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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异常值的识别及Ｒ语言实现
王怀亮

（菏泽学院经济系）
摘
要：从统计理论的角度探讨识别统计数据中的异常值，即Ｇｒｕｂｂｓ法、ｄｉｘｏｎ法在识别统计数据中的
异常值中具有的重要的作用：介绍了在Ｒ语言的环境下，程序包ｏｕｎｉｅｒｓ的程序语言，并结合具体实例，说明
程序包０ｕｔｌｉｅｒｓ在识别统计数据中异常值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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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ｕｔｌｉｅｒｓ在识别统计数据中异常值的作用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统计数据关注度的不断提
高，对统计数据的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而要很好
地保证统计数据质量，其中之一就要关注统计数据
中的异常值。所谓异常值，是指一批数据中有部分
数据与整体中其他数据相比存在明显不一致，也称

１

为异常数据，或称离群值。异常值的出现可能是由

（２）设第ｆ个数据可疑，计算

舻孚

于记录错误引起的，也可能是由于该数据值不属于
这个数据集。异常值是影响统计数据质量的一个非
常重要的因素，一直以来，我国的统计界以及社会
各界均对此问题给予很高的关注。所以，近年来有
关异常值的理论探讨一直是个热点。但是目前研究
的重点一直放在统计法律制度的健全以及统计工作
程序的完善等方面。虽然这两点确实能提高统计数
据的质量，但对于已经形成的统计数据，在进行统计
分析之前，我们更关注的是统计数据的误差问题，
即所提供的统计数据与客观的社会经济现象实际的
数量特征之间的差距问题。异常值的存在，使得统
计分析的误差大大增大，小则出现差错，大则可能
发生事故，甚至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宏观决策失误。
因此，在利用己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之前，必须对
异常值进行探测和检验。
在统计软件方面，常用的统计软件有ＳＰＳＳ、
ＳＡＳ、Ｓ仉啦、Ｒ、Ｓ．ＰＬＵＳ等。Ｒ软件是一个自由、
免费、开源的软件，是一个具有强大统计分析功能
和优秀统计制图功能的统计软件，现已是国内外众
多统计学者喜爱的数据分析工具。本文文章在基于
Ｒ语言的基础上，结合具体实例，说明Ｒ软件程序包

（３）查表

舟算＞豫则第价数据为异常值，否则为正常值。
１．２基于Ｒ语言的Ｇｍｂｂｓ法检验程序
在Ｒ软件中，用ｏｕｔｌｉｅｒｓ包中的Ｇｍｂｂｓ检验可以
检验出数据集中的１个或２个异常值，具体命令如下：
Ｇｒｕｂｂｓ．ｔｅｓｔ【ｘ，ｔｙｐｅ＝１ ０，ｏｐｐｏｓｉｔｅ＝ＦＡＬＳＥ，ｔｗｏ．ｓｉｄｅｄ；
ＦＡＬＳＥ）

其中ｘ是检测数据向量；ｔｙｐｅ＝ｌＯ表示检测一个
异常值，ｔｙｐｅ＝１ｌ表示检测２个分别处于两个端点的
异常值，ｔｙｐｅ＝２０表示检测２个一侧的异常值；
’
伽ｏ．ｓｉｄｅｄ表示双边检验。
１．３应用举例
倒ｌ：在一次调查中，收集数据如下：
８－３、５．５、１４．Ｏ、７．５、４．７、９．Ｏ、６．５、１０２、７．７、６２

请用Ｇｍｂｂｓ法判断是否有异常值？如果有，是
哪个？

Ｒ程序如下：
＞ｕｔｉｌｓ：：：ｍｅｎｕｈｌｓｔａｌｌＰｋｇｓ（）

＞ｌｏｃａｌ（｛ｐｋｇ＜一ｓｅｌｅｃｔ．１ｉｓｔ（ｓｏｒｔ（．ｐａｃｋａｇｅｓ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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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ｕｂｂｓ法及基于Ｒ语言的Ｇｒｕｂｂｓ法检验程序举例
Ｇｒｕｂｂｓ法原理
（１）将测量的数据按大小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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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分析输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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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分析输出结果分析：
因为口＝０．０３０５ｌ＜Ｏ，０５，所以可以判断１４为这组数
据的异常值。当然如果经过实际情况分析，判定１４
不是异常值，是正常值。而觉得小值有可能是异常
值的话，可以输入命令如下：
＞ｕｔｉｌｓ：：：ｍｅｎｕＩｎｓｔａｌｌＰｋｇｓ０
＞Ｉｏｃａｌ（｛ｐｋｇ＜－ｓｅｌｅｃｔ．１ｉ ｓｔ（ｓｏｒｔ（．ｐａｃｋａｇｅｓ
（ａ１１．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ＴＲＵＥ）），ｇｍｐｈｉｃｓ＝ＴＲＵＥ）
十ｉｆ（ｎｃｈａｒ（ｐｋｇ））ｌｉｂｒａｒｙ（ｐｋ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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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ｎ】ｂｂｓ．ｔｅｓｔ（ｘ，叩ｐｏｓｉｔｅ＝ＴＲＵＥ）
Ｒ分析输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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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ｘｏｎ．ｔｅｓｔ（ｘ，ｔｙｐｅ＝１１）
Ｒ分析输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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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分析输出结果分析：
因为ｐ＝０．０３８＜０．０５，所以可以判断１４为这组数据
的异常值。当然如果经过实际情况分析，判定１４不
是异常值，是正常值。而觉得小值有可能是异常值
的话，可以输入命令如下：
＞ｕｔｉｌｓ：：：ｍｅｎｕＩｎｓｔａｎＰｋｇｓ０
＞ｌｏｃａｌ（｛ｐｋｇ＜－ｓｅｌｅｃｔ．１ｉｓｔ（ｓｏｒｔ（．ｐａｃｋａｇｅｓ（ａ１１．

ａｖａｉｌ曲ｌｅ－ＴＲＵＥ）），鲫ｈｉｃｓ＝ＴＲＵＥ）

Ｇ＝１．１７９７，Ⅳ＝Ｏ．８２８２，ｐＶａｌｕｅ＝ｌ
ａｌｔｅｍａｔｉＶｅ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１４个或１４个以上数据，；伽ｏ．ｓｉｄｅｄ表示双边检验。
２．３应用举例
例２：利用例１中的测量数据集，利用Ｄｉｘｏｎ检验
判断是否有异常值？如果有，是哪个？
Ｒ程序如下：
＞ｕｔｉｌｓ：：：ｍｅｎｕＩＩｌｓｔａｌｌＰｋｇｓ（）
＞ｌｏｃａｌ（｛ｐｋｇ＜－ｓｅｌｅｃｔ．１ｉｓｔ（ｓｏｒｔ（．ｐａｃｋａｇｅｓ（ａ１１．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ＴＲＵＥ）），ｇｍｐｈｉｃｓ＝ＴＲＵＥ）
＋ｉ ｆ（ｎ ｃ ｈ ａ ｒ（ｐ ｋ ｇ））ｌ ｉ ｂ ｒ ａ ｒ ｙ（ｐ ｋ ｇ，
ｃｈａｍｃｔｅｒ．ｏｎｌｙ：ＴＲｕＥ）｝）

ｉｓ柚

ｏｕｔｌｉｅｒ

Ｒ分析输出结果分析：
因为ｐ＝１＞０．０５，所以可以判断４．７为这组数据的
正常值。

＋ｉｆ（ｎｃｈａｒ（ｐｋｇ））ｌｉｂ ｒａｒｙ（ｐｋ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
ｏｌｌｌｙ＝ＴＲＵＥ）｝）
＞ｘ＜－ｃ（８．３，５．５，１４．Ｏ，７．５，４．７，９．Ｏ，６．５，１０．２，７．７，６．２）
＞ｄｉｘｏｎ．ｔｅｓｔ（ｘ，ｔｙｐｅ＝“，ｏｐｐｏｓｉｔｅ＝ＴＲＵＥ）

Ｒ分析输出结果：
Ｄｉｘｏｎ

ｄｉｘｏｎ法原理及基于Ｒ语言的ｄｉｘｏｎ法检验程序举例
２．１ ｄｉｘｏｎ法原理
设数据集为ｚｌｍ挪，…劫，则其顺序统计量为设
为：ｚ（１）ｑ（２）＜…ｑ（ｎ）。其中ｘ（１）为最小值，工（胛）为
最大值，当顺序统计量ｊｆ（ｆ）是正态分布时，Ｄｉｘｏｎ给
出了不同样本数量刀时统计量Ｄ的计算公式。当显著
水平口为Ｏ．０５或０．叭时，Ｄｉｘｏｎ给出了其临界值Ｄ１．
西疗）。若某样本的统计量Ｄ＞Ｄｌ一口（拧），则石∞）为异常
值，如果某样本的统计量Ｄ ７＞Ｄｌ，嘶一），则工（１）为异
常值，否则都为正常值。
２．２基于Ｒ语言的Ｄｉｘｏｎ法检验程序
在Ｒ软件中，用ｏｕｔｌｉｅｒｓ包中的Ｄｉｘｏｎ检验可以检
验出数据集中的１个或２个异常值，具体命令如下：
ｄｉｘｏｎ．ｔｅｓｔ（ｘ，ｔｙｐｅ＝１０，ｏｐｐｏｓｌｔｅ＝ＦＡＬＳＥ，押ｏ．ｓｌｄｅｄ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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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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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ｔｅｍａｔｉＶｅ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ｌｏｗｅｓｔ Ｖａｌｕｅ ４．７

ｉｓ

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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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分析输出结果分析：
因为ｐ＝Ｏ．７７６３＞Ｏ．０５，所以可以判断４．７为这组数
据的正常值。

综上分析，利用Ｒ软件程序ｏｕｔ】ｊｅｒｓ包来实现数理
统计中的Ｇ１１Ｊｂｂｓ法、ｄｉｘｏｎ法非常容易实现，也便于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调整程序，易学易记，非常直
观，所以在以后的数据处理分析中，要多多利用Ｒ
软件来实现，以提高自己的数据分析能力。

＝．１ＲＵ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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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ｚ是检测数据向量；ｔｙｐｅ＝１０表示检测适用
于数据集为３～７个数据，ｔｙｐｅ＝ｌｌ表示检测适用于数
据集为８～１０个数据，ｔｙｐｅ＝２１表示检测适用于数据集
为ｌｌ～１３个数据，ｔｙｐｅ＝２，２表示检测适用于数据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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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赵玉君，臧运平，王慧，等．Ｉｎｔｅｍｅｔ对我国农产品
传统交易模式的影响Ｉ［Ｊ］．广东农业科学，

网上购物，用户常采取搜索的方式，最先接触到的
是网页，如果在搜索和访问恶意网站时就进行拦截，
无疑可以大大消除安全隐患。安装最新金山毒霸
后，访问恶意网站时，网购保镖就会第一时间拦截。
金山毒霸２０１１ ＳＰ６还可以自动拦截假网上购物、假
支付网站、假网上银行。
（２）网购保镖保护网络支付安全。网购防护软
件具备网购防火墙功能，在进入网购页面时，网购
保镖自动提示安全类别，拦截未知程序，加固浏览
器，防止木马入侵篡改浏览器，从而保护网上购物
安全。
（３）有效拦截网购木马。有一些木马，潜伏在
下载站点中，寄生在正规的软件中，网购保镖可以
拦截通过下载文件、聊天工具接收文件入侵的木马，
最大限度杜绝可能带来的网购木马隐患。
（４）利用杀毒软件及时查杀网购木马。网购保
镖具有较强的拦截和防护功能，最新金山毒霸还具
有较强的网购木马查杀功能。

２００９（９）：２７２—２７４．

［３］郭利ＪＩＩ，张晋娟．绿色壁垒对我国西部地区出口
贸易的影响［Ｊ］．特区经济，２００５（１）：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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