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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异常值的识别及R语言实现
王怀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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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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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rom the viev叩oint of statisticaI meory，the recognition of statisticaI da协out“ers is explored，which

means廿le import柚t role of Gnlbbs method and Dixon method in the rccognition of statistical data outliers．The

paper also in廿0duces thc prog删肌langIlage of program package outlierS uIldcr R language enVironment，and

explainsⅡle r0】e of pro伊锄package outliers in tlle recognition of statistical蛐outliers combined with speci靠c

ex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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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弓l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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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异常数据，或称离群值。异常值的出现可能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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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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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liers在识别统计数据中异常值的作用

1 Grubbs法及基于R语言的Grubbs法检验程序举例
1．1 Grubbs法原理
(1)将测量的数据按大小顺序排列。

(2)设第f个数据可疑，计算

舻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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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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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avaiJable'TRUE))，鲫hics=TRUE)
+i f(n c h a r(p k g))l i b r a r y(p k g，

chamcter．only：T默JE)))
>x<一c(8．3，5．5，14．O，7．5，4．7，9．O，6．5，lO．2，7．7，6．2)
>gnIbbs．tes《x)
R分析输出结果：
GI。ubbs test f．0r one outlier

data：x

G=2．2595，U=O．3697，p—Value
2 O．03051

altemative h、币omesis：higllest value 14 is粕outl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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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l一RUE)})
>x<一c(8．3，5．5，14．O，7．5，4．8，9．O，6．5，lO．2，7．7，6．2)

>gn】bbs．test(x，叩posite=TRUE)
R分析输出结果：
G兀Jbbs test for one ounier

data：x

G=1．1797，Ⅳ=O．8282，pValue=l
altematiVe hypothesis： lowest Value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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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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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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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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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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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c(8．3，5．5，14．0，7．5’4．7，9．O，6．5，10．2，7．7，6．2)

>dixon．test(x，type=11)
R分析输出结果：
Dixon test for outliers

data：x

Q=0．4471，p—Value=0．0380
altematiVe hypothesis：highest Value 14 is孤

Outl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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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nchar(pkg))lib rary(pkg，charact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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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st fbr outliers

data：x

Q=0．1296，p—Value 20．7763

altematiVe hypothesis：lowest Value 4．7 is an

0utl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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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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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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结语
近几年，网购诈骗与网上购物如影相随，并且

花样不断翻新，用户个人在现有条件下只有不断了
解网购诈骗的手法，增强网上购物风险防范意识，
提高自身风险防范技术，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网上
购物风险，充分享受广泛、安全、便捷的网上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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