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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SPSS简介

SPSS是世界最早的统计分析软件，广泛应用于通

信、医疗、银行、证券、保险、制造、商业、市

场研究、科研、教育等许多领域和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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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内容包括描述统计、

总体的均值比较、相关分析、回归模型分析、聚

类分析、时间序列分析、非参数检验等多个大类。



1.1-SPSS简介

SPSS的特点

包括了各种成熟的统计方法与模型，为统计分析用

户提供了全方位的统计学算法

提供了各种数据准备与数据整理技术

自由灵活的表格功能

各种常用的统计学图形

界面友好，操作简单，容易上手



1.2-窗口介绍

启动

打开一个已存在的（
历史记录）数据源



1.2-窗口介绍

数据窗口

变量窗口

结果输出窗口

图表编辑窗口

程序编辑窗口



数据窗口
标题栏

菜单栏

常用工具栏

数据单元格信息显示栏
数据编辑显示区

视图转换栏 系统状态栏



变量窗口

变量名

变量类型

变量宽度

小数位数

变量标签

变量值标签

缺失值



结果输出窗口

显示窗口

导航窗口



图表编辑窗口



程序编辑窗口

“文件”—“新建”—“语法”可打开程序编辑

窗口



1.3-数据库的构建

现有文件导入

直接录入数据



现有文件导入

直接导入SPSS或其它形式的数据库

例1：导入例1.sav、例2.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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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数据的整理

数据合并

数据拆分

数据排序



数据合并

将若干小的数据文件合并成一个大的数据文件

纵向合并

几个数据集中的数据纵向堆叠，组成一个新的数据

集，新的数据集中的记录数是原来的几个数据集中

记录数的总和

合并条件：（1）待合并的SPSS数据文件，其内容

合并是有实际意义的；（2）不同数据文件中，数

据含义相同的列，最好起相同的名字，变量类型和

变量长度也尽量相同



数据合并

横向合并
按照记录的次序，或者某个关键变量的数值，将不同数据
集中不同变量合并为一个数据集，新数据集的变量数是所
有原数据集中不重名变量的总和，实质就是将两个数据文
件的记录，按照记录对应，一一进行左右对接，合并的两
个数据文件的变量不同，但具有相同个案例数。

合并条件：（1）如果不是按照记录号对应的规则进行合并
，则两个数据文件必须至少有一个变量名相同的公共变量
，这个变量时两个数据文件横向合并的依据，称为关键变
量。（2）如果是使用关键变量进行合并的对应，则两个数
据文件都必须事先按关键变量进行升序排列。（3）为方便
SPSS数据文件的合并，在不同数据文件中，数据含义不相
同的列，变量名不应取相同的名称。



数据合并

例3：将例3-1.sav与例3-2.sav数据进行合并（

纵向合并）



数据合并

例4：将例4-1.sav与例4-2.sav数据进行合并（

横向合并）



数据合并

两个文件的数据变量中“期刊名称”是统一的，

因此可以将“期刊名称” 作为关键变量



数据合并

合并前还需要将关键变量进行升序排序



来看看在Excel中如何处理这类问题

VLOOKUP(lookup_value,table_array,col_index_n

um,range_lookup)

lookup_value 要查找的值

table_array 要查找的区域

col_index_num 返回数据在查找区域的第几列数

range_lookup 精确匹配/近似匹配



数据拆分

其功能为按某一个变量值进行分组，数据仍在同

一个文件中。但是，以后进行统计分析时，将根

据拆分结果分别进行统计。

例5：对例5.sav文件数据：2010-2017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和四川大学在CNS上发表的论文信息（与

实际数据略有删减）进行拆分

目的是分别查看三本期刊中三所高校在发表论文数

量上的分布



分组变量将安置在同
一个表格中比较输出

分组变量将安置在不
同的表格中比较输出





输出结果



来看看在Excel中如何处理这类问题

透视表



数据排序

将数据按指定的某一个或多个变量值的升序或降

序重新排列，所指定的变量称为排序变量。

单值排序：排序变量只有一个。

多重排序：排序变量有多个，多重排序的第一个排

序变量称为主排序变量，其它排序变量依次称为第

二排序变量、第三排序变量等。

例6：打开例6.sav数据文件。要求职称按升序排序

，工资按降序排序。





数据的分类汇总

按指定的分类变量对观测值进行分组，对每组记

录的各变量求指定的描述统计量。

例7：将例7.sav中数据，以职称作为分组变量，对

职工年龄的均值和工资的标准差进行汇总。





来看看在Excel中如何处理这类问题

透视表



数据的加权

加权是为了为告知统计软件你这一行数据代表的

并不是单个值，而是表示实际样本很多个，有相

应的“频数” 之和那么多的样本数。

例8：对例8.sav数据进行加权，分析我校在2017年

化学学科发表的期刊中，1-4区期刊的占比。







结果



重复数据的查找

定位重复的个体。适用于数据双录入后的数据检

索。

例9：查找例9.sav中的重复数据。

数据中第1-500条个案是从WOS中下载的500篇论文

，包括标题、WOS号、DOI号等信息。第501-805条

个案是所有工程类论文的列表。

目的是找出第1-500条个案中属于工程类的论文。





来看看在Excel中如何处理这类问题



个案的选择

根据不同的要求，从所有个案中筛选出特定的个

案。可以通过给数据表设置选择条件或者过滤条

件来满足这一要求。

按条件选择：给出一个条件表达式，选取符合该表

达式的个案

按数据范围选择：选择一定的数据范围内的全部个

案，要求给出数据范围的上、下界个案编号

随机选择：对数据编辑窗口中的所有个案进行随机

筛选

过滤变量选择：选择制定的一个已存在的变量作为

个案选取的标准



例10-1：选择GDP大于10000亿元的地区

例10-2：选择GDP增长率在6%-9%之间的地区





来看看在Excel中如何处理这类问题

“筛选”功能或者“if”函数



计算新变量

使用SPSS算数表达式及函数，对所有记录或满足

SPSS条件表达式的记录，计算出一个新结果，并

将结果存入一个指定的变量中。

例11：计算例11.sav文件数据中男生的平均成绩。





来看看在Excel中如何处理这类问题

“if”函数



变量值的重新编码

数据分析中，将连续变量转换为等级变量，或者

将分类变量不同的变量等级进行合并，例如把同

学的成绩分为优、良、中、差四个等级。

重新编码为相同变量：对原始变量的取值进行修改，

用新编码直接取代原变量的取值。

重新编码为不同变量：将新编码存入新的变量，根据

原始变量的取值生成一个新变量来表示分组情况。



例12：将例12.sav中论文按被引次数分成三个等

级。

论文发表年份：2015；所在学科：材料科学；

引用次数基准线：

15<citation：前10%，高水平论文

9<citation≤15：10%-50%，优秀论文

Citation≤9：50%-，一般论文





3-SPSS的统计分析功能

3.1-统计描述分析

3.2-T检验

3.3-方差分析

3.4-线性回归与相关

3.5-聚类分析

3.6-因子分析



3.1-统计描述分析

统计描述分析是为了对总体特征有比较准确的把

握。

频数分布分析

描述性统计分析



频数分布分析主要通过频数分布表、条图、直方

图以及集中趋势和离散趋势各种统计量，描述数

据的分布特征。

例21：了解全球范围内“神经图像学”论文被引

次数的分布特征







描述性统计分析

主要用以计算描述集中趋势和离散趋势的各种统

计量，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功能是对变量做标准化

变化，即Z变换。

例22：分析全球范围内“神经图像学”和“海洋

工程”2个学科论文被引次数的统计特征以及比较

任意两篇论文的被引次数





显然，从发文量、被引次数、离散趋势等各方面

看，不同学科的引文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如何进

行跨学科的横向对比，是科研评价领域一个非常

重要的研究问题



3.2-T检验

T检验是检验样本的均值和给定的均值是否存在

显著性差异。T检验分为三类：

单样本检验（单个总体，方差未知，均值的检验）

独立样本检验（两个总体，方差未知但相等，均值是否相等的检验）

配对样本检验



单样本检验



单样本检验

例13：某药物在某种溶剂中溶解后的标准浓度为

20.00mg/L，现采用某种方法，测量该药物溶解

度11次，测量后得到的结果见例13.sav，问：用

该方法测量所得结果是否与标准浓度值有所不同

？



单样本检验



单样本检验

结果显示

 P值=0.012<0.05，因此认为测量所得结果与标准浓度值有差异



独立样本检验



独立样本检验

例14：现希望评价两位老师的教学质量，试比较

其分别任教的两班考试后的成绩是否存在差异。

数据见例14.sav。



独立样本检验



独立样本检验

“使用指定值”表示用实现定义好的
变量值表示不同的分组，在本例中，甲
班的值为1，乙班的值为2；

“割点”表示分组变量为连续变量时
，输入一个数字，大于等于该数值的为
一个总体，对应一组样本，小于该值的
为另一总体，对应另一组样本



独立样本检验

结果显示

F检验的P值为0.397>0.05，故方差齐性。

不同组间独立样本t检验P值为0.004<0.05，因此认

为甲、乙两班的成绩存在差异。



配对样本检验

利用来自两个不同总体的配对样本，推断两个总体的

均值是否有差异。

对两组样本分别计算每对观察值的差值得到差值样本

，然后利用差值样本，通过对其均值是否显著为0的

检验来推断两总体均值的差是否显著为0。

例15：某地区随机抽取12名贫血儿童的家庭，实行

健康教育干预三个月，干预前后儿童的血红蛋白（%

）测量结果见例15.sav，试问干预前后该地区贫血

儿童血红蛋白（%）平均水平有无变化？



配对样本检验



配对样本检验

结果显示

统计量P值为0.007<0.05，因此认为干预前后该地

区贫血儿童血红蛋白（%）水平有变化。



3.3-方差分析

当比较两组资料均值是否相等时，可以采用t检验。

当组数大于2组时，如果仍然采用t检验，这不但复杂

，而且有很大的可能性导致错误结论。这时应该采用

方差分析。

方差分析的应用条件如下：独立；正态；方差齐性。



例16：比较3个不同电池生产企业生产电池的寿

命，见例16.sav





两两比较：如果结果显示不同企业生产的电池寿

命存在差异，那么通过“两两比较”可以获知是

哪两个厂家的电池有差异。



选项

描述性：显示每个因变量的个数、均值、标准差等

信息

方差同质性检验：计算Levene方差齐性检验



结果显示-1



结果显示-2

方差齐性检验：显著性=0.680>0.05，各组方差齐

性



结果显示-3

显著性=0.000<0.05，表示三个厂家生产的电池寿

命存在差异



结果显示-4（LSD法结果）

企业1与企业2显著性=0.000<0.05，存在差异

企业1与企业3显著性=0.694>0.05，无差异

企业2与企业3显著性=0.000<0.05，存在差异



结果显示-5（SNK法结果）

企业2是一个类别，企业1与企业3是一个类别



3.4-线性回归与相关

线性相关系数：Pearson相关系数

取值范围-1≤r≤1

绝对值越接近1，表示两变量间的相关关系的密切

程度越高

例17：分析发文量、被引次数、h指数、篇均被

引次数4个指标之间的相关性。相关数据见例

17.sav。



3.3-线性回归与相关



3.3-线性回归与相关

结果显示



3.3-线性回归与相关

线性回归是分析两个定量变量间数量依存关系的

统计分析方法。

回归分析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

提供建立有相关关系的变量之间的数学关系式

判别影响变量的众多变量中哪些影响是显著的

利用所得到的经验公式进行预测和控制

例18：对某省9个地区水质的碘含量及其甲状腺

肿的患病率作调查得到一组数据，见例18.sav，

试进行回归分析



3.3-线性回归与相关



3.3-线性回归与相关

1、线性回归出来的相关系数为R=0.971。
2、方程拟合优度R方是0.943，调整后的R方为0.934

R方是对回归方程拟合情况的描述，R方是方程中变量X对Y的解释程度，越接近
1，表明方程中X对Y的解释能力越强，拟合度越好。



3.3-线性回归与相关

在确认线性回归之前，必须判断变量的关系是否满足一元线性模型，即转换由
Y=a+bX=e，e服从正态分布，检验假设H0：b=0；H1：b≠0。
F统计量P值=0<0.05 ，说明模型整体是显著的，具有统计学意义



3.3-线性回归与相关

给出了常数项和回归系数。
患病率=17.484+4.459*碘含量



3.5-聚类分析

聚类是根据某些数量特征将观察对象进行分类的

一种数理统计方法。

系统聚类法：首先将n个样品看成n类，然后将性质

最接近的两类合并为一类，得到n-1类，然后再从

这些类中找出性质最接近的两个类合并为n-2类，

重复上述步骤，一直到所有样品聚为一类。整个过

程可以绘成聚类图或树状图。

动态分类法：首先将样品粗糙分为n类，然后根据

某种最优准则进行调整至不能调整为止。

……



3.4-聚类分析

K-中心聚类：快速高效，特别是大量数据时，准

确性高一些，但是需要指定聚类的类别数量。

例20：根据30所大学的各指标数据（例20.sav

），将其分为4类。





在数据中新加两列表示样
本所属的类别以及与聚类
中心的距离



选取了其中4个样本作为初始聚类中心

重庆大学 南开大学 北京大学 中科大



最终聚类中心



聚类结果



需要注意

输入的是一个M*N的矩阵

，但表示的是每个个案在

每个指标上的具体表现。

共引矩阵表示的是每一个

个案与其它个案的关系，

与上述矩阵有本质区别，

因此无法利用spss对共引

矩阵进行聚类分析。



3.5-因子分析

做一个形象的比喻，在观看电影时或观看以后，

我们能够说出电影是否精彩，这是判别分析；并

且我们会迅速地将对电影的印象形成两类：精彩

或不精彩，把现在看的这部归入到某一类中，这

是聚类分析；我们之所以可以认为这部电影精彩

，是因为它具有精彩的影视作品所具有的一些共

同特点：演员的演技、画面制作精良、讲述的故

事有趣，等等。这种从研究对象中寻找公共因子

的办法就是因子分析。



3.5-因子分析

简单地说，因子分析就是将原始变量分解成几个

公共因子，在每个公共因子上有载荷的体现。如

果一些原始变量在同一个公共因子上都具有较高

的载荷，那么则说明这些原始变量有共同的内在

（公共因子）。

例19：根据例19.sav提供的指标，设计一个具有

3个一级指标的指标评价体系。



3.5-因子分析





3.5-因子分析

结果显示



总结

理解数理统计的基本工具方法是关键

对输入数据的要求和对处理结果的分析解释是使

用SPSS的主要工作

建议在掌握SPSS的同时学会一门程序语言



课件部分内容及数据来自《SPSS统计分析大全》（武松, 潘

发明等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索书号C819/1348，文理馆

随书光盘（包括教学视频和源数据）可以下载。



感谢大家参与！

邮箱： shuyu@scu.edu.cn

QQ:          142156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