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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分析测试中，质量对不同的人员具有不同的含义：对于检测机构的管理
者而言，质量意味着风险；对于测试人员而言，质量意味着工作与责任；对于数据
使用者而言，质量又意味着产品的品质，影响决策的水平。 伴随着对实验室质量

工作重要性认识的不断深入，分析工作者对于典型的质量管理与控制手段的认

识不断加深，进而提出了分析测试中的黄金法则，如实验室定期参加能力验证计

划；使用经过确认的分析方法；依靠有证参考物质进行校准和方法的确认；实施

有效的内部质量控制措施；获得犐犛犗１７０２５认可；等等。 近年来，中国合格评定
国家认可委员会（犆犖犃犛）不断吸纳国外实验室先进的管理理念，通过更新文件、
增加要求等方式，对国内实验室质量管理不断提出更高的要求。

但当前的实验室质量工作中仍存在一些困难，有些是理论层面的，有些是实

践层面的。

理论层面，单以概念来说，化学分析中质量控制工具很多，涉及诸多复杂且

交叉的术语， 典 型的如： 验 证 （狏犲狉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 确 认 （狏犪犾犻犱犪狋犻狅狀）、 重 复 性
（狉犲狆犲犪狋犪犫犻犾犻狋狔）、 再现性 （狉犲狆狉狅犱狌犮犻犫犻犾犻狋狔）、 检出限 （犱犲狋犲犮狋犻狅狀犾犻犿犻狋）、 定量限
（狇狌犪狀狋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犾犻犿犻狋）、准确度（犪犮犮狌狉犪犮狔）、正确度（狋狉狌犲狀犲狊狊）、偏倚（犫犻犪狊）、测量不
确定度（犿犲犪狊狌狉犲犿犲狀狋狌狀犮犲狉狋犪犻狀狋狔）、误差（犈狉狉狅狉）等。 许多术语在使用过程中缺少
规范的定义，有时沟通者使用错误的术语；有时用同一个词指代不同的行为或对
象；有时，同一行为或对象用不同的术语表示。 以我国国家标准体系而言，也存

在术语不统一的问题，如犌犅／犜６３７９中的“再现性”在犌犅／犜２７４１１中称为“复现
性”；犌犅／犜６３７９中的“中间精密度”在犌犅／犜２７４１１—２０１２中被称为“期间精密
度”。 其他，诸如“确认”与“验证”之辨，更是概念应用中的“重灾区”。 因而，在加

强实验室规范管理的过程中，迫切需要对术语的统一理解与协调使用，并对相关

管理行为背后的基本逻辑具备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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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层面，往往存在操作与理念的脱节，条款性的要求如何通过实验室操作

予以实现，成为实验室管理者面临的一项重要议题。 实验室分析操作人员，经常

过度依赖统计工具，忽略所在领域的专业特色，忽视对数据结构的分析，也不甚

关注各类统计工具的适用性条件，经常使用精细的分析得到错误的结论。

本书结合分析检测实验室工作实际，从质量控制基础理念出发，总结了实验

室质量控制过程中常用的技术手段，对于分析实验室质量控制工作的开展具有

很强的实用价值。

本书由陈俊水编著，参加编写的有朱志秀、费旭东、陈青、张继东、魏宇锋、顾

中怡、蔡婧、李洪涛。

质量控制工作内容浩瀚，工具繁多，无法详尽，本书编者基于实际工作经验

选择了５个方面１０种工具（本书的５部分１０章）进行了介绍，这些内容对于分
析检测实验室，特别是化学分析测试实验室，具有很强的指导和实用价值，对于

其他领域的检测工作，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因作者水平所限，不足之处在所

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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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
一
部
分

第１～２章构成了本书的第一部分，即数据中体现出的变异、离群值的检
验和处理。

第１章介绍了化学分析测试中经常存在的变异来源，总结了对标准偏差
进行计算、估算的方法，重点引入了汤姆孙变异分层模型，该模型对于认识变
异的分层排布、质量控制及试验设计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第２章围绕经常存在的离群值展开，介绍了一维数组及分层数组中离群
值的检验方法，离群值检验中发现的离群值既可能是正常变异的极端展示，
也可能源于测试中存在的偶发错误，这就要求分析人员不能简单地根据统计
检验信号直接采取删除或修改的行动，而应当对离群值的产生原因进行分
析，只有确定了原因，才能对离群数据及所在数组进行适当的处理。对于可
能存在离群值的数据，也可以采用稳健算法进行处理，降低极端值的影响，从
而在不删减结果的基础上完成数据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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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


章


分析测试中的变异及其表述

分析测试的目的在于获取被测试对象的最佳估计值。作为科学决策的重要
依据，测试结果的可靠性日益受到重视。与生产系统受制于依存关系和因统计
波动而复杂化一样，由人员、仪器装置、方法、试剂物料、环境等要素构成的测试
系统，其组成要素在正常情况下不可避免会发生变化，导致测试结果在一定范围
内呈现随机性变化；而人员操作等方面的失误又会带来偶发错误，使得结果的适
用性受到怀疑。本章介绍了分析测试中各种变异的来源及其表示，并利用汤姆
孙模型探讨了实验室质量控制的一般注意事项。

１．１　测试误差及其类型
测试系统的变动引起测试结果（狓）对真值（μ）的偏离，通常用误差（犈）表示。

由于真值不可知，根据误差概念式（１１），误差也不可知。然而，通过仔细研究测
试系统的性质，可以近似评估出误差的大小。

犈＝狓－μ （１１）

!"!"!! "#$%&'($%

根据来源及表现不同，误差常被分为系统误差和随机误差。这两个术语已
成为分析测试相关标准及文献中广泛使用的术语。系统误差又叫规律误差，其
通常表现是：在一定的测量条件下，对同一个被测量进行多次重复测试时，误差
值的大小和符号（正值或负值）均保持不变；或者在条件变化时，误差值的大小或
符号按一定规律变化。随机误差则表现为：在实际相同条件下，多次测试同一被
测量时，误差的绝对值和符号均无法准确预测，而是呈现出一定的统计分布规
律。因而，通常认为系统误差是恒定的，而随机误差则呈现为随机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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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误差通常表现恒定，因此可以利用适当的参照物（如有证参考物质）来
评估系统误差，获取测试系统的偏倚（测试期望值对参照值的偏离），并根据需要
对测试结果进行必要的修正。随机误差虽然无法准确预测，但其分布一般符合
特定的统计规律，正态分布是最常用的随机误差的分布模型，其分布图形为对称
的钟形曲线。对随机误差进行评估可量化、表征测试过程中的变异，从而发现决
定性的因素。

　图１１　实验室间研究结果分布
示意图

系统误差和随机误差字面上的区别非常明
显，易于得到区分。但在实际操作中，两者并不
像字面上那样容易区分，从不同的尺度上看时，
两者会互相转换，因此需要借助于具体的环境对
两者进行区分。下面结合实验室间比对研究
（ＩＬＳ）的结果对两者进行说明（图１１）。

设从同一批稳定的测试材料中取得均匀性
样品送五个不同实验室分别进行检测，每个实验
室分别测试五次，结果分布如图１１所示。图中
显示各实验室测试结果所处的位置（平均值）和
分散程度均不相同。均值之间的差异反映了各
实验室测试结果的系统误差，各组数据的分散程
度则反映了各实验室内的随机误差。该示例显
示，任何一个未经表征的数据都无法确保正确的决策，要支撑决策就必须对测试
过程中的系统误差和随机误差进行考察。

!"!"#! )*$%+#,-.

从统计学角度，可利用偏倚（反映系统误差）和精密度（反映随机误差）对结
果的误差进行评估。对同一被测对象进行无限次的检测，各次的检测结果分别
记为狓犻，均值记为狓－，若被测对象的真值为μ（常用有证参考物质的参照值ＣＲＭ
代替），则方法的偏倚为狓－－μ，它反映了系统误差的大小；而单次测试结果的精
密度（利用狓犻－狓－或其变形表示）则反映了随机误差的大小。

１．２　误差的来源———变异
误差往往是根据最终测试结果进行计算进而反映数据质量的，而其产生源

头则在于测试系统构成要素状态的变化，为分析误差产生原因，进而提升数据质
量，需要对变异的来源进行分解，这些变异通常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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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操作人员；
（２）使用的设备、装置；
（３）设备的校准；
（４）环境（温度、湿度、空气污染等）；
（５）测量的时间间隔；
（６）试剂中的杂质等。
即实验室运行过程中的人、机、料、法、环等要素均会引入变异。一般而言，

由不同操作人员在不同设备上进行的测量通常要比在短时间内由同一操作人员
使用相同的设备进行测量产生的变异大。

此外，这些因素所引起的变异的大小也与测量方法的具体类型有关。例如，
在化学常量分析中，操作人员和时间通常是主要影响因素；在化学微量分析中，
设备和环境通常是主要影响因素；而在物理测试中，设备和校准则是常见的主要
影响因素。

因果图（亦称鱼骨图）常用于分析测试过程中的变异来源。图１２以高效液
相色谱分析为例，用因果图说明了变异的可能来源。

图１２　犎犘犔犆分析中变异来源因果图

１．３　偶发错误
测试过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随机误差，而测试系统的偏离也可能引起系统

误差，除此之外，测试过程也可能存在偶发错误或称过失错误。偶发错误的原因
很多，典型的有：

（１）操作人员忘记、重复或错误地加入某种试剂或稀释剂；
（２）操作人员遗漏或错误地实施某个操作步骤；
（３）序列中某个或某几个被测对象不在方法的适用范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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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份样或溶液受到污染，例如器皿清洗得不干净；
（５）某些份样／溶液在操作中不小心造成损失；
（６）结果记录错误等。
偶发错误可能会影响一个测试序列中的一个或几个物料，这种错误难以利

用常规的质量控制措施检测。实验室在操作中可以有计划地采取以下措施来控
制偶发错误：

（１）平行重复：对同一测试序列中的所有样品以完全随机顺序平行检测，并
就对应结果的异常偏离进行检验。

（２）使用参考物质：在每个测试份样中加入固定量的参考物质，该参考物质
可以是方法中的内标物质，参考物质的异常结果可能显示存在偶发错误，该方法
能显示出超出方法适用范围的基体效应。

（３）异常结果：根据以往经验审核结果，根据经验数据确定置信区间（一般
取置信度９５％），对于超出该范围的值进行再分析。最后，再根据决策临界值
（如重复性限、再现性限等）审核数据，对于接近临界值的样品重新进行测试。

１．４　随机变异的描述
当不存在偏倚时，变异表现为数值在一定范围内的变动，该变动使用精密度

予以表示，精密度常用（样本）标准（偏）差和极差进行描述。由于标准差对数据
的利用效率更高，因而应用得最为广泛。

!"$"!! /0123%

总体标准偏差（σ）按下式进行计算：

σ＝
∑
犖

犻＝１
（狓犻－μ）２槡犖 （１２）

式中，μ表示总体均值（期望值）；犖表示重复测试次数，且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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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只能对被测量进行有限次测试，此时可计算得到样本标准差。在给定
的测量条件下，对同一被测量犡进行狀次测量，得到狀个观测值狓犻（犻＝１，
２，…，狀），采用样本标准偏差计算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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狊（狓犻）＝
∑
狀

犻＝１
（狓犻－狓－）２
狀－槡１ （１３）

此式又称为贝塞尔公式，式中，狊（狓犻）的含义为任意一次观测结果狓犻的样本标准
偏差，样本标准偏差是总体标准偏差的一个估计值。这个估计值随所采用的次
数狀的增加而变得更加可靠。其不可靠的程度（狊的相对不确定度）如表１１所
示，或近似表示为 １

２（狀－１槡 ）。

表１１　狊（狓犻）的不可靠程度（狊的相对不确定度）
狀 ３ ４ ７ ９ １３ ５１ ∞

不可靠百分率／（％） ５０ ４０ ３０ ２５ ２０ １０ ０

　　被测量的多次平行、重复测试次数狀通常不会太大，一般为２～６。在这种
情况下，根据贝塞尔公式计算得到的标准偏差很不可靠，应当乘以安全因子犺
（如表１２所示），但这样得到标准差的值往往过大，反而更不可靠。

表１２　计算标准偏差时的安全因子表（ν和犺）
ν 犺 ν 犺 ν 犺
１ ７．０ ４ １．４ ７ １．２
２ ２．３ ５ １．３ ８ １．２
３ １．７ ６ １．２ ≥９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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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样本标准偏差又称组合样本标准偏差，以狊狆表示。由于受测试次数的
限制，直接计算得到的样本标准差的可靠性较低。为提高结果的可靠度，可以通
过两个被测量的测量结果计算任意一次测量结果狓犻的标准差，通过提高测量次
数提高计算结果的可靠性，这种通过多个被测量犡１，犡２，…所得出的狊（狓犻）称
为合并样本标准偏差，记为狊狆（狓犻）。

如果狊狆（狓犻）与犡的大小无关，则犡１，犡２，…的大小虽有相差，但并无关系，
均可用于计算狊狆（狓犻）；如果狊狆（狓犻）与犡的大小有关，则犡１，犡２，…的大小应较
为接近。下面介绍三种利用测试平行结果获得狊狆（狓犻）的计算方式。
１．利用对同一被测量的双平行试验结果计算
按给定的测试方法，对被测量犡平行试验两次的结果分别为狓犻１和狓犻２，若

有犿个这样的试验记录，则共包括２犿个被测量犡的结果，从每次的记录可各
得到一个平行试验的差Δ犻（Δ犻＝狓犻１－狓犻２，犻＝１，２，…，犿），由于各组数据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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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偏差狊（狓犻）与差值Δ犻之间关系可表示为

狊２犻＝Δ
２
犻
２ （１４）

从而可以根据式（１５）计算得到合并标准偏差：

狊狆（狓犻）＝
∑
犿

犻＝１
狊２犻槡犿＝

∑
犿

犻＝１
Δ２犻
２槡犿 （１５）

案例：表１３为两次测试结果之差计算合并标准差示例为２０组平行试验的
测试结果，可以按式（１５）计算得到其合并标准差狊狆（狓犻）＝０．７７８。

表１３　两次测试结果之差计算合并标准差示例

样品
序号犼

测量结果
狓犻１ 狓犻２

差值
Δ犻 Δ２犻 样品

序号犼
测量结果
狓犻１ 狓犻２

差值
Δ犻 Δ２犻

１ ４０．０８４０．５６－０．４８０．２３０４ １１４２．２４４１．２８０．９６０．９２１６
２ ３８．６４４０．５６－１．９２３．６８６４ １２４２．７２４１．５２１．２０１．４４００
３ ３８．８８３８．１６０．７２０．５１８４ １３４１．５２４２．００－０．４８０．２３０４
４ ３８．１６３９．１２－０．９６０．９２１６ １４４１．２８４２．００－０．７２０．５１８４
５ ３９．８４３８．４０１．４４２．０７３６ １５４２．４８４１．０４１．４４２．０７３６
６ ４２．００４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６４２．４８４１．７６０．７２０．５１８４
７ ４２．７２４２．２４０．４８０．２３０４ １７４１．５２４０．５６０．９６０．９２１６
８ ４２．４８４３．４４－０．９６０．９２１６ １８４２．７２４２．７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９ ４２．００４２．４８－０．４８０．２３０４ １９４２．２４４０．８０１．４４２．０７３６
１０４１．２８４０．３２０．９６０．９２１６ ２０４１．５２４３．９２－２．４０５．７６００

２．利用若干个对同一被测量多次平行试验结果计算（分组标准差法）
按给定测试方法，对被测量值犡开展犿组测试，每组测狀犻（犻＝１，２，…，犿）

次，各组的样本内方差分别为狊２犻，则可以对各组数据的样本内方差估计值取平均
的方式计算合并标准差，相关计算式为

狊狆（狓犻）＝
∑
犿

犻＝１
（狀犻－１）狊２犻

∑
犿

犻＝１
（狀犻－１槡 ）

（１６）

当样本量都相等时，式（１６）可简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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狊狆（狓犻）＝
∑
狀

犻＝１
狊２犻槡犿 （１７）

３．利用记录中全部的残差平方和
收集按照同一方法对同一或相近被测量进行测试的相关记录，若共收集犿

张记录，每张记录上有狀次测试的平行结果，此时可不计算狊犻（狓犻）（犻＝１，２，…，
犿），而直接将每张记录中的平行试验结果与其平均值狓－犻（犻＝１，２，…，犿）相减，
则得到犿·狀个残差（犻犼＝狓犻犼－狓－犻），按式（１８）计算合并标准差：

狊狆（狓犻）＝
∑
犿

犻＝１∑
狀

犼＝１
２犻犼

犿（狀－１槡 ） （１８）

案例：表１４中，每个被测量平行观测次数狀＝６，共１０张记录，犿＝１０。可
以利用上述２、３中的方法计算得到合并样本标准差。

表１４　犿（犿＝１０）张均进行狀（狀＝６）次测试的结果记录
犿 狓犻
１ ４４．９０ ４４．８８ ４４．８３ ４４．７５ ４４．７３ ４４．７８
２ ４３．２８ ４３．３８ ４３．３３ ４３．２８ ４３．３０ ４３．３５
３ ４３．４５ ４３．３８ ４３．４３ ４３．５８ ４３．５０ ４３．４８
４ ４３．５８ ４３．５０ ４３．４８ ４３．６３ ４３．５５ ４３．６０
５ ４３．５８ ４３．５５ ４３．７８ ４３．７３ ４３．６３ ４３．７０
６ ４３．８３ ４３．８８ ４３．９３ ４４．００ ４３．９０ ４４．０３
７ ４４．００ ４４．０３ ４４．１５ ４４．０８ ４４．２０ ４４．１５
８ ４４．３５ ４４．３３ ４４．２８ ４４．２０ ４４．２５ ４４．１８
９ ４４．７５ ４４．６８ ４４．７０ ４４．５５ ４４．５０ ４４．５３
１０ ４４．９３ ４４．８３ ４４．９０ ４４．８５ ４４．７８ ４４．７５

　　根据残差平方和方法得到：狊狆（狓犻）＝０．０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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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３小节中的方法是利用收集到的所有数据计算样本标准差，该方法对
数据的利用率高，推荐作为优选方法使用。而当计算机支撑技术不足的时候，也
可以使用部分数据，通过简单的运算对标准差进行估计，典型的就是利用极差估
计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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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单组数据极差法
设样本容量为狀的一组数据，其极差为犚，则标准偏差可以利用式（１９）予

以估算：

狊（狓犻）＝犚犱狀 （１９）

相关参数见表１５。
表１５　极差系数犱狀及自由度

样本容量 犱狀 自由度 样本容量 犱狀 自由度
２ １．１２８ ０．９ ７ ２．７０４ ５．３
３ １．６９３ １．８ ８ ２．８４７ ６．０
４ ２．０５９ ２．７ ９ ２．９７ ６．８
５ ２．３２６ ３．６ １０ ３．０７８ ７．５
６ ２．５３４ ４．５

　　例如对于４１５０２，４１４８５，４１５１１，４１４９８，４１４９２五个测试结果组成的数
组，其极差犚＝２６，由于狀＝５，因而犱５＝２．３２６，由此估算狊（狓犻）＝２６２．３３＝１１．２，比
根据贝塞尔公式计算得到的样本标准差（９．９）略大；而该标准差的自由度为３．６
（一般按３处理），也比采用贝塞尔方法得到的标准差的自由度（４）低。
２．分组极差法
此方法与分组标准差法相对应。将被测量值列分为犿组，每组包括狀个

狓犼，这样，每组可以根据单组数据极差法得到一个标准差狊犻（狓犼）。将犿个方差取
平均值开方后即可得到合并样本标准差：

狊狆（狓犼）＝
∑
犿

犻＝１
狊２犻（狓犼）槡犿 （１１０）

式中，得到的狊狆（狓犼）的自由度ν＝犿·ν犻；ν犻为每组数据所对应的自由度，其取值
见表１５。
３．平均极差法
与分组极差法相似，犿组中每组狀个测量结果，每一组可得出一个犚犻，犿个

犚犻的平均值记为犚－。则估算的标准偏差为

狊（狓犻）＝犚
－
犆 （１１１）

其中，系数犆及对应的自由度见表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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