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统计学（Statistics）
• 从实际问题出发 

      收集数据（取得数据）

      整理数据（处理数据）

      分析数据（研究数据） 

      解释数据（结果说明）

  再到实际问题的过程。

统计学的真谛：是科学而有效地获得、分析与

解释数据。



l 统计学分为：

1、描述统计（descriptive statistics)

        仅就统计资料本身特性的描述;
      凡是只对样本数据进行分析而不涉及推断总体的统计

分析都属于描述统计;
     主要包括描述统计量、统计图形、统计表格。  

2、推断统计（inferential statistics)

     是在随机抽样调查的基础上根据样本资料或其它资料

对总体进行推断的一种方法；

     主要包括回归分析、抽样推断分析、预测分析、综合评

价等几种方法。 



抽样调查

 （Sampling Survey）



课程目的与要求
• 抽样调查是统计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在国际

上，抽样调查早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一种

统计调查方法。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是能系统正确

地掌握抽样调查的理论基础，掌握几种基本的抽

样方法，并初步具有能结合实际情况对具体项目

进行抽样设计和对所获得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的

能力。为此，在学习过程中一定要区分各种概念

和方法的统计思想，牢固地掌握基本抽样技术的

实施和分析方法。



l 课程教材：

  抽样调查理论与方法/冯士雍主编/中国统
计出版社/2012.09 第二版

l 参考书目：

1.抽样技术/金勇进等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6

2.抽样技术/杜子芳主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11

3.抽样调查与推断/李金昌著/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6.7

4.抽样调查/Kish编著/倪加勋等译/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7.12



“ 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 ，其中

绝大多数在实质上只是概率的问题。”

                          ——  拉普拉斯



2. 产品的抽样验收，新研制的药品能否在临床中应

用，均需要用到试验设计、可靠性估计、假设

检验；

1. 气象、水文、地震预报、人口控制及预测都与概

率论紧密相关；

3. 探讨太阳黑子的规律时，时间序列分析方法非常有用。



案例1

        假设一家会计师事务所想确定客户的资

产负债表中所显示的应收账款的数量是否公

正地体现了实际的应收账款的数量。通常，

应收账款的账目数量很大，要审查和验证每

个账户既费时又费钱。 

怎么办？ 

抽样调查可以解决问题！



中国统计数据屡遭疑 

• 老百姓对于物价上涨的感受如同“兔子
跑”，可CPI却表现为“乌龟爬”；

• 眼看着房价呼呼地往上“窜”，而国家统
计局却说房价同比上涨了1.5%；

•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每当全国城镇职工平
均工资公布，很多人总感觉自己的收入
“被增长”…… 

• 城镇失业率 ——靠“登记”还是靠“调查” 

案例2



——最严重“失真”的数据 



有趣的统计

• 右撇子的寿命比左撇子平均长九年； 

• 小孩在春天长得比较快；



课程介绍

• 学时数：48 学时

• 学  分：3 学分

• 考核方法：闭卷

• 期末考试成绩（50%）；

  平时成绩（10% 包括平时作业和考勤）；

  课程论文成绩（40%）。



目录
• 第一章：概论

• 第二章：基本概念

• 第三章：简单随机抽样

• 第四章：分层随机抽样

• 第五章：比估计及回归估计

• 第六章：不等概率抽样

• 第七章：二重抽样

• 第八章：整群抽样

• 第九章：二阶及多阶抽样

• 第十章：系统抽样



    第一章  概论



• 要了解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环境、资源、社会经济、

政治现状，以至于人们的意向及各种问题所持的态度，都

必须进行调查。调查有多种形式，其中最基本的有全面调

查和非全面调查两种。

• 全面调查是对调查对象总体中的全部对象进行调查。普查

是全面调查的一种形式；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采用全面报

表制度获得统计资料也是全面调查的一种形式。



• 全面调查：例如人口普查、工业普查、科技普查

等。全面调查可以使人对调查的对象有全面的了

解。如果对每个调查对象的调查结果（或他们所

提供的资料）都确实无误，且在实际调查过程中，

调查对象既没有遗漏也没有重复，数据在各级汇

总中也未出现任何差错，那么由全面调查所得的

最后结果则是精确而可靠的。



• 全面调查的局限性：

 1.它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2.调查所花费的时间也较长。因此对于那些时效性较强

的项目，通过全面调查所获得的结果也可能是过时的信

息，从而不能成为决策所需的适时反馈。

 3.当调查对象是无限（或数量极大）时或调查所用的测

试方法带有破坏性时，就根本不能采用全面调查。



• 例如：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在

应用抽样方法，例如到市场去买花生、瓜子，总

要先抓几粒看看是否饱满、干燥；在厨房做菜，

炒菜过程中往往要取出一点尝尝菜的咸淡如何。

工厂在生产过程中以及商家在进货验收过程中也

常抽取一定数量的产品，检验其质量并以此判定

整批产品的优劣。

l 非全面调查：与全面调查不同的是非全面调查，最重要的

   是典型调查与抽样调查两种。



• 典型调查：从调查对象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单位作为

  典型，并通过对典型的调查来认识同类社会现象的本

质和发展规律的方法。

• 典型调查的主要局限性在于它的调查结果取决于调查

的对象，即“典型”的选取以及调查者本人对问题的

主观认识。对于那种出于有意或无意的，从并未反映

总体情况的“典型”所获得的调查结果就容易造成认

识的偏差，从而导致决策的失败。



    

  第一节  抽样调查的意义和作用

 一、什么是抽样调查
        抽样调查是指按一定程序从所研究对象
的全体（总体）中抽取一部分（样本）进行
调查或者观测，并依据所获得的数据，对全
部研究对象的数量特征（未知）作出具有一
定可靠程度的推断（例如估计），以达到对
现象总体的认识。



 抽样调查的基本特点：

  
 1.由部分推算整体的一种研究方法；

 

2.抽样方法是遵循一定原则。



l 抽样理论是统计学的重要分支之一，他研究的正是收

  集数据和分析数据的部分。利用抽样理论及其方法，

  我们可以从局部得到整体的概况描述。用统计学的行

  话讲就是：可以由样本来推断总体。

l 总体（抽取）样本（推断）总体



二、非概率抽样
      

l随意抽样（无目的、无意识或者仅根据方便的原则，
又称为方便抽样，比如“街头拦截”调查）

还有定额抽样（配额抽样）和滚雪球抽样（适用于低发生率总体） 

     是指样本的抽选不按照科学的原则进行，
而是根据主观判断有目的、有意识或根据
方便的原则抽选样本。

l目的抽样（根据调查需要，有目的、有意识地挑
选所“需要”的样本，比如产品抽检时，专门对那
些质量被怀疑有疑问的地方进行抽样）

l判断抽样（根据自身经营和判断，选择被认为对
总体有代表性地样本，又称为经验抽样，比如典型
调查）
l志愿者抽样（被调查者是志愿者，比如媒体上的调查）



优缺点：经济、快速，可了解总体大致情况，
不能计算抽样误差，不能从概率意义上控制
误差，不能推断总体，且易产生系统性偏差。



三、概率抽样

        
     
     
  

   又称为随机抽样，是严格按照给定的概
率来抽取样本。具有以下特点：
  
(1)按一定概率以随机原则抽取样本；
   

随机原则：在抽选样本时完全排除主观地、
有意识地抽选某些调查单元，使得每个单
元都有一定机会被抽中。



(3)当用样本对总体目标量进行估计时，要考
虑该样本（或每个样本单元）的被抽中的
概率（即入样概率）。

(2) 用概率抽样抽取样本单元，需要按照
给定的入样概率并通过一定的随机化程序
来实现；

注意：随机与随意的本质区别在于：
是否按照给定的入样概率， 通过一定的随机化程序抽取样本单
元。



概率抽样的优点：能够得到总体未知目标量

的可靠估计，计算并控制抽样误差，因而能

对总体进行推断（估计量具有某种已知的概

率分布）。

缺点：复杂、费时、费力、费用高



小结：

• 总体中每个单元都以一定的非0概率被抽中

• 当用样本对总体目标量进行估计时，要考虑
样本（或每个样本单元）的入样概率

• 可计算并控制抽样误差

1、概率可相等，也可不相等
2、概率已知或可计算



几种基本的概率抽样方法

• 简单随机抽样

• 分层抽样

• 整群抽样

• 系统抽样

• 多阶段抽样



   按完成
整个抽
样过程
的阶段
来分

单阶段抽样

多阶段抽样

只需一
次抽样

过
程……

简单随机抽样

分层随机抽样

系统抽样

整群抽样

将总体分级，再
逐级抽取样本单
位。



讨论以下情况是否属于概率抽样？

• 从装有100只兔子的笼子里抓10只兔子做试验，
不经任何有意识的抓取，抓到哪只算哪只，
抓满10只为止；

• 通过报刊、杂志等媒体发布问卷调查；

• 网络调查：如网上问卷调查法、网上讨论法；

• 春节联欢晚会抽取幸运观众；



概率抽样与非概率抽样比较： 
抽选方法比较：*是否遵循随机原则；

                            *实施难易

                                抽样效果比较：*样本代表性
              *精度决定于样本大小或抽样者经验

总体推断比较：*能否计算抽样误差，并在一定可靠程
               度下推断总体参数

应用条件比较：
l抽样调查可用资源极为有限，以非随机抽样为主。 
l要获得无偏估计值，必须采用随机抽样。否则可考虑非
随机抽样。
l必须以客观方法评估抽样设计精度，应采用随机抽样；
否则就考虑非随机抽样。
l 预期抽样误差是研究误差主要来源，采用随机抽样，
如预期非抽样误差是研究误差主要来源，则可考虑用非随
机抽样。



    

 四、抽样调查的作用

u 1.抽样方法能解决全面调查无法解决或很难解
决的问题； 

u 属于无法全面调查的现象主要有：(1)无限总体
的现象；(2)包括未来时间序列的总体；(3)破坏
性的产品质量检验。 

u 属于很难全面调查的现象主要包括：(1)有些现
象虽然属于有限总体，但由于总体范围过大，单
位数很多，进行全面调查实际上是不可能的；(2)
有些现象根据研究任务的要求，没有必要进行全
面调查；(3)有些现象受时间或其他条件的限制，
不可能进行全面调查。



u 2.抽样调查和全面调查相结合，可以发挥互相补充
和核对的作用； 

u 3.利用抽样方法进行生产过程的质量控制； 

u 4.抽样方法还可以用来检验总体特征的某些假设，
判断假设的真伪，为行动决策提供依据。 

u 抽样调查的优缺点：

u 优点是能节省调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从而大大
降低调查费用。另外，抽样调查周期短、时效性和
灵活性强。 

u 缺点是只提供对总体目标量的估计而不能提供许多
子总体的详细资料(分层抽样中作为“层”的子总
体例外)。 



 四、抽样调查与普查的关系

        抽样调查与普查是一种相互补充、相辅
相成的关系：

     统计法明确规定：统计调查应当以周期
性普查为基础，以经常性抽样调查为主体，
以必要的统计报表、重点调查、综合分析等
为补充，搜集、整理基本统计资料。

1. 抽样调查作为普查的补充；

2. 抽样调查可以用来评价和修正包括普
查在内的全面统计资料；



5. 普查或其他全面调查的资料可以为抽样调
查提供反映总体全部单元的抽样框，或提供辅
助信息以提高抽样效率，并为样本轮换等方法
的实施提供基础资料。

4. 抽样调查可以用来作为普查的试点
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并在展开正式普查
前进行修正和补充；

3. 在普查基础上进行抽样以作深层次
的分析或提前获得总体某些主要目标量
的估计；



    

第二节 抽样调查的发展历史

u 一、国际抽样调查的发展
u 第一阶段：萌芽阶段（1895年以前）
u 第二阶段：作为一种方法的正式提出、推广与逐步普及
（1895-1906）
u 最初提出的抽样方法是所谓“代表性调查”，它是由挪
威统计局局长凯尔(A．N．Kiaer)于1895年在第五届国际统
计学会伯尔尼会议上提出的。
u 1925年，在罗马举行的第十六次国际统计学会上，“抽
样方法应用研究委员会”提出鲍莱(A．L．Bowley)的《抽
样精确度的测定》和詹森(A．Jenson)的《代表性方法的实
践》这两个报告，从理论和实践上充分肯定了抽样方法的
科学性。



u第三阶段：概率抽样在抽样调查中逐步占主
导地位（1906-1925年以后）

u 德国统计学家波特基维茨(L．V．Bortkiewicz)的

《论检验的方法》为抽样误差的计算提供了基础。

u 1906年，鲍莱又指出：随机抽样可以得到我们所愿
意要的完善的结果，而且往往只要很小的样本就够。
唯一的困难就在于如何保证总体各单位有同等被抽
选的机会。

u 英国统计学家蒂配特(L．H．Tippet)编制了历史上
第一张《随机数字表》，解决了随机取样的问题。



u 揭示样本和总体内在联系的理论基础是大数法则和

中心极限定理。 
u 由哥塞特(W．S．Cosset)开始，而后由费喧
(R．A．Fisher)完成的小样本理论，开创了抽样推
断的新领域。小样本的思想是：应该从小处着手，
只要精心设计小样本，用实验与推断的方法便可得
到精确的结论。费喧提出著名的实验设计原理，并
从理论上证明了小样本的分布，为抽样推断作出了
历史性的贡献。 



u第四阶段： 现代抽样调查理论的发展和完善
（1925年以后）

u 对抽样方法作出突出贡献的首先应为波兰统计学家尼曼
(J．D．Neyman)。他深入研究了改进类型抽样的方法，提出
样本最优分配原理，即各层样本单位数的分配应同时考虑分
层大小和分层标准差的比例。保证在相同的样本单位数条件
下使抽样误差最小。在各层调查费用不同的情况下，最优分
配原则应该表现为：在费用一定的条件下抽样误差最小；或
在一定的抽样误差要求下费用最少。并且导出了类型抽样的
分配方法。尼曼对整群抽样的设计也提出很好的意见，他指
出小群多样本群比大群少样本群有更好的效果。他系统地研
究了区间估计问题，提出“置信区间”的概念。此外，他对
比估计方法，以及双重抽样方法等等都作了大量的研究，他
所提的设想对以后抽样方法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u 美国劳工部1937年举办全国性的失业情况调查，采用了区间
置信和比估计方法；1938年的失业调查采用了多阶段抽样方
法；1942年各阶段进一步采用非等概率抽样和比估计，并且
提出控制非抽样误差的设计。同时，美国农业部在沙尔
(C．F．Sarlc)的领导下进行了农业抽样调查。除此之外，
美国著名统计学者科克伦(W．C．Cochran)对抽样方法的改
进也作出了重大贡献。

u  40年代以后，抽样方法被世界各国普遍采用，尤其在印度
进展很快。在统计学家马哈拉诺比斯(P．C．Mahalanobis)
的组织领导下，创立了一些新的抽样方法。如响导调查方法、
交叉网络抽样、多主题抽样、抽样设计的费用函数，以及适
度抽样方差，等等。印度政府1950年成立了国家抽样调查组
织，将抽样方法应用于大规模的社会经济调查中。



u 1947年，联合国专门设立“统计委员会统计抽样分会”。
u 由马哈拉诺比斯担任第一任主席。
u 1950年3月，联合国统计局发行了《当前各国抽样调查要

况》。介绍了印度抽样凋查的六个实例，以及1952-1953年
印度所进行的45次抽样调查的经验。

u 1960年出版《统计抽样方法简要手册》第一卷《抽样调查理
论基础》。向世界各国政府推荐了行之有效的22种社会经济
的抽样方法。

u 1972年，联合国统计局在总结各国抽样调查方法应用经验的
基础上，修订了《抽样调查理论基础》一书，推荐的抽样方
法由22种增加到32种，并出版《统计抽样方法简要手册》第
二卷《抽样设计的计算机程序》。

u 进入80年代，联合国统计局推广在普查中应用抽样技术。编
制了《工业普查实用抽样技术》作为工业普查建议方案的附
录，并在世界各地成立统计研修所，培养大批统计人才，促
进联合国抽样方法的实施，特别是协助支持发展中国家采用
多主题抽样方法等，都取得显著的成效。 



u 二、我国抽样调查的历史发展
u 北京大学许宝禄教授(1910～1970)。他在数学及概率论方面

造诣很深，早在1938～1945年间，就在抽样推断和多元分析
等领域发表了一系列出色的论文；对样本协方差矩阵的分布，
高斯一马尔科夫模型中方差的最优估计。一元线性假设似然
检验等等理论问题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的《抽样论》讲义
系统地论述了随机抽样法、分层抽样法、二阶抽样法、集团
抽样法(即整群抽样)和系统抽样法(即等距抽样)的原理。

u 1943～1944年清华大学陈达教授主持了云南户籍示范人口普
查，并按现代抽样方式抽取部分人口以核对普查结果，这是
我国第一次抽样调查。此后，在1946年上海工人生活状况调
查中又应用了抽样调查方法，以更详细的项目来补充普查。
但总的说来，在解放以前我国抽样方法的应用是很少的。



u 新中国诞生以后，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统计系统。为了适应大
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1952年8月成立了国家统计局，根据
计划经济体制的特点，建立全面的定期的统计报表制度。但
面对全国人口众多，经济复杂的情况，也注意到运用多种调
查方法，搜集资料，了解情况和问题。

u 我国最早在全国范围内，按统一方案、统一计划进行的抽样
调查是1955年开始的农民家计抽样调查。

u 我国职工家计抽样调查是在1956年开始的。国家统计局制定
了《全国职工家计调查方案》，采取类型比例与等距抽样相
结合的方法，全国抽取工业部门国营和公私合营职工6 000
人。1957年，职工家计调查扩大到商业、教育、机关团体等
部门，并改变由全国统一抽选调查单位的方法为各地自行抽
选调查单位，从而克服了抽选的样本在全国与地方代表性矛
盾的问题。 



u 1963年，经国务院批准，我国第一支集中统一的抽
样调查队——全国农产量调查队成立。它由国家设
农产量调查总队。各省(区)设分队。同年，  国家
统计局在总结几年来农产量调查经验的基础上，颁
发了《农作物产量抽样调查方案》(草案)，规定在
群众估产的基础上，分层排队，等距抽样。采用多
阶段的抽样设计，即以省(区)为总体范围，第一阶
段的抽样举位是县，第二阶段单位是中选县的大队，
第三阶段单位是中选人队的地块，最后由地块抽实
割实测样本点：当年，在全国开始试点。1964年，
按统一规定的方案对各省(区)的主要农作物的播种
面积和主要农作物的产量进行抽样调查，并推算全
国各省(区)粮食等主要农作物的产量数字。 



u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统计工作遭到严重的破
坏，抽样调查队伍被解散，调查经费被取消，抽样
组织管理体制和抽样调查方法被横加批判，抽样调
查工作被迫中断。

u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
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取代过去单一的计划经
济，统计调查的对象日趋庞杂，过去以全面统计报
表为主的统计调查体系已完全不能适应国家宏观决
策与调控以及部门、企业和社会公众对统计信息的
需要。于是抽样调查作为一种科学的非全面调查的
形式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因此进入20世纪80年
代以后，我们抽样调查的应用与研究迎来了一个全
面发展的新时期。



u 1981年9月，国务院批准建立农村和城市两支抽样调查队，
这是我国抽样调查跨入新阶段的标志。

u 1994年又成立了企业调查队。

u 正是因为社会需要，近20年来我国抽样调查理论与方法研
究也日益受到重视，有了良好的开端。高等院校统计专业
都将抽样调查理论与方法作为一门必修的课程。

u 1994年国务院批转了国家统计局关于改革统计调查体系的
请示。经国务院批转同意实施的我国统计调查方法改革的
目标模式是：建立以必要的周期性普查为基础，以经常性
的抽样调查为主体，同时辅之以重点调查、科学推算等多
种方法综合运用的统计调查方法体系。正如前已指出的那
样，上述内容已列入修订后的统计法，这些都为我国抽样
调查的应用与理论研究创造了非常重要的条件。



三、抽样调查的主要应用

     人口调查、经济调查、社会调查、
卫生调查、环境资源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