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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文化

素质的提高，我国老百姓越来

越关注统计数据，统计数据是否真实、

准确和科学，不仅影响我国统计数据在

国际上的声誉，也影响着老百姓对统计

数据的信任程度，从而影响我国社会与

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在统计调查报告

和政府权威部门公布的统计数据中，平

均数是一种常见的统计数据，如平均增

长速度、平均职工工资、平均价格等，

用以显示社会与经济发展的一般水平和

均衡状态。但由于我国统计教育还不十

分普及，有些平均指标的计算方法和计

算范围不够准确科学，引起了人们对平

均数的质疑，从而产生了对统计数据的

信任危机。如一句顺口溜就说明了平均

数存在的问题：“有个暴富张千万，邻

居九个穷光蛋，专家统计一平均, 都是

张百万”。显然，这里的平均，根本

不能反映实际情况，完全失去了意义。

这样的数据一出现，人们就会有被骗的

感觉。其实类似情况的出现，并不是

平均数本身的错，而是人们对平均数的

不正确理解和不正确运用所致。作为统

计教育工作者，有必要对这些问题进行

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本人在此发表自己

的一些浅见。

 在我国长期以来最广泛使用的是

算术平均数，而多数公众由于统计知识

的缺乏，也认为平均数就是算术平均

数。当“平均数不代表大多数”时，

自然而然就会产生对平均数的质疑。实

际上，在统计中平均数不止是算术平均

数，还有众数、中位数、调和平均数

和几何平均数。这些平均数由于计算方

法不同，具有不同的特点，反映现象

特征时应用范围和代表性也就不同。只

有正确分析和掌握这些平均数的特点和

应用，才能根据不同现象的分布特征选

择适合的平均数，以提高平均数的准确

性和可靠性。本文主要针对算术平均

数、众数、中位数这三种平均数进行

比较分析。

计算及特点

算术平均数是一组数据中所有数据

的平均数，是将一组数据的总和除以数

据个数得到的。中位数是将一组数据由

小到大排序后位于中间位置的数据。若

数据为奇数个，中位数为中间的那个数

据；若数据为偶数个，中位数则是取中

间两个数据的平均数。众数是指一组数

据中出现次数最多的那个数据。下面举

例说明这三种平均数的计算方法。

如为调查某单位员工收入状况，随

机抽取 9 名员工得结果如下( 元) ：

1600、1600、1600、1800、1800、

1900、1900、2500、3000，则计算

三种平均数结果分别为：

算术平均数=（1600+1600

+1600+1800+1800+1900+1900

+2500+3000）/9=1966.67(元)。

中位数位置是第5 名员工，则他的

工资额180 0 元就是中位数。

在9 个数据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是

1600，所以工资额1600 元就是众数。

求一组数据的平均数、众数、中

位数都不是很困难，问题就出现在代表

一组数据的一般水平时采用它们中的哪

个来代表。特别是当这些平均数较接近

时，到底用谁去代表这组数据的一般水

平更合适呢？这就需要首先分析这些平

均数的特点：

1 . 在一组数据中平均数的个数不

同。在一组数据中，算术平均数一定

有且只有一个，其数据可能等于原数据

中的一个，也可能与原数据不同。而

一组数据中中位数也一定有且只有一

个。一组数据中众数可能有也可能没

有，可能有一个也可能有多个。当一

组数据中没有明显的集中趋势时，就没

有众数，无法用众数代表一组数据的平

均水平；当众数有多个时，可能说明总

体各单位集中趋势不够明显，这时也不

适合使用众数。如在上述例子中，因

为 9 名员工工资不存在明显集中趋势，

用众数1600 元代表9 名员工的工资水平

则代表性不足。

2 . 平均数的概括能力不同。算术

平均数是根据一组数据中所有数据来进

行计算的，受到所有信息的影响，它

能够概括反映所有数据的平均水平；而

中位数和众数是根据总体中处于特殊位

置的个别单位或部分单位的数据来确定

的，不能反映所有信息，特别是不能

反映极端值的信息。因此算术平均数对

数据的概括能力要比众数和中位数对数

据的概括能力强，所以在传统统计分析

中，人们比较习惯使用算术平均数。

3 . 平均数对数据的灵敏度不同。

因为算术平均数是根据数据中所有的数

据来计算的，每一数据的任何变动都将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算术平均数的计算

结果，而中位数和众数是根据特定位置

上的数据计算的平均数，计算时没有使

用到所有的数据，因而不具有这样的特

性，因此相对于中位数和众数而言算术

平均数对一组数据表现出更大的灵敏

度。如果数据中出现个别极端值，对

算术平均数而言，会拉高或拉低平均水

平，从而出现前面讲到的“张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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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出现，影响了平均数的代表性。

在上述例子中，算术平均数1966.67 元

受到了极端值3000 元的影响,使平均数

偏高，在9 名员工中只有两名员工的工

资达到平均水平，显然这时的算术平均

数对 9 名员工工资水平的代表性较差。

而中位数和众数则不受极端值的影响，

避免了个别数字引起的误解。前面提到

众数对平均水平的代表性也不足，这里

用中位数180 0 元来代表比较合适。

4 . 平均数的适用范围不同。一般

来说，由于算术平均数对于数据的量化

尺度要求较高，算术平均数比中位数众

数的适用范围要窄，只适用于定距尺度

和定比尺度的数据；中位数不仅适用定

距尺度和定比尺度的数据，还适用于定

序尺度的数据；而众数的适用范围更

广，不仅适用于上述三种数据，还适

用各种定类尺度的数据。因而在一些无

法适用算术平均数的场合，众数和中位

数不失为一种独特且有用的统计分析工

具 。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算术

平均数、众数、中位数的定义不同，

它们具有不同的特点和不同的适用范

围，在使用时应该正确恰当地根据不同

的情况选择不同的平均数，这样才能够

提高这些平均数的代表性，更客观准确

地反映和描述事物现象的本质特征。

在经济生活中的合理运用

1 . 分析定类数据的平均水平时，

宜采用众数。从统计学而言，理论上，

一切认识的对象均可被量化。而其量化

的方法则无外乎四种——定比、定距、

定序、定类。定类尺度只进行分类或

分组，不反映种类的优劣、量的大小

或顺序，不可以进行数学运算，例如

人口分为男女两类。定序尺度可以反映

种类的优劣、量的大小或顺序，不可

以进行数学运算，例如将居民分为高、

中、低三类。定距尺度可以现象在量

方面的精确差异，可以进行加减运算，

例如温度。定比尺度除有上述三种尺度

的全部性质之外，还可以测量不同数据

之间的比例或比率关系，可以进行加减

乘除运算，例如收入、价格、销售量。

众数作为位置平均数能够适用于所

有的数据类型,尤其是定类数据因为不能

计算中位数或算术平均数,它的中等水平

或一般水平只能由众数来代表，在很多

实际问题中得到应用。诸如商品销售情

况的统计中, 作为最受欢迎的、最大众

化的、最普遍的、销售最大的类型;在

民意测验中, 作为反映民众倾向的意见

等 。

2 . 现象分布比较均衡时，宜采用

算术平均数。现实生活中，大多数现

象的分布是钟型分布，显示出国民经济

运行过程中的均衡状态，而算术平均数

是所有数据的平均水平，能反映所有数

据信息，加之这种方法简单易懂，符

合代数运算，所以在数据分布比较均匀

的情况下，能真实准确地反映现象的一

般水平和本质特征。比如，在我国实

行计划经济时代，职工收入分配比较均

匀，差距较小，这时用算术平均数来

反映我国职工收入状况比较适宜。但在

我国实行市场经济的今天，经济形势急

剧变化，社会群体迅速分化，地区差

异拉大，这时人们的收入分配十分悬

殊，分配差距相当地大，这时用算术

平均数作为人们收入状况的代表值，则

其代表性不强，说服力不够。

3 . 当数据中出现极端值时，宜采

用中位数。据统计资料显示,目前全国城

市居民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人口只拥有

全部收入的2.75%，仅为收入最高的五

分之一人口所拥有收入的4.6%。各占总

人口20 % 的最高和最低收入两大群体，

收入差距已达 3 3 倍。在我国社会贫富

悬殊拉大的今天，在计算反映人民生活

水平的平均数时，如果再用算术平均数

作为这些数据的代表值，会使平均数出

现虚高或虚低，使人们对客观事实缺乏

正确的认识。中位数是总体中所有变量

值按顺序排列后处在中间位置的那个变

量值，它不受极端值即极大值和极小值

的影响，最适合反映数量差异悬殊现象

的数量特点，所以在反映人民生活水平

的一般水平时，应使用中位数来计算，

如人均收入、人均住房面积。在医学

卫生统计中，世界各国在反映婴儿每个

月的标准身高和体重以及血液中各微量

元素的含量均使用的是中位数。

4 . 现象存在明显集中趋势时，宜

采用众数。平均数是反映现象分布集中

趋势的指标，反映大部分单位的一般水

平，而众数是一组数据中出现次数最多

的数据，在现象分布存在明显集中趋势

时，众数作为平均水平的代表性较高。

但与算术平均数相比，有关众数的介绍

和研究较少，人们对它的关注度不高，

实际上众数的适用范围比算术平均数更

广，如前面提到的定类尺度就适用众数

代为代表值。众数的应用还常出现在不

确定情况下理性决策中。例如，成衣、

鞋袜、帽子、自行车等商品的生产和

销售，厂家或商店为了了解消费者的需

求，所关心的不是这些商品的号码、尺

寸或型号的算术平均数，而且也无法掌

握所有需求者的信息，这时采用销售出

去的商品的号码、尺寸、型号的众数

作为平均数，更具代表性也更为现实。

又如，在竞选中，候选人为了获胜，

一般是选择在选民最感兴趣话题上作文

章 。

5 . 将平均数与其他指标相结合。

有统计常识的人都知道，平均数是一组

数据的合计数除以个数，这组数据的差

异越大，平均数的代表性也就越小。现

阶段的中国，人口众多，地区发展不

平衡，还处在底层大、中间小的“金

字塔型”，绝大多数财富聚集在处于塔

尖的少数人。“金字塔型”的中国如

果凡事都参考平均数，无异于利用“障

眼法”，忽略贫富差距，掩盖社会矛

盾，助长“马太效应”。 因而统计上

的平均数虽然仍有其作用和价值，但其

对社会差距和矛盾的掩饰，必然会引起

公众的反感和不满。在贫富差距扩大、

基尼系数已经超过警戒线的今天，许多

情况不宜只简单地公布一个笼统的平均

数，不妨多公布一些能够表现差异和差

距的平均数，如高收入的平均数、低

收入的平均数等，或者是公布一些反映

差距的指标值，如标准差、离散系数。

这样的统计数据能更全面地反映现象的

真实面目，从而取信于民。

在平均数受到广泛质疑的今天，我

们不能因为质疑而否认这些指标使用的

意义，而应该分析问题出现的原因和解

决办法，以更好地运用这些指标，更

好地发挥它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

用 。

（作者单位：广东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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