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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抽样原则
二、抽样过程与方法
三、分组原则

What is Sampling. Sampling is a process used in 
statistical analysis in which a predetermined 
number of observations are taken from a larger 
population. 
The methodology used to sample from a larger 
population depends on the type of analysis being 
performed but  may include s imple random 
sampling or systematic sampling. Mar 12 2019.

抽样和分组的原则及方法



一、抽样原则



（一）保证样本的可靠性（每个个体）
    1、个体来自同质的总体
    2、确定纳入标准、排除标准

一、抽样原则



（二）保证样本的代表性（样本群体）
  1、样本能充分反映总体的特征。
  2、两个原则（随机化的抽取、足够的样本含量）

一、抽样原则



二、抽样过程与方法



（一）抽样过程
1.明确总体
2.确定抽样框  
例如：要从10000名职工中抽出200名组
成一个样本，则10000名职工的名册，
就是抽样框。（完整不重复）
3.明确合适的样本量
4.确定抽样方法抽取样本

二、抽样过程与方法



（二）抽样方法

1.概率抽样



（二）抽样方法

Ø （1）简单随机抽样
Ø （2）系统抽样（等距抽样或机械抽

样）
Ø （3）分层抽样
Ø （4）整群抽样
Ø （5）多阶段抽样（多级抽样）



Ø 抽样方法的选择应根据研究对象
的人群特征来进行。

Ø 差异大（分层抽样），
Ø 调查样本大设计单位多且各单位

情况比较一致（整群抽样），
Ø 大范围调查（多级抽样）

概率抽样的随机误差大小的排序:分层抽样＜系统抽样＜简单随机抽样＜整群抽样

（二）抽样方法

an error in measurement caused by factors which vary from one 
measurement to another.



1.概率抽样

（二）抽样方法



方法：总体中全部研究单位进行编号，
再用随机数字表法、抽签或计算机抽取
等方法随机抽取号码进入样本。

特点：容易理解，实施简单。但要求是
先把所有研究对象编号。
研究对象多难以做到，当抽样比例较小
时样本对总体的代表性差。

（1）简单随机抽样



（1）简单随机抽样



方法：先将总体的每个研究个体按某一特征顺序编
号，并根据抽样比例（样本含量与总体含量之比）
规定抽样间隔H，再随机确定一个小于H的数字K，
以K为起点，每间隔H抽取一个研究个体组成样本。
特点：编号所代表的研究单位具有一定的周期性趋
势，明显的偏性。当研究单位分布比较均匀时，系
统抽样才比较合适。

（2）系统抽样（等距抽样或机械抽样）



（2）系统抽样（等距抽样或机械抽样）



（3）分层抽样

按照与研究目的明显有关的某种特征将总体分为若干层，然后从每一层内按比例随
机抽取一定数量的个体，组成该层的样本，各层样本之和代表总体。



为研究某医院护士心理应激水平，准备抽取200人作为样本
   该医院本科学历护士10%，大专学历护士50％，中专学历护士40％，样本按分层
抽样法（200x10%+200x50%+200x40%）分别从本科、大专、中专学历护士中随
机抽取20、100、80人，合起来组成样本。

特点：
•分层使得各层在样本中所占的研究单位含量不相等。
•人数过少，缺乏代表性。应加大稀少部分的抽样数。
•层内的观察值变异越小，层间差别越大，分层效果越好，抽样误差也越小。

（3）分层抽样



定义:整群抽样是指将总体中
所有的研究单位按某种属性
分成若干个群体，再从这些
群体中随机抽取其中一部分
群体，其内的全部研究单位
构成样本。（以群为单位进
行抽样）

（4）整群抽样



（4）整群抽样



（4）整群抽样



分类:
单纯整群抽样：1.2.5.8号社区所有护士
两阶段抽样（初级、二级抽样单位）：
1.2.5.8号社区部分护士
特点：
简便，节省人力物力，适用于大规模的
调查
但当群体间差异大时会增大抽样误差

（4）整群抽样



在实际抽样时，不仅要考虑抽样误差的大小，同时也要考虑操作上的可行方案，所以
往往多种抽样方法联合使用。这是大型调查时常用的一种抽样方法。
三阶段以上的抽样通称为多阶段抽样。多阶段抽样过程也常结合使用上述不同的基本
抽样方法，以保证样本的代表性。

（5）多阶段抽样（多级抽样）

Multistage Sampling
Using a combination of the sampling methods, at 
various stages.
Example:
• Stratify the population by region of the country.
• For each region, stratify by urban, suburban, and
rural and take a random sample of communities
within those strata.
• Divide the selected communities into city blocks as
clusters, and sample some blocks.
• Everyone on the block or within the fixed area may
then be sampled.

Multistage Sampling
Randomly select primary sampling units at the first
stage:
Øspecific communities
Øspecific health facilities

Within the primary sampling units, randomly select the final 
sampling units at the second stage:
Ødrug use encounters
Øpatients
Øhouseholds

Sometimes in complex samples, additional stages are needed



（5）多阶段抽样（多级抽样）

举例:某研究院了解某市居民对健康影响因素和健康行为的认知程度。
与调查7200名居民已知该市共有51个街道。
预计抽取18个街道→每个街道抽取2个社区→每个社区抽取100户家庭→每个家
庭抽取2名居民。



2、非概率抽样



定义:也称非随机抽样，是指抽样
未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总体中
的每一个研究单位被抽取进入样
本的概率是不确定的。
特点：方便和主观判断抽取样本。
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总体的某
些特征，但不能用统计推断的结
果来推论总体。因此非概率抽样
的样本代表性不如概率抽样。

2、非概率抽样



2.非概率抽样

（二）抽样方法

（1）方便抽样
（2）配额抽样
（3）目的抽样
（4）滚雪球抽样

定义：抽样未采用随机抽样方法，总体中每
一个研究单位被抽取进入样本的概率不确定



Ø 偶遇抽样
Ø 方便抽样是非随机抽样中最简单的方法。
Ø 优点是方便易行，省时省钱。
Ø 缺点是准确性和代表性差。

（1）方便抽样

uA convenience sample consists of research 
subjects who were chosen for a study because 
they could be recruited easily.

uOne disadvantage of convenience sampling is 
that subjects in a convenience sample may not 
be representative of the population the 
researcher is interested in studying.

uOne advantage of convenience sampling is that 
data can be collected quickly and for a low cost.



（2）配额抽样

• 与分层抽样的区别和联系
• 分层抽样＝分层配额＋层内随机抽样
• 配额抽样＝分层配额＋层内方便抽样



定义:目的抽样，是指研究者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以及对调查总体的了解，有意
识地选择某些被判断为最能代表总体的研究对象作为样本的抽样方法。 
Ø多用于研究总体很小但其内部各研究对象间差异大的情况。
Ø研究总体的范围无法确定的情况.

（3）目的抽样



定义:滚雪球抽样是指利用社会群体内部间联
系较密切的优势和朋友间具有共性的特点而
形成的联系线索来进行抽样。

举例:调查男同性恋人群中艾滋病
毒和梅毒感染现状。
计划纳入150名研究对象目前已知
有3名男同性恋者。（互不认识）
每人推荐两人
该抽样方法在寻找某些特殊总体中
的个体时非常有用。

（4）滚雪球抽样







三、分组原则



1. 符合研究目的 
     研究目的是研究分组
的决定性因素
2. 均衡性
     保证各组样本的基础
情况( 除处理因素以外
影响研究结果的非处理
因素) 相同或相似，具
有可比性。
3. 可比性

三、分组原则



四、分组过程与方法



四、分组过程与方法

1.分组过程
ü明确总体
ü确定合适的样本
ü明确抽样方法抽取样本
ü确定每组例数，选择分组方法进行分组 



四、分组过程与方法

p随机分组
• 简单随机分组
• 区组随机分组
• 分层随机分组 
p历史对照分组
p自然分组
p按意愿分组     

2.分组方法



简单随机分组    
   又称为完全随机化分组，是对研究对象直接进行随机分组， 常通过掷硬币或随机数
字表,或用计算机产生随机数来进行随机化。
区组随机分组    
    又称均衡随机化或限制性随机化分组,即将随机加以约束,使各处理组的分配更加平衡,
满足研究要求。
分层随机分组   
    按研究对象特征，即可能产生混杂作用的某些因素（如年龄、性别、种族、文化程
度、居住条件）先进行分层，然后在每层内随机地把研究对象分配到实验组和对照组。

四、分组过程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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