 

合计 12 2 6 20 

 

同一事件，不同人来评价，评价
标准和评价依据是否存在差异？
我们需要做一致性检验。

案例来源：人大经济论坛培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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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ppa取值0-1之间
（1）Kappa≥0.75，两者一致性较好
（2）0.75>Kappa>0.4，一致性一般
（3）Kappa≤0.4，一致性较差



4.配对卡方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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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二的评价 

合计 差 中 好 

顾问一的评价 差 6 0 0 6 

中 5 2 2 9 

好 1 0 4 5 

合计 12 2 6 20 

 

方法原理：
目的：探究非主对角线上的单元格
之间是否存在差异。

H0：B = C

H1：B  C

运用McNemer检验。

进一步考察两个顾问，他们评价的倾向性如何呢？

顾问一更倾向往好的来评价，还是顾问二更倾向往好的来评价。



谢谢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