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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统计学是关于数据的科学，它所提供的是一套有关数据收集、处理、分析、解释并从数据

中得出结论的方法，统计研究的是来自各个领域的数据。统计学的分析方法主要分为描述

统计方法和推断统计方法，其应用领域几乎覆盖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现今

社会正处于大数据时代，各种数据正在迅速膨胀，人们越发重视对数据信息的处理。通过对

大量数据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数据背后的规律以及存在的价值。因此，现代社会离不开统

计学，统计学的分析方法已经成了各学科领域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的必备知识。

本书是为了配合贾俊平、何晓群、金勇进编著的《统计学》（第六版）而编著的学习辅导

书。全书每一章都提出了学习目标，对基本知识点进行了梳理，对重难点进行了解析，并对

每一章后面的思考题和练习题给出了详细的解答，最后编制了三套自测题，使学习者能理解

并掌握相关的统计学分析方法，并能熟练地应用到实践中去。

本书既可作为高等院校经济、管理类各专业本科生学习统计学课程的辅导用书，又可作

为成人教育、函授大学以及其他管理学科相关专业和干部培训的参考书，对广大实践工作者

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参加本书编撰的三位教师都长期从事统计学教学与科研工作。本书的第１～４章和第

１４章由龚秀芳执笔；第５～８章由宁同科执笔；第９～１３章由朱敏执笔。全书由龚秀芳统稿。

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学生朱晓隽、何秋辰、潘奔、徐静婷、贾光华等也参与了部分习题答

案的编辑工作，为本书的完成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编者在此深表感谢。同时，本书的编著参

考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在此，编者对相关作者也深表感谢。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的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编　者

２０１５年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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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１章

导　　论

　　１１　学习目标

　　■ 理解统计的含义及统计的应用领域；

　　■ 掌握统计数据的类型；

　　■ 学习并掌握统计学中的几个基本概念。

　　１２　基本知识点

表１１　基本知识点梳理

章　　节 主　要　内　容 学　习　要　点

１．１　统计及其应用领域

统计学的含义 ◆ 统计学的概念

统计分析方法 ◆ 描述统计和推断统计的含义

统计的应用领域 ◆ 统计在工商管理中的应用

１．２　统计数据的类型

按计量尺度分类 ◆ 分类数据、顺序数据和数值型数据的概念

按收集方法分类 ◆ 观测数据和实验数据的概念

按时间状况分类 ◆ 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的概念

１．３　统计中的几个基本概念

总体和样本 ◆ 总体的概念；样本和样本量的概念

参数和统计量 ◆ 几种常用的总体参数和样本统计量

变量 ◆ 变量、变量值的概念；变量的分类

　　１３　重难点解析

１．统计数据的计量尺度

统计数据是对客观现象进行计量的结果。按照由低级到高级、由粗略到精确的标准，统

计数据的计量尺度分为分类尺度、顺序尺度、间隔尺度和比率尺度。

（１）分类尺度。将数据作为现象总体中不同类别或不同组别的代码，这是最低层次的

尺度。分类尺度是按照事物的某种属性对其进行平行的分类，数据表现为类别，即不同的数

据仅表示不同类（组）别的品质差别，而不表示它们之间量的顺序或量的大小。分类尺度的

主要数学特征是“＝”或 “≠”。



例如，将国民经济按其经济类型，可以分为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私营经济、个体经济等

类，并用（０１）代码表示国有经济、（０２）代码表示集体经济、（０３）代码表示私营经济、（０４）代码

表示个体经济等。不同代码反映的是不同的类（组）别，并不反映其大小顺序。

（２）顺序尺度。顺序尺度是对事物类别顺序的尺度，数据表现为有序的类别。顺序

尺度可以用数据表示不同类（组）别，也可以反映大小顺序关系，从而可以列出各单位、

各类（组）的次序。顺序尺度的主要数学特征是“＞”或“＜”，也就是能比较大小顺序

关系。

例如，对合格产品按其性能和好坏，可分成一等品、二等品、三等品等。这种尺度虽然不

能表明一个单位一等品等于几个单位二等品，但却明确表示一等品性能高于二等品，而二等

品性能又高于三等品等。顺序尺度除了用于分类（组）外，在统计分析中还可以确定中位数、

四分位数、众数等指标的位置。

（３）间隔尺度。间隔尺度是对事物类别或次序之间间距的测度，数据表现为数字，它通

常使用自然或度量衡单位作为计量尺度。间隔尺度是比顺序尺度高一层次的计量尺度。它

不仅能将事物区分为不同类型并进行排序，而且可以准确地指出类别之间的差距是多少。

间隔尺度除了比较大小外，还可以做加或减的运算。

例如，学生某门课程的考分，可以从高到低分类排序，形成９０分、８０分、７０分，直到０分

的序列。它们不仅有明确的高低之分，而且可以计算差距，９０分比８０分高１０分，比７０分高

２０分等。间隔尺度的计量结果表现为数值，可以进行加或减的运算，但不能进行乘或除的

运算，其原因是在等级序列中没有固定的、有确定意义的“零”位。例如，学生甲得分为９０

分，学生乙得０分，可以说甲比乙多得９０分，却不能说甲的成绩是乙的９０倍或无穷大。因

为“０分”在这里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并不意味着乙学生毫无知识。恰如我们不能说４０℃

比２０℃暖和２倍一样。没有确定的标准的“零”位，但有基本的确定的测量单位，如学生成绩

的测量单位是１分，质量价差的测量单位是１元，温度的测量单位是１℃等，这是间隔尺度的

显著特点。

（４）比率尺度。比率尺度是在间隔尺度的基础上，确定可以作为比较的基数，将两种相

关的数加以对比，而形成新的相对数，用以反映现象的构成、相对密度、速度、密度等数量关

系，数据表现为数字。由于它是在比较基数上形成的尺度，所以能够显示更加深刻的意义。

除了可做比较大小、加减运算外，比率尺度还可以做乘或除的运算。

例如，将某地区人口数和土地面积对比计算人口密度指标，说明人口相对的密集程度。

甲地区人口数可能比乙地区的多，但甲地区的土地更广阔，用人口密度指标就可以说明相对

来说甲地区人口数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在统计的对比分析中，广泛地运用比率尺度进行

计量。

上述四种计量尺度对事物的计量层次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粗略到精确逐步递进的。高

层次的计量尺度具有低层次计量尺度的全部特性，但不能反过来。显然，可以很容易地将高

层次计量尺度的测量结果转化为低层次计量尺度的测量结果，比如将考试成绩的百分制转

化为五级计分制。在统计分析中，一般要求测量的层次越高越好，因为高层次的计量尺度包

含更多的数学特性，所运用的统计分析方法越多，分析时也就越方便，因此应尽可能使用高

层次的计量尺度。上述四种计量尺度的比较见表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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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２　不同计量尺度的比较

类　　别 含　　义 特　　　　点

分类尺度

　分类尺度是按照事物的某种属

性对其进行平行的分类，数据表

现为类别

　（１）分类尺度是最粗略、计量层次最低的计量尺度；

　（２）计量结果不可以区分大小或进行任何数学运算，主要数学特

征是“＝”或 “≠”

顺序尺度
　顺序尺度是对事物类别顺序的

尺度，数据表现为有序的类别

　（１）可以将研究对象分为不同的类别，而且可以反映各类的优

劣、量的大小或顺序；

　（２）只是测度了类别之间的顺序，而未测量出类别之间的精确

差值；

　（３）计量结果只能比较大小，不能进行加、减、乘、除等数学运算

间隔尺度

　间隔尺度是对事物类别或次序

之间间距的测度，数据表现为数

字，它通常使用自然或度量衡单

位作为计量尺度

　（１）可以用数字表示现象各类别的不同和顺序大小的差异，可以

用确切的数值反映现象之间在量方面的差异；

　（２）反映现象规模水平的数据必须以间隔尺度计量；

　（３）计量结果可以进行加、减运算

比率尺度

　比率尺度是将两种相关的数加

以对比，而形成新的相对数，用以

反映现象的构成、相对密度、速

度、密度等数量关系，数据表现为

数字

　比率尺度的计量结果可以进行加、减、乘、除等数学运算

　　２．统计数据的类型

统计数据是对现象测量或计算的结果，也就是在统计工作活动过程中所取得的反映国

民经济和社会现象的数字资料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其他资料的总称。统计数据有三种分类方

法，按计量尺度分类，可以分为分类数据、顺序数据和数值型数据；按收集方法分类，可以分

为观测数据和实验数据；按时间状况分类，可以分为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

按计量尺度分类的统计数据是最常用的。在统计数据的分类中，采用分类尺度计量的

数据是分类数据，采用顺序尺度计量的数据是顺序数据，采用间隔尺度和比率尺度计量的数

据是数值型数据。

分类数据是只能归于某一类别的非数值型数据，它是对事物分类的结果，数据表现为类

别。如性别可分为男性和女性两类，民族可分为汉族、少数民族等。虽然也可以用１或者０

表示男性与女性、汉族与少数民族，但是这些数字没有大小比较之分，只是不同类别现象的

一个代码，并不代表真正的值，不能进行数学计算。用分类数据对现象进行分析时，由于不

同类别间地位平等，没有高低和大小之分，因此各类之间的顺序是可以改变的。分类数据是

最粗略、计量层次最低的数据。

顺序数据是只能归于某一有序类别的非数值型数据。如高校教师的职称有助教、讲师、

副教授和教授，业主对住房的满意度有很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很不满意等，属于顺序数

据。可以用数字１、２、３、４来表示职称，用５、４、３、２、１来表示满意程度，但这些数字代码只能

体现一种顺序或者程度，不能体现事物之间的具体数量差别。由于客观现象的不同类别间

存在顺序性差异，因此用顺序数据在对现象进行分析时其顺序是不能随意排列的。

数值型数据是按间隔尺度和比率尺度计量的，其结果表现为具体的数值。现实中处理

的大多数数据都是数值型数据。

分类数据和顺序数据说明事物的品质特征，通常是用文字来表达的，因此也称为定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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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或品质数据；数值型数据说明现象的数量特征，通常用数值来表现的，因此也称为定量数

据或数量数据。在后续的计算中，不同的统计数据运用的统计计算方法也是不同的。比如，

在第４章中，对集中趋势和离散趋势度量时，对分类数据可以计算众数和异众比率；对顺序

数据可以计算中位数和四分位差；对数值型数据可以计算平均数和标准差等。

不同类型的数据选用的统计方法也不同。例如，研究分类数据和顺序数据时，可以进行

频数分析、列联分析等；研究分类数据与数值型数据的关系时，可以用方差分析；研究数值型

数据之间的关系时，可以进行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等。如果是时间序列数据，可以进行时间

序列分析等。

３．统计数据和变量的区别

统计数据是对现象测量或计算的结果，也就是在统计工作活动过程中所取得的反映社

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的数字资料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其他资料的总称。

变量是说明现象的某种特征的概念，其特点是从一次观察到下一次观察结果会呈现出

差别或变化。例如，人的年龄是变量，人的身高也是变量。变量的具体取值称为变量值。统

计数据就是某些统计变量的取值。例如，性别是个分类变量，其变量值“男”或“女”是统计数

据，且是分类数据；又如，年龄是个数值型变量，其变量值２０岁、３０岁、４０岁等是统计数据，

且是数值型数据。

除了那些变量值是统计数据外，经过变量运算得到的数值也是统计数据。因此，统计数

据的含义比变量值的含义更加广泛。

　　１４　思考题全解（见原书犘１０）

思考题１１　什么是统计学？

答：统计学是收集、处理、分析、解释数据并从数据中得出结论的科学。统计研究的是

来自各个领域的数据。数据收集也就是取得统计数据；数据处理是将数据用图表等形式展

示出来；数据分析则是选择适当的统计方法研究数据，并从数据中提取有用的信息进而得出

结论。

思考题１２　解释描述统计和推断统计。

答：描述统计研究的是数据的收集、数据的加工处理、数据的汇总、数据的显示、数据分

布特征的概括与分析等统计方法。推断统计是研究如何根据样本数据去推断总体数量特征

的方法，它是在对样本数据进行描述的基础上，对统计总体的未知数量特征做出推断，主要

包括假设检验和参数估计等统计方法。

描述统计和推断统计是现代统计学的两个组成部分，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描述统计是

现代统计学的基础和前提；推断统计是现代统计学的核心和关键。

思考题１３　统计数据可分为哪几种类型？不同类型的数据各有什么特点？

答：（１）统计数据按计量尺度分类，可以分为分类数据、顺序数据和数值型数据；按收集

方法分类，可以分为观测数据和实验数据；按时间状况分类，可以分为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

数据。其中，按计量尺度分类的统计数据是最常用的。

（２）按计量尺度分类的统计数据特点如下。

分类数据是只能归于某一类别的非数值型数据，它是对事物分类的结果，数据表现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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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用文字表述。分类数据可以用于计算各组的频数或频率，计算其众数和异众比率，进行

列联表分析和χ
２检验等。

顺序数据是只能归于某一有序类别的非数值型数据。顺序数据虽然也有类别，但这些

类别是有序的，可以计算其中位数和四分位差，计算等级相关系数等。

数值型数据是按间隔尺度和比率尺度计量的观测值，其结果表现为具体的数值。数值

型数据可以用更多的统计方法进行分析，如计算各种统计量、进行参数估计和检验等。

思考题１４　解释分类数据、顺序数据和数值型数据的含义。

答：分类数据只能归于某一类别的非数值型数据，它是对事物进行分类的结果，数据表

现为类别，是用文字来表述的。顺序数据只能归于某一有序类别的非数值型数据。顺序数

据虽然也有类别，但这些类别都是有序的。数值型数据是按间隔尺度和比率尺度计量的观

测值，其结果表现为具体的数值。现实中处理的大多数数据都是数值型数据。

思考题１５　举例说明总体、样本、参数、统计量、变量这几个概念。

答：总体是包含所研究的全部个体（数据）的集合，它通常由所研究的一些个体组成。

例如某地区５０００个企业构成的集合是总体；某居民小区５００户居民住户构成的集合是总

体；某学校２万学生构成的集合是总体。

样本是从总体中抽取的一部分元素的集合，构成样本的元素的数目称为样本量。如从

５０００个企业中随机抽出１００个企业，这１００个企业就构成了一个样本，１００是这个样本的样

本量。

参数是用来描述总体特征的概括性数字度量，它是研究者想要了解的总体的某种特征

值。总体的参数主要有总体平均数、总体标准差、总体比例等，分别用希腊字母μ、σ、π等表

示。例如，２０１４年某地区５０００个企业产值的平均数为５００万元，总体标准差为４５万元。

统计量是用来描述样本特征的概括性数字度量。它是根据样本数据计算出来的一个

量，由于抽样是随机的，因此统计量是样本的函数。样本统计量主要有样本平均数、样本标

准差、样本比例等，分别用英文字母狓　－、狊、狆等表示。抽样的目的就是用样本的统计量去估计

总体的参数，如用样本平均数狓　－去估计总体平均数μ，用样本标准差狊去估计总体标准差σ，

用样本比例狆去估计总体比例π。例如，１００个企业的样本平均产值为４８５万元，可用４８５万

元去推断５０００个企业总体的平均产值。

变量是说明现象某种特征的概念，其特点是从一次观察到下一次观察结果会呈现出差

别或变化，比如“商品销售价格”“人的年龄”“产品的数量”等都是变量。

思考题１６　变量可分为哪几类？

答：变量可以分为分类变量、顺序变量和数值型变量这三类。

分类变量是说明事物类别的一个名称，其取值是分类数据。如“民族”是一个分类变量，

其变量值“汉族”或“彝族”等属于分类数据。

顺序变量是说明事物有序类别的一个名称，其取值是顺序数据。如“高校职称”是一个

顺序变量，其变量值“教授”“副教授”或“讲师”等属于顺序数据。

数值型变量是说明事物数字特征的一个名称，其取值是数值型数据。如“企业产值”是

一个数值型变量，其变量值“５００万元”“６００万元”等属于数值型数据。

思考题１７　举例说明离散型变量和连续型变量。

答：数值型变量可以分为离散型变量和连续型变量两种。离散型变量是指其数值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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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然数或整数单位计算的变量。例如，企业个数、职工人数、设备台数等，只能取整数。离

散型变量的数值一般用计数方法取得。连续型变量是可以在一个或多个区间中取任何值的

变量，它的取值是连续不断的，不能一一列举。例如，生产零件的规格尺寸、人体测量的身

高、体重、胸围等为连续型变量，它们的取值可以取到小数。连续型变量的数值只能用测量

或计算的方法取得。

思考题１８　请举出统计应用的几个例子。

答：统计的应用无处不在。比如，在企业中，对职工按学历或者按年龄段进行频数分

析，对企业历年来的产值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对企业的产品质量进行抽样检验并进行参数估

计等；在高校中，对教职工按职称进行频数分析，对历年来学生的就业情况进行动态分析，对

每年的新生来源进行结构分析等；在医学方面，在新药投入生产前，对药品进行假设检验等。

思考题１９　请举出应用统计的几个领域。

答：统计的应用领域非常广泛，已经应用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众多领域中。可以

说，几乎所有的研究领域都要用到统计方法，例如，经济与管理、社会学、生态学、教育学、市

场营销学、军事科学、心理学、气象学、医学诊断、分类学、质量控制等。

　　１５　练习题全解（见原书犘１０）

练习题１１　指出下面变量的类型。

（１）年龄。

（２）性别。

（３）汽车产量。

（４）员工对企业某项改革措施的态度（赞成、中立、反对）。

（５）购买商品时的支付方式（现金、信用卡、支票）。

解：（１）数值型变量。

（２）分类变量。

（３）数值型变量。

（４）顺序变量。

（５）分类变量。

练习题１２　某研究部门准备抽取２０００个职工家庭推断该城市所有职工家庭的年人

均收入。

要求：

（１）描述总体和样本。

（２）指出参数和统计量。

解：（１）描述的总体是“该城市所有的职工家庭”，样本是“抽取的２０００个职工家庭”。

（２）参数是“该城市所有职工家庭的年人均收入”，统计量是“抽取的２０００个职工家庭

计算出的年人均收入”。

练习题１３　一家研究机构从ＩＴ从业者中随机抽取１０００人作为样本进行调查，其中

６０％的人回答他们的月收入在５０００元以上，５０％的人回答他们的消费支付模式是用信

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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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以下问题：

（１）这一研究的总体是什么？

（２）月收入是分类变量、顺序变量还是数值型变量？

（３）消费支付方式是分类变量、顺序变量还是数值型变量？

（４）这一研究涉及截面数据还是时间序列数据？

解：（１）这一研究的总体是“所有ＩＴ从业者”。

（２）月收入是数值型变量。

（３）消费支付方式是分类变量。

（４）这一研究涉及的数据是截面数据。

练习题１４　一项调查表明，消费者每月在网上购物的平均花费是２００元，他们选择在

网上购物的主要原因是“价格便宜”。

回答以下问题：

（１）这一研究的总体是什么？

（２）“消费者在网上购物的原因”是分类变量、顺序变量还是数值型变量？

（３）研究者所关心的参数是什么？

（４）“消费者每月在网上购物的平均花费是２００元”是参数还是统计量？

（５）研究者所使用的主要是描述统计方法还是推断统计方法？

解：（１）这一研究的总体是“所有的网上购物者”。

（２）“消费者在网上购物的原因”是分类变量。

（３）研究者所关心的参数是“所有的网上购物者的月平均花费”。

（４）“消费者每月在网上购物的平均花费是２００元”是统计量。

（５）研究者所使用的统计方法是推断统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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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章

数据的搜集

　　２１　学习目标

　　■ 了解统计数据的来源；

　　■ 了解统计数据搜集的具体方式和方法；

　　■ 了解数据误差的概念和种类。

　　２２　基本知识点

表２１　基本知识点梳理

章　　节 主　要　内　容 学　习　要　点

２．１　数据的来源

数据的间接来源

◆ 二手资料获取的主要渠道

◆ 二手资料的特点与作用

◆ 二手资料的评估

数据的直接来源
◆ 一手资料获取的方法

◆ 调查数据和实验数据的概念

２．２　调查数据

搜集数据的具体方式

◆ 概率抽样的概念和特点

◆ 概率抽样的方式

◆ 非概率抽样的概念和特点

◆ 非概率抽样的方式

搜集数据的基本方法
◆ 自填式、面访式、电话式的概念与特点

◆ 数据搜集方法的选择

２．３　实验数据

实验组和对照组
◆ 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概念

◆ 实验组和对照组的选择

实验中的若干问题
◆ 注意人的意愿、心理问题、道德问题对实验的

影响

２．４　数据的误差

抽样误差 ◆ 抽样误差的概念及影响因素

非抽样误差

◆ 非抽样误差的概念及其类型

◆抽样框误差、回答误差、无回答误差、调查员误

差、测量误差的概念

误差的控制 ◆ 误差控制的方法



　　２３　重难点解析

１．统计数据的来源

统计数据的来源主要有两条渠道，一是数据的间接来源，二是数据的直接来源。

数据的间接来源亦称二手资料，是指由别人通过调查或者实验的方式搜集的，使用者只

是找到它们并对这些信息重新加工、整理，使之成为统计分析可以使用的数据。从搜集的范

围看，间接数据可以取自系统外部，也可以取自系统内部。系统外部数据主要来源于各种出

版物、各类机构和各级政府统计网站所公布的统计公报、统计分析报告和统计数据资料。系

统内部数据主要来源于业务资料，即与业务经营活动有关的各种单据、记录，经营活动中产

生的各种统计报表，以及各种财务、会计核算和分析的资料等。二手数据搜集的成本低，搜

集方便、快捷，比较容易，但有时针对性不够。

数据的直接来源亦称一手资料，是指通过自己的调查或者实验活动，直接获取的第一手

数据，包括调查数据和实验数据。通过调查方法获得的数据称为调查数据，通过实验方法得

到的数据称为实验数据。一手数据通过调查或者实验取得，因此，搜集数据的成本比较高，

耗费的人力、物力也比较大，但数据针对性比较强。

是采用一手数据还是采用二手数据，要根据具体的时间、人力、物力、调查费用以及搜集

资料的难易程度等情况而定。

２．概率抽样与非概率抽样

表２２　概率抽样与非概率抽样比较表

抽样

类型
特　　点 常见抽样方式 含　　　　义

概率

抽样

１．按随机原则抽取样本

２．能对总体进行参数估计

３．技术含量高、抽样成本高

４．适合掌握总体的数量特征

简单随机抽样 　从总体中随机抽取个体单位组成样本进行调查

分层抽样

　将抽样单位按照某种特征或某种规划进行分类

（得到不同的层），再从不同的层中随机抽取样本进

行调查

整群抽样
　从总体中随机抽取群，然后对中选群中的所有单

位进行全面调查

系统抽样

　将总体中各单位按一定顺序排列，根据抽选间

隔，随机确定一个单位作为起始单位，然后按照一

定的规则，每隔一定的间隔抽取一个单位的一种抽

样方式

多阶段抽样

　随机抽选群，然后再从中选群中随机抽取抽样单

位，若此时抽样结束，则是两阶段抽样。若抽样的

段数增多，就是多阶段抽样

非概率

抽样

１．不按随机原则抽取样本

２．不能对总体进行参数估计

３．操作简便、时效快、成本低

４．适合做探索性研究

方便抽样
　依据方便的原则，自行确定入抽样本的单位。例

如，街头拦截式调查

判断抽样

　根据经验、判断和对研究对象的了解，有目的地

选择一些单位作为样本。有重点抽样、典型抽样和

代表抽样等

自愿样本
　被调查者自愿参加，成为样本之一，向调查人员

提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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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抽样

类型
特　　点 常见抽样方式 含　　　　义

非概率

抽样

１．不按随机原则抽取样本

２．不能对总体进行参数估计

３．操作简便、时效快、成本低

４．适合做探索性研究

滚雪球抽样

　用于对稀少群体的调查。首先选择部分调查单

位进行调查，然后再由这些调查单位推荐其他的调

查单位并进行调查，可类推下去

配额抽样
　将总体按照某一特征分为若干类，然后在每类中

采用方便抽样或者判断抽样的方式选取样本单位

　　３．抽样框

抽样框是指对所有总体单位列出名册或排序编号，以确定总体的抽样范围和结构。进

行概率抽样，需要抽样框。设计出了抽样框后，便可采用抽签的方式或按照其他随机抽样方

法来抽选必要的单位数。若没有抽样框，则不能计算样本单位的概率，从而也就无法进行概

率选样。

常见的抽样框如大学学生花名册、城市黄页里的电话列表、工商企业名录、街道派出所

里居民户籍册、意向购房人员信息册等。在没有现成的名单的情况下，可由调查人员自己编

制。应该注意的是，在利用现有的名单作为抽样框时，要先对该名录进行检查，避免有重复、

遗漏的情况发生，以提高样本对总体的代表性。

抽样框由抽样单位组成，或者说构成抽样框的单位称为抽样单位。抽样单位与总体单

位有时一致，有时不一致。在简单随机抽样中，抽样单位即为总体单位（构成总体的最小单

位）；而在整群抽样中，群即为抽样单位，而群可能包含相当多的总体单位。例如，在对某地

居民的手机调查中，我们抽中一栋居民楼，居民楼是抽样单位，而楼中的每个居民就是总体

单位，这时，抽样单位与总体单位是不一致的。又如，要从１００００名职工中抽出２００名组成

一个样本，则先对１００００名职工的名册进行编号组成抽样框，每个编号对应一名职工，然后

可按随机原则（如随机数表法），抽出２００个编号，即２００名职工构成样本。这里，每个职工

既是抽样单位，又是总体单位，它们是一致的。

构造一个好的抽样框是抽样设计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调查对象确定后，通常可以选

取不同的资料构造抽样框。例如，上述对某地居民的手机调查，抽样框可以是某地居民的名

单编号（抽样一次完成），也可以是某地居民楼的编号（先抽居民楼，再从选中居民楼中抽取

居民，抽样两次完成）。在这种情况下，设计人员应该选择与调查内容最贴切、搜集资料最便

捷的抽样框。

４．数据搜集方法的选择

数据搜集的方法有自填式、面访式和电话式。不同的搜集数据方法有不同的特点（见表

２．３），没有哪一种方法在所有方面是最好的。例如，面访式的回答率最高，自填式的回答率

最低，但是面访式的调查成本也是最高的，而自填式的调查成本最低；有形辅助物的使用对

调查是有帮助的，在面访调查时可以向被调查者展示产品样本或者广告等，但是电话调查对

其的使用则受到限制。因此，在数据搜集使用方法的选择时要根据调查所需信息的性质、调查

对象的特点、对数据质量和回答率的要求，以及预算费用和时间要求等多方面因素综合而定。

各种方法的使用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有时可以将各种方法结合起来使用。例如，先邮寄问卷给

受访者，让其自填问卷搜集数据，再对没有返回问卷的受访者进行电话追访或者面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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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３　各种搜集数据方法的特点

项　目 自填式 面访式 电话式

调查时间 慢 中等 快

调查费用 低 高 低

问卷难度 要求容易 可以复杂 要求容易

有形辅助物的使用 中等利用 充分利用 无法利用

调查过程控制 简单 复杂 容易

调查员作用的发挥 无法发挥 充分 一般发挥

回答率 最低 较高 一般

　　５．数据误差的种类

数据的误差是指通过调查搜集到的数据与研究对象真实结果之间的差异，包括抽样误

差和非抽样误差两大类。

（１）抽样误差。抽样误差是所有样本可能的结果与总体真值之间的平均差异。抽样误

差是一种随机性误差，存在于概率抽样中。只要采用概率抽样，抽样误差就不可避免。影响

抽样误差的因素有两个，一个是样本量，另一个是总体的变异性。当样本量越大时，抽样误

差就越小；当总体的变异性越大时，抽样误差就越大。

（２）非抽样误差。非抽样误差是指除抽样误差之外的，由于其他原因引起的样本观察

结果与总体真值之间的差异。无论是概率抽样与非概率抽样，或是全面调查中，都可能产生

非抽样误差。常见的非抽样误差类型有以下几种。

① 抽样框误差。由于抽样框的不完善所造成的误差，称为抽样框误差。

② 回答误差。回答误差是指被调查者在接受调查时给出的回答与真实情况不符所造

成的误差。导致回答误差的原因有多种，主要有理解误差、记忆误差和有意识误差。

③ 无回答误差。无回答误差是指被调查者拒绝接受调查，或者调查时被访者不在家，

或者电话调查时没有人接电话，或邮寄调查时地址写错，或被调查者搬家无法收到问卷，或

问卷丢失等原因无法接受调查。

④ 调查员误差。调查员误差是指由于调查员的粗心，在记录调查结果时出现错误等原

因而产生的误差。

⑤ 测量误差。测量结果减去被测量的真值所得的差，称为测量误差。如果调查与测量

工具有关，则很有可能产生测量误差。影响测量误差的因素有仪器误差、观测误差和外界条

件的影响等。

　　２４　思考题全解（见原书犘３４）

思考题２１　什么是二手资料？使用二手资料需要注意些什么？

答：二手资料，也就是数据的间接来源，是指由别人通过调查或者实验的方式搜集的，

使用者只是找到它们并对这些信息重新加工、整理，使之成为统计分析可以使用的数据。

二手资料的搜集比较容易，采集数据的成本低，搜集方便、快捷，但也有很大的局限性，

有时针对性不够强。因此，在使用二手资料前，先要对二手资料进行评估，考察其是否符合

当前研究的需要。其次，在使用二手资料时，要注意数据的定义、含义、计算口径和计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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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避免错用、误用、滥用。在引用二手数据时，应注明数据的来源，以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思考题２２　比较概率抽样和非概率抽样的特点。举例说明什么情况下适合采用概率

抽样，什么情况下适合采用非概率抽样。

答：概率抽样也称随机抽样，是指遵循随机原则进行的抽样，总体中每个单位都有一定

的机会被选入样本。它具有下面几个特点：首先，抽样时是按一定概率以随机原则抽取样

本。所谓随机原则就是在抽取样本时排除主观意识抽取调查单位，使每个单位都有一定的

机会被抽中。其次，每个单位被抽中的概率是已知的或可以计算的。最后，当用样本对总体

目标量进行估计时，要考虑到每个样本单位被抽中的概率。

非概率抽样是指抽取样本时不是依据随机原则，而是根据研究目的对数据的要求，采用

某种方式从总体中抽出部分单位对其实施调查。非概率抽样的特点是操作简单、时效快、成

本低，而且对于抽样中的专业技术要求不是很高。

概率抽样的技术含量和成本都比较高。如果调查的目的在于掌握和研究总体的数量特

征，得到总体参数的置信区间，就使用概率抽样。例如，对某地区常住居民的生活水平情况

进行调查，可以采用概率抽样，因为常住居民的信息可以从相关部门得到，从而可以编制抽

样框进行抽样。

非概率抽样适合探索性的研究，调查结果用于发现问题，为更深入的数量分析提供准

备。例如，通过典型抽样选择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青少年犯罪者，进而分析青少年犯罪的一般

规律。这时，样本的选取不是随机的，是有一定主观意识，样本的好坏取决于调研者的判断、

经验、专业程度和创造性。非概率抽样也适合市场调查中的概念测试，如产品的包装测试、

广告测试等。

有时在一项项目的研究中，也可以把概率抽样和非概率抽样相结合，发挥它们各自的特

点，以满足研究中的不同需求。

思考题２３　调查中搜集数据的方法主要有自填式、面访式、电话式。除此之外，还有哪

些搜集数据的方法？

答：搜集数据的方法还有观察式、实验式等方法。

观察式是指调查人员在现场对调查对象进行观察并获取相关信息。在观察过程中，调

查人员所处的地位是被动的，也就是说调查人员对所观察的事件或行为不加以控制或干涉。

例如，研究新产品上市后，消费者对新产品的反应情况，可以利用观察式，在商场直接观察消

费者并获取相关数据。

实验式是指调查人员利用一定的设施，控制一定的条件，并通过专门仪器进行测试和记

录，从而获取实验数据的一种方法。例如，对新药的研究，可以通过实验式对小白鼠试验，不

断改变药品的剂量，并通过仪器观察其在不同剂量下各种常规性指标的变化，从而推断最适

合的剂量为人们所用。

思考题２４　自填式、面访式、电话式调查各有什么利弊？

答：自填式优点：调查组织者管理容易，成本低，可以进行较大规模调查，被调查者可以

选择方便的时间答卷，以减少被调查者回答敏感问题的压力。缺点：问卷返回率低，不适合

结构复杂的问卷调查，调查时间长，在数据搜集过程中遇到问题不能及时调整。

面访式优点：问卷设计中可采用更多的技术手段，使得调查问题的组合更为科学、合

理；在数据搜集过程中遇到问题可以及时解释和调整，问卷回答率高，数据质量高；可以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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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合理安排调查人员，以便对数据搜集所花费的时间进行调节。缺点：调查成本比较高，

对调查过程的质量控制有一定难度。对于敏感问题，被访者会有压力。

电话式优点：速度快，对调查员比较安全，对访问过程的控制也比较容易。缺点：实施

地区有限，调查时间不宜过长，问卷要简单，被访者不愿回答时，不宜劝服。

思考题２５　请举出（或设计）几个实验数据的例子。

答：对两个班级的同学，用不同的教学法施教，观察不同教学法对学生掌握知识程度的

影响。使用新旧技术的机器生产产品，以检验新旧技术的机器对组装同一产品所需时间的

影响。

思考题２６　你认为应当如何控制调查中的回答误差？

答：回答误差是指被调查者在接受调查时给出的回答与真实情况不符所造成的误差。

导致回答误差的原因有多种，主要有理解误差、记忆误差和有意识误差。

对于理解误差，要注意问题表述中的措辞要清晰，使被调查者对问题的理解趋于一致。

另外，要有一些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尽量从被调查者的心理出发设计问题，这样，被调查者才

能理解这些问题的含义，问卷回答的质量才会提高，从而减少理解误差。对于记忆误差，要

尽量缩短所涉及问题的时间间隔，以减少记忆误差。对于有意识误差，调查人员要想办法打

消被调查者的思想顾虑，如实回答；调查人员要遵守职业道德，为被调查者保密；调查中尽量

避免敏感问题。

思考题２７　怎样减少无回答？请通过一个例子，说明你所考虑到的减少无回答的具体

措施。

答：无回答误差是指被调查者拒绝接受调查，或调查时被访者不在家，或电话调查时没

有人接电话，或邮寄调查时地址写错，或被调查者搬家无法收到问卷，或问卷丢失等原因无

法接受调查。

无回答误差有时是随机的，有时是系统的。如果无回答误差是随机的，可以通过增加样

本容量来控制。如果无回答误差是系统性误差，一方面要做好预防，在调查前做好各方面的

准备工作，尽量把无回答率降到最低程度；另一方面，在无回答出现后，分析无回答产生的原

因，采取补救措施。比如要收回１００份问卷，就要做好１２０份或１３０份问卷的准备，当被调

查者不愿意回答时，可以通过一定的方法劝服被访者，还可以通过馈赠小礼品等方式来提高

回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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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章

数据的图表展示

　　３１　学习目标

　　■ 掌握数据的预处理方法，包括数据的审核、筛选和排序等；

　　■ 掌握品质数据和数值型数据的整理与展示方法；

　　■ 了解如何合理使用图表。

　　３２　基本知识点

表３１　基本知识点梳理

章　　节 主　要　内　容 学　习　要　点

３．１　数据的预处理

数据审核

数据筛选

数据排序

数据透视表

◆ 原始数据的审核：完整性和准确性

◆ 二手数据的审核：适用性和时效性

◆ 数据筛选的概念

◆ 用Ｅｘｃｅｌ筛选的方法

◆ 数据排序的概念

◆ 不同类型数据用Ｅｘｃｅｌ排序的方法

◆ 数据透视表的用途

◆ 用Ｅｘｃｅｌ进行数据透视

３．２　品质数据的整理与展示

分类数据的整理与图示

顺序数据的整理与图示

◆ 频数、频率、比例、百分率、比率的概念

◆ 用Ｅｘｃｅｌ制作分类数据的频数分布表

◆ 分类数据的图示：条形图、帕累托图、饼图、环

形图

◆ 用Ｅｘｃｅｌ制作各种图形

◆ 累积频数和累积频率的概念

◆ 累积频数分布图

３．３　数值型数据的整理与展示

数据分组

数值型数据的图示

◆ 数据分组、等距分组、不等距分组、组距、组中

值等概念

◆ 分组的方法与频数分布表的编制

◆ 用Ｅｘｃｅｌ制作频数分布表

◆ 直方图、茎叶图和箱线图的绘制

◆ 线图与雷达图的绘制

◆ 用Ｅｘｃｅｌ制作各种图形



续表

章　　节 主　要　内　容 学　习　要　点

３．４　合理使用图表

鉴别图形优劣的准则

统计表的设计

◆ 好的图形应具有的特征

◆ 鉴别图形优劣的准则

◆ 统计表的构成要素

◆ 设计统计表的注意点

　　３３　重难点解析

１．数据的预处理

数据的预处理是指在数据分类或分组之前对数据进行的一些处理，内容包括数据的审

核、筛选、排序等。

（１）数据的审核。数据审核就是检查数据中有无错误，可分为对原始数据的审核和对

二手数据的审核。

对于原始数据，主要从完整性和正确性两方面去审核。完整性审核主要是检查应调查

的单位或个体有无遗漏，所有的调查项目填写是否齐全等；正确性审核主要是检查数据有无

错误，是否存在异常值等。对于异常值，要鉴别其是否属于记录时的错误，若是，则应及时予

以纠正。

对于二手数据，主要审核数据的适用性和时效性。适用性审核主要是搞清楚数据的来

源、数据的计算口径以及有关的背景资料，以确定其是否符合分析研究的需要；时效性审核

主要是考虑数据是否过于滞后，失去研究的意义。

（２）数据的筛选。数据的筛选是根据需要找出符合特定条件的某类数据。比如，在学

生数据库中，找出生源地来自江苏的学生信息，或者找出入学成绩在５００分以上的学生信

息等。

（３）数据的排序。数据的排序是指按一定的顺序将数据排列，以便研究者通过浏览数

据发现一些明显的特征与趋势，找出解决问题的线索。另外，排序还有助于对数据检查纠

错，以及为重新归类或者分组等提供方便。对于分类数据，可以进行升序排序或者降序排

序；对于数值型数据，排序只有递增和递减。无论哪种数据，都可以利用Ｅｘｃｅｌ或者ＳＰＳＳ进

行排序。

（４）数据透视表。数据透视表是一种交互式的表，可以进行某些计算，如求和与计数

等。利用数据透视表，可以对数据表的重要信息按使用者的习惯或分析要求进行汇总和作

图，形成一个符合需要的交叉列联表。利用Ｅｘｃｅｌ制作的数据透视表可以动态地改变其版

面布置，以便按照不同方式分析数据，也可以重新安排行号、列标等字段。每一次改变版面

布置时，数据透视表会立即按照新的布置重新计算数据。另外，如果原始数据发生更改，则

可以更新数据透视表。

２．数据的整理与展示

在对数据进行整理时，不同类型的数据，所采取的处理方式和所适用的处理方法是不

同的。品质数据主要做分类整理，对数值型数据主要是做分组处理。品质数据包括分类

数据和顺序数据，在整理时，它们在整理和图形展示的方法上大多是相同的，略微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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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

（１）分类数据的整理与图示。对于分类数据的整理，可以计算分类后各组的频数或

频率，形成频数分布，生成频数分布表或者交叉频数分布表。图形展示可以用条形图、帕

累托图、饼图等。如果有多个总体或多个样本的分类相同且问题可比，还可以用环形图

表示。

（２）顺序数据的整理与图示。上述介绍的频数分布表和图示的方法，都适用于顺序数

据。但是，顺序数据的整理还可以计算累积频数和累积频率（百分比），并可以编制累积频数

分布图（向上累积分布图和向下累积分布图）。

（３）数值型数据的整理与图示。上述介绍的分类数据与顺序数据的整理与图示方

法，也都适用于数值型数据。但是，数值型数据还有特定的整理和图示的方法，它们并不

适用于分类数据与顺序数据。如直方图、茎叶图、箱线图、线图等，并不适用于品质数据的

展示。

数值型数据的整理主要是分组处理。数值型数据在分组时，可以进行单变量分组和组

距分组；组距分组又可以分为等距分组和不等距分组。分组后，可以计算各组的频数、频率

或者累积频数、累积频率（或累计频率）等，形成频数分布表。

数值型数据的图示，除了上面介绍的条形图、饼图、累积分布图等，还有直方图、茎叶图、

箱线图、线图、散点图等。对于分组数据，可以用直方图展示；对于未分组数据可以用茎叶

图、箱线图展示；对于时间序列数据，可以用线图来展示；对于多变量的数据，可以用散点图、

气泡图或雷达图来展示。

数据的类型和展示的方法总结如图３．１所示。

图３．１　数据的类型和展示的方法

３．组距分组频数分布表的编制

对于数值型数据的组距分组，如果采用手工分组，可以先对数据进行排序，然后进行编

制频数分布表，具体步骤如下。

（１）确定组数。分组的目的是观察数据分布的特征，分多少组为宜，是根据分组后能否

显示数据的分布特征和规律而言的。因此，有时分组不是一次完成的。一般情况下，分组的

组数为５～１５组，分组不宜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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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分组时，可以按斯特奇斯（Ｓｔｕｒｇｅｓ）提出的经验公式来确定组数犽：

犽＝１＋
ｌｇ狀

ｌｇ２

其中狀是样本数或者总体单位数。

（２）确定组距。组距是一组的上限与下限之差。可以根据数据的最大值、最小值以

及组数来确定组距，即组距＝（最大值－最小值）÷组数。例如，一组数据的最大值为

２００，最小值为５０，组数为５组，则组距可以定为３０。组距和组数互相制约，组数多则组

距小，组数少则组距大。当然，可以采用等距分组，也可以根据数据的特点采用不等距

分组。

（３）组限的确定。确定组限时应注意：最小组的下限应低于或等于数据的最小值，而最

大组的上限应高于或等于数据的最大值。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把所有的数据都包括在各组

中，必要时，第一组和最后一组可采用开口组（如成绩分组可以用６０分以下或者９０分以上

的开口组）。

组距分组时，需要遵循不重不漏的原则。不重是指一项数据只能分在其中的某一组，不

能在其他组中重复出现；不漏是指组别能够穷尽，即在所分得全部组别中每项数据都能分在

其中的某一组，不能遗漏。因此，为了解决不重问题，统计分组时规定“上组限不在内”原则，

即当相邻组的上、下限重叠时，上限值不计算在本组，而计算在下一组中。对于离散变量，可

以采用顺序两个整数作为相邻组的上、下限来解决不重的问题，如年龄可以用１０～１９岁、

２０～２９岁等来编制组限。对于连续变量，可以采用同一个数据作为相邻组的上、下限，也即

组限重叠的方法，并根据“上组限不在内”原则解决不重的问题。

（４）根据分组整理成频数分布表。组限确定后，分组也就很明确了，这时可以将各组的

数据归类，并进行计算频数、频率或累积频数、累积频率等，就可以整理成频数分布表。

　　３４　思考题全解（见原书犘６６）

思考题３１　数据的预处理包括哪些内容？

答：（１）数据的审核，主要检查数据中有无错误。

（２）数据的筛选，根据需要找出符合条件的数据。

（３）数据的排序，按照升序或降序，寻找数据的基本特征。

（４）制作数据透视表，可对数据表的重要信息按使用者的习惯或分析要求进行汇总和

作图，形成一个符合需要的交叉列联表。

思考题３２　分类数据和顺序数据的整理和图示方法各有哪些？

答：分类数据在整理的时候先列出所分的类别，再计算各组的频数、频率，得到频数分

布表，如果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变量可以制作交叉列联表。对于分类数据可以绘制条形图、帕

累托图、饼图、环形图等。根据不同的资料或目的选择不同的图形。

顺序数据在整理时先按类别分组，然后计算各组的频数、频率或累积频数、累积频率，得

到相应的频数分布表。分类数据的频数分布表和图示的方法都适用于顺序数据。但是，顺

序数据的整理还可以计算累积频数和累积频率（百分比），并可以编制累积频数分布图（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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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积分布图和向下累积分布图）。

思考题３３　数值型数据的分组方法有哪些？简述组距分组的步骤。

答：数值型数据分组的方法有单变量值分组和组距分组。单变量值分组是把每一个变

量值作为一组，适用于离散变量，且变量值个数较少时。连续变量或者离散变量且变量值个

数较多时，通常做组距分组，它是将全部变量值依次划分为若干个区间，并将一个区间的变

量值作为一组。

编制组距分组的步骤如下：第一步，确定组数。组数多少由数据的多少和数据自身的

特点等决定，一般５～１５组较为适宜。第二步，确定各组组距。组距是一组的上限与下限之

差。可以根据数据的最大值、最小值以及组数来确定组距，即组距＝（最大值－最小值）÷组

数。可以采用等距分组，也可以根据数据的特点采用不等距分组。组距宜取５或１０的倍

数。第三步，根据分组整理出频数分布表，并注意遵循“不重不漏”和“上组限不在内”的

原则。

思考题３４　直方图与条形图有何区别？

答：直方图与条形图的区别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描述。

（１）条形图是用条形的长度表示各类别频数或者频率的多少，其宽度固定，没有实际意

义；直方图是用矩形的高度表示各组频数或频率的多少，宽度表示组距，高度与宽度都有

意义。

（２）直方图各矩形连续排列，条形图的各个条形是分开排列的。

（３）条形图主要展示分类数据或顺序数据的频数分布，直方图主要是展示数值型数据

的频数分布。

思考题３５　绘制线图应注意哪些问题？

答：（１）一般将时间绘在横轴，观测值绘在纵轴。

（２）一般应绘成横轴略大于纵轴的长方形，其长宽比例大致为１０∶７。

（３）纵轴下端一般从“０”开始，以便于比较。如果数据与“０”之间的距离过大，可以采取

折断的符号将纵轴折断。

思考题３６　饼图和环形图有什么不同？

答：（１）饼图只能显示一个样本或总体中各部分数据占全部数据的比例；环形图可以同

时绘制多个样本或总体各部分所占比例，每个样本或总体用一个环来表示，样本或总体中的

部分数据用环中的一段来表示。

（２）饼图主要用于单个样本或总体的结构性研究；环形图主要用于多个样本或总体的

构成比较研究。

思考题３７　茎叶图与直方图相比有什么优点？它们的应用场合是什么？

答：茎叶图类似于横置的直方图，与直方图相比，茎叶图既能给出数据的分布情况，又

能给出每一个原始数据，即保留了原始数据的信息。而直方图虽然能很好地显示数据的分

布，但不能保留原始数据的数值。

在应用方面，直方图通常适用于大批量数据，而茎叶图通常适用于小批量数据。

思考题３８　鉴别图表优劣的准则有哪些？

答：塔夫特提出的五条鉴别图形优劣的准则如下：

（１）一张好图应当精心设计，有助于洞察问题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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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一张好图应当能使复杂的观点得到简明、确切、高效的阐述。

（３）一张好图应当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少的笔墨向读者提供最大量的信息。

（４）一张好图应当是多维的。

（５）一张好图应当能表述数据的真实情况。

思考题３９　制作统计表应注意哪几个问题？

答：（１）要合理安排统计表结构，比如行标题、列标题、数据资料的位置应安排合理。

（２）表头一般包括表号、总标题和表中数据的单位等内容。总标题应简明确切地概括

出统计表的内容，一般需要说明统计数据的时间（Ｗｈｅｎ）、地点（Ｗｈｅｒｅ）以及何种数据

（Ｗｈａｔ），即标题内容应满足３Ｗ要求。

（３）如果表中的全部数据都是同一计量单位，可放在表的右上角标明，若各指标的计量

单位不同，则应放在每个指标后或单列出一列标明。

（４）表中的上、下两条线一般用粗线，中间的其他线要用细线，左右两边通常不封口，列

标题之间可用竖线隔开，而行标题之间通常不必用横线隔开。表中的数据一般是右对齐，有

小数点时应以小数点对齐，而且小数点的位数应统一。对于没有数字的表格单元，一般用

“—”表示，一张填好的统计表不应出现空白单元格。

（５）在使用统计表时，必要时可在表的下方加上注释，特别要注意注明资料来源，以表

示对他人劳动成果的尊重，方便读者查阅使用。

　　３５　练习题全解（见原书犘６６）

练习题３１　为评价家电行业售后服务的质量，随机抽取了由１００个家庭构成的一个样

本。服务质量的等级分别表示为：Ａ． 好；Ｂ． 较好；Ｃ． 一般；Ｄ． 较差；Ｅ． 差。调查结果

如下：

Ｂ Ｅ Ｃ Ｃ Ａ Ｄ Ｃ Ｂ Ａ Ｅ

Ｄ Ａ Ｃ Ｂ Ｃ Ｄ Ｅ Ｃ Ｅ Ｅ

Ａ Ｄ Ｂ Ｃ Ｃ Ａ Ｅ Ｄ Ｃ Ｂ

Ｂ Ａ Ｃ Ｄ Ｅ Ａ Ｂ Ｄ Ｄ Ｃ

Ｃ Ｂ Ｃ Ｅ Ｄ Ｂ Ｃ Ｃ Ｂ Ｃ

Ｄ Ａ Ｃ Ｂ Ｃ Ｄ Ｅ Ｃ Ｅ Ｂ

Ｂ Ｅ Ｃ Ｃ Ａ Ｄ Ｃ Ｂ Ａ Ｅ

Ｂ Ａ Ｃ Ｄ Ｅ Ａ Ｂ Ｄ Ｄ Ｃ

Ａ Ｄ Ｂ Ｃ Ｃ Ａ Ｅ Ｄ Ｃ Ｂ

Ｃ Ｂ Ｃ Ｅ Ｄ Ｂ Ｃ Ｃ Ｂ Ｃ

　　要求：

（１）指出上面的数据属于什么类型。

（２）用Ｅｘｃｅｌ制作一张频数分布表。

（３）绘制一张条形图，反映评价等级的分布。

（４）绘制评价等级的帕累托图。

解：（１）表中数据属于顺序数据。

（２）用Ｅｘｃｅｌ制作一张频数分布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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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等级评价频数分布表

服务等级 家庭数目（个） 频率（％）

好（Ａ） １４ １４

较好（Ｂ） ２１ ２１

一般（Ｃ） ３２ ３２

较差（Ｄ） １８ １８

差（Ｅ） １５ １５

合　计 １００ １００

　　（３）评价等级的条形图如下。

服务等级的条形图

（４）评价等级的帕累托图如下。

服务等级的帕累托图

练习题３２　某行业管理局所属４０个企业２００２年的产品销售收入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１５２ １２４ １２９ １１６ １００ １０３ ９２ ９５ １２７ １０４

１０５ １１９ １１４ １１５ ８７ １０３ １１８ １４２ １３５ １２５

１１７ １０８ １０５ １１０ １０７ １３７ １２０ １３６ １１７ １０８

９７ ８８ １２３ １１５ １１９ １３８ １１２ １４６ １１３ １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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