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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it discusses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ing content of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nd applied module of SPSS statistics software. There are some cases about a combination of thoughts, methods of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nd application and outputs in SPSS. Now,
there are a lot of books about SPSS statistics software. However, they are still limited on studies of
applications and designs of SPSS statistics software in the teaching course of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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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探讨了数理统计的教学内容与SPSS统计软件应用模块的对应关系，及数理统计思想和方法与SPSS
软件的应用及输出结果相结合的案例。目前，已有大量关于SPSS统计软件方面的书籍，但是数理统计与
SPSS统计软件内容一一对应的设计及教学的研究还是非常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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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今整个世界处于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经济活动频繁的时期。有报道称，当前全球的数据总量正呈
指数增长。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的迅速发展，使新数据源不断出现，GPS、传感器等数据持续、大量
产生。而数据获取成本、存储成本和处理成本的下降，也推动了数据量的膨胀。数据正成为与物质资产
和人力资本相提并论的重要生产要素。
各领域产生的大量信息、数据需要人们综合分析和处理。如何从这些大量数据中发现经济活动规律
并提取有价值的信息，以进一步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显得越发迫切和需要，也为数理统计理论方法
的应用提供了非常广泛的需求空间。给我们学习数理统计方法也提出了新要求，必须加强数理统计学习，
充实数理统计实践内容及实际应用方法。
现代技术教育环境的发展，特别是计算机的普遍应用，使得数理统计的应用范围愈来愈广泛，成为
科学研究不可缺少的工具。数理统计学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科学，它同大量的数据打交道。处理
数据是一件十分重要而又繁琐的工作，SPSS 软件是世界上应用最广泛的统计软件之一，它具有强大的处
理数据功能。在《数理统计》[1]学习过程中应用统计软件，加强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能够提高学
生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学习理论知识的效率，可以为社会实践提供更高效的服务。在《数理统计》的
教学中，加入 SPSS 的实验课已是刻不容缓的需求。目前，已有大量关于 SPSS 统计软件方面的书籍，但
是数理统计与 SPSS 统计软件内容一一对应的课件设计及教学的研究还是非常有限的。

2. 数理统计教与学中存在问题
在本科《数理统计》课程教与学过程中，教师常常遇到的一个实际而又棘手的问题是，如何使枯燥
的统计理论、计算公式与社会经济实践活动结合起来而变得更加具体实际；同时，在课程学习过程中，
教师的教学只能使学生掌握理论知识与原理，学生在学习时，用了大量时间精力来学习统计问题的数学
基础理论知识和简单的手工计算，但在学习其他相关学科中用数理统计方法处理大量专业数据时，需要
的是解决专业问题所需要的知识和能力，这恰恰是以往数理统计类课程教与学中所没有关注到的，仅凭
教师课堂授课的知识，对于在生活工作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很难使学生学以致用。更甚者所学的理论知
识无法与现实生活工作的实际问题接轨。掌握统计软件的使用技能是将统计方法应用于社会实践的基础，
因为大部分的实际问题都涉及到大量数据的计算和处理，没有统计软件的辅助，手工计算简直无法想象，
甚至无法完成。数理统计与统计软件结合的教学，可使学生全面掌握数理统计理论原理与基本方法与生
活工作实践中的应用有机结合，很快将所学知识融入工作生活实践之中。

149

SPSS 统计软件在数理统计课程教学中应用及设计的研究

3. SPSS 统计软件特点

SPSS(Statistics Package for Social Science)是一种运行在 Windows 系统下的社会科学统计软件软件包，
是世界著名的统计分析软件之一。目前，SPSS 在全球约有几十万家产品用户，分布与通讯、医疗、银行、
证劵、保险、商业、市场研究、科研教育等多个行业和领域，已成为世界上最流行、应用最广泛的专业
统计分析软件。
SPSS 的基本功能包括数据管理、统计分析、图表分析、输出管理等，具体内容包括描述统计、列联
分析，总体的均值比较、相关分析、回归模型分析、聚类分析、主成份分析、因子分析、非参数检验等
多个大类，每个类中还有多个专项统计方法。“易学，易用，易普及”已成为 SPSS 软件最大的竞争优
势之一，也是广大数据分析人员对其偏爱有加的主要原因。而大量成熟的统计分析方法、完善简便的数
据定义操作管理、开放的数据接口以及灵活的统计表格和统计图形，使得 SPSS 获得更多用户的喜爱。
然而，由于对数理统计基础理论和方法缺乏正确理解和认识，这类软件的应用可能带来的问题是，
一方面它们有时候使统计方法处理数据时变得过于容易，从而可能导致对统计方法的误用和滥用；另一
方面，由于过分信赖软件，许多用户会简单地满足于软件输出的结果，而对其中的错误不加分析和关注。
鉴于此，我们需要将两者结合起来，将数理统计思想和方法，与 SPSS 软件的应用及输出结果相结合，
以使数据结果更加符合实际的意义。

4. 《数理统计》辅以相应的 SPSS 统计软件内容的教学
在《数理统计》教与学中应用 SPSS 统计软件配合教学。软件教学起到如下作用：使学生能通过在
学习中应用统计软件处理相关数据，加深对数理统计基本理论的认识和理解，提高学习《数理统计》课
程的兴趣。同时，通过对数理统计原理和知识的学习，在统计软件的应用时，鉴别数据结果输出时的正
误，纠正在应用统计软件时产生的错误。
《数理统计》课程教学辅以 SPSS 统计软件教学的主要内容，按照《数理统计》课程教学大纲的要
求及社会实际的需求，SPSS 统计软件课件设计共分为六部分：
第一部分：数据的预处理。即是数据的排序、变量计算、数据的选取、计数、分类汇总、数据分组、
拆分、转置、加权处理等。
依照《数理统计》课程教学大纲，没有数据预处理相关内容的解绍。SPSS 作为辅助教学，对这部分
内容的简单介绍可弥补《数理统计》教学的不足。通过计算机与软件结合的实用性和易操作的特点，使
得学生掌握基础的数据处理，对数据有初步的感性认识。
第二部分：数据的基本统计分析。即是统计分布基础理论部分(包括样本均值、样本方差等常用统计
量及其分布理论)、交叉分组下的频数分析、多选项分析和比率分析应。对应于《数理统计》相应的内容
(统计分布基础理论部分)，应用统计软件 SPSS 主菜单“分析”下的描述统计模块下的频数分析子模块、
描述统计子模块、探索分析子模块等子模块辅助学习本章内容。
作为 SPSS 课程的教学，在该部分中的交叉分组下的频数分析、多选项分析和比率分析应是数据处
理与分析中，比较有实际应用的内容。但在《数理统计》教材中没有这部分的内容介绍。可根据学生的
专业取向，介绍学生应自学的相应内容。
第三部分：参数估计，包括参数的矩估计、极大似然估计和估计量的优良性质，参数的区间等估计
方法。应用 SPSS 主菜单“分析”下的描述统计模块下的频数分析子模块、描述统计子模块、探索分析
子模块进行参数估计和置信区间的计算。
第四部分：统计假设检验，包括假设检验的基本思想、基本步骤，正态总体参数均值、方差、标准
差的检验的原理与方法，检验的 P-值和 χ2-验；应用 SPSS 主菜单“分析”下均值比较模块进行参数假设

150

SPSS 统计软件在数理统计课程教学中应用及设计的研究

检验。应用 SPSS 主菜单“分析”下非参数检验模块进行非参数假设检验。
第五部分：方差分析，包括单因素的方差分析，双因素的无交互作用的方差分析和考虑交互作用的
方差分析；应用 SPSS 主菜单“分析”下的均值比较模块的方差分析子模块(单因素 ANOVA)进行单因素
方差分析，“分析”下的一般线性模型模块中的单变量子模块进行多因素方差分析。
第六部分：回归分析，包括一元线性模型、多元线性模型参数的最小二乘估计方法，回归系数的统
计分布，模型的检验、检验，以及预测问题与控制问题。应用 SPSS 主菜单“分析”下相关模块的双变
量子模块进行相关分析或应用偏相关子模块进行偏相关分析，应用回归模块中的线性子模块进行回归分
析。

5. 数理统计方法、SPSS 操作及案例分析的有机结合
1) 针对《数理统计》课程的 SPSS 统计软件课件内容的补充
为了学生将来工作的实际需求及对数据的感性认识，我们补充了数据预处理部分的相关内容。其中，
数据分组是有些《数理统计》教材中求做直方图的传统教学中内容。要求排序数据，确定组距、组数、
组内频数，最后制作直方图，过程比较繁琐。利用 SPSS 处理就简单多了。并且附带正态曲线的直方图，
对数据分布与正态分布的拟合程度，具有直观的认识。
2) 针对《数理统计》课程学科特点，在应用 SPSS 统计软件学习数理统计的过程中，介绍数理统计
基本原理时，配合相关领域的分析案例，紧紧围绕 SPSS 的输出结果教学，一方面使学生可以理解数理
统计中统计思想和基本原理，掌握统计方法的应用范围。使学生真正理解 SPSS 为什么要输出这些统计
量及它们对分析结论的重要性或必要性，进而会正确合理和完整地应用分析结果。另一方面也使学生能
够快速熟练掌握 SPSS 统计软件，在理解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对分析结果以正确合理的解释。
例如 1 [2]，对某保险公司具有高等教育水平的员工比列的平均值不低于 0.8 的假设检验。
本题的原假设 H 0 : µ ≥ µ0 =
0.8
利用单样本的 t-检验，SPSS 的输出结果如表 1，单个样本 t 检验输出中 t 统计量的双尾概率 P-值为
0.161，比例差分的 95%置信区间为(−1.373, 0.247)，比例总体均值 95%置信区间为(0.8 − 0.1373, 0.80 +
0.0247) = (0.6627, 0.8247)。给定显著性水平 0.05，由于应进行单尾(或单侧)检验，取概率 P-值的一半，P/2
= 0.161/2 = 0.08，大于显著性水平 0.05，于是接受原假设，不能认为保险公司具有高等教育水平与员工的
比例平均值不显著高于 0.8 的假设。同时，0.8 也在比例总体均值 95%的置信区间内，进而从另一角度证
实了这个结论。
在该例的教学中，一是，对概率 P-值的统计意义作介绍，与《数理统计》传统教学查表的概念的区
Table 1. T-test
表 1. T-检验
单个样本统计量

受高等教育比例

N

均值

标准差

均值的标准误

19

0.7437

0.16810

0.03856

单个样本检验
检验值 = 0.8
t
受高等教育比例

−1.460

df
18

Sig.(双侧)

均值差值

0.161

−0.05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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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分的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0.1373

0.0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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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在于，查表是统计量的值与临界值(查表的值)比较大小，确定统计量的值是否在临界域里，概率 P-值
是统计量大于或小于临界值对应的概率，用概率 P-值大于或小于显著性水平，确定统计量的值与临界值
(查表的值)的关系，从而判断接受或拒绝原假设。二是，利用 95%的置信区间与概率 P-值，互相印证结
论的正确性。另外，需注意的是，进行单样本 t 检验前提是样本来自的总体应服从或近似服从正态分布。
如果数据不服从正态分布，可取大样本，将数据标准化，根据中心极限定理知数据近似服从正态分布。
如何是大样本，一般认为样本容量大于 30 就算大样本，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有人认为 50，或 80。
关于大样本数的确定仍在探讨中。
例 2 [2]，某企业在制定某商品的广告策略时，收集了该商品在不同地区采用不同广告形式促销后的
销售额数据，希望 1) 对广告形式和地区是否对商品销售额产生影响进行分析；2) 广告形式和地区的交
互作用的交互作用是否对商品销售额产生影响进行分析。
本题是要进行方差分析，包括单因素的方差分析，双因素的无交互作用的方差分析和考虑交互作用
的方差分析；单因素的方差分析应用 SPSS 主菜单“分析”下的均值比较模块的方差分析子模块(单因素
ANOVA)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多因素方差分析在“分析”菜单下的一般线性模型模块中的单变量子模块
进行多因素方差分析。
SPSS 进行方差分析或假设检验中的分析基础是基于对原假设的肯定，因此一定要清楚提出的原假设。
本题的三个原假设分别为：
H01：不同广告形式没有对销售额产生显著影响；
H02：不同地区没有对销售额产生显著影响；
H03：广告形式和地区对销售额没有产生显著的交互影响。
本题若仅进行广告形式 H01 和地区 H02 是否对商品销售额产生影响进行分析，可利用单因素的方差分
析分别进行单因素的方差分析。在“分析”菜单下的一般线性模型模块中的单变量子模块进行多因素方
差分析时，不仅能够分析多个因素对观测变量的独立影响，更能够分析多个控制因素的交互作用，即可
同时进行 H01、H02 和 H03 的方差分析。
总之，应用统计软件学习数理统计，学以致用。使学生掌握研究群体现象的基本方法，获得处理实
际问题的本领，通过应用来正确理解抽象繁杂的数理统计基本原理。在学习过程中使 SPSS 统计软件的
学习和数理统计基本理论学习相结合，相互促进，提高学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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