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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计量检测工作主要是对被计量对象中所涉及的各项

参数进行准确检测。在计量检测过程中会产生非常多

的测试数据，对这些数据进行统计之后，可以获取准

确的数据信息，然后将异常的数据进行剔除，从而实

现对检测对象的合理应用。通常情况下，计量检测对

于数据准确性有着非常高的要求，因此，需要对计量

检测中出现的异常数据进行深入分析，及时找出异常

数据产生的具体原因，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有效的剔除

措施，从而实现对异常数据的有效剔除。

1    计量检测的重要作用

对于计量检测工作而言，为了更好地满足使用要

求，需要为生产过程中比较常见的检测器提供数据，并

加强对数据的统计和分析工作。结合检测器所提供的相

关信息，对产品使用价值进行准确判定，同时对计量

测试中所产生的异常数据进行有效处理。通常情况下，

在开展计量检测工作时，对于计量检测数据的准确性

有着非常高的要求，因此，在实际的计量检测工作中，

一旦出现异常数据，将会对计量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带

来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也会给后续各项工作的正常

开展带来非常严重的阻碍。因此，加强计量检测工作

非常重要，因为这与生产过程的安全性和最终的生产

质量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好的计量检测数据可以为每一个生产阶段提供合理

的引导，有助于生产流程的优化与完善。比如：在对温

度开关开展计量检测工作时，当机电运行状态一切正常

时，对于双金属片而言，可以判定状态比较自由；在对

电器温度进行检测时，当满足设计方案的要求后，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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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判定金属片处于运行的状态；可以在各种不同的电机

电磁炉中进行使用，同时可以对变压器以及电气设备

起到非常重要的保护作用。在对感温开关开展相应的

计量检测工作时，在完成相应的计量检测工作基础上，

将其中存在的异常数据剔除之后，对计量检测数据进

行深入、全方位地分析，看温度开关是否能满足实际

的工作需求，然后看是否可以发挥出一定的保护效果。

通过采取以上方式，对感温开关而言，在整个生产过程

中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保护效果，并提升生产过程的精

准性。因此，对计量检测数据结果准确性提出严格要求，

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可以顺利开展的重要基础条件。同

样，如果在计量检测数据当中出现了异常数据，不但

会对影响到最终计量检测结果准确性，同时也会影响

到企业生产工作质量。因此，在开展相应的计量检测

工作时，一定要对其中存在的异常数据进行全面剔除，

这也是整个检测工作中的重点内容。在对异常数据准

确剔除的基础上，不但能够促进数据精准性实现明显

提升，同时也能促进各项生产工作可以实现顺利开展。

2    计量检测中异常数据产生的原因分析

结合实际情况可以了解到，在计量检测工作开展

中，不但涉及的工作量非常大，同时还应用到了非常

多的计量检测设备。然而，最终所获取到的计量检测

结果经常会受到一些外界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在计

量检测结果中，经常会面临一些异常数据的产生，而

导致该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了以下几个方面。

2.1    因外部环境因素产生的计量检测异常现象
针对计量检测结果中存在的异常数据，一项非常重

要的原因是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通常情况下，在开展

计量检测工作时，对于所处检测环境温度以及湿度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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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如果温度或者是湿度超出相应

的标准范围时，就很容易导致计量检测结果异常数据问

题的产生，从而将会对最终的计量检测结果产生非常严

重的负面影响。结合相关的调查结果可以了解到，在实

施相应的计量检测工作时，一般需要将温度控制在 20℃
左右，将湿度控制在 70% 左右，只有温度与湿度处于这

一标准范围内，才有利于保证最终计量检测数据质量。

2.2    计量检测工作人员专业性不足
在计量检测工作中，计量检测工作人员在其中发挥

着非常重要的执行作用，其自身工作能力与最终计量

检测工作质量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但是，目前

在具体的计量检测工作中，针对不同的计量检测工作

人员而言，在检测方法以及工作能力等方面都具有非

常明显的差异，存在很多计量检测工作人员专业能力

达不到相应的标准要求，从而在对各类计量检测工具

进行使用时，其操作流程不能满足一定的规范性，最

终导致计量检测结果出现异常数据。另外，在开展相

应的计量检测工作时，计量检测工作人员对于计量检

测环境控制也明显不同，从而导致不同人员所获取到

的计量检测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进而增加了计量检

测结果异常数据发生概率。同时，在保证工作环境以

及额定电压正常的情况下，即便工作人员已经掌握了

相应的技术知识与操作方法，也有可能会导致异常数

据的产生，但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数据发生概率。

2.3    计量检测设备故障问题
在实施相应的计量检测工作时，因为受到一些因素

的影响，所以不可避免会面临故障问题的出现，因为

计量检测设备属于整个计量检测工作中非常重要的辅

助设备，同时也是能对检测对象进行有效统计。因此，

在计量检测工作中，如果计量检测设备出现了故障问

题，同时计量检测工作人员没有及时对问题进行解决，

那么将会直接导致异常数据问题的出现，从而影响到

最终计量检测结果准确性与真实性。

2.4    受额定电压的影响
在计量仪器正常使用时，一定额定电压都会处于一

种稳定的状态，在保证不变的基础上，计量仪器才能

准确地完成数据传输工作。同样，如果是在不能保证

电压稳定性的情况下，会影响到数据输出质量，从而

在计量检测工作中，导致异常数据问题的产生。异常

数据的出现除受到以上几点原因影响之外，还会受到

产品本身的影响。在排除以上几点因素之外，对于整

个过程中出现的异常数据，应该进行深入分析，同时

与产品数据进行融合，从而做出更加准确性的判定。

3    异常值判断

在对异常值进行判断的过程中，其判断准则主要涉

及 3α 准则、格拉布斯准则、肖维勒准则以及 t 检验法

等几个方面。在对相关准则与公式全面应用的基础上，

可以对计量测试数据开展相应的计算分析工作，从而对

异常值进行准确认定。其次，了解产品在使用过程中所

能发挥的作用与要求，在此基础上对异常值进行判定，

最终完成对异常值的剔除工作。在计量检测工作开展

中，针对其中存在的异常数据，需要对异常值做好准确

地判定工作，同时分析计量检测中的异常数据是否需

要进行剔除。在对产品实际使用性能综合考虑的基础

上，对异常值进行准确判断，从而可以将计量检测中

的异常数据进行剔除，从而保证最终计量检测结果的

准确性，之后，对产品的科学性以及实用性等作出准确 
判定。

以上几种判定标准在应用时存在一定的差异，在实

际的判断过程中，通常会使用到置信概率。置信概率主

要指的是置信区间要高出随机变量的概率，使用 X 来

表示置信区间测量数据取值范围。

3.1    3α准则
将最终测量的数据代入到表达式当中，如果与判定

值一致的情况下，可以将测量结果判定为异常值，从

而完成对异常值的剔除工作。

3.2    t 检验法
对于数据集合总体而言，主要指的是检验方法为可

疑数值 xi 之外的数值，将该数据集假设为一种正态分

布模式，将可疑数值 xi 当做样本容量特殊总值，然后

用“1”进行表示。对两个总体之间进行对比分析，最

终结果显示隶属于相同的总体，那么最终得出的结论

为，两者之间没有存在明显的不同，因此，最终的统

计量计算公式为：

结合式中的内容进行分析，其中可疑值之外的样本

数据算术平均值使用 x 来表示，可疑值之外的样本数据

标准差使用 s 来表示。经过系统地对比分析之后，如果

得出的样本数据算术平均值与样本数据标准差超出了 t

检验值范围，那么 xi 发生的概率就会非常低，可以将

其看作一项异常值，然后将该值进行剔除。或者也可

以不看作异常值，因为发生的概率非常低，所以即便

出现之后，也不会对测量结果产生太大的影响。

3.3    肖维勒准则
将公式与相互独立测量的数据进行有效结合，当最

终所测得的结果满足公式标准之后，可以将最终的数

值判定为异常值，从而对其进行有效剔除。

3.4    格布拉斯准则
在公式当中，将最终计量检测结果用 xd 表示，测

量数据平均值用 x 表示。白塞尔公式当中的标准差用 S

K=
xi-x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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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通过查表之后，可以得到G(a ,n )。

4    计量检测中异常数据剔除方法

通常情况下，在计量检测工作开展过程中，异常数

据剔除属于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与最终计量检测结

果准确性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在整个计量检测

工作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核心地位。结合实际情况可

以了解到，目前应用比较广泛的计量检测异常数据剔

除方法，还涉及了其他一些有效的剔除法。在对以上

几种剔除方法应用的基础上，能够对计量检测结果当

中存在的异常数据进行准确剔除，从而为计量检测结

果准确性提供非常重要的保障作用。

第一，计量检测中异常数据的 3α 数据剔除法。在

开展相应的计量检查工作时，当发现其中存在异常数据

时，3α 数据剔除法有着非常普遍的应用，将计量检测

数据带入到 |xd-x| ＞ 3α，在具体的计量过程中，如果

面临异常数据，就需要在第一时间内采取有效的方法，

完成对异常数据的剔除工作，通过这种方式来保证最

终数据的准确性。 
第二，计量检测中异常数据的 t 值检测数据剔除法。

在对这种剔除方式进行应用的过程中，首先在其中选

出一个参考数值，然后对数据进行有效收集。在整个

过程中应用正态分布的方法，对于选择出的参照数据，

作为相应的样本，在此基础上完成对比分析工作，从

而可以得出计量检测数据总体，确定出一个异常数据。

通常情况下，计量检测样本数据平均值、可疑数据以

外的数据部分与样本数据形成的数据值表超出 t 值检测

范围之后，那么就可以判定在计量检测数据中存在异

常现象，从而对其进行有效剔除。

第三，肖维勒数据剔除法。该剔除方法在实际的应

用过程中，主要采取独立性的方法，对其中所获取到的

数据进行对比，在保证能够满足相应的标准要求之后，

在对异常数据进行准确判定，进而完成相应的剔除过

程。

第四，格布拉斯数据剔除法。在计量检测异常数据

剔除方法中，该方法目前也实现了比较广泛的应用，并

且受到了相关人员的高度重视。主要是以 xd 计量检测

的测量数据，对于最终的计量检测数据平均值，以 x 进

行表示，计量检测数据的标准差通过 S 进行表示。

5    综合分析

对计量检测异常数据进行准确判定之后，同时还需

要对异常值做好相应的分析工作。对异常值产生的具

体原因进行准确判定，如果是因为仪器操作设备或者

是操作不当而引起的异常值，可以对异常数据进行排

除。如果是因为产品本身所引起的问题，需要对异常值

进行深入分析，同时站在整体角度上对问题进行考量，

从而判定异常值是否需要进行排除。比如，如果一个

产品对于精准度方面要求比较高，对该产品计量测试

中产生的数据进行分析，其数据分别为：1.2326，1.2325，
1.2331，1.2329，1.2112，1.2335，1.2326，1.2324，1.2330，
1.2328，1.2331，1.2329，1.2326，1.2324，1.2330。

结合公式异常值进行判定，可以分析出 1.2112 为

异常数据。对其进行综合分析，该精准度要求较高的

产品是电气设备开关中的连接器，在使用过程中起到

了非常重要的连接作用。因为受到连接器工作环境以

及工作要求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所以需要对其进行

综合考量。最终计算出异常值为 1.112，所以需要对该

数据进行剔除。对于其他有效的计量检测数据进行对

比分析，同时针对连接器应用过程中的科学性以及实

用性等进行准确评价。

6    结语

综上所述，基于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在产

品生产过程中，对于质量以及精准度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而通过开展计量检测工作，不但可以提升工作效率，

同时还能对产品检测结果进行准确判定，保证产品在

投入使用之后，可以将本身的价值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通常情况下，在计量检测工作中经常会存在一些异常

数据，而导致异常数据发生的原因非常多，这就需要

对异常数据产生的具体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在此基础

上结合公式计算结果，将异常数据进行准确剔除，从

而提升计量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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