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确定度评估

一.概率论和统计学基础知识：

概率论是研究随机现象数量规律的数学分支。研究各种结果出现

的可能性大小。随机现象:是指在基本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每一次试

验或观察前，不能肯定会出现哪种结果，呈现出偶然性。例如，掷一

硬币，可能出现正面或反面。随机现象的实现和对它的观察称为随机

试验。随机试验的每一可能结果称为一个基本事件，一个或一组基本

事件统称随机事件，或简称事件。典型的随机试验有掷骰子、扔硬币、

抽扑克牌以及轮盘游戏等。

随机现象是相对于决定性现象而言的。在一定条件下必然发生某

一结果的现象称为决定性现象。例如在标准大气压下，纯水加热到

100℃时水必然会沸腾等。

随着人类的社会实践，人们需要了解各种不确定现象中隐含的必

然规律性，并用数学方法研究各种结果出现的可能性大小，从而产生

了概率论，并使之逐步发展成一门严谨的学科。概率与统计的方法日

益渗透到各个领域，并广泛应用于自然科学、经济学、医学、金融保

险甚至人文科学中。

1.正态分布



正态曲线下，横轴区间（μ-σ,μ+σ）内的面积为68.3%。

横轴区间（μ-1.96σ,μ+1.96σ）内的面积为95.4%。

横轴区间（μ-2.58σ,μ+2.58σ）内的面积为99.7%。

集中性：正态曲线的高峰位于正中央，即均数所在的位置。

对称性：正态曲线以均数为中心，左右对称，曲线两端永远不与

横轴相交。

均匀变动性：正态曲线由均数所在处开始，分别向左右两侧逐渐

均匀下降。

曲线与横轴间的面积总等于1，相当于概率密度函数的函数从正

无穷到负无穷积分的概率为1。即频率的总和为100%。形状呈现中



间高两边低，正态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曲线呈钟形，因此人们又经常

称之为钟形曲线。

特点：随机性；大小相等的正负误差出现的概率相等；小误差出

现的概率大，大误差出现的概率小。

正态分布有两个参数：平均数μ、标准差σ均值

σ描述正态分布资料数据分布的离散程度，σ越大，数据分布越分

散，σ越小，数据分布越集中。也称为是正态分布的形状参数，σ越大，

曲线越扁平，反之，σ越小，曲线越瘦高。

面积分布

1、实际工作中，正态曲线下横轴上一定区间的面积反映该区间

的例数占总例数的百分比，或变量值落在该区间的概率（概率分布）。

不同 范围内正态曲线下的面积可用公式计算。

2、正态曲线下，横轴区间（μ-σ,μ+σ）内的面积为68.3%。

横轴区间（μ-1.96σ,μ+1.96σ）内的面积为95.4%。

横轴区间（μ-2.58σ,μ+2.58σ）内的面积为99.7%。

正态分布情况下，n ∞时（n＞200,概率ρ与置性因子k间的

关系，ρ(%)=95.4，k=1.96;ρ(%)=99.7，k=2.58。

由于“小概率事件”和假设检验的基本思想 “小概率事件”通常指发

生的概率小于5%的事件,由此可见X落在（μ-3σ,μ+3σ）以外的概率

小于千分之三，在实际问题中常认为相应的事件是不会发生的，基本



上可以把区间（μ-3σ,μ+3σ）看作是随机变量X实际可能的取值区间，

这称之为正态分布的“3σ”原则。

2.t分布

t分布是标准正态分布的一个近似分布，是正态分布的小样本形

态， t分布较正态分布顶部略低而尾部稍高。根据小样本来估计呈正

态分布且方差未知的总体的均值。在样本数量足够多时，则应该用正

态分布来估计总体均值。

双侧 ρ=0.01 ρ=0.05

2 9.925 4.303

4 4.604 2.776

6 3.707 2.447

7 3.499 1.895

8 3.355 2.306

10 3.169 2.228

20 2.845 2.086

3.三角分布：在概率论与统计学中，三角形分布是低限为a、众数为

c、上限为b的连续概率分布。



三角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 三角分布的累积分布函数

两个相同均匀分布的合成、两个独立量之和值或差值，服从三角

分布。

4.均匀分布 (矩形分布)：

在概率论和统计学中，均匀分布也叫矩形分布，它是对称概率分

布，在相同长度间隔的概率分布是相等的。均匀分布由两个参数a和

b定义，它们是数轴上的最小值和最大值，通常缩写为U（a，b）。

曲线如下图：

函数为：

 当a=0,b=1时，为标准均匀分布。



数据修约、测量仪器的最大容许误差或分辨力、参考数据的误差

限或者被测定值落在区间的情况缺乏了解等，导致的不确定度，通常

假设为均匀分布。

二.不确定度

1.概念

表征合理地赋予被测量之值的分散性，与测量结果相联系的参数。它

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分布区间，恒为正值，是对误差的度量，对测

量值不能肯定的程度的评价。它是测量结果质量的指标。不确定度愈

小，所述结果与被测量的真值愈接近，质量越高，水平越高，其使用



价值越高；不确定度越大，测量结果的质量越低，水平越低，其使用

价值也越低。

测量不确定度由多个分量组成,

2.与误差的区别与关联

测量不确定度表征被测量的真值所处量值范围的评定。它按某一

置信概率给出真值可能落入的区间。它可以是标准差或其倍数，或是

说明了置信水准的区间的半宽。它不是具体的真误差，它只是以参数

形式定量表示了无法修正的那部分误差范围。它来源于偶然效应和系

统效应的不完善修正，是用于表征合理赋予的被测量值的分散性参

数。

误差多数情况下是指测量误差，它的传统定义是测量结果与被测量真

值之差。通常可分为两类：系统误差和偶然误差。误差是客观存在的，

它应该是一个确定的值，但由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真值是不知道的，

所以真实误差也无法准确知晓。真值可以是已知标准值,在消除系统

误差以后，可以认为是测定次数为∞的平均值（最佳的真值近似值）。

2.1评定目的的区别：

测量不确定度为的是表明被测量值的分散性。测量误差为的是表

明测量结果偏离真值的程度。

2.2评定结果的区别

测量不确定度是无符号的参数，用标准差或标准差的倍数或置信

区间的半宽表示，由人们根据实验、资料、经验等信息进行评定，可

以通过A，B两类评定方法定量确定。



测量误差为有正号或负号的量值，其值为测量结果减去被测量的

真值，由于真值未知，往往不能准确得到，当用约定真值代替真值时，

只可得到其估计值。

2.3影响因素的区别：

测量不确定度由人们经过分析和评定得到，因而与人们对被测

量、影响量及测量过程的认识有关。

测量误差是客观存在的，不受外界因素的影响，不以人的认识程

度而改变。

因此，在进行不确定度分析时，应充分考虑各种影响因素，并对

不确定度的评定加以验证。否则由于分析估计不足，可能在测量结果

非常接近真值（即误差很小）的情况下评定得到的不确定度却较大，

也可能在测量误差实际上较大的情况下，给出的不确定度却偏小。

2.4性质区分上的区别：

测量不确定度分量评定时一般不必区分其性质，若需要区分时应

表述为：“由随机效应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和“由系统效应引入的不确

定度分量”。

测量误差按性质可分为随机误差和系统误差两类，按定义随机误

差和系统误差都是无穷多次测量情况下的理想概念。

2.5对测量结果修正的区别：

“不确定度”一词本身隐含为一种可估计的值，它不是指具体的、

确切的误差值，虽可估计，但却不能用以修正量值，只可在已修正测

量结果的不确定度中考虑修正不完善而引入的不确定度。



而系统误差的估计值如果已知则可以对测量结果进行修正，得到

已修正的测量结果。

一个量值经修正后，可能会更靠近真值，但其不确定度不但不减

小，有时反而会更大。这主要还是因为我们不能确切的知道真值为多

少，仅能对测量结果靠近或离开真值的程度进行估计而已。

2.6不确定度与误差的联系

不确定度的概念是误差理论的应用和拓展，误差分析依然是测量

不确定度评估的理论基础。

例如测量仪器的特性可以用最大允许误差、示值误差等术语描

述。在技术规范、规程中规定的测量仪器允许误差的极限值，称为“最

大允许误差”或“允许误差限”。它是制造厂对某种型号仪器所规定的示

值误差的允许范围，而不是某一台仪器实际存在的误差。测量仪器的

最大允许误差可在仪器说明书中查到，用数值表示时有正负号，通常

用绝对误差、相对误差、引用误差或它们的组合形式表示。例如±

0.1PV，±1%等。测量仪器的最大允许误差不是测量不确定度，但可

以作为测量不确定度评定的依据。测量结果中由测量仪器引入的不确

定度可根据该仪器的最大允许误差来计算，如测量仪器的示值与对应

输入量的约定真值之差，为测量仪器的示值误差。对于实物量具，示

值就是其标称值。通常用高一等级测量标准所提供的或复现的量值，

作为约定真值（常称校准值或标准值）。

2.7系统误差和随机误差的异同点

a.相同点：都是误差，它们都存在于一切科学实验中，只能减弱

到一定程度，而无法彻底消除。



b.不同点：

系统误差 随机误差

具有确定性。在相同条件下，

多次测定同一值时，误差的绝对

值和符号保持恒定。条件改变时，

误差也按确定规律变化。

具有随机性，在相同条件下，

多次测定同一量时,误差的绝

对值和符号以不可预定的方式变

化。

单项系统误差多与单个或少

数几个因素有关。

多由大量均匀小的因素共同

影响所造成。

无抵偿性 有抵偿性

影响系统误差的条件一经确

定，误差亦随之确定，即使重复

测定误差的绝对值和符号保持不

变。

同条件重复测定，求均值，

可减少随机误差。

三.测量不确定度来源

典型的不确定度来源包括：

1.样品采集(取样、现场保存）问题

2.样品运输保存问题

3.样品在实验室的保存

4.测定时间及环境条件是否满足要求

5.取样或称量、测定过程中量器设备的选择

6.选择方法及测定仪器影响（同一参数的测定，选择不同的仪器有不

同的结果）

7.试剂纯度

8.化学反应定量关系

9.测量人员及测定重复性

10.样品基体其他非待测成分的影响



11.计算方法及数据处理问题（包括异常值剔除）

12.是否有空白修正、仪器修正

13.随机因素影响

四.测定不确定度的评定步骤

不确定度评估方法

JJF1059.1-2012测量不确定度的评定与表示（简称GUM）（检测工

作常用）

JJF1059.2-2012用蒙特卡洛法评定不确定度（简称MCM）（复杂的

数学模型……）

1.异常值判定及处理

三倍标准法：只有一个异常值的情况

格鲁斯法：只有一个异常值的情况

狄克松法：一组测定值中有一个以上异常值的情况

一组测定值按大小顺序排列，两端的值被怀疑为异常值，进行统

计检验、评判。本检验法的功效优于格鲁布斯检验法，并可用于异常

值的连续检验和剔除。

异常值（outlier）是指一组测定值中与平均值的偏差超过两倍标

准差的测定值，与平均值的偏差超过三倍标准差的测定值，称为高度

异常的异常值。异常值是否剔除，视具体情况而定。在统计检验时，

指定为检出异常值的显著性水平α=0.05，称为检出水平；指定为检出

高度异常的异常值的显著性水平α=0.01，称为舍弃水平，又称剔除水

平(rejectlevel)。



1.1求均值时可疑值的取舍 只有一个异常值的情况

(1).三倍标准法：若分析数据呈正态分布，可用下列公式确定极端值

是否可以舍弃。

|极端值－不包括极端值在内的均值|

标准差 ＞3,舍去；＜3,保留。

例： 0.040 0.035 0.042 0.037 0.047

除去0.035,计算X=0.0415,S=0.0042，在重新计算结果，

|0.035-0.0415|

0.0042 ＝1.5，说明0.035应保留，并参加

均值计算，X=0.0402

(2).偏差与极差比值法

1971年由ELBauer提出，又称Baure检验法

求观察值舍弃的临界值，如计算ti值大于表值，则舍弃。

ti=|X-X|/R

ti=|0.035-0.0402|/(0.047-0.035)

=0.433(n=5,ti=0.433＜0.86,P>0.95,0.035应保留)

(3).Q检验法

将所有测定值由大到小排序X1,X2,…Xn，其可疑值为X1或Xn。



求出极差R=Xn-X1

求出可疑值X1或Xn与其最邻近值之差X2-X1或Xn-Xn-1,

求出统计量Q,查临界值Qp,n,若Q＞Qp,n则舍去可疑值，否则应保留。

Q=（Xn-Xn-1）÷R或Q=（X2-X1）÷R

不同置信度下的Q值表

测定

次数
3 4 5 6 7 8 9 10

P=0.1

0

0.94 0.76 0.64 0.56 0.51 0.47 0.44 0.41

P=0.0

5

0.97 0.84 0.73 0.64 0.59 0.54 0.51 0.49

P=0.0

1

0.99 0.93 0.82 0.74 0.68 0.63 0.60 0.57

(4).格鲁布斯（Grubbs）检验法

一组检测数据从小至大排列，计算该组数据的均值和标准差，计算G

值。将G值与下表比较，G值≥表值，舍弃，反之保留。

G值表



由于格鲁布斯（Grubbs）检验法引入了标准差，故准确度比Q

检验法高。

AAS测定土壤中的铁，5次测定值（mg/kg）是4.06,4.05,4.05,

4.09,4.17，平均值是4.084,标准偏差是0.0508,确定4.17是否为异

常值?根据格鲁布斯检验，G＝(4.17-4.084)/0.0580=1.693,

G>G0.05,5=1.672,确定4.17为异常值。

(5).狄克逊检验法(Dixon法)：该准则采用极差比的方法，可得到简化

而严密的结果。设样本为x1，x2，x3，…，xn，其顺序统计量为：x(1)<x

(2)<…<x(n)。 这里x(1)为最小值，x(n)为最大值，当顺序统计量x

(i)服从正态分布时，Dixon给出了不同样本数量n时统计量D的计算

公式。当显著水平α为0.05或0.01时，Dixon给出了其临界值D1-α(n)。

如果某样本的统计量D>D1-α(n)，则x(n)为异常值，如果某样本的统

计量D′>D1-α(n)，则x(1)为异常值，否则为正常值。

1.2标准曲线中异常值的取舍

在化学分析中，根据浓度X和峰高（或峰面积或吸收值）Y的对

应关系，求出回归方程的剩余标准差Sy.x，若Y值在Y±t0.05(n-2)Sy.x范围

内应保留，未在此范围内应舍弃。舍弃异常值后再求回归方程，

Y=a+bX，并计算结果。



2.误差的传递

2.1系统误差的传递

和、差的绝对误差等于各测量值绝对误差的和、差

积、商的相对误差等于各测量值相对误差的和、差

用减重法称得AgNO34.3024g,溶于250mL棕色瓶中，稀至刻度，

配成0.1003mol/L的AgNO3标液。如果倒出前的称量误差是-0.2mg,

倒出后的称量误差是+0.3mg,容量瓶的容积误差为-0.07mL。问配得

AgNO3标液的绝对误差、相对误差和实际浓度各是多少？

W=W前-W后

δW=δW前 –δW后 =-0.2-（+0.3）=-0.5mg

/L

2.2偶然误差的传递

2.2.1 和、差结果的标准偏差的平方，等于各测量值的标准偏差的

平方和。

2.2.2积、除结果的相对标准偏差的平方，等于各测量值的相对标准

偏差的平方和。



分析天平称量时，单次的标准偏差为0.10mg,求减量法称量时的

标准偏差。

2.测量不确定度评定—影响因素及建立数学模型

找出独立的影响因素、建立数学模型、画出鱼骨图，如：

3.确定度评估示例

3.1对各个分量进行评估

“A类不确定度”是使用统计分析法评定，A类不确定度

测量不确定度的A类评定简称A类评定，是指对在规定测量条

件下测得的量值用统计分析的方法进行的测量不确定度分量的评定。

对被测量进行独立重复观测，通过所得到的一系列测得值，用统计分



析方法获得试验标准偏差s（x），当用算术平均值x作为被测量估

计值时，被测量估计值的A类标准不确定度按下式进行计算：

“B类不确定度”在多数实际测量工作中，不能或不需进行多次重

复测量，则其不确定度只能用非统计分析的方法进行B类评定。

评定基于以下信息：权威机构发布的量值；有证标准物质的量值；

校准证书；仪器的漂移；经检定的测量仪器的准确度等级；根据人员

经验推断的极限值等   。

标准不确定度的B类评定方法：根据有关的信息或经验，判断被

测量的可能值区间,假设被测量值的概率分布，根据概率分布和要求

的概率p确定k，则B类不确定度可由以下公式得到：

3.2对不确定度总量进行评估

寻找不确定度来源，X1,X2,…Xn,写出数学模型

y=f(X1,X2,…Xn)

如：根据测量不确定度传递定律，x的不确定度主要来自Y,a,b,W,V总

的不确定度，不确定度按下列公式计算：

当测量结果是由若干个其他量的值求得时，按其他各量的方差或

（和）协方差算得的标准不确定度;它是测量结果标准差的估计值。

根据不确定度合成理论，加减运算结果的不确定度，等于参加运

算的各量不确度度平方和的开方，其结果大于参加运算各量中的最大

不确定度。如：



3.3分析方法引入的不确定度主要由方法的重复性、方法的回收率等

组成，列表综述如下：

不确定度来源 类型 单位 不确定度/半宽度 概率分布 标准不确定度（Ui）

质量

（天平）

分辨率 B g 均匀

校准 B g
证书提供的不确定

度
K＝2

体积

校准 B mL
证书提供的不确定

度
三角

温度 B mL 均匀

C

标准曲线 A mg/L 正态

标准

物质

标准品纯度 B mg/L
证书提供的不确定

度
均匀

，

,k＝2

天

平

分辨率 B g 均匀

校准 B g
证书提供的不确定

度
K＝2

内标

标准品纯度 B mg/L
证书提供的不确定

度
均匀

，

,k=2

天

平

分辨率 B g 均匀

校准 B g
证书提供的不确定

度
K＝2

分析方法

方法重复性 A mg/L
标准偏差

正态

方法回收率 B % k=2



3.4示例

总硬度测定结果的不确定度评定

铅标准溶液配制的不确定度的计算

铁火焰原子吸收法测定结果的不确定度

土壤中苯并(a)芘测定的不确定度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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