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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SO/IEC指南98-3:2008《测量不确定度 第3部分:测量不确定

度表示指南》。
本标准与ISO/IEC指南98-3:2008相比没有技术性差异,但在结构上有部分调整,附录 H中列出

了本标准与ISO/IEC指南98-3:2008的章条编号对照一览表。
本标准还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标准名称改为“测量不确定度评定和表示”;
———删除了国际标准中部分关于2008版文件变化的脚注;
———删除了国际标准中引用的法文内容;
———将国际标准第4章的第1段“关于评定不确定度分量的实用指南可参见附录F”调整为该章的

最后1段;
———对国际标准中部分示例中的数值做了修约;
———本标准用“包含区间”和“包含概率”替代国际标准中的“置信区间”和“置信水平”;
———修改了国际标准“B.2.1.1被测量”的内容,增加了术语“被测量”在VIM第3版和VIM第2版

中的差异的说明;
———附录B增加了B.1.4.9,说明术语“测量结果”在VIM第3版和VIM第2版中的差异;
———附录G的表格增加了栏目名称;
———删除了参考文献中的脚注,原脚注中的内容调整到对应的条目下以注的方式给出;
———参考文献中增加了2个国内相关文献。
本标准由全国认证认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61)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天津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北京

理工大学、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五研究所、北京长城计量测试技术研究所、中国测试技术研

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明霞、林志国、吉黎明、施昌彦、王阳、安平、王春艳、贾小川、陈凌峰、陆渭林、

崔岩梅、任冬梅、刘浩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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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0.1 当报告物理量的测量结果时,应对测量结果的质量给出定量的说明,以便使用者能评价其可靠程

度。如果没有这样的说明,测量结果之间不能进行比较,测量结果也不能与标准或规范中给出的参考值

进行比较。所以需要一个便于实现、容易理解和公认的方法来表征测量结果的质量,本标准给出的就是

一个这样的方法,即评定和表示其测量不确定度。

0.2 虽然误差和误差分析早就成为测量科学或计量学的一部分,但作为定量特征的不确定度概念还是

一个比较新的概念。现在大家都认识到,当对已知的或可疑的误差分量都作了评定,并进行了适当的修

正后,这样的测量结果仍然还存在着不确定度。

0.3 正如国际单位制(SI)已在全世界的所有科学和技术测量中普遍使用一样,全世界对测量不确定度

的评定和表示方法取得共识,给出易于理解和有恰当释义的规则,将会对科学、工程技术、商贸和工业中

大量的测量结果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市场全球化的时代,推广和应用统一的不确定度的评定和表

示方法势在必行,以便使不同国家进行的测量可以容易地相互比较。

0.4 评定和表示测量结果不确定度的理想方法应该具有:
———普遍适用性:方法应该适用于所有类型的测量和测量中用到的各种输入量。
用于表示不确定度的实际的量应该是:
———内部协调的:它应该直接由对它有贡献的分量导出,且与这些分量如何分组以及这些分量如何

分解成子分量均无关。
———可传递的:如果第二个测量中使用了第一个测量的结果,则应该可以用第一个结果的不确定度

作为评定第二个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的一个分量。
此外,在许多工业、商业以及健康和安全领域中,常常有必要提供测量结果的一个区间,可期望该区

间包含了被测量之值合理分布的大部分。评定和表示测量不确定度的理想方法应能方便地给出这样一

个区间,特别是在符合实际需要的包含概率或置信水平下的区间。

0.5 本标准提出的方法是以建议书INC-1(1980)[2]给出的纲要为基础的,该建议书是根据CIPM的要

求,由BIPM组建的不确定度声明工作组起草的。该方法的合理性在附录C中进行了讨论,它满足了

上述全部要求。现在使用的大多数其他方法则并非如此。建议书INC-1(1980)是由CIPM 批准,并在

其建议书1(CI-1981)[3]和建议书1(CI-1986)[4]中再次确认;附录A中的A.2和A.3分别是CIPM 建

议书的CI-1981和CI-1986。由于建议书INC-1(1980)是这些文件的基础,所以在本引言的0.7中全文

给出了它的内容。INC-1(1980)建议书权威的法文本参见ISO/IEC指南98-3:2008的A.1。

0.6 本标准的第8章概括介绍了评定和表示测量不确定度的程序,并在附录F中详细介绍了一些范

例。此外,本标准还有其他一些附录,如附录B是“真”值、误差和不确定度及其他概念;附录D是评定

不确定度分量的具体建议;附录E是自由度和置信水平(包含概率);附录G为本标准用的基本数学符

号;以及参考文献目录。

0.7 建议书INC-1(1980)《实验不确定度的表示》

1) 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通常包含若干个分量,根据其数值的评估方法不同分为两类:

A类:用统计方法评定的分量;

B类:用其他方法评定的分量。

A类和B类不确定度与以前所用的“随机效应引入的不确定度”和“系统效应引入的不确定

度”之间并不总是存在简单的对应关系。“系统不确定度”这个术语容易引起误解,应该避免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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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有关不确定度的详细报告应该有一个完整的分量明细表,对每个分量应该说明其数值的

获得方法。

2) A类分量用估计方差s2i(或估计标准差si)及自由度νi表征。适当时,应该给出协方差。

3) B类分量应该用u2
j表征。可以认为u2

j是假设存在的相应方差的近似。可以像方差那样处理

u2
j,并像标准差那样去处理uj。适当时,也应该以同样方法给出协方差。

4) 合成不确定度应该采用常用的方差合成方法得到的数值表征。合成不确定度及其分量应该用

“标准差”的形式表示。

5) 对于特殊应用,有必要用合成不确定度乘以一个因子获得总不确定度,并且应声明被乘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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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不确定度评定和表示

1 范围

1.1 本标准规定了测量不确定度评定和表示的通用规则,适用于从生产车间到基础研究等很多领域的

各种准确度水平的测量,包括:
a) 生产过程中利用测量活动进行的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
b) 法律和法规中涉及的测量结果的符合性判定;
c) 科学和工程领域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工作中的测量活动;
d) 为溯源到国家测量标准,对测量标准和仪器进行的校准;
e) 研制、保存国际和国家物理测量标准,包括标准物质,以及开展比对。

1.2 本标准主要涉及已有明确定义并可用唯一值表征的物理量的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表示方法。如

果某个现象仅呈现为一系列值的分布或取决于一个或若干个参数,例如时间,则被测量就是包含其分布

情况或相互关系的一组量值。
1.3 本标准也适用于实验、测量方法、复杂部件和系统的设计和理论分析中相关不确定度的评定与表

示。因为测量结果及其不确定度可能只是概念上的,可能完全基于假设的数据,所以在本标准中按广义

来理解术语“测量结果”。
1.4 本标准仅提供了测量不确定度评定和表示的通用规则,而不是详尽的技术规范文件。此外,本标

准不讨论某个特定的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在其评定后如何用于不同的目的,例如:判断一个结果与另一

些类似结果间是否相容;确定制造工艺中的容差极限;决定是否能安全地保证某个工作过程等。所以,
可能有必要以此标准为基础制定一些专用标准,以解决特定测量领域的一些特殊问题或不确定度定量

表示的各种用途。
注:在有些情况下可能会认为测量不确定度概念不完全适用,例如当确定某种测试方法的精密度时(例如,参考文

献[5])。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3358.1—2009 统计学词汇及符号 第1部分:一般统计术语与用于概率的术语(ISO3534-

1:2006[7],IDT)
ISO/IEC指南99:2007 国际计量学词汇 基础和通用概念及相关术语(Internationalvocabulary

ofmetrology—Basicandgeneralconceptsandassociatedterms)(VIM)[6]

3 术语和定义

ISO/IEC指南99:2007(VIM)界定的计量学术语和定义,GB/T3358.1界定的统计学术语和定义,
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测量不确定度 measurementuncertainty;uncertaintyofmeasurement
不确定度 uncertainty
利用可获得的信息,表征赋予被测量量值分散性的非负参数。

1

GB/T27418—2017



注1:测量不确定度包括由系统效应引起的分量,如与修正量和测量标准所赋量值有关的分量及定义的不确定度。

有时对估计的系统效应未作修正,而是当作不确定度分量处理。

注2:此参数可以是诸如称为标准测量不确定度的标准差(或其特定倍数),或是说明了包含概率的区间半宽度。

注3:测量不确定度一般由若干分量组成。其中一些分量可根据一系列测量值的统计分布,按测量不确定度的 A
类评定进行评定,并可用标准差表征。而另一些分量则可根据经验或其他信息所获得的概率密度函数,按测

量不确定度的B类评定进行评定,也用标准差表征。

注4:通常,对于一组给定的信息,测量不确定度是相应于所赋予被测量的值的,该值的改变将导致相应的不确定度

的改变。

3.2
标准不确定度 standarduncertainty
以标准差表示的测量不确定度。

3.3
[标准不确定度的]A类评定 typeAevaluation(ofstandarduncertai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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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标准不确定度的]B类评定 typeBevaluation(ofstandarduncertainty)
用不同于测量不确定度A类评定的方法对测量不确定度分量进行的评定。
示例:

评定基于以下信息:

———权威机构发布的量值;

———有证参考物质的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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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combinedstandarduncertainty
由在一个测量模型中各输入量的标准测量不确定度获得的输出量的标准测量不确定度。
注:如果测量模型中的输入量相关,当计算合成标准不确定度时应考虑协方差。

3.6
扩展不确定度 expandeduncertainty
合成标准测量不确定度与一个大于1的数字因子的乘积。
注1:该因子取决于测量模型中输出量的概率分布类型及所选取的包含概率。

注2:本定义中术语“因子”是指包含因子。

注3:扩展测量不确定度在INC-1(1980)建议书的第5段中被称为“总不确定度”。

3.7
包含因子 coveragefactor
为获得扩展不确定度,对合成标准不确定度所乘的大于1的数。
注:包含因子通常用符号k表示。

4 标准不确定度的评定

4.1 测量模型

4.1.1 很多情况下,被测量Y 不能直接测得,而是由 N 个其他量X1,X2,…,XN 通过函数关系f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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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

Y=f(X1,X2,…,XN) …………………………(1)

  注1:为简洁,对物理量(被测量)和代表该量的可能观察到的随机变量(见4.2.1),在本标准中使用同一个符号。当

声明Xi具有特定的概率分布时,这个符号的含义就是后者;并假设该物理量本身可以用一个唯一值来表征

(见1.2)。

注2:在一列观测值中,第k个Xi的观测值用Xi,k表示;因此,如果电阻器的电阻符号为R,则电阻的第k次观测值

表示为Rk。

注3:Xi的估计值(严格说来是它的期望的估计值)用xi表示。

示例:

如果一个随温度变化的电阻器两端的电压为V,在温度为t0时的电阻为R0,电阻器的温度系数为α,在温度t时电

阻器的损耗功率P(被测量)取决于V,R0,α和t:

P=f (V,R0,α,t)=V2/{R0[1+α(t-t0)]}

注:测量损耗功率P 的其他方法可能有不同的数学模型。

4.1.2 输出量Y 的输入量X1,X2,…,XN 本身可看作被测量,其本身也可能取决于其他量,包括修正系

统影响的修正值和修正因子,从而导致一个复杂的函数关系式,以至函数f 不能明确地表示出来。甚

至,f 可以用实验方法确定(见5.1.4)或者只用数值方程给出。在本标准中函数f 是按此广义来理解

的,尤其当函数包含了对测量结果不确定度有显著影响的所有量,包括全部修正值和修正因子在内时更

是如此。
因此,如果数据表明f 没有将测量过程模型化至测量所要求的准确度,则应在f 中增加输入量以

弥补不足。这就可能需要引入一个输入量来反映对影响被测量的现象认识不足。在4.1.1的例子中,
需要考虑将电阻器上已知的非均匀温度分布、电阻的非线性温度系数,或电阻与大气压力的关系作为附

加的输入量。
注:尽管如此,式(1)可以简单为Y=X1-X2。例如,将对同一量 X 进行两次测量的比较时,模型的表达式就如此

简单。

4.1.3 一组输入量X1,X2,…,XN 可以分类为:
———其值和不确定度是在当前的测量过程中直接测定的量。这些值和不确定度可从单次观测、重

复观测或经验判断获得,并可能包含测量仪器读数的修正值,以及对环境温度、大气压力和湿

度等影响量的修正值。
———其值和不确定度是由外部来源获得引入测量过程的量,例如与已校准的测量标准,有证标准物

质,从手册中查到的参考数据相关的量。

4.1.4 被测量Y 的估计值用y 表示,是用 N 个输入量X1,X2,…,XN 的估计值x1,x2,…,xN 代入式

(1)得到。因此输出量的估计值y,即测量结果,由式(2)给出:

y=f(x1,x2,…,xN) …………………………(2)

  注:在某些情况下,估计值y 可由下式得到:

y =Y =
1
n∑

n

k=1
Yk =

1
n∑

n

k=1
f(X1,k,X2,k,…,XN,k)

也就是说,y 是取Y 的n次独立观测值Yk的算术平均值(见4.2.1),其每个观测值Yk的不确定度相同,且每个

Yk都是根据同时获得的N 个输入量Xi的一组完整观测值求得的。当f 是输入量X1,X2,…,XN 的非线性函

数时,用此式求平均值比用y=f(X1,X2,…,XN)更具优越性:其中Xi=
1
n ∑

n

k=1
Xi,k,Xi是独立观测值Xi.k的

算术平均值,但如果f 是Xi的线性函数时,则两种方法是一样的(见F.2和F.4)。

4.1.5 输出量的估计值或测量结果y 的标准差估计值称为合成标准不确定度,用uc(y)表示,它决定

于每个输入量的估计值xi的标准差估计值,称为标准不确定度,用uc(xi)表示。

4.1.6 每个输入量的估计值xi及其相关的标准不确定度uc(xi)是由输入量Xi的可能值的分布获得

的。这个概率分布可能是根据Xi的一系列观测值xi,k得到的频率分布,或者也可能是一种先验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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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不确定度分量的A类评定根据的是频率分布,而B类评定根据的是先验分布。无论上述哪一种情

况,分布都只是代表人们对它的认识程度的模型。

4.2 标准不确定度的A类评定

4.2.1 在大多数情况下,随机变量q的期望值μq的最佳估计值是n 次独立观测值的算术平均值或均值

q,其中n 个独立观测值qk是在相同测量条件下得到的:

q=
1
n∑

n

k=1
qk …………………………(3)

  因此,当从n 次独立重复观测值xi,k估计输入量Xi时,由式(3)得到的样本平均值Xi 被用作式(2)

中的输入量的估计值xi,也就是说xi=Xi,以便求得测量结果y。没有进行重复观测获得的输入量的

估计值应由其他方法获得,如4.1.3中第二类评定方法中所给的那样。

4.2.2 由于影响量的随机变化或随机效应,每次独立观测值qk亦不同。观测值的实验方差即q 的概率

分布的方差σ2的估计值为:

s2(qk)=
1

n-1∑
n

j=1

(qj -q)2 …………………………(4)

  这个方差的估计值及其正平方根s(qk)表征了被观测值qk的变异性,或更确切地说,表征了它们在

平均值q附近的分散性。s(qk)称为实验标准差。

4.2.3 平均值方差σ2(q)=σ2/n 的最佳估计值由式(5)确定:

s2(q)=
s2(qk)

n
…………………………(5)

  平均值的实验标准差s(q)等于平均值的实验方差s2(q)的正平方根,s(q)和s2(q)均表征了q 与q
的期望值μq的接近程度,两者都可用作q的不确定度的度量。

因此,对于由n 次独立重复观测值Xi,k确定输入量Xi时其估计值xi=Xi 的标准不确定度u(xi)

为u(xi)=s(Xi),其中s2(Xi)根据式(5)计算得到。为方便起见,u2(xi)=s2(Xi)及u(xi)=s(Xi)有
时分别被称为A类方差和A类标准不确定度。

注1:观测次数n应该充分多,以使q成为随机变量q的期望值μq的可靠估计值,并使s2(q)成为算术平均值q 的

方差σ2(q)=σ2/n(见4.3.2,注)的可靠估计值。在设定包含区间(见6.2.2)时应考虑s2(q)和σ2(q)之间的区

别。在这种情况下,如果q的概率分布是正态分布(见4.3.4),则这一区别可通过t分布来考虑(见E.3.2)。

注2:虽然方差s2(q)是更为基本的量,在实际工作中用标准差s(q)更为方便,因为它具有与q 相同的量纲并且比

方差更易于理解的值。

4.2.4 为了在统计控制下更好地表征测量过程,可以使用合成或合并方差估计值s2p(或合并实验标准

差sp)。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被测量q的值是依据n 次独立观测值确定的,那么用s2p/n 作为算术平均值

q的实验方差的估计值,将优于使用s2(qk)/n,标准不确定度u=sp/n(见F.3.6的注)。

4.2.5 通常输入量Xi的估计值xi由实验数据用最小二乘法拟合一条曲线得到,表征曲线拟合参数和

曲线上任何预期点的估计方差以及标准不确定度可以用已知的统计程序评定(见F.3和参考文献[8])。

4.2.6 在简单情况下,u(xi)(见E.3)的自由度νi等于n-1,此时,xi=Xi 和u(xi)=s(Xi)由n 次独

立观测值按4.2.1和4.2.3方法计算得到,当以文件形式说明不确定度分量的A类评定时,通常应该给

出其自由度。

4.2.7 如果一个输入量在多次观测中存在相关的随机效应,例如与时间相关,则用4.2.1和4.2.3的方

法计算的平均值和平均值的实验标准差可能是这些统计量的不恰当估计。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采用专

门为相关的一系列随机变化测量的数据处理设计的统计方法来分析观测值。
注:这些专门的方法被用于处理频率标准的测量。但在对其他量的测量中,当测量从短期测量过渡到长期测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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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假设为不相关的随机变化可能就不合理了,这种测量也需要用专门的方法来处理(见参考文献[9],例如对阿

仑方差的详细讨论)。

4.2.8 4.2.1到4.2.7对标准不确定度的A类评定并没有详尽论述;还有许多情况,有些甚至是很复杂

的情况,可以用统计方法处理。校准设计方案的应用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通常用最小二乘法评定未知值

的实物量具(如量块和标准砝码)与已知值的参考标准比较结果的短期和长期随机变化引入的不确定

度。在这种相对简单的测量情形下,不确定度分量通常通过数据的统计分析来评定,这些数据是在一套

测量程序中将与其有关的量设计许多不同值来获得,这就是所谓的方差分析(见F.5)。
注:在溯源链较低端的校准,通常假设参考标准的值是准确已知的,因为是经过国家或原级标准实验室校准过的,

校准结果的不确定度可以是从表征测量的合并实验标准差评定得到的单一A类标准不确定度。

4.3 标准不确定度的B类评定

4.3.1 当输入量Xi的估计值xi不由重复观测得到时,估计方差u2(xi)或标准不确定度u(xi)可根据

Xi可能变化的全部有关信息的判断来评定,信息来源可能包括:
———以前的测量数据;
———对有关材料和仪器特性的经验或了解;
———生产厂提供的技术说明书;
———校准证书或其他证书提供的数据;
———手册给出的参考数据的不确定度。
为方便起见,用这种方法估计的u2(xi)和u(xi)有时分别称为B类方差和B类标准不确定度。
注:当xi由一个先验分布得到时,其方差恰当的写法是u2(Xi),但为简单起见,本标准中都写成u2(xi)和u(xi)。

4.3.2 在B类标准不确定度的评定中,合理使用所得到的信息需要经验以及知识,这是一种可以在实

践中掌握的技能。应该认识到,标准不确定度的B类评定可以与A类评定一样可靠,特别是当A类评

定基于的统计独立观测次数较少时。
注:如果4.2.3的注1中q的概率分布为正态分布,那么s(q)的标准差与σ(q)之比σ[s(q)]/σ(q)近似为[2(n-
1)]-1/2。因此,取σ[s(q)]为s(q)的不确定度,当观测次数n=10时,s(q)的相对不确定度为24%,当n=50时

则为10%(其他值在附录C的表C.1中给出)。

4.3.3 如果估计值xi取自制造厂的技术说明书、校准证书、手册或其他来源,并且明确给出了其不确定

度是标准差的若干倍,则标准不确定度u(xi)可取为给定值除以该倍数所得之商,而估计方差u2(xi)
是商的平方。

示例:

校准证书声明标称值为1kg的标准砝码的质量 mS=1000.00032g,并说明该值的不确定度按3倍标准差计为

0.24mg。则该标准砝码的标准不确定度u(mS)=(0.24mg)/3=0.08mg。相应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u(mS)/mS为80×

10-9(见5.1.6)。其估计方差u2(mS)=(0.08mg)2=6.4×10-9g2。

注:在很多情况下,能获得给定不确定度分量的信息很少甚至没有。一般来说这一点并不重要,因为根据本标准来

表示不确定度时,当计算测量结果的合成标准不确定度时所有的标准不确定度是用同样的方法处理的(见第

5章)。

4.3.4 xi的不确定度不一定像4.3.3那样由标准差的倍数给出。可以将不确定度定义为具有90%、

95%或99%包含概率的一个区间(见6.2.2)。除另有说明外,可以假定不确定度是用正态分布来计算

的,而xi的标准不确定度可以通过将该不确定度除以对应正态分布的包含因子来得到。对应上述三个

包含概率的因子分别为1.645,1.960,2.576(见附录E的表E.1)。
注:如果已经根据本标准推荐的方法给出不确定度,就不需要再作正态分布的假设,本标准在报告不确定度时强调

的是要给出所用的包含因子(见7.2.3)。

示例:

标称值为10Ω的标准电阻器的校准证书中给出的校准结果为:阻值RS在23℃时为10.00074Ω±0.13mΩ,并说明

5

GB/T27418—2017



“给定的0.13mΩ不确定度所对应的区间具有99%的包含概率”。则电阻器的标准不确定度u(RS)=(0.13mΩ)/2.58=

0.05mΩ,相对标准不确定度u(RS)/RS=5×10-6(见5.1.6)。估计方差为u2(RS)=(0.05mΩ)2=2.5×10-9Ω2。

4.3.5 考虑下面的情况,根据得到的信息,输入量Xi的值有50%的机会落在a-到a+的区间内(换言

之,Xi的值落在这个区间的概率为0.5或50%)。如果假设Xi的可能值近似为正态分布,那么Xi的最

佳估计值xi可取为该区间的中点。进而,设该区间的半宽度为a=(a+ -a-)/2表示,则可以取

u(xi)=1.48a,因为对一个数学期望为μ,标准差为σ的正态分布,区间μ±σ/1.48约包含分布的50%。
示例:

一个机械师在测定零件的尺寸时,估计其长度以0.5的概率落在10.07mm 到10.15mm 之间,并报告长度l=
(10.11±0.04)mm,这说明±0.04mm对应50%包含概率的区间。因此a=0.04mm,假设l的可能值服从正态分布,长

度l的标准不确定度u(l)=1.48×0.04mm≈0.06mm,方差的估计值u2(l)=(1.48×0.04mm)2=3.5×10-3mm2。

4.3.6 考虑与4.3.5类似的情况,根据获得的信息声明:Xi的值约以2/3的可能性落在a-到a+的区间

内(换言之,Xi的值落在这个区间的概率为0.67)。则可合理地取u(xi)=a,因为对一个数学期望为μ,
标准差为σ的正态分布,区间μ±σ约包含分布的68.3%。

注:若用对应于概率p =2/3的实际正态偏离0.96742,即写成u(xi)=a/0.96742=1.033a,则给出的u(xi)值比

上述所取的值要合理得多。

4.3.7 在另一些情况下,可能估计Xi的极限(上限和下限),尤其当声明“为实用起见,Xi落在a-到a+

区间内的概率等于1,而Xi落在这个区间外的概率为零”。如果对Xi的可能值落在该区间内的情况缺

乏更多的认识,只能假设Xi是按等概率落在该区间的任何地方[可能值服从均匀分布或矩形分布———
见4.4.5和图2a]。则Xi的数学期望或期望值xi是该区间的中点,xi=(a-+a+)/2,其方差为:

u2(xi)=(a+-a-)2/12 …………………………(6)

  如果用2a 表示上限与下限之差a+-a-,则式(6)变为:

u2(xi)=a2/3 …………………………(7)

  注:当用这种方法得到的不确定度分量对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贡献较大时,为谨慎起见,需要获得其他数据来作进

一步评定。

示例1:

手册给出了纯铜在20℃时的线膨胀系数α20(Cu)为16.52×10-6℃-1,且该值的误差不超过0.40×10-6℃-1。基于

该有限的信息,假设α20(Cu)以等概率落在16.12×10-6℃-1到16.92×10-6℃-1区间,并且不太可能落在该范围之外是

合理的。区间半宽度为a=0.40×10-6℃-1,由式(7),α20(Cu)的对称矩形分布的方差u2(α20)=(0.40×10-6℃-1)2/3=

53.3×10-15℃-2,标准不确定度u(α20)=(0.40×10-6℃-1)/3=0.23×10-6℃-1。

示例2:

一台数字电压表的制造厂说明书写明:“仪器校准后的2年内,1V量程电压准确度是:读数×(14×10-6)+量程×
(2×10-6)”。假定仪器校准后使用了20个月,在1V量程测量电压V,V 的一组独立重复观测值的算术平均值V=
0.928571V,其A类标准不确定度为u(V)=12μV。B类标准不确定度可依据制造厂说明书,假定该引用的准确度数

据对V 的修正值ΔV 是对称边界,ΔV 的期望为零,并等概率地落在边界内的任意地方。ΔV 可能值的对称矩形分布的

半宽度a为:a=(14×10-6)×(0.928571V)+(2×10-6)×(1V)=15μV,并由式(7)得到u2(ΔV)=
a
3

æ

è
ç

ö

ø
÷

2

=75μV2,

u(ΔV)=8.7μV。为简单起见,被测量V 的估计值使用同样的符号V 来表示,V=V+ΔV=0.928571V。此估计值的合

成标准不确定度由V 的A类标准不确定度12μV与ΔV 的B类标准不确定度8.7μV合成得到。标准不确定度通用的

合成方法可参见第5章,此例子在5.1.5中讨论。

4.3.8 在4.3.7中,输入量Xi的上限a+和下限a-相对于其最佳估计值xi不一定是对称的;更准确地

说:如果下限a-=xi-b-,而上限a+=xi+b+,其中b-≠b+。在这种情况下xi(假设xi为Xi的期望

值)不在a-到a+区间的中心,Xi的概率分布在区间内不会是均匀的。但是,可能没有足够的信息来选

择合适的分布;不同的模型会导致不同的方差表达式。在缺乏信息时,最简单的近似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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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2(xi)=
(b++b-)2

12 =
(a+-a-)2

12
…………………………(8)

  这就是全宽度为b++b-的矩形分布的方差(在D.2.4.4和E.5.3中也讨论了不对称分布)。
示例:

如果在4.3.7的示例1中,手册中给出的线膨胀系数值为α20(Cu)=16.52×10-6℃-1,并声明“最小可能值是16.40×

10-6℃-1,最大可能值是16.92×10-6℃-1”,则b- =0.12×10-6℃-1,b+ =0.40×10-6℃-1,并由式(8)得u(α20)=
0.15×10-6℃-1。

注1:在许多实际测量中,界限是不对称的。此时可适当对估计值xi加一个修正值(b+-b-)/2,则Xi新的估计值

x'i 就落在界限的中心位置x'i=(a-+a+)/2。这样就可归到4.3.7的情况了,其新值b'+=b'-=(b++b-)/

2=(a+-a-)/2=a。

注2:根据最大熵原理,在不对称情况下的概率密度函数可以表示为:

p(Xi)=Aexp[-λ(Xi-xi)]

式中:

A=[b-exp(λb-)+b+exp(-λb+)]-1

λ={exp[λ(b-+b+)]-1}/{b-exp[λ(b-+b+)]+b+}。

其方差为u2(xi)=b+b--(b+-b-)/λ;在b+>b-时,λ>0,在b+<b-时λ<0。

4.3.9 在4.3.7中,因为对Xi的可能值落在估计界限a-到a+内的情况缺乏具体的了解,所以只能假设

Xi在界限内等概率地取任意值,而在界限外取值的概率为零。在概率分布中这种阶跃式不连续函数通

常是不符合实际的。很多情况下,更现实的是靠近界限的值比靠近中点的值要少。因此用斜边相等的

对称梯形分布(一个等腰梯形)来代替对称矩形分布更为合理,梯形分布的底部宽a+-a-=2a,顶部宽

为2αβ,其中0≤β≤1。当β→1时,此梯形分布接近于4.3.7的矩形分布,而当β=0时就成为三角分布

[见4.4.6和图2b)]。假设Xi服从梯形分布,Xi的期望值xi=(a++a-)/2,其方差为:

u2(xi)=a2(1+β2)/6 …………………………(9a)

  当β=0时,变为三角分布,其方差为:

u2(xi)=a2/6 …………………………(9b)

  注1:对一个期望为μ,标准差为σ的正态分布来说,区间μ±3σ大约包含了分布的99.73%。因而,如果上、下限

a+和a-是按99.73%而不是按100%的界限定义的,并且Xi可被认为近似正态分布而不是如在4.3.7中那

样对Xi在界限内的情况完全不了解,此时u2(xi)=a2/9。可对比下,半宽度为a 的对称矩形分布的方差为

a2/3[式(7)],半宽度为a的对称三角分布的方差为a2/6[式(9b)]。这三种分布的方差的数量级很接近,但
从判断它们所需的信息量来说,区别是很大的。

注2:梯形分布等于两个矩形分布的卷积[10],一个矩形分布的半宽度a1等于梯形分布的平均半宽度,a1=a(1+

β)/2,另一个矩形分布的半宽度a2等于梯形分布的一个三角部分的平均宽度,a2=a(1-β)/2。该梯形分

布的方差u2=a21/3+a22/3。该卷积分布可以被看成一个宽度为2a1的矩形分布,而该分布自身又具有宽度为

2a2的矩形分布的不确定度,卷积分布就是这样模拟了一个并不准确知道输入量边界的分布。但即使a2大到

a1的30%,u超过a1/3的可能性仍不到5%。

4.3.10 避免“重复计算”不确定度分量非常重要。如果产生自某种特殊效应的不确定度分量是用B类

评定方法获得的,仅当该效应对观测值的变异性没有贡献时,它才应该在计算测量结果的合成标准不确

定度时作为独立的不确定度分量。如果该效应对观测值的变异性有贡献,则其导致的不确定度已经包

含在观测值的统计分析里了。

4.3.11 在4.3.3到4.3.9中对B类标准不确定度评定的讨论仅仅是指导性的。如在3.4.1和3.4.2中所

强调的,不确定度的评定应该尽最大可能以定量的数据为根据。

4.4 评定标准不确定度的图解说明

4.4.1 图1表示了由一个输入量Xi可能测得值的未知分布,或用重复观测的方法采样获得的Xi的概

率分布得到Xi的估计值及其不确定度。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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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在图1a)中假设输入量Xi是温度t,其未知分布假设为正态分布,期望值μt=100℃,标准差σ=
1.5℃,其概率密度函数为:

p(t)=
1

σ 2π
exp -

1
2

t-μt

σ
æ

è
ç

ö

ø
÷

2
é

ë
êê

ù

û
úú

  注:概率密度函数p(z)的定义要求∫p(z)dz=1成立。

4.4.3 图1b)显示从温度t的n=20次重复观测值tk得到的直方图,假设从图1a)的分布中随机采样t
值。为获得直方图,将20个观测值或采样值按1℃间隔分组(当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并不需要绘制

直方图),观测值见表1。

表1 温度t按1℃间隔分组的20次重复观测值

间隔t1≤t≤t2

t1/℃ t2/℃
温度t/℃

94.5 95.5 —

95.5 96.5 —

96.5 97.5 96.90

97.5 98.5 98.18,98.25

98.5 99.5 98.61,99.03,99.49

99.5 100.5 99.56,99.74,99.89,100.07,100.33,100.42

100.5 101.5 100.68,100.95,101.11,101.20

101.5 102.5 101.57,101.84,102.36

102.5 103.5 102.72

103.5 104.5 —

104.5 105.5 —

  n=20次观测值的算术平均值t可根据式(3)计算得到,t=100.145℃≈100.14℃,根据数据得到

的t是t的期望值μt的最佳估计值。实验标准差s(tk)由式(4)计算得到,s(tk)=1.489℃≈1.49℃,平

均值的实验标准差s(t)由式(5)计算得到,它就是平均值t的标准不确定度u(t),u(t)=s(t)=s(tk)/

20=0.333℃≈0.33℃(为了作进一步计算,可能要保留全部数字)。
注:表1所列数据仅用来说明问题,不要理解为是实际情况。

a)

图1 由重复观测评定输入量的标准不确定度示意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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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图1(续)

4.4.4 图2所示为由输入量Xi的可能值的先验分布或基于全部可获得信息得到的Xi的概率分布获得

的Xi的估计值以及评定的该估计值的不确定度。对这两种情况,输入量仍假设为温度t。

4.4.5 在图2a)中,如果对于输入量t几乎没有可利用的信息,唯一可假设的是t可用一个对称矩形的

先验概率分布来描述,其下限a-=96℃,上限a+=104℃,因而半宽度a=(a+-a-)/2=4℃(见

4.3.7)。则t的概率密度函数为:

p(t)=1/(2a),当a-≤t≤a+时;

p(t)=0,当t取其他值时。
正如在4.3.7指出的,t的最佳估计值是它的期望值μt=(a++a-)/2=100℃。这个估计值的标

准不确定度为u(μt)=a/3≈2.3℃,这是由式(7)得出的。

a)

图2 由先验分布评定输入量的标准不确定度示意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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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图2(续)

4.4.6 在图2b)中,如果关于输入量t还有些可利用信息,并且t可用对称三角形先验概率分布描述,
其下限仍为a-=96℃,上限为a+=104℃,其半宽度如同4.4.5中一样为a=(a+-a-)/2=4℃(见
4.3.9)。则t的概率密度函数为:

p(t)=(t-a-)/a2,当a-≤t≤(a++a-)/2时;

p(t)=(a+-t)/a2,当(a++a-)/2≤t≤a+时;

p(t)=0,当t取其他值时。

  如在4.3.9中所指出的,t的期望值μt=(a++a-)/2=100℃,这是根据B.3.1得出的。估计值的

标准不确定度u(μt)=a/6≈1.6℃,这是根据B.3.2得出的[见式9b)]。
上述u(μt)=1.6℃,可与4.4.5中宽度同样为8℃的矩形分布u=(μt)=2.3℃相比较;图1a)的正

态分布的σ=1.5℃,由-2.58σ到+2.58σ的宽度近似为8℃,包含了分布的99%;其不确定度u(t)=
0.33℃,该值是在4.4.3中假设从同一正态分布随机选取20次观测值得到的。

关于评定不确定度分量的实用指南可参见附录F。

5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的计算

5.1 不相关的输入量

本节讨论的是所有输入量均为相互独立(B.3.7)的情况。当两个或两个以上输入量相关时,即互不

独立或相关的情况在5.2中讨论。

5.1.1 当y是被测量Y 的估计值因而也就是测量结果时,y 的标准不确定度由输入量的估计值x1,x2,…,
xN(见4.1)的标准不确定度的适当合成得到。估计值y的合成标准不确定度用uc(y)表示。

注:与4.3.1的注中的理由相同,在所有情况下都用符号uc(y)和u2c(y)。

5.1.2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uc(y)是合成方差u2
c(y)的正平方根,由式(10)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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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2
c(y)=∑

N

i=1

∂f
∂xi

é

ë
êê

ù

û
úú

2

u2(xi) …………………………(10)

  其中f 是式(1)给出的函数。每个u(xi)是按4.2(A类评定)或4.3(B类评定)所评定的标准不确

定度。合成标准不确定度uc(y)是一个估计标准差,表征可合理赋予被测量Y 的值的分散性。式(10)
及其相关输入量的对应式(13)都是基于Y=f(X1,X2,…,XN)的泰勒级数的一阶近似,在本标准中把

它称为不确定度传播律(见C.3.1和C.3.2)。
注:当f 为明显非线性时,在u2c(y)的表达式(10)中应包括泰勒级数展开中的高阶项。当每个 Xi都是正态分布

时,加到式(10)中去的下一高阶的主要项为:

∑
N

i=1
∑
N

j=1

1
2

∂2f
∂xi∂xj
( )

2

+
∂f
∂xi

∂3f
∂xi∂x2

j
[ ]u2(xi)u2(xj)

  在F.1中给出了需要考虑较高阶项的示例。

5.1.3 偏导数∂f/∂xi 是在Xi=xi时∂f/∂Xi 的值(见下面注1),常把这些导数称为灵敏系数,它描述

输出量的估计值y 如何随输入量的估计值x1,x2,…,xN 的值的变化而变化。尤其,输入量的估计值xi

的微小变化Δxi引起的y 的变化可用(Δy)i=(∂y/∂xi)(Δxi)表示。如果这个变化是由估计值xi的标

准不确定度所引起的,则y 的相应变化为(∂f/∂xi)u(xi)。因此合成方差u2
c(y)可以看作各项之和,每

一项代表了由每一个输入量的估计值xi相关联的估计方差产生的输出量的估计值y 的估计方差。由

此,建议把式(10)写成:

u2
c(y)=∑

N

i=1
ciu(xi)[ ]

2
≡∑

N

i=1
u2

i(y) …………………………(11a)

  式中:

ci ≡∂f/∂xi, ui(y)≡ ci u(xi) …………………………(11b)
  注1:严格说来,偏导数∂f/∂xi 应是∂f/∂Xi 在Xi的期望值上的值,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偏导数是按下式估计的:

∂f
∂xi

=
∂f
∂Xi x1,x2,…xN

  注2:合成标准不确定度uc(y)可以用下式代替式(11a)中的ciu(xi),进行数值运算得到:

Zi =
1
2
{f[x1,…,xi +u(xi),…,xN]-f[x1,…,xi -u(xi),…,xN]}

即ui(y)是用计算由于xi变化±u(xi)而引起的y 变化来评定的。于是可取ui(y)为|Zi|的值,而相应的灵

敏系数ci为Zi/u(xi)。

注3:式中符号“≡”表示“恒等于”。

示例:

用4.1.1的例子,为简单起见对量和它的估计值采用同样的符号,

c1≡∂P/∂V=2V/{R0[1+α(t-t0)]}=2P/V

c2≡∂P/∂R0=-V2/{R2
0[1+α(t-t0)]}=-P/R0

c3≡∂P/∂α=-V2(t-t0)/{R0[1+α(t-t0)]2}=-P(t-t0)/[1+α(t-t0)]

c4=∂P/∂t=-V2α/{R0 [1+α(t-t0)]2}=-Pα/[1+α(t-t0)]
以及:

u2(P)= ∂P
∂V[ ]

2

u2(V)+ ∂P
∂R0
[ ]

2

u2(R0)+
∂P
∂α[ ]

2

u2(α)+ ∂P
∂t[ ]

2

u2(t)

=[c1u(V)]2+[c2u(R0)]2+[c3u(α)]2+[c4u(t)]2

=u21(P)+u22(P)+u23(P)+u24(P)

5.1.4 灵敏系数∂f/∂xi 有时不是通过函数f 计算得到,而是用实验确定:采用变化一个特定的Xi,而
将其余输入量保持不变时,测量出由此引起的Y 的变化。这种情况下,对函数f(或当仅有几个灵敏系

数是如此确定时,对函数f 的一部分)的了解就相应地缩小到基于测得的灵敏系数进行的经验性的一

阶泰勒级数展开式。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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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如果被测量Y 的式(1)在输入量Xi的名义值Xi,0处作一阶展开时(通常这是一种恰当的近似),

Y=Y0+c1δ1+c2δ2+…+cNδN,其中Y0=f(X1,0,X2,0,…,XN,0),ci 是导数∂f/∂Xi 在Xi=Xi,0处的

值,δi=Xi-Xi,0。为了分析不确定度,通常将输入量Xi变换到δi,以使被测量近似为其变量的线性函

数(见C.3.1)。
示例:

4.3.7的例2中,被侧量V 的估计值是V=V+ΔV,其中V=0.928571V,u(V)=12μV,附加修正值 ΔV=0,

u(ΔV)=8.7μV。由于∂V/∂V=1,∂V/∂(ΔV)=1,则V 的合成方差为

u2c(V)=u2(V)+u2(ΔV)= (12μV)2+(8.7μV)2 =219×10-12V2

  所以合成标准不确定度为uc(V)=15μV,其相应的相对合成标准不确定度uc(V)/V 为16×10-6(见5.1.6)。这就

是被测量为其依据的量的线性函数,且系数ci=+1情况的例子。如果Y=c1X1+c2X2+…+cNXN,并且常数ci=

+1或-1,则由式(10)得出u2c(y)=∑
N

i=1
u2(xi)。

5.1.6 如果Y=cXp1
1 Xp2

2 …XpN
N ,指数pi是已知正数或负数并且其不确定度可忽略,则合成方差式(10)

可以表示为:

uc(y)/y[ ] 2=∑
N

i=1
piu(xi)/xi[ ] 2 …………………………(12)

  这与式(11a)具有同样的形式,只不过其合成方差u2
c(y)用相对合成方差[uc(y)/y]2表示,与每一

个输入量的估计值相关的方差估计值u2(xi)表示为相对方差的估计值[u(xi)/xi]2。[相对合成标准

不确定度为uc(y)/|y|,各个输入量的估计值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为u(xi)/|xi|,其中|y|≠0,|xi|≠0。]
注1:当Y 具有这种形式时,可设Xi=Xi,0(1+δi),方便地将Y 变换成变量的线性函数(见5.1.5),然后得到以下近

似关系式的结果,(Y-Y0)/Y0=∑
N

i=1
piδi。另一方面,对数变换Z=lnY 和Wi=lnXi可以使新的变量完全线

性化为Z=lnc+∑
N

i=1
piWi。

注2:如果每个pi只是+1或-1,式(12)就变成[uc(y)/y]2=∑
N

i=1

[u(xi)/xi]2,表明了在特殊情况下,估计值y

的相对合成方差等于输入量的估计值xi的相对方差估计值之和。

5.2 相关的输入量

5.2.1 式(10)及其导出式,如式(11a)和式(12),仅适用于输入量Xi间独立或不相关的情况(随机变量,

不是假设为不变的物理量———见4.1.1,注1)。如果某些Xi是明显相关时就应考虑其相关性。

5.2.2 当输入量相关时,测量结果的合成方差u2
c(y)的表达式为:

u2
c(y)=∑

N

i=1
∑
N

j=1

∂f
∂xi

∂f
∂xj

u(xi,xj)=∑
N

i=1

∂f
∂xi

é

ë
êê

ù

û
úú

2

u2(xi)+2∑
N-1

i=1
∑
N

j=i+1

∂f
∂xi

∂f
∂xj

u(xi,xj)

…………………………(13)

  其中xi和xj是Xi和Xj的估计值,且u(xi,xj)=u(xj,xi)是xi和xj的协方差的估计值。xi和xj

之间的相关程度用估计的相关系数表征(B.3.6):

r(xi,xj)=
u(xi,xj)

u(xi)u(xj)
…………………………(14)

  其中r(xi,xj)=r(xj,xi),且-1≤r(xi,xj)≤+1,如果估计值xi和xj是相互独立的,则r(xi,

xj)=0,即一个值的变化不会意味着另一个值有预期的变化(更多信息见B.3.6,B.3.7)。
相关系数这个术语比协方差易于解释,式(13)中的协方差项可以写成:

2∑
N-1

i=1
∑
N

j=i+1

∂f
∂xi

∂f
∂xj

u(xi)u(xj)r(xi,xj)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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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用式(11b)代入后,使式(13)变成:

u2
c(y)=∑

N

i=1
c2iu2(xi)+2∑

N-1

i=1
∑
N

j=i+1
cicju(xi)u(xj)r(xi,xj) ………………(16)

  注1:非常特殊情况下,所有的输入量的估计值都相关,且相关系数r(xi,xj)=+1,此时式(16)可简化为:

u2c(y)= ∑
N

i=1
ciu(xi)[ ]

2
= ∑

N

i=1

∂f
∂xi

u(xi)[ ]
2

此时合成标准不确定度uc(y)是由每个输入量的估计值xi的标准不确定度产生的输出量的估计值y 的变化

之线性和(见5.1.3)。[不应该将这种线性和与误差传播律相混淆,虽然形式相同,但标准不确定度不是误差

(见C.3.2)。]

示例:

有10个电阻器,每个电阻器的标称值为Ri=1kΩ,用1kΩ的标准电阻器RS校准,比对的不确定度可忽略,标准电

阻器的不确定度由校准证书给出为u(RS)=100mΩ。将这些电阻器用电阻可忽略的导线串连起来,得到标称值为

10kΩ的参考电阻Rref。因此Rref=f(Ri)=∑
10

i=1
Ri。由于对每对电阻器来说r(xi,xj)=r(Ri,Rj)=1(见D.1.2.3中

例2),本注中的公式是适用的。由于每个电阻器∂f/∂xi=∂Rref/∂Ri=1,u(xi)=u(Ri)=u(RS)(见D.1.2.3例2),由

公式得到Rref的合成标准不确定度uc(Rref)=∑
10

i=1
u(RS)=(10×100)mΩ=1Ω。由式(10)获得的结果uc(Rref)=

∑
10

i=1
u2(RS)[ ] 1/2=0.32Ω是不正确的。因为没有考虑10个电阻的被校值是相关的。

注2:估计方差u2(xi)和估计协方差u(xi,xj)可以考虑为一个元素为uij的协方差矩阵的元素。矩阵的对角线元

素uii是方差u2(xi),而非对角线的元素uij(i≠j)是协方差u(xi,xj)=u(xj,xi)。如果两个输入量的估计

值是不相关的,则其相关的协方差及协方差阵中相应的元素uij和uji为0。如果输入量的估计值均不相关,则

非对角线的元素均为0,协方差矩阵就是对角矩阵(见B.3.5)。

注3:为进行数值运算,式(16)可写成:

u2c(y)=∑
N

i=1
∑
N

j=1
ZiZjr(xi,xj)

其中Zi在5.1.3的注2中已说明。

注4:如果在5.1.6中考虑的特殊形式的Xi是相关的,则应在式(12)的右边增加以下项:

2∑
N-1

i=1
∑
N

j=i+1

[piu(xi)/xi][pju(xj)/xj]r(xi,xj)

5.2.3 考虑到算术平均值q和r分别为两个随机变量q和r的期望值μq和μr的估计值,并在同一测量

条件下对q和r进行n 次独立同时重复观测所得值计算得到(见B.2.15),q和r的协方差用式(17)估计

(见B.3.4):

s(q,r)=
1

n(n-1)∑
n

k=1

(qk -q)(rk -r) …………………………(17)

  其中qk和rk是量q和r的单次观测值,q和r是由观测值根据式(3)计算得到的。如果实际上观测

值是不相关的,则计算得到的协方差可预期接近零。
由此可见,两个相关输入量Xi和Xj是由独立重复同时观测的数据对平均值Xi 和Xj 评定的,而

Xi和Xj的估计协方差u(xi,xj)=s(Xi,Xj),其中s(Xi,Xj)是根据式(17)计算得到的。应用式(17)

是协方差的A类评定。Xi 和Xj 的相关系数估计值由式(14)得到:

r(xi,xj)=r(Xi,Xj)=s(Xi,Xj)/[s(Xi)s(Xj)]

  注:在F.2和F.3中介绍了有必要按式(17)计算协方差的例子。

5.2.4 如果测量两个输入量时采用了同一台测量仪器、实物测量标准或参考数据,并且它们具有较大

的标准不确定度,则两个输入量间就可能有显著的相关性。例如用某一温度计来确定输入量Xi的估计

值的温度修正值,并用同一温度计来确定输入量Xj的估计值的温度修正值,这两个输入量就可能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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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然而,如果在这个例子中的Xi和Xj重新定义为不相关的量,而把确定温度计校准曲线的量作为

附加的输入量,该附加输入量具有独立的标准不确定度,则此时Xi和Xj的相关性就去除了(更多信息

见D.1.2.3和D.1.2.4)。

5.2.5 如果输入量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时,则不能忽略。如果改变相关输入量的方法可行的话,应该

采用实验方法评定相关方差,或者使用可获得的有关量的相关变异性信息(协方差的B类评定)进行评

定。当估计由常有的影响量如环境温度、大气压力和湿度引起的输入量间的相关程度时,就特别需要经

验和常识(见4.3.1和4.3.2)。幸而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影响量之间的相关性很小,足以假设被影响的输

入量是不相关的。然而,如果不能假设为不相关,则如5.2.4所指出的那样,把常有的影响量作为独立

输入量引入,被影响的输入量本身之间的相关性就可避免了。

6 扩展不确定度的确定

6.1 扩展不确定度的由来

6.1.1 根据本标准所依据的测量不确定度声明工作组的建议书INC-1(1980)(见本标准的引言)及
CIPM批准并再次确认的建议书1(CI-1981)和建议书1(CI-1986)(见A.2和A.3),提倡用合成标准不

确定度uc(y)作为定量表示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的参数。实际上,在其第二次建议中,CIPM 已经要求

所有参加CIPM及其咨询委员会举办的国际比对及其他工作的参加者在给出结果时使用合成标准不确

定度uc(y)。
6.1.2 尽管uc(y)可以广泛用于表示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但在某些商业、工业和法规的应用中以及涉

及健康和安全时,常常有必要提供不确定度度量,也就是给出测量结果值的区间,并期望该区间包含了

能合理赋予被测量值分布的大部分。工作组承认了此需求的存在,并反映在建议书INC-1(1980)的第

5条中,在CIPM的建议书1(CI-1986)中也有反映。

6.2 扩展不确定度

6.2.1 为满足提供一个如6.1.2所指的区间的要求而对不确定度的另一种度量称为扩展不确定度,并
用U 表示。扩展不确定度U 由合成标准不确定度uc(y)乘以包含因子k得到:

U=kuc(y) …………………………(18)

  由此,测量结果可方便地表示成Y=y±U,意思是被测量Y 的最佳估计值为y,由y-U 到y+U
是一个区间,可期望该区间包含了能合理赋予的Y 值的分布的大部分。这样一个区间也可表示成y-
U≤Y≤y+U。
6.2.2 置信区间和置信水平这两个术语在统计学中具有专门的定义,本标准中对应这两个术语,使用

“包含区间”和“包含概率”。其仅适用于满足某些条件的由U 定义的区间,这些条件包括对uc(y)有贡

献的所有不确定度分量都是由A类评定获得的。确切地说,U 可被理解为确定了测量结果的一个区

间,该区间以较大的概率p 包含了测量结果及其合成标准不确定度表征的概率分布的大部分,p 为区

间的“包含概率”或“置信水平”。

6.2.3 可行时,应评估和声明由U 确定的区间相关的包含概率p。应该认识到,用常数乘uc(y)并不提

供新的信息,而是以不同的形式表示前面已获取的信息。然而,也应该认识到:在大多数情况下包含概

率p(尤其在p 的值接近1时)是相当不确定的,不仅是因为对用y 和uc(y)表征的概率分布的了解有

限(尤其在边缘部分),而且因为uc(y)本身的不确定性(见6.3.2,6.3.3和附录E,尤其E.6.6)。
注:当不确定度用uc(y)和U 表示时,建议分别按7.2.2和7.2.4声明测量结果。

6.3 包含因子的选择

6.3.1 包含因子k的值是根据y-U 到y+U 区间所要求的包含概率而选择的。一般k 在2~3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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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但在某些应用领域k可能超出这个范围。应根据测量结果的使用的需要选取合适的k 值,这可能

需要对测量结果的使用具有丰富的经验和渊博的知识。
注:有时发现,系统影响的已知修正量b并未被用于修正报告的测量结果,而是通过放大结果的“不确定度”来将这

种影响考虑在内,应该尽可能避免这样做。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虽然存在已知的明显的系统影响,仍不

对测量结果进行修正(见D.2.4.5特殊情况及如何处理)。测量结果不确定度的评定不应该与对某些参数规定

的安全极限相混淆。

6.3.2 理想情况下,能够选择包含因子k的特定值,k值提供的区间Y=y±U=y±kuc(y)对应于特定

的包含概率p(例如95%或99%);同样,对于给定k值,也能明确地声明该区间有关的包含概率。然而

在实践中不易做到,因为它需要对由测量结果y 及其合成不确定度uc(y)表征的概率分布有全面的了

解。虽然这些参数是非常重要的,但为建立具有准确已知的包含概率的区间,仅仅依据这些参数还不

充分。

6.3.3 建议书INC-1(1980)中并没有规定如何建立k 和p 的关系。这个问题在附录E中论述,在E.4
中给出的建议是采用近似的方法,并在E.6.4中作了扼要总结。在E.6.6中讨论了一种较简便的方法,
适用于当y 和uc(y)所表征的概率分布近似为正态分布,且uc(y)的有效自由度较大时的测量情况。
实际经常发生这种情况,可设k=2,所形成的区间具有的包含概率约为95%,设k=3所形成的区间具

有的包含概率约为99%。
注:在E.4中给出了估计uc(y)的有效自由度的方法。附录E中的表E.2可用于帮助判断这种方法是否适用于特

定的测量(见E.6.6)。

7 不确定度的报告与表示

7.1 通用指南

7.1.1 通常,当人们要将测量等级升级时,就需要关于如何获得测量结果及其不确定度的更详细的信

息。然而,无论在哪个等级上,包括市场中的贸易和监管活动、工业中的工程工作、处于溯源链中较低端

的校准实验室、工业研究和开发、学术研究、工业部门的最高标准和校准中心及国家计量院和BIPM,对
重新评定测量所需的信息都应该让需要它的人获得。主要的差别在于:在溯源链的较低端,大部分必需

的信息是以发布的校准和测试系统的报告、校准规范、校准证书、使用手册、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和地方

法规等形式给出的。

7.1.2 当测量的细节,包括如何评定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是通过引用发布的文件来提供时,如常见的

用证书方式报告校准结果时,要求这些文件是最近的,使文件与实际使用的测量程序相一致。

7.1.3 工业和商业活动中每天都在进行大量的测量,但并没有明确地报告不确定度。然而,很多测量

所用的器具是需要定期经过周期校准或依法检定的。如果知道仪器是符合其规范或符合现行标准文件

的要求,其示值的不确定度可以由其规范或标准文件推断。

7.1.4 虽然实际中,可以根据测量结果的预期用途确定随测量结果提供哪些必要的信息,但对报告测

量结果的基本的原则是不变的:当报告测量结果及其不确定度时,宁可提供过多信息而不要太少。如应

该包括:

a) 清楚地描述由实验观测值和输入数据计算测量结果及其不确定度的方法;

b) 将所有的不确定度分量列出,并将各分量如何评定的方法形成文件;

c) 详细描述数据分析的方法,使其每个重要步骤易于遵照执行,必要时报告中结果的计算能独立

重复;

d) 给出在分析中所用的所有修正值和常数以及来源。
检查上述清单是否完备的方法就是自问,“我是否以足够清晰的方式提供了充分的信息,确保将来

如果得到新的信息或数据,可以更新我的结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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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专用指南

7.2.1 当用合成标准不确定度uc(y)报告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时,应当:

a) 给出被测量Y 的定义的充分描述;

b) 给出被测量Y 的估计值y 及其合成标准不确定度uc(y);y 和uc(y)都应当给出单位;

c) 适当时,给出相对标准不确定度uc(y)/|y|,|y|≠0;

d) 给出在7.2.7中所述的信息或包含此信息的公开文件。
如果认为对测量结果的用户有用,例如,有助于以后计算包含因子,或有助于对测量的理解,还可以

指出:
———估计的有效自由度νeff(见E.4);
———A类和B类合成标准不确定度ucA(y)和ucB(y)及其估计的有效自由度νeffA和νeffB(见E.4.1

的注3)。

7.2.2 当不确定度用uc(y)度量时,为避免误解,说明测量结果时最好用下列四种方法之一(假设被报

告的量值是标称值为100g的标准砝码,如果uc在报告结果的文件中已有定义,则为简单起见下面括号

中的文字可以忽略):

1) “mS=100.02147g,(其合成标准不确定度)uc=0.35mg”;

2) “mS=100.02147(35)g,其中括号中的数是(合成标准不确定度)uc的数值,uc与测量结果的

末位对齐”;

3) “mS=100.02147(0.00035)g,括号中的数是(合成标准不确定度)uc的数值,以所给出结果的

单位表示”;

4) “mS=(100.02147±0.00035)g,其中在“±”号后的数是(合成标准不确定度)uc的数值,不是

一个包含区间”。
注:应避免使用±号的形式,因它已被传统地用于表示高包含概率的区间,因此可能会与扩展不确定度相混淆(见

7.2.4)。此外,虽然在方法4)中加了防止误解的说明,但写成Y=y±uc(y)仍然可能会被误解。尤其如果偶尔

将防止误解的说明遗漏了,就可能误解为k=1的扩展不确定度,区间y-uc(y)≤Y≤y+uc(y)具有确定的包

含概率p,也就是说与正态分布有关(见E.1.3)。如同在6.3.2和附录E中所指,用这种方式解释uc(y)通常是

很难判别的。

7.2.3 当用扩展不确定度U=kuc(y)报告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时,应当做到:

a) 给出被测量Y 的定义的充分描述;

b) 说明测量结果为Y=y±U,并给出y 和U 的单位;

c) 适当时,给出相对扩展不确定度U/|y|,|y|≠0;

d) 给出获得U 时所用的k值[或为用户方便,同时给出k和uc(y)];

e) 给出与区间y±U 有关的近似的包含概率,并说明如何确定的;

f) 给出在7.2.7中概述的信息或包含了上述内容的公开文件。

7.2.4 当不确定度用U 度量时,为尽可能清晰,按如下示例说明测量结果的数值:
“mS=(100.02147±0.00079)g,其中在“±”号后的数为扩展不确定度U=kuc的数值,U 是由uc=

0.35mg和k=2.26确定的,k是基于t分布,自由度ν=9得到的。确定区间估计具有约95%的包含

概率”。

7.2.5 如果一次测量同时确定一个以上的被测量,也就是它提供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输出量的估计值yi

(见F.2,F.3,F.4),则除了给出yi和uc(yi)外,还要给出协方差矩阵的元素u(yi,yj)或相关系数矩阵

的元素r(yi,yj)(最好两个都给出)。

7.2.6 估计值y 的数值及其标准不确定度uc(y)或扩展不确定度U 不应该给出过多位数的数字。通

常uc(y)和U [以及输入量的估计值xi的标准不确定度u(xi)]最多为两位有效数字,虽然在某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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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为了在随后计算中避免舍入误差而保留多余的位数。
在报告最终结果时,有时可能要将不确定度末位后面的数进位而不是舍去。例如,uc(y)=

10.47mΩ,可以进位到11mΩ。但一般的修约规则也可以用,如u(xi)=28.05kHz,修约后为28kHz。
输入量和输出量的估计值应舍入到与其不确定度位数一致。例如,如果y=10.05762Ω,其uc(y)=
27mΩ,则y 应该进位到10.058Ω。如果相关系数的绝对值接近1时,则相关系数应给出三位有效

数字。

7.2.7 当在报告中详细描述测量结果及其不确定度如何获得时,应当根据7.1.4的建议做到:

a) 给出每个输入量的估计值xi及其标准不确定度u(xi),并说明它们是如何获得的;

b) 对所有相关的输入量给出估计的协方差或估计的相关系数(最好两者都给),并说明获得的

方法;

c) 对每个输入量的估计值的标准不确定度给出自由度,并说明如何获得的;

d) 给出函数关系Y=f(X1,X2,…,XN)。如果认为有用,给出其偏导数或灵敏系数∂f/∂xi。
但是,用实验方法确定的这种系数应当给出全部。
注:由于函数关系f 可能非常复杂或者可能不存在显式而仅仅是一个计算程序,所以不是总能给出f 及其导数的。

函数f 可能是一般描述或通过引用适当的参考文件给出,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要搞清楚如何估计被测量Y
的估计值y 及如何得到其合成标准不确定度uc(y)。

8 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的程序概要

本标准中所述的评定和表示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的步骤归纳总结如下:

1) 将与被测量Y 有关的输入量 Xi与被测量Y 间的关系用数学表达式表示出来:Y=f(X1,

X2,…,XN),函数f 应当包含每一个对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有显著影响的分量,包括所有的

修正值和修正因子(见4.1.1和4.1.2);

2) 既可基于一系列观测值的统计分析,也可用其他方法(见4.1.3)确定输入量 Xi的估计值xi;

3) 评定每个输入量的估计值xi的标准不确定度u(xi)。对由一系列观测值的统计分析获得的输

入量的估计值,标准不确定度按4.2所述的方法评定(标准不确定度的A类评定)。对由其他

方法得到的输入量的估计值,其不确定度u(xi)按4.3所述的方法评定(标准不确定度的B类

评定);

4) 对任何相关的输入量,要评定他们的协方差(见5.2);

5) 计算测量结果,即用步骤2)所得到的输入量Xi的估计值xi(见4.1.4),通过函数关系式计算

得到被测量Y 的估计值y;

6) 按第5章所述,由输入量的估计值的标准不确定度和协方差来确定测量结果y 的合成标准不

确定度uc(y)。如果测量过程同时确定一个以上输出量,要计算它们的协方差(见7.2.5,F.2,

F.3和F.4);

7) 如果有必要给出扩展不确定度U,以便提供一个区间y-U 到y+U,可期望该区间包含了能

合理赋予被测量Y 的值的分布的大部分,则将合成标准不确定度uc(y)乘以包含因子k 得到

U=kuc(y),k的值一般在2~3范围内。根据区间要求的包含概率选择k(见6.2,6.3和附录E,
该附录讨论了k值的选择方法,由此产生一个具有接近规定的包含概率的区间);

8) 按7.2.1和7.2.3报告测量结果y 及其合成标准不确定度uc(y)或扩展不确定U;并且采用

7.2.2和7.2.4中推荐的形式之一,并按第7章概述的方法说明如何获得y,uc(y)和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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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工作组和国际计量委员会(CIPM)的建议

A.1 建议书INC-1(1980)

测量不确定度声明工作组(参见前言)是BIPM应CIPM 的要求,在1980年10月成立的。工作组

起草了一份详细的报告供CIPM参考,即建议书INC-1(1980)[2]。该建议书的内容见本标准引言0.7。

A.2 建议书-1(CI-1981)

CIPM在1981年10月召开的第70次大会上审议了测量不确定度声明工作组提交的报告,采纳了

以下建议:
建议书-1(CI-1981)
实验不确定度的表示

CIPM 考虑到:
———需要在计量学领域寻找一种公认的方式表述测量不确定度;
———许多组织已经在这一领域付出了多年的努力;
———1980年从BIPM测量不确定度工作组的讨论,在找出公认的解决办法方面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认识到:
———工作组的提议可以作为不确定度表示最终协议的基础。
建议:
———广泛散发工作组的建议书;
———今后BIPM努力在其主办的国际比对中应用该原则;
———鼓励其他对此有兴趣的组织检验这些建议并将意见报告BIPM;
———在2年至3年后,BIPM将报告这些建议的应用情况。

A.3 建议书-1(CI-1986)

CIPM在1986年10月举行的第75次会议上进一步考虑了不确定度表示这一议题,通过如下建议:
建议书-1(CI-1986)
在CIPM主持下测量不确定度表示方面开展的工作

CIPM 考虑到:
———不确定度工作组通过的建议书INC-1(1980)和由CIPM通过的建议书-1(CI-1981)。
———咨询委员会的某些成员可能寻求对该建议书进行解释,其目的是为了完成他们职权范围内的

工作,尤其是为了进行国际比对。
认识到:
建议书INC-1(1980)的第5条关系到特殊应用,尤其具有商业上的应用价值,现在正由国际标准化

组织(ISO)的一个工作组进行考虑,该工作组是由ISO、OIML和IEC与CIPM共同组织的。
要求:
参加由CIPM及其咨询委员会主办的国际比对或其他工作的成员国在给出结果时应该用INC-1

(1980)建议书的第4条,并应给出用标准差表示的A类和B类不确定度的合成不确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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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真”值、误差和不确定度及其他概念

本附录中B.1的主要内容来自GUM:2008的第3章“基本概念”;B.2的主要内容来自GUM:2008
的附录D“‘真值’、误差、和不确定度”。

B.1 基本概念

B.1.1 测量

B.1.1.1 测量的目的是确定被测量的值,即待测的特定量的值,所以测量一开始就与恰当地规定被测

量、测量方法和测量程序有关。
注:在本标准中不用术语“真值”;“被测量的值”(或量值)与“被测量的真值”(量的真值)被视为是等同的。

B.1.1.2 通常,量的测得值只是被测量值的近似或估计,因此只有当此估计值附有不确定度声明时,它
才是完整的测量结果。

B.1.1.3 实际上,被测量的定义或规定的详细程度是随所要求的测量准确度而定的。针对所要求的准

确度,被测量的定义应该足够完整,以便对与测量有关的所有实际目的而言,其值是唯一的。本标准中

所用的“被测量的值”表示的就是这个意思。
示例:

若一根名义值为1m长的钢棒需测至微米准确度,对该长度的定义应该包括确定长度时的温度和压力。例如,被测

量应说明为:钢棒在25.00℃和101325Pa时的长度(加上任何其他认为有必要的参数,如支撑钢棒的方式等)。然而,

如果被测长度仅需测至毫米准确度,则对被测量的定义无需规定温度或压力或任何其他参数的值。

注:若被测量的定义不完整引入的测量不确定度分量足够大,在评定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时应包含此分量。

B.1.1.4 在很多情况下,测量结果是在重复性测量条件下得到的一系列观测值的基础上确定的。

B.1.1.5 重复观测中的变化是由于影响测量结果的影响量不能完全保持恒定而引起的。

B.1.1.6 将一组重复观测值变换成测量结果的测量数学模型是极为关键的,因为除观测值外,一般测

量模型还包括各种不能确切知道的影响量。知识的缺乏也会是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的来源,如同重复

观测的变化和数学模型本身带来的不确定度。

B.1.1.7 本标准仅把被测量作为标量(单一量)处理。当在同一个测量下同时测定一组相关的被测量

时,要用矢量被测量和协方差矩阵代替标量被测量及其方差。本标准仅在举例中考虑了这种情况(见

F.2,F.3,F.4)。

B.1.2 误差、影响量和修正

B.1.2.1 通常,测量的不完善使测量结果存在误差。传统上认为误差有两类分量,即随机误差分量和

系统误差分量。
注:误差是一个理想的概念,误差不可能准确获知。

B.1.2.2 随机误差一般是由影响量的不可预测性或其在时间或空间上的随机变化所引起。这种变化

量的影响以下称为随机影响,它引起被测量在重复观测中的变异性。测量结果的随机误差不能补偿,但
通常可以通过增加观测次数来减小;其期望或期望值为零。

注1:一系列观测值的算术平均值或均值的实验标准差(见4.2.3)不是平均值的随机误差,虽然有些关于不确定度

的出版物中是这样认为的。平均值的实验标准差是由随机影响引起的平均值的不确定度的度量,而由于这些

影响引起的平均值的误差的准确值是不可能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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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术语“误差”和“不确定度”不是同义词,代表完全不同的概念,不应该混淆或误用。

B.1.2.3 系统误差与随机误差一样也是不可能被消除的,但通常也可以被减小。如果一个系统误差来

源于测量结果的某个影响量中已识别的影响(以下称为系统影响),若这种影响可以定量给出,且其对测

量所需的准确度而言比较大,则可用修正值或修正因子予以补偿。可以假设,修正后由系统影响引起的

误差的期望或期望值为零。
注:用于补偿系统影响而加到测量结果上的修正值的不确定度不是系统误差,系统误差通常称为偏移。而修正值

的不确定度是由于对修正值的认识不足引起的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的度量。对系统影响的不完全补偿所引起

的误差是不可能准确获知的。

B.1.2.4 可以假定测量结果已经修正了所有已识别的重要的系统影响,并且已做了一切努力来识别这

些影响。
示例:

用电压表测量高阻电阻器电位差(被测量)时,对电压表的阻抗进行修正可以减小电压表负载效应对测量结果的系

统影响。然而电压表和电阻器的阻抗是用其他方法测量得到的,其测量本身也存在不确定度,而修正值又是使用该阻抗

值估计的,因此电压表和电阻器阻抗的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成为电位差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分量。

注1:测量仪器和系统经常要使用测量标准和标准物质进行调整或校准,以便消除系统影响。然而,与这些测量标

准和标准物质相关的不确定度应予以考虑。

注2:对已知的显著系统影响不进行修正的情况在6.3.1的注和附录D.2.4.5中讨论。

B.1.3 不确定度

B.1.3.1 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反映了对被测量的值缺乏精确的认识。对已识别的系统影响进行修正

后的测量结果仍然只是被测量的估计值,因为还存在由随机影响引起的不确定度和由于对系统影响修

正不完全而引入的不确定度。
注:测量结果(修正后)即使具有很大的不确定度,仍可能非常接近被测量的值(即误差可忽略〕。因此,一个测量结

果的不确定度不应与其剩余的未知误差相混淆。

B.1.3.2 实际上,测量中有许多不确定度的来源,包括:

a) 被测量的定义不完整;

b) 被测量定义的复现不完善;

c) 取样的代表性不足———即所测量的样本可能不能代表定义的被测量;

d) 对测量受环境条件的影响认识不足或对环境条件的测量不完善;

e) 模拟指示仪器的人员读数偏移;

f) 仪器分辨力或识别阈值的限制;

g) 测量标准和标准物质的量值不准确;

h) 从外部得到并在数据简约算法中使用的常数和其他参数的值不准确;

i) 测量方法和程序中的近似和假设;

j) 在看似相同条件下,被测量重复观测中的变异性。
这些来源不一定是相互独立的,a)到i)中有些来源可能对来源j)有贡献。当然,未识别的系统影响

不可能在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评定中考虑到,但其对误差有贡献。

B.1.3.3 不确定度声明工作组起草的建议书INC-1(1980)按不确定度的评定方法将不确定度分为两

类:A类和B类(见0.7,3.3,3.4),这种分类适用于“不确定度”,但“A类”和“B类”在用词上不能替代

“随机”和“系统”。某个已知的系统影响的修正值的不确定度在某些情况下可能由A类评定方法得到;
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可能由B类评定获得一个表征随机影响的不确定度。

注:在有些出版物中,将不确定度分量分为“随机”和“系统”分量,并分别将它们与由随机影响和已知系统影响引起

的误差联系在一起。在常规应用中,这种不确定度分量的归类可能会不明确。例如,当前一个测量结果用作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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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测量的输入数据时,前一个测量的“随机”不确定度分量就变成后一个测量的“系统”不确定度分量。按不确

定度分量的评定方法分类而不按分量自身性质分类避免了这一含混。同时,并不妨碍将已按两种不同方法评

定的各分量归纳成组以便使用。

B.1.3.4 A类和B类的分类目的只是指出评定不确定度分量的两种不同方法,并且只是为了讨论的方

便。这种分类不是指这两类分量本身性质上有差别。两类评定都基于概率分布,并且由两类评定得到

的不确定度分量都是用方差或标准差定量表示。

B.1.3.5 表征用A类评定得到的不确定度分量的估计方差u2是由一系列重复观测值计算得到的,它就

是熟知的统计方差估计值s2(见4.2)。标准差的估计值u 是u2的正平方根,因此u=s,为方便起见,有
时称为“A类标准不确定度”。由B类评定得到的不确定度分量,其方差估计值u2是根据已有的信息评

定的(见4.3),其标准差的估计值u 有时称为“B类标准不确度”。
因此,A类标准不确定度是由一组观测得到的频率分布导出的概率密度函数得到。而B类标准不

确定度是由一个假定的概率密度函数得到,此函数基于对一个事件发生的信任程度[通常称为主观概

率]。这两种方法都采用了公认的对概率的解释。
注:不确定度分量的B类评定通常基于一组相对可靠的信息(见4.3.1)。

B.1.3.6 当测量结果是由若干个其他量值得到时,测量结果的标准不确定度称为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用uc表示。它是测量结果的标准差的估计值,并等于由所有方差和协方差分量求得的合成方差的正平

方根,用本标准中称为不确定度传播律的方法进行评定(见第5章)。

B.1.3.7 为满足工业和商业应用,以及健康和安全领域的要求,将合成标准不确定度uc乘以包含因子k
得到扩展不确定度U。其目的是提供测量结果的一个区间,可期望被测量值分布的大部分包含在该区

间内。因子k的选取要根据区间所需的包含概率或置信水平而定,一般在2~3范围内(见第6章)。
注:应声明包含因子k,以便能够重新得到被测量的标准不确定度,因为对于其他依赖于该量的测量,计算测量结果

的合成标准不确定度时会用到。

B.1.4 实际的考虑

B.1.4.1 如果改变测量结果所依赖的各个量,就可以用统计方法评定其不确定度。然而由于时间和资

源有限,实际做到的可能性很小。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通常用测量的数学模型和不确定度传播律来评

定。本标准中,假设测量能被数学模型化,其模型化程度与测量所需的准确度要求相应。

B.1.4.2 由于数学模型可能不完善,所有相关量应该尽可能充分地按实际情况变化,以便不确定度评

定能够基于尽可能多的观测数据之上。可行时,为可靠地评定不确定度,应该根据长期的定量数据建立

测量的经验模型,并使用核査标准和控制图指明测量过程是否处于统计控制。当观测数据,包括对同一

被测量多次独立的测量结果,证明模型不完善时,应该修改数学模型。良好设计的实验方案也非常有助

于对不确定度进行可靠地评定,并且其本身是测量技巧的重要部分。

B.1.4.3 为判断测量系统是否正常运行,通常要把实验观测到的输出量的变异性,也就是实验标准差

与表征该测量结果的各项不确定度分量合成得到的预期的标准差作比较。这种情况下,只需考虑对输

出值的实验观测变异性有贡献的分量(不论由A类还是B类评定得到)。
注:把对变异性有贡献和没有贡献的分量分成两组并适当标记将有助于进行分析。

B.1.4.4 有些情况下,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评定中可不必包括为补偿系统影响而使用的修正值的不确

定度。尽管已经评估了其不确定度,如果它对测量结果的合成标准不确定度没有显著贡献,在评定不确

定度时可以忽略不计。如果修正值本身与合成标准不确定度相比不显著时,修正值也可忽略不计。

B.1.4.5 在实际工作中,尤其在法制计量领城中,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对被检样品的测量是通过与一

个测量标准比较而进行的,相对于测量所需的准确度来说,测量标准及比较程序(方法)引入的不确定度

可以忽略。例如,用一组已校准的标准砝码去校准商用秤的准确度,在这种情况下,测量可被视为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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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被校仪器的误差,因为不确定度的分量非常小而可以忽略(见D.2.4.2)。

B.1.4.6 由测量结果提供的被测量的估计值有时可依据所用的测量标准的值来表示,而不是按国际单

位制的有关单位来表示。这种情况下,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比用国际单位制有关单位表示结果时明显

地小(实际上被测量已经被重新定义为测量值与标准值之比)。
示例:

一台高质量的齐纳电压标准通过与约瑟夫森效应电压基准进行比对校准,该基准是基于CIPM 向国际推荐采用的

约瑟夫森常数的约定值。当按约定值报告时,齐纳电压标准的已校准电压Vs的相对合成标准不确定度uc(Vs)/Vs(见

5.1)为2×10-8。但当Vs按电压V 的国际单位制单位报告时,uc(Vs)/Vs为4×10-7,因为其中包括了约瑟夫森常数转

换为国际单位制的值的不确定度。

B.1.4.7 记录或分析数据时的失误会给测量结果引入明显的未知误差。较大的失误通常可以通过对

数据的适当审查来识别,但小的失误容易被掩盖,甚至被当作随机变化。不确定度的评定不考虑这种

失误。

B.1.4.8 虽然本标准提供了评估不确定度的框架,但不能替代周密的思考、理智的诚实和专业的技巧。
不确定度的评定既不是例行的任务,也不是纯粹的数学,它取决于对测量和被测量的本质的充分理解和

认识。所以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评定的质量和实用性主要取决于对赋值有贡献的影响量认识的程度、

细致的分析和齐全性。

B.1.4.9 本标准中使用的术语“测量结果”是基于VIM 第2版的定义“由测量所得到的赋予被测量的

值”,测量结果主要是指测得的量值,虽然VIM第2版也说明在完整表述测量结果时应包含测量不确定

度,但并没有规定测量不确定度是测量结果的一部分。在VIM第3版中,“测量结果”的定义为“与其他

有用的相关信息一起赋予被测量的一组量值”,测量结果通常用单一测得的量值和对应的测量不确定度

表示,强调了测量不确定度通常应作为测量结果的一部分,与测量结果同时给出。本标准没有根据

VIM第3版的变化修改使用术语“测量结果”的内容,建议在使用本标准时注意。

B.2 “真”值、误差和测量不确定度

术语“真值”在传统的关于不确定度的出版物中一直在使用,但在本标准中不采用,其理由在本附录

中阐述。

术语“被测量”,“误差”和“不确定度”经常被误解,因此本附录讨论了它们的基本概念。

本附录中展示了两张图(图B.1、图B.2),用图示法说明为什么在本标准中采用的不确定度概念是

以测量结果以及评定的不确定度为基础的,而不是基于不可知量“真”值和误差。

B.2.1 被测量

B.2.1.1 被测量在VIM第3版中定义为“拟测量的量”,在VIM第2版和IEC60050-300:2001中定义

为“受到测量的特定量”。对被测量的说明要求了解量的类型,以及含有该量的现象、物体或物质状态的

描述,包括任何有关成分及所涉及的化学实体。原则上说,没有无穷多信息时,被测量不可能被完整地

描述。因此,被测量定义的不完整引入了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该不确定度分量相对于测量所要求的准

确度,可能很大也可能不大。

B.2.1.2 通常,对被测量的定义要规定其一定的物理状态和条件。
示例:

声音在由摩尔分数为N2=0.7808,O2=0.2095,Ar=0.00935,CO2=0.00035成分组成的干燥空气中,温度T=

273.15K和压力p=101325Pa时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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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2 复现量

理想情况下,测量所复现的量应完全与定义的被测量一致。然而在通常情况下,定义的量是不可能

复现的,测量是在被测量的近似量上进行的。

B.2.3 “真”值和已修正的值

B.2.3.1 即使复现量实际上完全满足被测量的定义,为了得到预期的测量结果,应修正复现量的测量

结果与被测量之间的差异。对其他所有已别识的显著的系统影响也应进行修正。虽然最终的已修正结

果有时被视为被测量的“真”值的最佳估计,但是实际上该结果只是被测量的量值的最佳估计。

B.2.3.2 举一个例子,假设被测量是某给定板材在规定温度时的厚度。将样品放至接近规定的温度,
用千分尺测量其特定位置的厚度,在相同的测量位置、温度及千分尺所施加的压力下,测出的厚度就是

复现量。

B.2.3.3 先要确定测量时的温度和所施加的压力,考虑千分尺的校准曲线、温度偏差及样品在千分尺

夹持力下的微小变形的影响,对复现量进行修正。

B.2.3.4 已修正的测量结果可以称为“真”值的最佳估计值,这种意义上的“真”就可以认为是完全满足

被测量定义的量值。但是千分尺在板材的不同部位测量时复现量就会不同,就会有不同的“真”值。然

而,真值应与被测量的定义一致,因为后者不规定在板材的特定位置上测量厚度。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由于被测量的定义不完整,“真”值就有一个不确定度,可以通过在板材的不同位置上的测量来评定其不

确定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个被测量都具有一个“本征”不确定度。原则上说这种不确定度是可以用

某种方法估计的。这就是被测量可被测定的最小的不确定度。达到这样的不确定度的每个测量可以认

为是被测量的最佳可能的测量。为了获得更小的不确定度,就要求对被测量作更加完整的定义。
注1:在本例中,被测量的说明还留有许多说明其他因素的余地。如大气压力、湿度、板材在重力场中的姿态、支撑

方式等也可能对厚度有影响。

注2:虽然应当对被测量给出足够详细的定义,使由于定义不完整而引入的不确定度与要求的测量准确度相比可以

忽略,但应认识到,这一点经常是不现实的。例如,由于假设某些影响可以忽略而没有规定其参数,实际上这

种假设是不合理的;也可能隐含着某些不可能完全满足的条件及其实现的不完善有时很难被考虑到,由此导

致定义可能是不完整的。举例:以B.2.1.2的例子而言,声音的速度意味着无穷多个幅度非常小的平面波,测

量不满足这些条件的程度、衍射和非线性影响均需要考虑在内。

注3:对被测量的规定不充分会导致不同实验室的测量从表面看来是同样的量,其测量结果之间却不一致。

B.2.3.5 本标准中避免使用术语“被测量的真值”或“量的真值”(常缩写为“真值”),因为“真”字被视为

多余的。“被测量”意味着“受测量的特定量”,因此“被测量的值”意思是“受测量的特定量的值”。由于

“特定量”通常理解为有限的或规定的量,在“被测量的真值”(或“量的真值”)中的形容词“真”是不必要

的———被测量(或量)的“真”值就是被测量(或量)的值。此外,正如前面讨论所指出的,“真值”这一词仅

是一个理想的概念。

B.2.4 误差

一个已修正的测量结果不是被测量的值———也就是说因为复现量的测量不完善而存在着误差。观

测值的随机变化(随机影响)、系统影响的修正值确定的不充分和对某个物理现象的认识不充分(也是系

统影响)都会使测量不完善。无论是复现量的值还是被测量的值都不可能准确知道,所能知道的只是它

们的估计值。在前面的例子中测得的板材的厚度可能存在误差,也就是说可能与被测量的值(板材的厚

度)存在差异,因为以下因素均可能对测量结果的未知误差有贡献:

a) 当千分尺重复用于测量同一复现量时,千分尺示值的微小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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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千分尺校准的不完善;

c) 温度和所施加压力测量的不完善;

d) 对温度、大气压力和湿度对样品或千分尺的影响的认识不充分。

B.2.5 不确定度

B.2.5.1 尽管导致测量误差的贡献量的准确值未知或不可知,但与引起误差的随机影响和系统影响有

关的不确定度是可以评定的。但是即使评定的不确定度很小,仍然不能保证测量结果的误差很小。可

能由于认识不到而忽略某个系统影响,因此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并不一定能表明测量结果接近被测量

值的程度,它只不过是现有可利用的知识下与最佳值接近程度的一种估计。

B.2.5.2 测量不确定度表明了一个事实,对给定的被测量和给定的该被测量的测量结果,存在的不是

一个值,而是分散在测量结果附近的无穷多个值,这些值是与所有的观测值和数据以及人们对物理世界

的认识相一致的,并按不同的置信度赋予被测量的。

B.2.5.3 幸运的是在许多实际测量情况中,本附录讨论的许多情况无需考虑,例如当被测量被很好地

定义时;当标准或仪器是用可溯源到国家标准的公认的参考标准校准时;以及当校准修正值的不确定度

与仪器示值的随机影响或有限的观测次数引入的不确定度相比不显著时(见C.4.3)。然而,对影响量及

它们的影响认识不足常会对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有显著的贡献。

B.2.6 图解说明

B.2.6.1 图B.1描述了本标准中的一些概念。它说明了为什么本标准把重点放在不确定度而不是误差

上。测量结果的确切的误差通常是未知的和不可知的。人们能做的是估计输入量的值,包括对已认识

的系统影响的修正值及其标准不确定度(估计标准差),既可以从重复观测的样本由未知的概率分布来

估计,也可以根据可获得的信息假设的主观或先验的概率分布来估计,然后由各输入量的估计值计算出

测量结果,并由这些估计值的标准不确定度计算出测量结果的合成标准不确定度。只有在确信这些工

作做得很合理,没有忽略显著的系统影响时,才能认为测量结果是被测量的值的可靠估计,并且其合成

标准不确定度是其可能误差的可靠度量。
注1:在图B.1a)中为了说明问题,观测值用直方图表示[见4.4.3和图1b)]。

注2:误差的修正值等于负的误差估计值。在图B.1和图B.2中说明误差修正值的箭头与说明误差的箭头的长度

相同,但方向相反,反之亦然。图中文字清楚指出特定的箭头是指修正值还是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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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基于观测量的概念

b) 基于未知量的理想概念

图B.1 值、误差和不确定度的图解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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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2 值、误差和不确定度的图解说明

B.2.6.2 图B.2使用不同的方式描述了图B.1说明的那些概念。该图还描述了一种概念:如果被测量

的定义不完整就可能有许多被测量的值[图B.2中的g)]。当用方差度量由定义不完整引起的不确定

度时,同样用对被测量用同一方法、仪器等进行多次测量来评定(见B.2.3.4)。
注:在以“方差”为标题的一栏中,方差可理解为5.1.3中式(11a)定义的方差u2i(y),因此如图所示它们是线性相

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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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统计学术语和概念的解释

B.3.1 期望 expectation

概率密度函数为p(z)的随机变量z的期望g(z),则:

E[g(z)]=∫g(z)p(z)dz
从概率密度函数p(z)的定义可知,∫p(z)dz=1。

用μz表示随机变量z的期望,它也称为z的期望值或平均值,则:

μz =E(z)=∫zp(z)dz
z的算术平均值或均值是:

z=
1
n∑

n

i=1
zi

B.3.2 方差 variance

随机变量的方差是其期望值的二次偏差的期望。因此,概率密度函数为p(z)的随机变量z 的方

差为:

σ2(z)=∫(z-μz)2p(z)dz

  其中,μz表示随机变量z的期望。方差σ2(z)可以用下式评估:

s2(zi)=
1

n-1∑
n

j=1

(zj -z)2

其中,z=
1
n∑

n

i=1
zi ,zi是z的第n 次独立观测值。

注1:s2(zi)的表达式中的因子n-1来自zi与z的关联,并反映集合 zi-z{ } 只有n-1个独立项目的事实。

注2:如果随机变量z的期望μz已知,则方差用下式评估:

s2(zi)=
1
n∑

n

i=1

(zi -μz)2

算术平均值或均值的方差,而不是单一观测值的方差,是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恰当的表征,应仔细区分是变

量的方差还是其均值的方差。z 的n 个独立观测值zi的算术平均值的方差为σ2(z)=σ2(zi)/n,实验标准

差为:

s2(z)=
s2(zi)

n =
1

n(n-1)∑
n

i=1

(zi -z)2

B.3.3 标准差 standarddeviation

标准差是方差的正平方根。一个A类标准不确定度是由统计方法评估的方差的平方根获得的,而
通常,确定一个B类不确定度更方便,首先用非统计方法评估一个等效的标准差,然后通过对这个标准

差求开方获得等效的方差。

B.3.4 协方差 covariance

两个随机变量的协方差是对它们之间相互依赖程度的估量。随机变量y 和z的协方差定义为:

cov(y,z)=cov(z,y)=E{[y-E(y)][z-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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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

           cov(y,z)=cov(z,y)

=∬(y-μy)(z-μz)p(y,z)dydz

=∬yzp(y,z)dydz-μyμz

其中p(y,z)是变量y 和z的联合概率密度函数。协方差cov(y,z)[也可用υ(y,z)表示]可由

y 和z的n 对独立的并对应的yi和zi的观测值,通过s(yi,zi)计算:

s(yi,zi)=
1

n-1∑
1

n-1

(yi-y)(zj -z)

其中,y=
1
n∑

n

i=1
yi,z=

1
n∑

n

i=1
zi

注:均值y 和z的协方差可以由s(y,z)=s(yi,zi)/n计算。

B.3.5 协方差矩阵 covariancematrix

对一个多变量的概率分布,这些变量的方差和协方差为元素的矩阵V 称为协方差矩阵。对角元素

υ(z,z)≡σ2(z)或s(zi,zi)≡s2(zi)为方差,非对角元素υ(y,z)或s(yi,zi)为协方差。

B.3.6 相关系数 correlationcoefficient

相关系数是衡量两个变量的相互依赖关系的量,它等于这两个变量的协方差与它们的方差的乘积

的正平方根之比。因此,由

ρ(y,z)=ρ(z,y)=
υ(y,z)

υ(y,y)υ(z,z)
=

υ(y,z)
σ(y)σ(z)

计算出:

r(yi,zi)=r(zi,yi)=
s(yi,zi)

s(yi,yi)s(zi,zi)
=

s(yi,zi)
s(yi)s(zi)

相关系数是一个数值为-1≤ρ≤+1或-1≤r(yi,zi)≤+1的纯数。

B.3.7 独立 independence

如果两个随机变量的联合概率分布是它们个体概率分布的乘积,则这两个随机变量在统计学上是

独立的。
注:如果两个随机变量是独立的,则其协方差和相关系数为零,但反之则不一定。

B.3.8 t分布(学生分布) thet-distribution;student’sdistribution

t分布或学生分布是连续随机变量t的概率分布,其概率密度函数为

p(t,ν)=
1
πν

Γν+1
2

æ

è
ç

ö

ø
÷

Γν
2

æ

è
ç

ö

ø
÷

1+
t2

ν
æ

è
ç

ö

ø
÷

-(ν+1)/2

,-∞<t<+∞

其中,Γ是伽马函数,ν>0。t分布的期望为零,其方差为ν/(ν-2),其中ν>2。当ν→∞,t分布趋

向于μ=0和σ=1的正态分布。
如果随机变量z是期望为μz的正态分布,则变量(z-μz)/s(z)的概率分布是t分布,其中z 是z

的n 个独立观测值zi的算术平均值,s(zi)是这n 个观测值的经验标准差,s(z)=s(zi)/n是均值z 的

自由度为ν=n-1的经验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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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建议书INC-1(1980)的目的和基础

本附录对标准所依据的由不确定度声明工作组起草的建议书INC-1(1980)的目的和统计基础做了

简略的介绍,更多信息见参考文献[1,2,11,12]。

C.1 “保险”“随机”和“系统”

C.1.1 本标准提出了评定和表示测量不确定度的一种广泛应用的方法。它提供了一个现实的而不是

“保险”的不确定度值,依据的概念就是由随机影响引起的不确定度分量与对系统影响修正不完善引入

的不确定度分量之间没有内在的差别。所以这种方法与老方法相比在以下两个方面有共同点。

C.1.2 第一个观念是报告的不确定度应该是“保险”的和“保守”的,意思是绝不能因为评定过小而出

错。事实上,因为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的评定有问题,通常是过于慎重而偏大。

C.1.3 第二个观念是引起不确定度的影响量通常认为不是“随机的”就是“系统的”两种不同的性质;每
种性质的不确定度各自按自己的方法合成并分别报告(或当需要单个数时,按某种规定的方法进行合

成)。事实上,合成不确定度的方法通常是按满足保险的要求来设计的。

C.2 现实的不确定度评定的理由

C.2.1 当报告被测量的值时,应给出该值的最佳估计及该估计值的不确定度最佳评定,如果不确定度

出错,通常不可能确定按什么方向出错才“保险”。低估不确定度可能引起过分信赖报告值,有时带来尴

尬或甚至引起严重后果。对过于谨慎地放大不确定度也可能产生不希望有的影响,可能导致测量设备

的用户去购买比他们所需的仪器更贵的仪器,或者可能引起将价格很高的产品不必要地报废了或者拒

绝校准实验室的服务。

C.2.2 我们不否定测量结果的使用者使用自己的倍乘因子去乘不确定度以便获得扩展不确定度,该扩

展不确定度定义了一个具有规定包含概率的区间,以满足使用者自己的需要。也不否定在某种情况下,
提供测量结果的单位能常规地用乘一个因子得到类似的扩展不确定度以满足测量结果的特殊用户的需

要。然而,这类因子(通常要说明)需要应用到由现实的方法评定的不确定度才行,只有在不确定度用现

实的方法确定后,由扩展不确定度定义的区间才具有所需的包含概率,并且可以容易地反过来进行

计算。

C.2.3 从事测量的人员通常应在其分析中纳入其他人的测量结果,这些测量结果都有自己的不确定

度。在评定他们自己的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时,需要由其他地方得来的每个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的最

佳值,而不是“保险”值。此外,应有一种符合逻辑且简单的方法,用这种方法可以将这些输入的不确定

度与他们自己观测的不确定度合成,给出自己结果的不确定度。建议书INC-1(1980)提供了这样的一

种方法。

C.3 用同一方法处理所有不确定度分量的理由

本节讨论的重点是一个简单的例子,由这个例子说明在对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的评定中,本标准如

何用完全相同的方法来处理由随机影响引起入的不确定度分量和由系统影响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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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是对本标准采用的和C.1.1引证的观点进行的举例说明,即所有的不确定度分量本质相同,处理方法

一样。讨论的起点是简化的标准差传递的数学表达式的推导,在本标准中称为不确定度传播律。

C.3.1 设输出量z=f(w1,w1,…wN)取决于N 个输入量w1,w2,…,wN,其中每个wi用一个适当的

概率分布描述,wi的期望E(wi)≡μi,当z相对于μz的小偏差在1阶泰勒级数中用wi相对于μi的小偏

差表示时,f 的表达式为:

z-μz =∑
N

i=1

∂f
∂wi

(wi-μi) …………………………(C.1)

  其中所有的高次项假设都可忽略,且μz=f(μ1,μ2,…μN)。偏差z-μz的平方为

(z-μz)2= ∑
N

i=1

∂f
∂wi

(wi-μi)
æ

è
ç

ö

ø
÷

2

…………………………(C.2a)

  可以写成:

(z-μz)2=∑
N

i=1

∂f
∂wi

æ

è
ç

ö

ø
÷

2

(wi-μi)2+2∑
N-1

i=1
∑
N

j=i+1

∂f
∂wi

∂f
∂wj

(wi-μi)(wj -μj) …(C.2b)

  偏差的平方(z-μz)2的期望是z的方差,即E[(z-μz)2]=σ2z,因此由式(C.2b)得:

σ2z =∑
N

i=1

∂f
∂wi

æ

è
ç

ö

ø
÷

2

σ2i +2∑
N-1

i=1
∑
N

j=i+1

∂f
∂wi

∂f
∂wj

σiσjρij ……………………(C.3)

  其中σ2i=E[(wi-μi)2]是 wi的方差,ρij=υ(wi,wj)/(σ2jσ
2
j)1

/2是 wi和wj的相关系数,其中

υ(wi,wj)=E[(wi-μi)(wj-μj)]是wi和wj的协方差。
注1:σ2z 和σ2i 分别是z和wi的概率分布的2阶中心矩。概率分布可以用其期望、方差和高阶中心矩完整地表征。

注2:5.2.2中的式(13)[以及式(15)]用于计算合成标准不确定度,除了式(13)是用方差、标准差和相关系数的估计

值表示外,它和式(C.3)是相同的。

C.3.2 在传统术语中,式(C.3)通常称为“通用的误差传播律”,其更适用于用Δz=∑
N

i=1

(∂f/∂wi)Δwi 表

示方式,其中Δz是wi[见式(C.8)]的小变化Δwi引起的z的变化。实际上按本标准进行时,将式(C.3)
称为“不确定度传播律”是合理的,因为它指出了如何从输入量wi的不确定度合成给出输出量z 的不确

定度,输入量wi的不确定度取为等于wi的概率分布的标准差,输出量z的不确定度取为等于z 的概率

分布的标准差。

C.3.3 式(C.3)也用于标准差倍数的传递,将每个标准差σi用其倍数kσi代替,且对每个σi使用相同的k
值,输出量z的标准差用kσz代替,然而它不适用于包含区间的传递。如果每个σi用一个量δi代替,δi定

义了一个具有给定包含概率p 的区间,z的结果量σz不一定是具有同样包含概率p 的区间,除非所有的

wi 都是正态分布的。在式(C.3)中没有关于wi的概率分布为正态性的假设。更为特殊的情况,如果在

5.1.2的式(10)中的每个标准不确定度u(xi)都是从独立重复观测值评定,并对某个p 值(如p=95%)
根据自由度查到相应的t因子,用t因子乘标准不确定度,由此得到的估计值y 的不确定度不是相应的

p 值的区间(见E.3和E.4)。
注:历史上,使用正态分布假设,从重复观测值导出的不确定度分量,与简单从上限值和下限值导出的不确定度分

量是有区别的,其理由之一就是使用式(C.3)传递包含区间时要求具有正态性。

C.3.4 就以下例子而言,z仅与输入量w 有关,z=f(w),其中w 是由n 个wk值的平均值估计的;n 个

值是由对随机变量q的n 次独立重复观测值qk得到的,与qk的关系为:

wk =α+βqk …………………………(C.4)

  其中,α是恒定的“系统”偏差或对每个观测值的共同偏移;β是共同的比例因子。尽管在观测过程

中偏移和比例因子是固定的,还是假设用一个先验概率分布来表征,α和β是这些概率分布的期望的最

佳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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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的最佳估计值是算术平均值或平均值w,由下式得到:

w=
1
n∑

n

k=1
wk =

1
n∑

n

k=1

(α+βqk) …………………………(C.5)

  于是用f(w)=f(α,β,q1,q2,…,qn)来估计z量,并且其方差σ2(z)的估计值u2(z)由式(C.3)得

到。如果为简单起见,假设z=w,使z 的最佳估计为z=f(w)=w,则估计值u2(z)可以迅速求得。
由式(C.5)注意到:

∂f
∂α=1

∂f
∂β
= 1n∑

n

k=1
qk =q

  且

∂f
∂qk
=β
n

  将α和β的估计方差分别用u2(α)和u2(β)表示,假设每个观测值是不相关的,由式(C.3)求得:

u2(z)=u2(α)+q2u2(β)+β2
s2(qk)

n
…………………………(C.6)

  其中s2(qk)是依据4.2.2中式(4)计算得到的观测值qk实验方差;s2(qk)/n=s2(q)是平均值q 的

实验方差[4.2.3中式(5)]。

C.3.5 在传统术语中,式(C.6)右边第3项称为对估计方差u2(z)的“随机”贡献,因为它通常随着观测

次数n 的增加而减小,而前面两项称为是“系统”贡献,因为它们与n 无关。
更重要的是,在用一些传统的对测量不确定度处理方法中,式(C.6)是有问题的,因为没有区分哪些

是由系统影响引起的不确定度,哪些是由随机影响引起的不确定度。尤其是,切不可将由先验概率分布

得到的方差与基于频率的分布得到的方差合成,因为概率的概念被认为只适用于在实质相同条件下能

重复大量次数的事件,一个事件的概率p(0≤p≤1)表示该事件发生的相对频率。
与以频率为基础的概率观点不同,一种同等有效的观点认为:概率是一个事件发生的可信程度的度

量[13,14]。例如,假设某一个人有可能赢得一小笔钱D,并且他是一个理性的打赌者。如果对以下两种

打赌的选择无偏袒之意,则对事件A 的发生的可信程度为p=0.5:

1) 如果事件A 发生则赢得数额为D 的金钱,如果不发生则什么也没有;

2) 如果事件A 不发生则赢得数额为D 的金钱,如果发生则什么也没有。
本标准依据的建议书INC-1(1980)就隐含地采用了这种概率的观点,因本标准认为用式(C.6)计算

测量结果的合成标准不确定度是合适的方法。

C.3.6 本标准采用基于可信程度的概率理论,以标准差(标准不确定度)和不确定度传播律[式(C.3)]
作为评定和表示测量不确定度的基础,有三个方面的优点:

a) 不确定度传播律可方便地将一个测量结果的合成标准不确定度纳入使用该结果的另一个结果

的合成标准不确定度之中;

b)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可以作为计算不确定度区间的基础,在实际应用中很方便与该区间所要求

的包含概率对应;

c) 评估不确定度时不必分为“随机”分量或“系统”分量(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分类),因为所有的不

确定度分量都以同样的方法处理。
其中c)的好处更多,因为这种分类往往是引起混淆的根源;不确定度分量既不是“随机”的也不是

“系统”的,它的特性是由相应量的使用而定。或更正规地说,是由该量在描述测量的数学模型中呈现的

意义来定的。因此当相应量用于不同方面时,“随机”分量可能会成为“系统”分量,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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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7 根据上面c)给出的理由,建议书INC-1(1980)没有将不确定度分量分为“随机”和“系统”两类,
实际上,在计算测量结果的合成标准不确定度时,没有必要对不确定度分量进行分类,因此不需要任何

分类方案。然而,由于方便的标记有时可有助于观点的交流和讨论,建议书INC-1(1980)给出了按两种

不同的不确定度分量评定方法来划分的分类方案,即不确定度“A类”和“B类”(见0.7)。
将不确定度分量评定的方法进行分类避免了与分量本身分类有关的主要问题,即分量的分类取决

于相应量的如何使用。然而,按评估方法进行分类而不按分量进行分类并不妨碍为测量的特定目的将

用两种方法评定得到的每个分量归入专门的组,例如对复杂测量系统的输出值,比较其实验观测值的变

异性和理论预测值的变异性。

C.4 用标准差作为不确定度的度量

C.4.1 式(C.3)要求:不管输入量的估计值的不确定度是如何得到的,它应评定为标准不确定度,也就

是估计标准差。如果评定为某种“保险”的值,就不能用于式(C.3)中。尤其是,如果“最大误差限”(公认

的最佳估计值的最大可能偏差)被用于式(C.3)中,将导致不确定度具有一种难以确定的含义,无法用于

后续计算其他量的不确定度(见C.3.3)。

C.4.2 当输入量的标准不确定度不能用大量重复观测结果的分析来评定时,应根据已有知识采用一种

概率分布,然而这种分布可能与实际有一定差异,但它不是无效或不现实的,它是现有知识的体现。

C.4.3 基于重复观测的评定不一定就比其他方法好,就s(q)而言,它是正态分布随机变量q 的n 次独

立观测值qk的均值的实验标准差[见4.2.3中式(5)]。s(q)是一个统计量,它是σ(q)的估计值,σ(q)是

q的概率分布的标准差,即是无穷多次重复测量得到的q 值的分布的标准差。s(q)的方差σ2[s(q)]近
似为:

σ2[s(q)]≈σ2(q)/(2ν) …………………………(C.7)

  其中ν=n-1是s(q)的自由度(见E.3.3)。因此,s(q)的相对标准差σ[s(q)]/σ(q)可以用作s(q)
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的度量,它近似为[2(n-1)]-1/2,这是q的“不确定度的不确定度”,完全由于有限

次取样这个纯统计学的原因引起,可能相当大。在n=10次观测时为24%。有关的值在表C.1中给

出,该表的数值表明,在实际的n 次测量时,统计的估计标准差的标准差不可忽略,所以可得出结论是

标准不确定度的A类评定不一定比B类评定更可靠,而且在许多实际测量情况下,观测次数是有限的,
由B类评定得到的分量可能比由A类评定得到的分量更可信。

C.4.4 有种争议认为,与特定的测量方法的应用相关联的不确定度是表征随机变量的统计参数,存在

一种“真正的系统影响”的例子,其不确定度应用不同的方法来处理。具有未知的固定偏移就是一个例

子,它在用某种方法测量时每次测量的偏移都是一样的,它是由于方法的原理本身可能存在不完善或某

个基本假设的不完善引起的。如果知道可能存在这种偏移,并且确信偏移值还相当大,则可以用一种概

率分布来描述,根据有关它可能存在并且较大等信息直接建立概率分布。因此,将概率认为是对事件将

要发生的可信程度的度量,那这样一个系统影响的贡献也包含在测量结果的合成标准不确定度之中,它
是用先验概率分布的标准不确定度评定的,并用与其他输入量的标准不确定度相同的方法处理。

示例:

一个特定的测量程序的技术规范要求输入量由特定的级数展开式计算得到,展开式的高次项是不能准确知道的。

由于不能处理这些项引起的系统影响,导致一个未知的固定偏移,这个偏移是不能通过重复测量程序的取样得到的。因

此,如果严格按照以频率为基础的概率解释,与这个影响有关的不确定度不能评定,不能包括在最终测量结果的不确定

度之中。然而,用可信程度来解释概率时就允许将表征这种影响的不确定度由一个先验分布来评定(由可获得的与不准

确知道的项的有关知识导出),并且与任何其他不确定度一样,包括在测量结果的合成标准不确定度的计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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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σ[s(q)]/σ(q),对正态分布的随机变量q进行n次独立观测的平均值q的

实验标准差的标准差,相对于平均值的标准差之比值a,b

观测次数n
σ[s(q)]/σ(q)

%

2
3
4
5
10
20
30
50

76
52
42
36
24
16
13
10

  a 这些值是由σ[s(q)]/σ(q)的准确表示式计算得到的,不是由近似式[2(n-1)]-1/2得到的。

  b 表达式σ[s(q)]/σ(q)中,分母σ(q)是期望E[S/n],分子σ[s(q)]是方差V[S/n]的平方根,其中S 是随机

变量,等于服从平均值为μ、方差为σ2的正态分布的n个随机变量X1,…,Xn 的标准差:

S =
1

n-1∑
n

i=1

(Xi -X)2,X =
1
n∑

n

i=1
Xi

S 的期望和方差: E(S)=
2

n-1
Γ(n/2)

Γ[(n-1)/2]
σ,V[S]=σ2-E[S]2

其中,Γ(x)是伽马函数,当n为有限值时E[S]<σ。

C.5 对不确定度两种观点的比较

C.5.1 本标准的重点是测量结果及其评定的不确定度,而不是不可知量的“真”值和误差(见附录B)。
从使用的观点看,测量结果就是赋予被测量的值,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是能合理地赋予被测量的值的分

散性的度量。本标准实际上要将经常混淆的不确定度与不可知量———“真”值和误差,区分开来。

C.5.2 从“真”值和误差的角度来解释不确定度传播律式(C.3)的推导可以了解这种关系。在这种情况

下μi被看作未知量,为输入量wi 的唯一真值,每个wi 与“真值”的关系假设为wi=μi+εi,其中εi 是

wi 的误差。每个εi 的概率分布的期望假设为零,E(εi)=0,其方差为E(ε2i)=σ2i。式(C.1)变为:

εz =∑
N

i=1

∂f
∂wi

εi …………………………(C.8)

  其中,εz=z-μz 是z的误差;μz 是z的“真”值。假设取εz 的平方的期望,就得到与式(C.3)形式

一样的公式,但其中σ2z=E(ε2z)是εz 的方差;ρij=υ(εi,εj)/(σ
2
iσ2j)1

/2是εi 和εj 的相关系数,其中υ(εi,

εj)=E(εiεj)是εi 和εj 的协方差。因此方差和协方差与输入量的误差有关,而不是与输入量本身相

关联。
注:假定概率被视为事件将要发生的可信程度的度量,意味着系统误差可以用与随机误差相同的方法处理,且εi 可

以代表任意一种误差。

C.5.3 实际上,观点的差异并不会导致测量结果和其不确定度在数值上的不同。
首先,在两种情况下,输入量wi 的可获得的最佳估计值用于获得由函数f 得到的z 的最佳估计

值;如果最佳估计值被认为是赋予被测量的最可能的值或是它们的“真”值的最佳估计,那么在计算中没

有什么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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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因为εi=wi-μj,并且μi是唯一的和确定的值,其没有不确定度,εi 和wi 的方差和标准差是

相同的。这就意味着在两种情况下,用作标准差σi的估计值以便得到测量结果的合成标准不确定度的

标准不确定度是相同的,并得到同样的不确定度数值。再者,如果标准不确定度被视为输入量的概率分

布的分散性的度量或者视为该量的误差的概率分布的分散性的度量,在计算上没有什么差别。
注:如果没有做C.5.2的注的假设,就不能应用本节的讨论,除非所有的输入量的估计值及这些估计值的不确定度

是由重复观测值的统计分析得到,也就是从A类评定得到。

C.5.4 尽管基于“真”值和误差的方法产生的数字结果与本标准的方法的结果一样(C.5.2中注的假设

情况下),本标准的不确定度的概念消除了误差和不确定度的混淆(见B.2)。事实上,本标准中的使用

方法的重点是放在量的观测值(或估计值)和该量值的变异性,完全不必提起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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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评定不确定度分量的实用指南

  本附录给出了评定测量不确定度分量的其他建议,主要从实际使用考虑,它是对第4章中已经给出

的建议的补充。

D.1 由重复观测值评定的不确定度分量:标准不确定度的A类评定

D.1.1 随机性和重复观测值

D.1.1.1 由重复观测值确定的不确定度与其他评定方法相比通常更为客观,并具有统计学的严格性等

特点。若理解为对观测值仅能运用统计公式进行评定,以及认为这种评定方法无需运用判断都是不正

确的。

D.1.1.2 首先,要问:“测量过程中重复观测值完全独立重复到什么程度?”。如果所有的观测值来自同

一样品,且取样是测量过程的一部分,因为被测量是一种材料的特性(而不是该材料给定样品的特性),
那么观测值不具有独立的重复性;应把不同样本间可能存在的差异引起的方差分量与在单个样本上重

复观测的观测方差相加。
如果调零是测量过程中的一个步骤,那么每次重复测量都需要调零,即使在重复观测期间漂移可以

忽略,因为调零过程存在潜在的统计上可以确定的不确定度分量。
同样,如果读取一个气压表上的数值,原则上应该对每一次重复测量读一次数(最好把它扰动一下

再让它回到平衡状态),因为即使大气压恒定,还可能存在着示值或读数的变化。

D.1.1.3 第二,要问:所有假定为随机性的影响量是否确实是随机的,它们分布的均值和方差是否恒

定,或在重复观测的周期内影响量的值是否有漂移? 如果有足够多的观测次数,分别计算观测周期的前

半周期和后半周期测量结果的算术平均值及它们的实验标准差,将两个平均值进行对比,以判别它们之

间的差别在统计学上是否显著,由此判断是否存在随时间变化的影响。

D.1.1.4 如果实验室“公共服务”的值(如电源的电压和频率,水的压力和温度,氮气的压力等)是影响

量,通常情况下它们的变化存在着不可忽略的非随机成分。

D.1.1.5 如果由于“噪声”的影响,示值的最低位数字在观测期间不断变化,有时很难让人选出该数字

的值。最好采用某种方法在任意瞬间将示值锁定,然后记录下来。

D.1.2 相关性

本节中大部分讨论内容也适用于标准不确定度的B类评定。

D.1.2.1 两个输入量Xi和Xj估计值的协方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取为零或者忽略不计:

a) Xi和Xj不相关(随机变量,不是假设为不变的物理量———见4.1.1注1)。例如,它们是在不同

的独立实验中在不同的时间重复测量的,或者因为它们代表了独立进行的不同评定的结果量;

b) Xi或Xj中任一个量可以作为常数处理;

c) 没有足够的信息评定Xi和Xj估计值的协方差。
注1:另一方面,在某些情况下,如5.2.2注1的参考电阻的例子,输入量很明显是完全相关的,其估计值的标准不确

定度是线性合成的。
注2:不同的实验也可能不是独立的,例如,在各个实验中使用同一仪器测量的情况(见D.1.2.3)。

D.1.2.2 两个重复并且同时观测的输入量是否相关可以用5.2.3中的式(17)来判断。例如,如果一个

没有进行温度补偿或温度补偿欠佳的振荡器的频率为一个输入量,环境温度也是一个输入量。如果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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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是同时被观测的,振荡器的频率和环境温度的协方差计算结果可能显露出显著的相关性。

D.1.2.3 实际上,输入量间通常是相关的,因为在估计它们的值时使用了相同的测量标准、测量仪器、
参考数据或甚至具有显著不确定度的测量方法。为不失一般性,假设两个输入量X1和X2的估计值用

x1和x2来表示,它们取决于一组不相关变量Q1,Q2,…,QL。由此 X1=F(Q1,Q2,…,QL),X2=G
(Q1,Q2,…,QL),尽管其中某些变量仅在一个函数中出现,在另一个函数中不出现,如果u2(ql)是Ql

的估计值ql的估计方差,则x1的估计方差可由5.1.2的式(10)得到:

u2(x1)=∑
L

l=1

∂F
∂ql

æ

è
ç

ö

ø
÷

2

u2(ql) …………………………(D.1)

  u2(x2)有类似的表达式。x1和x2的估计协方差为:

u(x1,x2)=∑
L

l=1

∂F
∂ql

∂G
∂ql

u2(ql) …………………………(D.2)

  因为对一个给定的l,只有∂F/∂ql≠0和∂G/∂ql≠0的那些项对总和有贡献,如果F 和G 中不含有

共同的变量,则协方差为零。
两个估计值x1和x2的相关系数r(x1,x2)由u(x1,x2)[式(D.2)]和5.2.2中式(14)确定,其中,

u(x1)由式(D.1)计算,u(x2)由类似的表达式计算得到 [见F.2.3中的式(F.9)]。两个输入估计量的估

计协方差也可能既有统计分量[见5.2.3中的式(17)],也有本节讨论的因素引起的分量。
示例1:

在同一测量中,标准电阻RS既用于确定电流I又用于确定温度t。电流是用一个数字电压表测量标准电阻两端的

电位差来确定的;温度是用一个电阻电桥和标准电阻,测量出已校的电阻性温度传感器的电阻Rt(t)而确定,在15℃≤

t≤30℃范围内,温度传感器的温度-电阻的关系为t=aR2
t(t)-t0,其中a和t0是已知的常数。因此,电流是根据关系式

I=VS/RS确定的,温度是根据关系式t=αβ2(t)R2
S-t0 确定的,其中β(t)是电桥测得的比值Rt(t)/RS。

因为只有RS在I和t两个关系式中是公共的,I和t的协方差由式(D.2)得到:

u(I,t)=
∂I
∂RS

∂t
∂RS

u2(RS)= -
VS

R2
S

( )[2aβ2(t)RS]u2(RS)=
2I(t+t0)

R2
S

u2(RS)

为简单起见,在这个例子中,对输入量和它的估计值用相同的字母表示。

为了获取协方差的数值,需要将测得的I和t的数值,以及标准电阻的校准证书中给出的RS和u(RS)的值代入此

表达式中,u(I,t)的单位为A·℃,相对方差[u(RS)/RS]2的量纲为1(后者也就是所谓的无量纲量)。

进一步设P 是与输入量I 和t有关的量,P=C0I2/(T0+t),其中C0和T0是已知的常数且不确定度可忽略[u2

(C0)≈0,u2(T0)≈0]。根据5.2.2中式(13),由I和t的方差及其协方差计算得到P 的方差:

u2(P)
P2 =4

u2(I)
I2 -4

u(I,t)
I(T0+t)

+
u2(t)
(T0+t)2

  方差u2(I)和u2(t)是对I=VS/RS和t=αβ2(t)R2
S-t0 应用5.1.2中式(10)得到的,结果为:

u2(I)/I2=u2(VS)/V2
S+u2(RS)/R2

S

u2(t)=4(t+t0)2u2(β)/β2+4(t+t0)2u2(RS)/R2
S

  为简单起见,假定常数t0和a的不确定度可以忽略。因为u2(VS)和u2(β)可以通过对电压表和电阻电桥分别重复

读数而确定,这些表达式可以很容易进行估算。当然,在确定u2(VS)和u2(β)时,也要考虑仪器本身固有的不确定度和

所采用测量程序的不确定度。

示例2:

在5.2.2注1的例子中,设每个电阻的校准值用Ri=αiRS表示,由重复观测得到的比值αi的标准不确定度为u(αi)。

进一步,对每个电阻器设αi≈1,并设u(αi)对每个校准值实际上相同,即u(αi)≈u(α)。则由式(D.1)和式(D.2)得到u2

(Ri)=R2
Su2(α)+u2(RS)及u(Ri,Rj)=u2(RS)。这意味着由5.2.2中的式(14)得到任意两个电阻(i≠j)的相关系

数为:

r(Ri,Rj)≡rij= 1+
u(α)

u(RS)/RS
[ ]

2

{ }
-1

由于u(RS)/RS=10-4,如果u(α)=100×10-6,rij≈0.5;如果u(α)=10×10-6,rij≈0.990;如果u(α)=1×10-6,

rij≈1.000。因此当u(α)→0时,rij→1,且u(Ri)→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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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般来说,在与校准值比较时,如在本例中,已校准项的估计值是相关的,相关程度取决于比对的不确定度与参

考标准的不确定度之比。正如经常发生的实际情况,与参考标准的不确定度相比,比对的不确定度可以忽略不

计时,相关系数等于+1,并且每个被校准项的不确定度与其标准的不确定度相同。

D.1.2.4 如果被测量Y 所取决的一组输入量X1,X2,…,XN[见4.1中式(1)]中把原来对两个或多个

Xi为共有的量作为附加的独立输入量Ql包括在内了,就不再需要引入协方差u(xi,xj)(为了完全建

立Ql与被影响量Xi之间的关系,可能有必要进行附加的测量)。然而,在有些情况下,保留协方差比增

加输入量的数目更为方便。对同时重复观测值的观测协方差可以应用同样的处理过程[见5.2.3中式

(17)],但是恰当的附加输入量的识别通常是特定的和非物理的。
示例:

在D.1.2.3的例1中,将I和t用RS表示,从而导出P 的表达式为:

P=
C0V2

S

R2
S[T0+aβ2(t)R2

S-t0]
将输入量I和t用VS、RS和β代替,就避免了I 和t之间的相关性。因为这些量是不相关的,P 的方差可以根据

5.1.2中式(10)得到。

D.2 由其他方法评定的不确定度分量:标准不确定度的B类评定

D.2.1 B类评定的需求

如果一个测量实验室有充分的时间和资源,可以对不确定度每一个可想到的原因进行详尽的统计

研究,例如,采用各种不同的仪器设备、不同的测量方法、测量方法的不同应用,以及测量理论模型的不

同近似方式进行研究。与所有这些原因有关的不确定度就可以用一系列观测值的统计分析来评定,每
一个原因可以用统计评定的标准差来表征。换言之,所有的不确定度分量都可由A类评定得到,但由

于这种研究在实际中是一种不经济的方法,许多不确定度分量还是需要通过其他方法来评定。

D.2.2 数学方法确定分布

D.2.2.1 数字显示仪器的分辨力

数字仪器的不确定度来源之一是其显示装置的分辨力,例如,即使重复的示值都相同,贡献给重复

性的测量不确定度仍然不为零,因为仪器的输入信号在一个已知的区间内变动,却给出同样的示值。如

果显示装置的分辨力为δx,产生某一示值X 的激励的值以等概率落在X-δx/2到X+δx/2区间内,
该激励用宽度为δx的矩形概率分布来描述,方差为u2=(δx)2/12(参见4.3.7和4.4.5),意味着对任一

示值,其标准不确定度为u=0.29δx。
因此,对于一台称重仪器,其显示装置的最小有效显示数字为1g,由分辨力引入的方差为u2=

(1g)2/12=(1/12)g2,标准不确定度为u=(1/ 12)g=0.29g。

D.2.2.2 迟滞现象

某些类型的迟滞现象会引起类似的不确定度。迟滞是指测量仪器的指示值在连续上升或下降时可

能与输入量之间存在一个固定和已知的差值。谨慎的操作者会记录下连续读数的方向,并采取适当的

修正。但是迟滞现象的方向并不是总能被观测到:可能在仪器内在平衡点附近存在着振荡,使显示值取

决于最终接近点的方向。如果由于这个原因引起的可能读数的范围为δx,则方差仍为u2=(δx)2/12,
由于迟滞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为u=0.29δx。

D.2.2.3 有限精密度的计算

计算机对数据自动截断引起的数字舍入或截尾也是不确定度的一个来源。例如,一台字长为16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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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计算机,如果在计算过程中,一个具有这样字长的数字被另一个仅在第16位上有差别的数相减,只留

下一位有效数字。这样的情况在“病态”算法的评估中会发生,并且是很难预测的。这类不确定度可以

用实验确定,采用增加最重要输入量的微小增量,直到使输出量发生变化来计算(通常存在着一种与输

出量大小成正比的输入量)。用这种方法获得的输出量的最小变化可以作为不确定度的度量,如果这个

值是δx,那么方差为u2=(δx)2/12,u=0.29δx。
注:可以用有限字长的计算机计算的结果与较大字长的计算机重复的同一计算结果相比较来验证不确定度的

评定。

D.2.3 引入的输入值

D.2.3.1 一个输入量的引入值,不是从给定的测量过程中估计的,而是作为一种独立评定的结果以其

他方式获得的值。通常这种引入值附有其不确定度的某种说明。例如,其不确定度可以是标准差、标准

差的倍数或是具有所声明包含概率的一个区间的半宽度。也可以给出上限和下限,或者可能没有提供

关于不确定度的信息。在后一种情况下,使用此值的人要用他们自己关于不确定度可能大小的知识,
如:量的性质、来源的可靠性、这类量在实际中的不确定度等。

注:为方便起见,对引入的输入量的不确定度的讨论,放在本节中有关标准不确定度的B类评定中。这类量的不确

定度可以由A类评定获得的分量组成,也可以由A类和B类两种评定获得的分量组成。由于计算合成标准不

确定度并不需要区分两种不同方法评定的分量,故也不必知道一个引入量的不确定度的组成。

D.2.3.2 有些校准实验室采用上、下限来表示 “不确定度”,此上下限定义了具有“最小”包含概率的一

个区间,例如“至少”为95%。这可以视为所谓“保险”的不确定度的一个例子(见C.1.2),如果缺乏如何

计算所需的知识,就不能转换得出标准不确定度。如果给了足够的信息,则可以根据本标准的规则进行

重新计算;否则,不确定度应用可适用的方法进行独立评定。

D.2.3.3 有些不确定度用最大范围给出,量的所有值被认为都落在此范围内。通常在实际中假设在此

范围内的所有值是等概率的(一种矩形概率分布),但如果有理由期望接近边界的值比中心附近的值的

可能性小时,不能假设成矩形分布。半宽度为a 的矩形分布的方差是a2/3。包含概率为99.73%、区间

半宽度为a 的正态分布的方差为a2/9。可以谨慎地采用两者的折中,如假设成三角分布,其方差为a2/

6(参见4.3.9和4.4.6)。

D.2.4 测得的输入值

D.2.4.1 单次观测值,已校准的仪器

如果一个输入量的估计值是用一台特定的仪器单次观测得到的,并且这台仪器是由有很小的不确

定度的标准校准过的,则估计值的不确定度主要是重复性。该仪器重复性测量的方差可以由以前的测

量得到,以前测量的读数值不必与这次读数值是同一值,但应该足够接近,并可假设此方差可用于所研

究的输入值。如果没有这样的信息可利用,则应根据测量装置或仪器的性质及其他类似结构仪器的已

知方差做出估计。

D.2.4.2 单次观测值,已验证的仪器

并非所有的测量仪器都附有校准证书或校准曲线。然而,大多数仪器都按规定的标准建造,并由制

造商或一个独立的机构验证,证明其符合该标准。通常该标准包含了计量要求,常以该仪器需要满足的

“最大允许误差”的形式出现。用一个参考仪器进行比较的方法来确定该仪器是否符合要求,参考仪器

的最大允许不确定度通常在标准中规定。于是此不确定度是被验证仪器的不确定度的一个分量。
如果被验证仪器的误差特性曲线不知道,就需要假设误差在允许范围内具有任意值,即具有矩形概

率分布。然而,某些类型仪器的误差特性曲线在部分测量范围内是正的,而在另一部分是负的。有时这

样的信息可以从标准和文献的研究中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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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4.3 受控的量

测量经常在受控的标准条件下进行,在一组测量过程内假设条件恒定不变。例如,把样品放在一个

搅拌过的油槽中进行测量,该油槽的温度是用一个恒温器控制的。在每次测量样品时可以测出油槽的

温度,但是如果油槽的温度是循环的,那么样品的瞬时温度可能不是油槽温度计所指示的温度。根据热

传导理论可以计算样品的温度波动及其方差,这超出了本标准的范围,但计算应从油槽已知或假设的温

度循环开始。用精密度较好的热电偶和一个温度记录器可以观测这种循环,但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也可

以从控制特性推测出它的近似情况。

D.2.4.4 可能值的不对称分布

有时,量的所有可能值会落在单个极限值的一边。例如,当用压强计测量液柱的固定铅直高度h
(被测量)时,高度测量装置的轴可能偏离垂直方向一个小夹角β。由这个装置确定的距离l总是大于

h,不可能比h 小。这是因为h 等于投影lcosβ,即l=h/cosβ;而cosβ的值总是小于1的,不可能比1
大。这种所谓的“余弦误差”也可能以同样的方式发生,使被测量h'的投影h'cosβ等于观测到的距离l,
即l=h'cosβ,观测到的距离总是小于被测量的。

如果引入一个新的变量δ=1-cosβ,如同实际上常有的情况,假设β≈1或δ≪1,存在两种不同的

情况:

h=l(1-δ) …………………………(D.3a)

h'=l(1+δ) …………………………(D.3b)

  这里l是l的最佳估计值,它是l的n 次独立重复观测值lk的算术平均值,具有估计方差u2(l)[见
4.2中式(3)和式(5)]。因此,由式(D.3a)和(D.3b),为获得h 和h'的估计值,就需要知道修正因子δ的

估计值;而要获得h 或h'估计值的合成标准不确定度,就需要知道δ的估计方差u2(δ)。更准确地说,
将5.1.2中的式(10)应用于(D.3a)和(D.3b)得到u2

c(h)和u2
c(h')(符号分别为-和+)。

u2
c=(1∓δ)2u2(l)+l2u2(δ) …………………………(D.4a)

≈u2(l)+l2u2(δ) …………………………(D.4b)

  为得到δ的期望值的估计值和δ的方差,假设在压强计中用于测量液柱高度的装置的轴固定在立

体角内,倾斜角β值的分布是正态分布,其期望值为0,方差为σ2。尽管β 可正可负,但是对所有的β
值,其δ=1-cosβ是正的。如果不强制要求装置的轴对准,则轴的方向可在一个固定的角度内变化,由
此也可能使方位角失准,此时β始终是正角。

在有约束或一维的情况下,概率元素p(β)dβ正比于{exp[-β2/(2σ2)]}dβ;在不约束或二维的情

况下,概率元素正比于{exp[-β2/(2σ2)]}sinβdβ分布。在两种情况下,都要用概率密度函数p(δ)的表

达式去确定式(D.3)和式(D.4)用到的δ的期望值和方差。根据这些概率元素可以迅速得到它们,因为

可以假设角β是很小的,因此δ=1-cosβ及sinβ 可以按β 展开到最低阶,由此得到:δ=β2/2,sinβ≈

β= 2δ,dβ=dδ/ 2δ。则概率密度函数为:

一维时: p(δ)=
1

σ πδ
exp(-δ/σ2)…………………………(D.5a)

二维时: p(δ)=
1
σ2
exp(-δ/σ2) …………………………(D.5b)

  其中,

∫
∞

0
p(δ)d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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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种情况下修正值δ的最可能值为零,根据式(D.5a)和式(D.5b)得到:一维情况下δ的期望和方差

分别为E(δ)=σ2/2和var(δ)=σ4/2;二维情况下δ的期望和方差分别为E(δ)=σ2和var(δ)=σ4。式

(D.3a)、式(D.3b)和式(D.4b)变为:

h=l[1-(d/2)u2(β)] …………………………(D.6a)

h=l[1+(d/2)u2(β)] …………………………(D.6b)

u2
c(h)=u2

c(h')=u2(l)+(d/2)l-2u4(β) ……………………(D.6c)

  其中,d 是维数(d=1或2),u(β)是角度β的标准不确定度,取为假设正态分布的标准差σ的最佳

估计值,并根据关于测量过程的所有可利用的信息来评定(B类评定)。这就是与输入量的不确定度有

关的被测量估计值的一个例子。
虽然式(D.6a)到式(D.6c)是特定于正态分布,但这种分析也适用于β的其他分布。例如,假设β为

对称矩形分布,在一维情况下其上下限为+β0和-β0,在二维情况下其上下限为+β0和0;在一维情况下

其期望和方差为E(δ)=β20/6,var(δ)=β40/45;在二维情况下其期望和方差为E(δ)=β20/4,var(δ)=

β40/48。
注:这是函数Y=f(X1,X2,…XN)按一阶泰勒级数展开的情况来得到u2c(y)。因为f 是非线性的,cosβ≠cosβ
(见5.1.2的注和F.2.4),因此5.1.2中的式(10)不再适合。尽管分析可以完全以β来进行,但是引入变量δ可

使问题简化。

另一个例子,反映了量的可能值全部落在单个极限值的一边的情形,是用滴定法测定溶液中成分的

浓度,其终点由信号的触发来指示。所加试剂的量总是多于触发信号所需的量,从来不会少。超出极限

点的超额滴定是数据分析中必需的变量。这种(和类似)情况下的程序是假设对超额量有一个适当的概

率分布,并用它来确定超额量的期望值及方差。
示例:
假设超额量z为矩形分布,其下限为0,上限为C0,则超额量的期望值是C0/2,方差为C2

0/12。如果超额量的概率

密度函数取作0≤z<∞的正态分布,即p(z)=(σ π/2)-1exp[-z2/(2σ2)],期望为σ π/2方差为σ2(1-2/π)。

D.2.4.5 未修正校准曲线引起的不确定度

6.3.1的注中讨论了这样一种情况,对于已知的显著系统影响的修正值b 没有被加到测量结果中

去,而是考虑到这种情况后加大了结果的“不确定度”。一个例子是用U+b取代扩展不确定度U,其中

U 是假设b=0时得到的扩展不确定度。有时在下述情况下应用这种方法:被测量Y 是在参数t的一个

范围内定义的,如温度传感器的校准曲线的情况;U 和b也取决于t;要在t的可能值范围内对被测量的

所有估计值y(t)给出“不确定度”单一值。在这些情况下,测量结果通常报告为:Y(t)=y(t)±[Umax+
bmax],其中下标“max”表示在所用的t值范围内最大的U 值和最大的已知修正值b。

虽然本标准对已知的显著系统影响推荐将测量结果进行修正,但这不是总能行得通的,因为在计算

和应用每个修正值,以及对每个y(t)值计算和使用各自不确定度时,需要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
解决该问题的一个比较简单的符合本标准原则的方法如下:
由下式计算修正值的平均值b:

b=
1

t2-t1∫
t2

t1
b(t)dt …………………………(D.7a)

  其中,t1和t2是参数t的取值范围。取Y(t)的最佳估计为y'(t)=y(t)+b,其中y(t)是Y(t)的最

佳未修正估计值。在此取值范围内,平均修正值b的方差为:

u2(b)=
1

t2-t1∫
t2

t1
[b(t)-b]2dt …………………………(D.7b)

  上式没有考虑实际确定修正值b(t)时的不确定度。由实际确定修正值b(t)引起的平均方差为:

u2[b(t)]=
1

t2-t1∫
t2

t1
u2[b(t)]dt …………………………(D.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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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u2[y(t)]是修正值b(t)的方差。同样,由修正值b(t)外的其他所有不确定度来源引起的y
(t)的平均方差为:

u2[y(t)]=
1

t2-t1∫
t2

t1
u2[y(t)]dt …………………………(D.7d)

  其中,u2[y(t)]是由b(t)外的其他所有不确定度来源引起的y(t)的方差。于是,对被测量Y(t)的
所有估计值y'(t)=y(t)+b的单个标准不确定度为下式的正平方根:

u2
c[y']=u2[y(t)]+u2[b(t)]+u2(b) ……………………(D.7e)

  扩展不确定度U 可以用uc(y')乘以一个适当选择的包含因子k得到,即U=kuc(y'),得到Y(t)=
y'(t)±U=y(t)+b±U。然而,对所有的t值使用同一个平均修正值而不是对每个t值进行修正时,
应清楚地说明U 代表什么。

D.2.5 测量方法的不确定度

D.2.5.1 与测量方法有关的不确定度分量或许是最难评定的,尤其是当测量方法对结果的变异性影响

小于其他已知的因素时。但是,可能还存在一些其他方法,其中有些还是未知的或不切实际的,它们对

明显等效的结果会给出有系统性差异的结果。这就意味着与测量方法有关的不确定度一种先验概率分

布,而不是可以容易地取样并进行统计处理的分布。因此,即使方法的不确定度占主要地位,评价其标

准不确定度所能获得的信息仅仅是人们现有的知识(见C.4.4)。
注:用不同的方法测定同一被测量,既可在同一实验室也可在不同的实验室进行,或在不同实验室内用相同的方法

测量,通常可以对某个特定方法对不确定度的贡献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总之,实验室之间交换独立测量的测量

标准或标准物质,是评价不确定度结果的可靠性并识别以前未认识到的系统影响的很有效的方法。

D.2.6 样品的不确定度

D.2.6.1 许多测量是将被测样品与有类似特性的已知标准进行比较,例如量块、砝码、电阻器、某些类

型的温度计和高纯度材料等。在大多数情况下,测量方法对样品的选择、样品的处理或各种环境影响量

的影响不是特别敏感或有负面影响,因为通常这些影响因素对被测样品和标准的影响(通常可以预测)
是相同的。

D.2.6.2 一些实际测量中,取样和样品处理对测量的影响很大。在对天然物质的化学分析中就常常如

此。不像人工制造的材料具有可被证明的已超过测量所需的均匀性水平,天然材料通常是很不均匀的。
这种不均匀性导致两个附加的不确定度分量。第一个评定是要确定所选的样品代表被分析母体材料的

充分程度,第二个评定是要确定次要组分(未分析分量)影响测量的程度和测量方法处理这些次要组分

的充分程度。

D.2.6.3 在有些情况下,仔细设计实验后就有可能用统计方法来评定样品的不确定度(见F.5和F.5.3.2)。
然而,通常当环境影响量对样品的影响较大时,需要评定不确定度的人员具有必要的经验、技能和知识,
并能利用所有现有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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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自由度和置信水平(包含概率)

E.1 引言

E.1.1 本附录将讨论由被测量Y 的估计值y 与该估计值的合成标准不确定度uc(y)得到的扩展不确

定度的问题,扩展不确定度Up=kpuc(y),它定义了一个区间y-Up≤Y≤y+Up,该区间具有一个很

高的已规定的包含概率或置信水平p。这就涉及如何确定包含因子kp,由kp确定了测量结果y 的一个

区间,可期望它以规定的分数p 包含了合理赋予被测量Y 的值的分布的大部分(见第6章)。

E.1.2 在大多数实际测量情况下,具有规定包含概率的区间计算———实际上是在这种情况下对大多的

单个不确定度分量进行评定———仅仅是最佳的近似值。即使对用正态分布所描述的量进行多达30次

重复观测,其平均值的实验标准差本身具有的不确定度约为13%(见附录C中的表C.1)。
在大多数情况下,试图去区别诸如后面示例中的区间是没有意义的,例如:一个包含概率为95%的

区间(被测量Y 的值20次测量有1次落在区间外)和一个94%或96%的区间(分别为17次中有1次或

25次中有1次落在区间外)。要得到包含概率为99%(100次中有1次)和更高包含概率的合理区间是

很难的,即使假设系统影响未被忽略,因为对输入量的概率分布的最极端部分或“尾巴”部分通常几乎没

有信息。

E.1.3 为了得到对应于规定包含概率p 的区间的包含因子kp值,需要对测量结果及其合成标准不确

定度所表征的概率分布有详细的了解。例如:用正态分布描述的一个量z,其期望值为μz、标准差为σ,
则由kp值得到一个区间μz±kpσ,它包含了分布的分数p,因此具有包含概率或置信水平为p,此时的

值可以迅速计算得到。表E.1给出了一些例子。

表 E.1 假设正态分布时具有包含概率p 的区间的包含因子kp值

包含概率p/% 包含因子kp

68.27 1

90 1.645

95 1.960

95.45 2

99 2.576

99.73 3

  注:对比一下,如果z是用一个期望值为μz、标准差σ=a/3的矩形概率分布描述,a 为分布的半宽度,包含概率p
为57.74%时kp=1;包含概率p 为p=95%时kp=1.65;包含概率p 为99%时kp=1.71;包含概率p 为100%

时kp≥ 3≈1.73。从有限范围和无“尾巴”这个意义上来说,矩形分布比正态分布 “窄”。

E.1.4 如果与被测量Y 有关的输入量X1,X2,…,XN 的概率分布是已知的[它们的期望、方差和如果

不是正态分布时的高阶矩(见C.2.13和C.2.22),以及如果Y 是输入量的线性函数:Y=c1X1+c2X2+
…cNXN,则Y 值的概率分布可以由各个概率分布的卷积得到[10]。于是相应于规定的包含概率p 的区

间的kp值可以根据卷积结果的分布计算得到。

E.1.5 如果Y 和它的输入量之间的函数关系是非线性的,用一阶泰勒级数展开近似是不够的(见5.1.2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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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5.1.5),则Y 的概率分布不能由各输入量的分布的卷积得到。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用其他分析方法或

数学方法。

E.1.6 在实践中,因为通常表征输入量概率分布的参数是估计值,要准确知道一个给定区间的包含概

率是不现实的,并且因为对概率分布进行卷积的复杂性,当需要计算具有规定包含概率的区间时,很少

进行概率分布的卷积运算。通常是利用中心极限定理进行近似。

E.2 中心极限定理

E.2.1 如果Y=c1X1+c2X2+…+cNXN =∑
N

i=1
ciXi 以及所有的Xi都是用正态分布表征的,那么Y 的

卷积分布结果也是正态分布的。然而,即使Xi值的分布不是正态的,根据“中心极限定理”,Y 的分布通

常可以用正态分布近似。这个定理还说明:如果Xi值是独立的,且σ2(y)值比任何非正态分布的Xi的

单个分量c2iσ2(Xi)都 大 得 多,Y 的 分 布 将 是“近 似 正 态”,其 期 望 值 E(Y)=∑
N

i=1
ciE(Xi),方 差

σ2(Y)=∑
N

i=1
c2iσ2(Xi),其中E(Xi)是Xi的期望,σ2(Xi)是Xi的方差。

E.2.2 中心极限定理是重要的,因为它表明了输入量的概率分布的方差在确定Y 的卷积分布的形状时

比分布的高阶矩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此外,它意味着当对σ2(Y)有贡献的输入量的数量增加时,卷积

分布收敛于正态分布。c2iσ2(Xi)相互越接近(相当于在实践中每个输入量的估计值xi对被测量Y 的估

计值y 的不确定度的贡献是可比拟的),收敛就越快;Xi的分布越接近正态,则对Y 来说成为正态分布

所需的Xi的个数就越少。
示例:

矩形分布(见4.3.7和4.4.5)是一个非正态分布的极端例子,但即使只有三个这样等宽度的矩形分布,其卷积也接近正

态分布。如果每个矩形分布的半宽度是a,则每个的方差是a2/3,卷积分布的方差σ2=a2。卷积分布的95%和99%包含

概率的区间分别为1.937σ和2.379σ,而对标准差同为σ的正态分布的相应区间,分别为1.960σ和2.576σ(见表E.1)[10]。

注1:对包含概率p 大于91.7%的每个区间,正态分布的kp 值大于任意多个任意大小的矩形分布的卷积结果分布

的相应值。

注2:根据中心极限定理,具有期望μq和标准差σ的随机变量q的n 次观测值qk的算术平均值的概率分布,不管q

的概率分布是什么,当n→∞时,趋近于期望值为μq和标准差为σ/n的正态分布。

E.2.3 中心极限定理实践结果是:当确定它的条件能近似满足时,特别是如果合成标准不确定度uc(y)
主要不是仅由少数观测值的A类评定得到的一个标准不确定度分量构成,也主要不是由假设为矩形分

布的B类评定得到的一个标准不确定度分量构成时,使用合理的一阶近似,计算扩展不确定度Up=
kpuc(y),它提供了一个包含概率为p 的区间,kp值可由正态分布得到。最常用的值在表E.1中给出。

E.3 t分布和自由度

E.3.1 为了得到比E.2.3中所说的简单地由正态分布得到kp值更好的近似,应认识到计算一个具有规

定的包含概率的区间需要的不是变量[Y-E(Y)]/σ(Y)的分布,而是变量(y-Y)/uc(y)的分布。这是

因为在实践中经常得到的是y,即从y=∑
N

i=1
cixi 得到的Y 的估计值,其中xi 是Xi的估计值;并且y 的

合成方差u2
c(y)由u2

c(y)=∑
N

i=1
c2iu2(xi)评估,其中u(xi)是估计值xi 的标准不确定度(估计标准差)。

注:严格来说,在表达式(y-Y)/uc(y)中,Y 应该为E(Y)。为简单起见,本标准中仅在少数几个地方做这种区分。

总之,对物理量、代表该量的随机变量和该变量的期望都用同一符号表示(见4.1.1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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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2 如果z是一个正态分布的随机变量,期望为μz,标准差为σ,z是z的n 次独立观测值zk的算术

平均值,z的实验标准差为s(z)[见4.2中的式(3)和式(5)],则变量t=(z-μz)/s(z)的分布称自由度

为ν=n-1的t分布或学生分布。
因此,如果被测量Y 简单地为单个正态分布的量X,Y=X;如果X 是由X 的n 次独立重复观测值

Xk的算术平均值X 估计的,其实验标准差为s(X),则Y 的最佳估计值是y=X,估计值的实验标准差

是uc(y)=s(X)。则:

t=(z-μz)/s(z)=(X -X)/s(X)=(y-Y)/uc(y)

  是按照t分布而分布的。

Pr[-tp(ν)≤t≤tp(ν)]=p …………………………(E.1a)

  或者

Pr[-tp(ν)≤ (y-Y)/uc(y)≤tp(ν)]=p ……………………(E.1b)

  也可以写成

Pr[y-tp(ν)uc(y)≤Y ≤y+tp(ν)uc(y)]=p …………………(E.1c)

  在这些表达式中,Pr[]的意思是“概率”,t因子tp(ν)是给定自由度参数ν时的t值(见E.3.3)———
由-tp(ν)到+tp(ν)的区间包含了t分布的分数p,因此扩展不确定度:

Up=kpuc(y)=tp(ν)uc(y) …………………………(E.1d)

  确定了一个区间:y-Up到y+Up,可方便地写为Y=y±Up,该区间可以预期包含了合理的表征Y
值分布的分数p,其中p 是该区间的包含概率或置信水平。

E.3.3 用n 次独立观测值的算术平均值来估计单个量时,自由度ν为n-1,如E.3.2中所述。如果n 次

独立观测值用于确定最小二乘法拟合的直线的斜率和截距两个量,则它们各自的标准不确定度的自由

度都为ν=n-2。对由n 个数据点拟合m 个参数值的最小二乘法,其每个参数的标准不确定度的自由

度是ν=n-m(对自由度的进一步讨论见参考文献[15])。

E.3.4 根据不同的ν值和不同的p 值选择的tp(ν)值在表E.2中给出。当ν→∞时,t分布趋于正态分

布,tp(ν)≈(1+2/ν)1/2kp,在这个表达式中,kp是对一个正态分布变量获得具有包含概率为p 的区间

所需的包含因子。因此对一个给定的p 在表E.2中的tp(∞)等于表E.1中同样p 时的kp值。
注:通常t分布以分位数列表给出t1-α的值,其中,1-α表示累积概率,定义如下:

1-α=∫
t1-α

-∞
f(t,ν)dt

  其中,f 是t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因此tp和t1-α(ν)由p=1-2α相联系的。例如,t0.975相应于1-α=0.975(α=
0.025)时的t1-α(ν)值,等于p=0.95时的tp(ν)值。

E.4 有效自由度

E.4.1 一般情况下,如果u2
c(y)是两个或更多个估计方差分量的合成:u2

i(y)=c2iu2(xi)(见5.1.3),即
使每个xi是正态分布输入量Xi的估计值,变量(y-Y)/uc(y)的分布也不是t分布。然而这个变量的

分布可以 用t 分 布 近 似,其 有 效 自 由 度νeff由 韦 尔 奇-萨 特 思 韦 特 (Welch-Satterthwaite)公 式

得到[16][17][18]:

u4
c(y)
νeff =∑

N

i=1

u4
i(y)
νi

…………………………(E.2a)

  或者

νeff=
u4
c(y)

∑
N

i=1

u4
i(y)
νi

…………………………(E.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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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

νeff≤∑
N

i=1
νi …………………………(E.2c)

  其中,u2
c(y)=∑

N

i=1
u2

i(y)(见5.1.3)。扩展不确定度Up=kpuc(y)=tp(νeff)uc(y),由此提供了一

个包含概率近似为p 的区间Y=y±Up。
注1:如果由式(E.2b)得到的νeff值不是一个整数,实际情况常常如此,可用内插法或将νeff舍位到最接近的一个较

小的整数,由表E.2查到相应的tp值。

注2:如果一个输入量的估计值xi本身是由两个或更多个其他估计值得到的,则在式(E.2b)的分母中与u4i(y)=
[c2iu2(xi)]2 一起使用的vi 的值是由相当于式(E.2b)的表达式计算得到的有效自由度。

注3:根据测量结果的潜在用户的需要,除νeff外,分别处理由A类和B类评定得到的标准不确定度时可按式(E.2b)

计算和报告νeffA和νeffB值。如果要单独表明A类和B类评定得到的标准不确定度对u2c(y)的贡献,可分别用

u2cA(y)和u2cB(y),这些量的关系为:

u2c(y)=u2cA(y)+u2cB(y)

u4c(y)
νeff

=
u4cA(y)
νeffA

+
u4cB(y)
νeffB

示例:

设Y=f(X1,X2,X3)=bX1X2X3,及正态分布输入量X1,X2,X3 的估计值x1,x2,x3 分别为n1=10,n2=5,n3=
15次独立重复观测值的算术平均值,其相对标准不确定度u(x1)/x1=0.25%,u(x2)/x2=0.57%,u(x3)/x3=0.82%。

在这种情况下,ci=∂f/∂Xi=Y/Xi(在x1,x2,x3 处评估,见5.1.3注1),[uc(y)/y]2 =∑
3

i=1

[u(xi)/xi]2=(1.03%)2

(见5.1.6注2),且式(E.2b)可转换为:

νeff=
[uc(y)/y]4

∑
3

i=1

[u(xi)/xi]4

νi

  因此

νeff=
1.034

0.254

10-1+
0.574

5-1+
0.824

15-1

=19.0

  对p=95%和ν=19的tp值,查表E.2表得t95(19)=2.09;因此该包含概率的相对扩展不确定度为U95=2.09×
(1.03%)=2.2%,于是Y=y±U95=y(1±0.022)(y 由y=bx1x2x3确定),或写成0.978y≤Y≤1.022y,及该区间的包含

概率约为95%。

E.4.2 实际中,uc(y)取决于输入量的估计值的标准不确定度u(xi),包括正态分布和非正态分布的输

入量,u(xi)是由基于频率的分布和先验分布得到的(也就是既可由A类评定也可由B类评定得到)。
对于估计值y 和与y 有关的输入量的估计值xi都要加类似的说明。然而,函数t=(y-Y)/uc(y)的概

率分布可用t分布近似,如果它是在期望值附近按泰勒级数展开。大体上,在最低阶近似中用韦尔奇-
萨特思韦特公式得到的就是式(E.2a)或式(E.2b)。

当用式(E.2b)计算νeff时,提出了如何确定B类评定得到的标准不确定度的自由度的问题。根据自

由度的定义认识到,t分布中出现的ν是方差s2(z)的不确定度的度量,C.4.3中的式(C.7)可用于定义

自由度νi。

νi ≈
1
2

u2(xi)
2σ2[u(xi)]

≈
1
2
Δu(xi)
u(xi)

é

ë
êê

ù

û
úú

-2

…………………………(E.3)

  式(E.3)方括号中的量是u(xi)的相对不确定度;对B类评定的标准不确定度,它是一个主观量,其
值是根据综合可得到的信息进行科学判断来得到的。

示例:

如果对输入量的估计值xi及其标准不确定度u(xi)评定的知识导致判断的u(xi)的值有25%的可靠性,这就意味

着相对不确定度取为Δu(xi)/u(xi)=0.25,因此由式(E.3)得νi=(0.25)-2/2=8。如果判断u(xi)的值大约有5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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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性,则νi=2(见附录C中的表C.1)。

E.4.3 在4.3和4.4中关于由先验概率分布评定B类标准不确定度的讨论中,其实假设了由这样评定

得到的u(xi)值是准确知道的。例如,在4.3.7和4.4.5中,由假设半宽度a=(a+-a-)/2的矩形分布

得到u(xi)时,u(xi)=a/3被看作为一个没有不确定度的常数,因为a+和a-及这样得到的a 是被看

作没有不确定度的(但是见4.3.9,注2)。这意味着由式(E.3)看作νi→∞或1/νi→0,但它在评定公式

(E.2b)中不会引起麻烦。进一步说,假设νi→∞不一定是不现实的,通常实际上选择a-和a+时使被测

量值落在a-到a+区间外的概率是极小的。

E.5 其他考虑

E.5.1 在测量不确定度的文章中找到一种表达式,它常被用于获得具有95%包含概率的区间,该式为:

U'95=[t295(ν'eff)s2+3u2]1/2 …………………………(E.4)

  这里t95(ν'eff)取自t分布在自由度为ν'eff和p=95%时的值;ν'eff是由韦尔奇-萨特思韦特公式[式
(E.2b)]计算得到的有效自由度,仅考虑在本次测量中由重复观测值统计评定得到的那些标准不确定度

分量si;s2=∑c2is2i;ci=∂f/∂θxi;并且u2=∑u2
j(y)=∑c2j(a2

j/3)考虑了不确定度的所有其他分量,
其中+aj和-aj假设为Xj相对于最佳估计值xj的准确已知的上限和下限(即xj-aj≤Xj≤xj+aj)。

注:本次测量外进行重复观测得到的分量也如同u2中包括的其他分量一样处理。因此为了对式(E.4)和下一节中

式(E.5)进行有意义的比较,假设如果存在这种分量则是可以忽略的。

E.5.2 如果提供了包含概率为95%的区间的扩展不确定度是根据式E.3和E.4推荐的方法评定的,可
用下式代替式(E.4):

U95=t95(νeff)(s2+u2)1/2 …………………………(E.5)

  其中,νeff是根据式(E.2b)计算得到的,并且该计算包括了所有的不确定度分量。
在大多数情况下,由式(E.5)得到的U95值比由式(E.4)得到的U'95值大,如果假设在用式(E.5)评定

时,所有的B类方差是由先验矩形分布得到的,该矩形分布的半宽度与用于式(E.4)计算u2的上下限aj

一样。这就可以理解,尽管在大多数的情况下t95(ν'eff)稍大于t95(νeff),这两个因子都接近于2。在式

(E.5)中u2是乘以t2p(νeff)≈4,而在式(E.4)中是乘以3。虽然u2<<s2时,两式产生相等的值和U'95,如
果u2>>s2则U'95会比U95小13%。因此,一般情况下式(E.4)产生的不确定度提供的区间具有的包含

概率比由式(E.5)计算的扩展不确定度提供的区间的包含概率小。
注1:在极限情况下u2/s2→∞且νeff→∞,U'95→1.732u,而U95→1.960u。在这种情况下,U'95提供了一个具有包含

概率为91.7%的区间,而U95提供了一个具有包含概率为95%的区间。当由上限和下限的估计值获得的分量

是主要的,且数量多,并且数值大小与u2j(y)=c2ja2j/3相当,这种情况实际上是近似的。

注2:对于正态分布,包含因子k= 3≈1.732提供了包含概率p=91.763%的区间,这个p 值与任何其他值相比在

一定意义上说是可靠的,也就是对于输入量稍偏离正态的最佳独立。

E.5.3 个别情况,输入量Xi是非对称分布的(见4.3.8)。虽然这在评定Xi的估计值u(xi)的标准不确

定度uc(y)时没有什么区别,在评定uc(y)中也没有什么区别,但它可能会影响U 的计算。
通常是给出一个对称区间Y=y±U,除非区间内正负方向的偏差不同。如果Xi的不对称,仅导致

由测量结果y 及其合成标准不确定度uc(y)表征的概率分布出现小的不对称,则因采用对称区间而导

致的一侧的概率损失可以由另一侧增加的概率来补偿。另一种方法是给出一个概率对称的区间(因此

U 不对称):使Y 落在低于下限y-U-的概率等于Y 落在高于上限y+U+的概率。但为了引用这样的

极限,与简单估计y 和uc(y)相比需要更多的信息[因此需要每一个输入量Xi的简单估计xi和u(xi)
外更多的信息]。

E.5.4 这里以uc(y)、νeff和t分布的因子tp(νeff)评定的扩展不确定Up仅是一种近似,它有局限性。只

有在Y 的分布为正态分布,估计值y 及其合成标准不确定度uc(y)都是独立的,且假设u2
c(y)的分布是

χ2分布时,(y-Y)/uc(y)的分布才为t分布。式(E.2b)引出的νeff仅涉及了后一个问题,为u2
c(y)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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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近似的χ2分布;另一部分的问题是,要解决由Y 分布为非正态分布引起的问题,还应考虑除方差

外的更高阶矩。

E.6 总结和结论

E.6.1 包含因子kp提供了一个具有接近于规定值的包含概率p 的区间,如果对每个输入量的概率分

布有广泛的了解,并由这些量的分布合成得到的输出量的分布,就可能找到kp的值。这里仅有输入量

的估计值xi及其标准不确定度u(xi)是不够的。

E.6.2 由于合成概率分布需要大量的计算,所以很难由可获得的信息的范围和可靠性来证实,故采用

输出量的近似分布也是可以接受的。根据中心极限定理,通常假设(y-Y)/uc(y)的概率分布为t分

布,取kp=tp(νeff),νeff由式(E.2b)的韦尔奇-萨特思韦特公式得到,根据uc(y)的有效自由度νeff得到t
因子。

E.6.3 为了从式(E.2b)得到νeff,要求得到每个标准不确定度分量的自由度νi。对于一个由A类评定

得到的分量,νi是根据相应输入量独立重复观测值的次数和由这些观测值确定的独立量的数目获得的

(见E.3.3)。对于一个由B类评定得到的分量,νi是由该分量值判断出的可靠性得到的[见E.4.2和式

(E.3)]。

E.6.4 计算扩展不确定度优选的方法总结如下,扩展不确定度Up=kpuc(y)用于提供一个包含概率约

为p 的区间Y=y±Up:

1) 按第4章和第5章所述得到y 和uc(y)。

2) 根据式(E.2b)的韦尔奇-萨特思韦特公式计算νeff(为方便参考,这里重复给出):

νeff=
u4
c(y)

∑
N

i=1

u4
i(y)
νi

…………………………(E.2b)

    如果u(xi)是由A类评定得到的,按E.3.3提出的要点确定νi。如果u(xi)是由B类评定得

到并作为准确已知的来处理,实际情况通常如此,νi→∞;否则,由式(E.3)估计νi。

3) 根据所要求的包含概率p,从表E.2查得t分布的因子tp(νeff)。如果νeff不是整数,可将νeff内
插或修约到靠近的较小的整数。

4) 取kp=tp(νeff),并计算Up=kpuc(y)。

E.6.5 还有一些在实际中很少见的情况,中心极限定理要求的条件不能得到很好地满足,使用E.6.4的

方法可能会导致不可接受的结果。例如,如果uc(y)中由矩形分布评定的不确定度分量占优势,其界限

假设为准确已知,如果tp(νeff)> 3由Up定义的区间上限和下限为y+Up和y-Up,可能落在输出量Y
的概率分布的界限之外。这种情况应单独处理,但通常可用近似的解析处理(例如,作正态分布与一个

矩形分布的卷积[10])。

E.6.6 对于在广阔的领域中进行的许多实际测量,通常具备以下条件:
———被测值Y 的估计值y 是由适当个输入量Xi的估计值xi得到的,Xi可用概率分布很好地描述,

例如正态分布和矩形分布;
———这些估计值的标准不确定度u(xi),可以由A类或B类评定,对测量结果y 的合成标准不确

定度uc(y)贡献了大小相当的量;
———不确定度传播率的线性近似是适当的(见5.1.2和C.3.1);
———uc(y)的不确定度很小,因为它的有效自由度νeff具有足够大的值,如大于10。
在这些情况下,因为符合中心极限定理,由测量结果及其合成标准不确定度表征的概率分布可以假

设为正态分布;因为νeff足够大,uc(y)可以作为正态分布的标准差的可靠估计值。于是,根据本附录中

的讨论,包括强调不确定度评定过程的近似性和区分包含概率相差1%或2%的区间的不实际性,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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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下列工作:
———取k=2并假设U=2uc(y)确定一个包含概率为近似95%的区间;

或,在更严格的应用时,
———取k=3并假设U=3uc(y)确定一个包含概率为近似99%的区间。
虽然这种方法应该适用于很多实际测量,它对任意特定测量的适用性将取决于k=2时与t95(νeff)

的接近程度或k=3时与t99(νeff)的接近程度;也就是说,由U=2uc(y)或U=3uc(y)确定的区间的包

含概率分别接近95%或99%的程度。虽然对νeff=11,k=2和k=3会低估t95(11)和t99(11)约10%和

4%(见表E.2),这在某些情况下是不能接受的。进而,对所有的稍大于13的νeff值,k=3产生了一个包

含概率大于99%的区间(见表E.2,该表也表明了对νeff→∞,由k=2和k=3产生的区间的包含概率分

别为95.45%和99.73%)。因此,实际上,νeff的大小和对扩展不确定度的要求将决定该方法是否可用。

表 E.2 t分布的tp(ν)值表

(自由度为ν,从-tp(ν)到+tp(ν)的区间包含了分布的分数p)

自由度

ν

p/%

68.27a) 90 95 95.45a) 99 99.73a)

1 1.84 6.31 12.71 13.97 63.66 235.80

2 1.32 2.92 4.30 4.53 9.92 19.21

3 1.20 2.35 3.18 3.31 5.84 9.22

4 1.14 2.13 2.78 2.87 4.60 6.62

5 1.11 2.02 2.57 2.65 4.03 5.51

6 1.09 1.94 2.45 2.52 3.71 4.90

7 1.08 1.89 2.36 2.43 3.50 4.53

8 1.07 1.86 2.31 2.37 3.36 4.28

9 1.06 1.83 2.26 2.32 3.25 4.09

10 1.05 1.81 2.23 2.28 3.17 3.96

11 1.05 1.80 2.20 2.25 3.11 3.85

12 1.04 1.78 2.18 2.23 3.05 3.76

13 1.04 1.77 2.16 2.21 3.01 3.69

14 1.04 1.76 2.14 2.20 2.98 3.64

15 1.03 1.75 2.13 2.18 2.95 3.59

16 1.03 1.75 2.12 2.17 2.92 3.54

17 1.03 1.74 2.11 2.16 2.90 3.51

18 1.03 1.73 2.10 2.15 2.88 3.48

19 1.03 1.73 2.09 2.14 2.86 3.45

20 1.03 1.72 2.09 2.13 2.85 3.42

25 1.02 1.71 2.06 2.11 2.79 3.33

30 1.02 1.70 2.04 2.09 2.75 3.27

35 1.01 1.70 2.03 2.07 2.72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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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2(续)

自由度

ν

p/%

68.27a) 90 95 95.45a) 99 99.73a)

40 1.01 1.68 2.02 2.06 2.70 3.20

45 1.01 1.68 2.01 2.06 2.69 3.18

50 1.01 1.68 2.01 2.05 2.68 3.16

100 1.005 1.66 1.984 2.025 2.626 3.077

∞ 1.000 1.645 1.960 2.000 2.576 3.000

  a) 对某量z可用数学期望为μz、标准差σ的正态分布描述;区间为μz±kσ,当k=1、2和3时,该区间包含分布的

分数p=68.27%、95.45%和9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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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资料性附录)
示  例

本附录给出了F.1至F.6共6个示例,其目的是对本标准中关于评定与表示测量不确定度的基本

原理给出详细的说明。本附录以及本标准的正文和其他附录中的示例都是用于指导用户将这些原理应

用到他们的工作中。
由于举例的目的是为了说明问题,所以做了必要的简化。此外,例子和数据都是用来说明本标准的

原理的,因此不应当理解为是实际测量的描述。为了避免舍入误差,这里给出的中间过程计算用的数据

比通常保留了更多的位数,这样,所述的若干量的计算结果可能与本文中给出的这些量的数值结果稍有

不同。
本标准的前面部分指出,将不确定度分量的评定方法分为A类评定和B类评定,仅仅是因为方便,

对测量结果的合成标准不确定度或扩展不确定度的确定,就不需要分类了,因为所有不确定度分量不论

是按哪种方法评定的,处理方法是一样的(参见B.1.3.4,5.1.2和C.3.7)。因此,在举例中不专门去识别

特定的不确定度分量的评定方法属于哪一类。然而,从讨论中就会很清楚该分量由A类评定还是B类

评定得到。

F.1 量块的校准

这个例子说明,即使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测量,也包含了不确定度评定的细节。

F.1.1 测量问题

一个标称值50mm的量块,其长度是通过比较它和已知标准(具备相同的标称长度)的长度得到

的。两个量块比较的直接输出是它们的长度差:

d=l(1+αθ)-ls(1+αSθS) …………………………(F.1)

  其中,l为被测量,即被校量块在20℃时的长度;

ls为校准证书上给出的20℃条件下标准量块的长度;

α和αS分别为被校准量块和标准量块的热膨胀系数;

θ和θS分别为被校准量块和标准量块温度相对于20℃参考温度的偏差。

F.1.2 数学模型

由(F.1)可知,被测量由下式给出:

l=
lS(1+αSθS)+d

(1+αθ) =lS+d+lS(αSθS-αθ)+… ……………(F.2)

  如果把被校准量块和标准量块的温差表示为δθ=θ-θS,热膨胀系数差表示为δα=α-αS,式(F.2)
变为

l=f(lS,d,αS,θ,δα,δθ)=lS+d-lS(δα·θ+αS·δθ) ………………(F.3)
  差值δθ和δα,估计值为0,但它们的不确定度不为零;假设δα,αS,δθ和θ不相关(如果被测量用变

量θ,θS,α和αS表示,就需要考虑θ与θS间及α与αS间的相关性)。

由式(F.3)可知,被测量l的估计值可以简单地表达为lS+d,其中lS是校准证书上给出的20℃条

件下的标准量块长度,d 是d 的估计值,是n=5次独立重复观测的算术平均值。由5.1.2的式(10)和
式(F.3)可以得到l的合成标准不确定度uc(l),下面将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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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在该例和其他例子中,为简单起见,一个量与量的估计值用同样的符号。

F.1.3 有贡献的方差

此处及后文中,对本例讨论的有关方法,总结在表F.1中。
既然假设δα=0,δθ=0,将5.1.2的式(10)用到式(F.3)上,可以得到:

u2
c(l)=c2Su2(lS)+c2du2(d)+c2αSu

2(αS)+c2θu2(θ)+c2δαu2(δα)+c2δθu2(δθ)……(F.4)

  其中,

cS=∂f/∂lS=1-(δα·θ+αS·δθ)=1
cd=∂f/∂d=1
cαS=∂f/∂αS=-lSδθ=0
cθ=∂f/∂θ=-lSδα=0
cδα=∂f/∂δα=-lSθ
cδθ=∂f/∂δθ=-lSαS

因此

u2
c(l)=u2(lS)+u2(d)+l2Sθ2u2(δα)+l2Sα2Su2(δθ)…………………(F.5)

F.1.3.1 标准量块校准引入的不确定度u(lS)

校准证书给出了标准量块的扩展不确定度U=0.075μm,包含因子k=3。那么标准不确定度为:

u(lS)=(0.075μm)/3=25nm

F.1.3.2 测得的长度差引入的不确定度u(d)

用对两个标准量块的长度差进行25次独立重复观测的变异性来确定表征l和lS比较时的合并实

验标准差,得到其值为13nm。在本次比较时取5次重复观测,则5次读数的算术平均值的标准不确定

度为(见4.2.4):

u(d)=s(d)=(13nm)/ 5=5.8nm
  根据比较l和lS所用的比较仪的校准证书,由于“随机误差”引起的不确定度为±0.01μm,其包含

概率为95%,并由6次重复测量得到;这样,对于自由度ν=6-1=5,使用t因子t95(5)=2.57(参见附

录E,表E.2),得到标准不确定度为:

u(d1)=(0.01μm)/2.57=3.9nm
  校准证书上给出的由于“系统误差”引起的比较仪的不确定度按3倍标准差计为0.02μm,由此引

入的标准不确定度为:

u(d2)=(0.02μm)/3=6.7nm
  由估计方差的和得到总的贡献:

u2(d)=u2(d)+u2(d1)+u2(d2)=93nm2,
或u(d)=9.7nm

F.1.3.3 热膨胀系数引入的不确定度u(αS)

标准量块的热膨胀系数为αS=11.5×10-6℃-1,其不确定性呈矩形分布,区间为±2×10-6℃-1,则
标准不确定度为[见4.3.7中式(7)]:

u(αS
)=(2×10-6℃-1)/3=1.2×10-6℃-1

由F.1.3可知cαS=∂f/∂αS=-lSδθ=0,说明该量对l的不确定度不引入一阶贡献,然而它具有二

阶贡献,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在F.1.7中讨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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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3.4 量块温度的偏差引入的不确定度

报告给出的测试台温度为(19.9±0.5)℃;单次观测时的温度没有记录,说明温度的最大偏差为Δ=
0.5℃,也就是说,在热作用系统下温度的近似周期性变化的幅度为0.5℃,这个数值不是平均温度的不

确定度,平均温度的偏差值为:

θ=19.9℃-20℃=-0.1℃
由于测试台的平均温度的不确定性引起的θ的标准不确定度为:

u(θ)=0.2℃
当温度随时间周期变化,将产生温度的U形(反正弦)分布,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为:

u(Δ)=(0.5℃)/2=0.35℃
温度偏差θ可取为等于θ,则θ的标准不确定度为:

u2(θ)=u2(θ)+u2(Δ)=0.165℃2

得到,u(θ)=0.41℃
由F.1.3可知cθ=∂f/∂θ=-lSδα=0,这一不确定度也对l的不确定度不引入一阶贡献,然而它具

有二阶贡献,见F.1.7。

表F.1 标准不确定度分量汇总表

标准不确定度

分量u(xi)
不确定度来源

标准不确定度

值u(xi)
ci≡∂f/∂x

ui(l)≡|ci|u(xi)

(nm)
自由度

u(lS) 标准量块的校准 25nm 1 25 18

u(d) 测得的量块间的差值 9.7nm 1 9.7 25.6

u(d) 重复观测 5.8nm

u(d1) 比较仪的随机影响 3.9nm

u(d2) 比较仪的系统影响 6.7nm

24

5

8

u(αS) 标准量块的热膨胀系数 1.2×10-6℃-1 0 0

u(θ) 测试台的温度 0.41℃ 0 0

u(θ) 测试台的平均温度 0.2℃

u(Δ) 室温的周期变化 0.35℃

u(δα) 量块膨胀系数的差异 0.58×10-6℃-1 -lSθ 2.9 50

u(δθ) 量块的温度差异 0.029℃ -lSαS 16.6 2

u2c(l)=∑u2i(l)=1002nm2

uc(l)=32nm
νeff(l)=16

F.1.3.5 膨胀系数差异引入的不确定度u(δα)

δα的变异性估计限为±1×10-6℃-1,δα的任意值以等概率落在此范围内,其标准不确定度为

u(δα)=(1×10-6℃-1)/3=0.58×10-6℃-1

F.1.3.6 量块的温度差引入的不确定度u(δθ)

标准量块和被校准量块被认为是在同一温度下,但实际上存在着温度差,温度差以等概率落在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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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间-0.05℃到0.05℃内,则标准不确定度为:

u(δθ)=(0.05℃)/3=0.029℃

F.1.4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由式(F.5)可以计算合成标准不确定度uc(l),代入所有分项可以得到:

u2
c(l)=(25nm)2+(9.7nm)2+(0.05m)2(-0.1℃)2(0.58×10-6 ℃-1)2+

(0.05m)2(11.5×10-6 ℃-1)2(0.029℃)2 ……………………(F.6a)

=(25nm)2+(9.7nm)2+(2.9nm)2+(16.6nm)2=1002nm2 …………(F.6b)

  或

uc(l)=32nm …………………………(F.6c)

  很明显,不确定度的主要分量是标准量块的不确定度u(lS)=25nm。

F.1.5 最终结果

校准证书给出了标准量块20℃时的长度为lS=50.000623mm。被测量块和标准量块的长度差

的5次重复观测结果的算术平均值d 为215nm。这样,由F.1.2有l=lS+d,则被测量块的长度在

20℃时为50.000838mm。根据7.2.2,测量的最终结果可以表示为:l=50.000838mm,合成标准不确

定度uc=32nm。相应的相对合成标准不确定度为uc/l=6.4×10-7。

F.1.6 扩展不确定度

假设需要得到扩展不确定度U99=k99uc(l),它提供一个包含概率近似为99%的区间。使用的步

骤总结在E.6.4中,自由度见表F.1,过程如下:

1) 标准量块校准引入的不确定度,u(lS)[F.1.3.1]。校准证书说明,计算扩展不确定度所引用的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的有效自由度为νeff(lS)=18。

2) 测得的长度差引入的不确定度,u(d)[F.1.3.2]。尽管d 由5次重复测量得到,因为u(d)是
根据25次观测的合并实验标准差得到的,所以,u(d)的自由度为ν(d)=25-1=24(见F.3.6,
注)。比较仪由于随机影响引起的不确定度u(d1)的自由度ν(d1)=6-1=5,因为d1是由

6次重复测量得到。比较仪由系统影响引入的不确定度±0.02μm可以假设为可靠到25%,
因此由E.4.2的(E.3)得到自由度为ν(d2)=8(参见E.4.2的示例)。u(d)的有效自由度νeff
(d),可由E.4.1的式(E.2b)得到:

νeff(d)=
[u2(d)+u2(d1)+u2(d2)]2

u4(d)
ν(d)

+
u4(d1)
ν(d1)

+
u4(d2)
ν(d2)

=
(9.7nm)4

(5.8nm)4

24 +
(3.9nm)4

5 +
(6.7nm)4

8

=25.6

3) 膨胀系数差值引入的不确定度,u(δα)[F.1.3.5]。δα 的变异性的估计限为±1×10-6℃-1,它
要求可靠到10%。由E.4.2中的式(E.3)可以得到ν(δα)=50。

4) 量块温度差引入的不确定度,u(δθ)[F.1.3.6]。温度差异δθ 的估计区间为-0.05℃到

+0.05℃,相信可靠到50%,由E.4.2中的式(E.3)可以得到ν(δθ)=2。
由E.4.1中的式(E.2b)的步骤计算νeff(l)的方法与上面2)中计算νeff(d)的方法完全一样。因此,

由(F.6b)和(F.6c)及由1)到4)给出的自由度值可得到:

νeff(l)=
(32nm)4

(25nm)4

18 +
(9.7nm)4

25.6 +
(2.9nm)4

50 +
(16.6nm)4

2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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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得到所需的扩展不确定度,该值截到相近的最小整数,即νeff(l)=16,根据附录E中的表E.2
可知,t99(16)=2.92,因此U99=t99(16)uc(l)=2.92×(32nm)=93nm。根据7.2.4,最后的测量结果可

以表述为:

l=(50.000838±0.000093)mm
其中“±”号后的数字为扩展不确定度U=kuc,U 由合成标准不确定度uc=32nm和包含因子k=

2.92(基于t分布,自由度ν=16)来确定。该扩展不确定度规定了一个包含概率为99%的估计区间。

相应的相对扩展不确定度为U/l=1.9×10-6。

F.1.7 二阶项

5.1.2的注指出,用于得到合成标准不确定度uc(l)的式(10),如果函数Y=f(X1,X2…XN)的非

线性足够明显,使得泰勒展开式中的高次项不能被忽略时,式(10)应扩项。本例正是这种情况,所以在

此前所进行的uc(l)的评定是不完全的,将5.1.2的注中提供的公式应用到式(F.3),实际上产生了两项

明显的、不能忽略的二次项(源自该注的表达式中的平方项),这两项被加进了式(F.5):

l2Su2(δα)u2(θ)+l2Su2(αS)u2(δθ)

但是这些项中只有第一项对uc(l)贡献较大:

lSu(δα)u(θ)=(0.05m)(0.58×10-6℃-1)(0.41℃)=11.7nm

lSu(αS)u(δθ)=(0.05m)(1.2×10-6℃-1)(0.029℃)=1.7nm
这个二阶项使uc(l)从32nm增到34nm。

F.2 同时测量电阻和电抗

本例说明在同一测量中同时确定多个被测量或多个输出量时的处理方法及它们的估计值的相关性

处理。此处只考虑观测值的随机变化;实际上,对系统影响进行修正的修正值的不确定度也对测量结果

的不确定度有贡献,对数据用两种不同的方法进行分析,得到基本相同的数值。

F.2.1 测量问题

电路元件的电阻R 和电抗X 的测量方法:测量其两端的正弦波交流电位差的幅度V,测量通过它

的交流电流的幅度I,以及交流电位差相对于交流电流的相移角ϕ。这样,三个输入量为V、I、ϕ,三个

输出量R、X 和Z———被测量为三个阻抗成分。因为Z2=R2+X2,因此实际上只有两个独立的输

出量。

F.2.2 数学模型和数据

根据欧姆定律,输入量和被测量的关系为:

R=
V
Icosϕ

;X =
V
Isinϕ

;Z=
V
I

…………………………(F.7)

  对输入量V、I和ϕ 的5组同时独立的观测值是在类似条件下得到的,数据由表F.2给出。根据4.2
中式(3)和式(5)进行算术平均值和实验标准差的计算,结果也在表中给出。取平均值作为输入量的期

望的最佳估计,且把实验标准差作为这些平均值的标准不确定度。

由于平均值V、I和ϕ 同时观测得到,它们是相关的,而且其相关性应考虑进被测量R、X 和Z 的标

准不确定度评定中。所需的相关系数由5.2.2的式(14)得到,s(V,I),s(V,ϕ)和s(I,ϕ)的值由5.2.3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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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7)计算而来。结果见表F.2,表中r(xi,xj)=r(xj,xi)且r(xi,xi)=1。

表F.2 由五组同时观测值得到的输入量V、I和ϕ 的值

组数k
输 入 量

V/V I/mA ϕ/rad

1 5.007 19.663 1.0456

2 4.994 19.639 1.0438

3 5.005 19.640 1.0468

4 4.990 19.685 1.0428

5 4.999 19.678 1.0433

算术平均值 V=4.9990 I=19.6610 ϕ=1.04446

均值的实验标准差 s(V)=0.0032 s(I)=0.0095 s(ϕ)=0.00075

相关系数

r(V,I)=-0.36

r(V,ϕ)=0.86

r(I,ϕ)=-0.65

F.2.3 结果:方法1

方法1由表F.3汇总。

3个被测量R、X 和Z 的值用表F.2给出的V、I和ϕ 的平均值V、I和ϕ代入式(F.7)得到,R、X 和Z
的标准不确定度由5.2.2的式(16)得到,正如以上指出的,输入量V、I和ϕ是相关的。作为一个例子,考

虑Z=V/I。用x1 表示V,用x2 表示I,用Z=V/I表示f,由5.2.2中的式(16)可以得到Z 的合成标准

不确定度:

u2
c(Z)=

1
I

æ

è
ç

ö

ø
÷

2

u2(V)+
V
I

æ

è
ç

ö

ø
÷

2

u2(I)+2
1
I

æ

è
ç

ö

ø
÷ -

V
I2

æ

è
ç

ö

ø
÷u(V)u(I)r(V,I)………(F.8a)

 =Z2 u(V)
V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2

+Z2 u(I)
I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2

-2Z2 u(V)
V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u(I)
I

é

ë
ê
ê

ù

û
ú
úr(V,I) …………(F.8b)

或u2
c,r(Z)=u2

r(V)+u2
r(I)-2ur(V)ur(I)r(V,I) ………………(F.8c)

  其中,u(V)=s(V),u(I)=s(I),最后一个表达式中的r表明u 是相对不确定度。把表F.2中的相

关数据代入式(F.8a),可以得到uc(Z)=0.236Ω。

因为三个被测量或输出量取决于同样的输入量,所以它们也是相关的。描述这种相关性的协方差

矩阵的元素可写成:

u(yl,ym)=∑
N

i=1
∑
N

j=1

∂yl

∂xi

∂ym

∂xj
u(xi)u(xj)r(xi,xi) …………………(F.9)

  其中,yl=fl(x1,x2,…xN),ym=fm(x1,x2,…xN)。式(F.9)是D.1.2.3中式(D.2)中ql相关时

的通用式。输出量的估计相关系数由r(yl,ym)=u(yl,ym)/u(yl)u(ym)给出,说明见5.2.2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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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可以证明,协方差矩阵的对角线元素u(yl,yl)≡u2(yl)是输出量yl 的估计方差(参见5.2.2的

注2),当m=l时,式(F.9)等同于5.2.2的式(16)。

为将式(F.9)用于本例,作以下的标识:

y1=R,x1=V,u(xi)=s(xi)

y2=X,x2=I,N=3

y3=Z,x3=ϕ
R、X 和Z 的计算结果,以及它们的估计方差、相关系数由表F.3给出。

表F.3 输出量R、X 和Z 的计算值:方法1

被测量

序号l

被测量估计值yl与输入量的

估计值xi的关系
测量结果yl的估计值

测量结果的合成标准

不确定度uc(yl)

1 y1=R=(V/I)cosϕ y1=R=127.732Ω
uc(R)=0.071Ω,

uc(R)/R=0.06×10-2

2 y2=X=(V/I)sinϕ y2=X=219.847Ω
uc(X)=0.295Ω,

uc(X)/X=0.13×10-2

3 y3=Z=V/I y3=Z=254.260Ω
uc(Z)=0.236Ω,

uc(Z)/Z=0.09×10-2

相关系数r(yl,ym)

r(y1,y2)=r(R,X)=-0.588

r(y1,y3)=r(R,Z)=-0.485

r(y2,y3)=r(X,Z)=-0.993

F.2.4 结果:方法2

方法2由表F.4汇总。

因为已经获得了3个输入量V、I 和ϕ 的5组观测值的数据,可以根据每组输入数据计算出R、X
和Z 的值,取5个值的算术平均值为R、X 和Z 的最佳估计值。于是,每个平均值的实验标准差(即其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可用常用的方法[4.2.3的式(5)]由5个单值计算得到;3个平均值的估计协方差可

用5.2.3中式(17)由每个平均值获得的5个单值计算得到。除了对二阶影响要用V/I 代替VI,cosϕ代

替cosϕ以外,两种方法提供的输出值、标准不确定度,以及估计的协方差都没有区别。

为了说明这一方法,表F.4给出了由每组观测值计算得到的R、X 和Z 值。算术平均值、标准不确

定度、估计的相关系数都直接由这些值计算得到。该方法得到的数学结果和表F.3给出的结果没有什

么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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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F.4 输出量R、X 和Z 的计算值:方法2

设置值k

单次测量值

R=(V/I)cosϕ
Ω

X=(V/I)sinϕ
Ω

Z=V/I
Ω

1 127.67 220.32 254.64

2 127.89 219.79 254.29

3 127.51 220.64 254.84

4 127.71 218.97 253.49

5 127.88 219.51 254.04

算术平均值 y1=R=127.732 y2=X=219.847 y3=Z=254.260

平均值的实验标准差 s(R)=0.071 s(X)=0.295 s(Z)=0.236

相关系数r(yl,ym)

r(y1,y2)=r(R,X)=-0.588

r(y1,y3)=r(R,Z)=-0.485

r(y2,y3)=r(X,Z)=0.993

  在4.1.4的注中,方法2是由Y=(∑
n

k=1
Yk)/n获得估计值y,而方法1是由y=f(X1,X2,…XN)获

得估计值y。就像注中指出的那样,一般情况下,如果f 是输入量(假设执行方法1时已经考虑了实验

观测值的相关系数)的线性函数,两种方法将给出同样的结果。如果f 不是一个线性函数,那么方法1
的结果将和方法2的结果有所不同,不同程度取决于非线性程度、Xi的估计方差和协方差,可参考表

达式:

y=f(X1,X2,…XN)+
1
2∑

N

i=1
∑
N

j=1

∂2f
∂Xi∂Xj

u(Xi,Xj)+… …………(F.10)

  其中,公式右边第二项是以项Xi 对f 的泰勒级数展开中的二阶项(也见于5.1.2,注)。在目前的情

况下,方法2更好,因为它避免了y=f(X1,X2,…XN)的近似,更好地反映了测量过程———数据实际

上是以组为单位采集的。
另一方面,如果表F.2中的数据代表了电位差V 的n1=5次观测,电流I的n2=5次观测和相位ϕ

的n3=5次观测,但如果n1≠n2≠n3(事实上,这是很差的测量程序,因为通过一个固定阻抗的电位差

和电流是直接相关的),则方法2就会不合适。
如果表F.2的数据以这种方式重新解释,方法2就不合适了,如果量V、I 和ϕ 之间不相关,或没有

明显的相关性,则相关系数应设为0。此时,式(F.9)就简化为D.1.2.3的式(D.2),即:

u(yl,ym)=∑
N

i=1

∂yl

∂xi

∂ym

∂xi
u2(xi) …………………………(F.11)

  将表F.2的数据带入,引起表F.3中的变化示于表F.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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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F.5 假设表F.2中相关系数为0时表F.3的变化

测量结果的合成标准不确定度uc(yl)

uc(R)=0.195Ω,uc(R)/R=0.15×10-2

uc(X)=0.201Ω,uc(X)/X=0.09×10-2

uc(Z)=0.204Ω,uc(Z)/Z=0.08×10-2

相关系数r(yl,ym)

r(y1,y2)=r(R,X)=0.056
r(y1,y3)=r(R,Z)=0.527
r(y2,y3)=r(X,Z)=0.878

F.3 温度计的校准

该例说明了使用最小二乘法获取线性校准曲线,以及如何用拟合的参数:截距、斜率和它们的估计

方差与协方差,由曲线获得修正值及其标准不确定度。

F.3.1 测量问题

温度计是用与已知的参考温度相比较的方法校准的。温度计的温度读数为tk,进行了11次读数,

每个读数的不确定度可忽略,相应的已知参考温度为tR,k,其温度范围为21℃到27℃,由此获得读数

的修正量为bk=tR,k-tk,测得的修正量bk和测得的温度tk是输入量。线性校准曲线为

b(t)=y1+y2(t-t0) …………………………(F.12)

  是用最小二乘法对测得的修正值和温度拟合成直线。其中,参数y1和y2,分别代表了校准曲线的

截距和斜率,是两个待测定的被测量或输出量。温度t0是所选择的准确的参考温度;用最小二乘法拟

合而确定的不是一个独立的参数。一旦找到了y1和y2以及它们的估计方差和协方差,式(F.12)用于预

测温度计任意一个温度值t的修正值和修正值的标准不确定度。

F.3.2 最小二乘法拟合

根据最小二乘法和F.3.1的假设条件,输出量y1和y2以及它们的估计方差、协方差在下式之和为

最小时得到。

S=∑
n

k=1

[bk -y1-y2(tk -t0)]2

  这就导出了y1和y2的以下各式,它们的实验方差s2(y1)和s2(y2),它们的估计的相关系数r(y1,

y2)=s(y1,y2)/s(y1)s(y2),其中s(y1,y2)是估计的协方差。

y1=
(∑bk)(∑θ2k)-(∑bkθk)(∑θk)

D
…………………(F.13a)

y2=
n∑bkθk -(∑bk)(∑θk)

D
………………………(F.13b)

s2(y1)=
s2∑θ2k

D
…………………………(F.13c)

s2(y2)=ns2

D
…………………………(F.1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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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y1,y2)=- ∑θk

n∑θ2k
…………………………(F.13e)

s2=∑
[bk -b(tk)]2

n-2
…………………………(F.13f)

D=n∑θ2k -(∑θk)2=n∑(θk -θ)2=n∑(tk -t)2 ……………(F.13g)

  其中,所有的求和都是从k=1到n,θk=tk-t0,θ=(∑θk)/n,并且t=(∑tk)/n;[bk-b(tk)]是在

tk温度时测得或观测到的修正值bk与拟合曲线b(t)=y1+y2(t-t0)上在tk时预示的修正值b(tk)之间

的差值;方差s2是总的拟合的不确定度的度量,其中因子n-2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由n 次观测确

定两个参数y1和y2,s2的自由度为ν=n-2(见E.3.3)。

F.3.3 结果的计算

被拟合的数据在表F.6的第二列和第三列给出,取t0=20℃作为参考温度,应用(F.13a)到(F.13g)
可以得到:

y1=-0.1712℃,s(y1)=0.0029℃
y2=0.00218,s(y2)=0.00067
r(y1,y2)=-0.930,s=0.0035℃
斜率y2比其标准不确定度大了3倍还多,说明需要一个校准曲线,而不是用一个固定的平均修正值。

表F.6 用最小二乘法得到温度计线性校准曲线时所用的数据

读数序号

k

温度计的读数

tk

℃

观测的修正值

bk=tR,k-tk

℃

预计的修正值

b(tk)

℃

观测值与预计的修正值之差

bk-b(tk)

℃

1 21.521 -0.171 -0.1679 -0.0031

2 22.012 -0.169 -0.1668 -0.0022

3 22.512 -0.166 -0.1657 -0.0003

4 23.003 -0.159 -0.1646 +0.0056

5 23.507 -0.164 -0.1635 -0.0005

6 23.999 -0.165 -0.1625 -0.0025

7 24.513 -0.156 -0.1614 +0.0054

8 25.002 -0.157 -0.1603 +0.0033

9 25.503 -0.159 -0.1592 +0.0002

10 26.010 -0.161 -0.1581 -0.0029

11 26.511 -0.160 -0.1570 -0.0030

  那么,校准曲线表示为:

b(t)=-0.1712(29)℃+0.00218(67)×(t-20℃)………………(F.14)
  其中,括号内的数字是标准不确定度数值。与所说明的截距和斜率的结果的最后位数字相对齐(见
7.2.2),这一公式给出了修正量b(t)在任意温度点t上的预计值,特别是t=tk时的值b(tk),表的第

4列给出了这些值。最后一列给出了测得值与预计值之间的差值bk-b(tk)。这些差值的分析可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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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线性模型的有效性;有正规的检验方法(见参考文献[8]),但在本例中不作考虑。

F.3.4 预计值的不确定度

修正值的预计值的合成标准不确定度的表达式可由不确定度传播律,将5.2.2中式(16)应用到式

(F.12)。注意:b(t)=f(y1,y2),且u(y1)=s(y1),u(y2)=s(y2),得到:

u2
c[b(t)]=u2(y1)+(t-t0)2u2(y2)+2(t-t0)u(y1)u(y2)r(y1,y2) ……(F.15)

  估计方差u2
c[b(t)]在tmin=t0-u(y1)r(y1,y2)/u(y2)时为最小,此时tmin=24.0085℃。作为使

用式(F.15)的一个例子,要求在t=30℃时的温度计修正值及其不确定度,这个温度是在温度计实际校

准温度的范围外。将t=30℃代入式(F.14)有b(30℃)=-0.1494℃,而式(F.15)变为

u2c[b(30℃)]=(0.0029℃)2+(10℃)2×(0.00067)2+2×(10℃)×(0.0029℃)×(0.00067)×(-0.930)

=17.1×10-6℃2

或uc[b(30℃)]=0.0041℃
这样,30℃时的修正值为-0.1494℃,其合成标准不确定度uc=0.0041℃,自由度ν=n-2=9。

F.3.5 消除截距和斜率间的相关性

相关系数r(y1,y2)的式(F.13e)表明:如果t0选得恰到好处,那么∑
n

k=1
θk =∑

n

k=1

(tk -t0)=0,则

r(y1,y2)=0,即y1和y2不相关,从而可以简化预期修正值的标准不确定度的计算。由于当t0=t=

(∑
n

k=1
tk)/n,且t=24.0085℃时,∑

n

k=1
θk =0,由此,使用t0=t=24.0085℃进行最小二乘拟合,将使y1

和y2不相关(温度t也是使u2[b(t)]拥有最小值的温度点,见F.3.4)。然而,不必重复拟合,因为:

b(t)=y'1+y2(t-t) …………………………(F.16a)

u2
c[b(t)]=u2(y'1)+(t-t)2u2(y2) ……………………(F.16b)

r(y'1,y2)=0 …………………………(F.16c)

  其中:

y'1=y1+y2(t-t0)

t=t0-s(y1)r(y1,y2)/s(y2)

s2(y'1)=s2(y1)[1-r2(y1,y2)]
式(F.16b)中,做了u(y'1=s(y'1),u(y2)=s(y2)的替代[参见式(F.15)]。
将这些关系式应用到F.3.3的结果中,可以得到:

b(t)=-0.1625(11)+0.00218(67)×(t-24.0085℃)……………(F.17a)

u2
c[b(t)]=(0.0011)2+(t-24.0085℃)2×(0.00067)2 ……………(F.17b)

  这些表达式给出的结果与式(F.14)和式(F.15)的结果相同,并且可以用b(30℃)和uc[b(30℃)]
的计算来核验。将t=30℃代入式(F.17a)和式(F.17b)得到:

b(30℃)=-0.1494℃
uc[b(30℃)]=0.0041℃
与F.3.4结论一致。两个预期修正值b(t1)和b(t2)间的估计协方差可由F.2.3的式(F.9)得到。

F.3.6 其他考虑

最小二乘法可用于数据点的高阶曲线拟合,也可用于具有不确定度的独立数据点。该方面的标准

文本可参见参考文献[8]。以下例子说明了被测量的修正值bk假设为不能准确知道时的两种情况。

1) 设每个tk的不确定度可忽略,设n 个tR,k中的每个值都是由m 次重复观测读数得到,并设读数

06

GB/T27418—2017



的合并估计方差是根据几个月获得的大量数据得到,合并估计方差为s2P。则每个tR,k的估计

方差为s2P/m=u2
0,每个观测值的修正值bk=tR,k-tk具有相同的标准不确定度u0。在这种情

况下(假设没有理由认为线性模型是不正确的),在式(F.13c)和式(F.13d)中用u2
0 代替s2。

注:样本合并方差s2P 基于对于同一随机变量的 N 次独立观测,由下式得到:

s2P =
∑
N

i=1
νis2i

∑
N

i=1
νi

  其中,S2i 是ni中第i个独立重复观测序列的实验方差[4.2.2中式(4)],自由度νi=ni-1。s2P 的自由度是v=∑
N

i=1
νi 。

用合并估计方差s2P 表征的m 次独立观测值的算术平均值的实验方差s2P/m(实验标准差SP/ m),具有的自由度也为ν。

2) 假设每个tk 的不确定度可忽略,对n 个tR,k的每个值加修正值εk,且每个修正具有相同的标准

不确定度ua。则每个bk=tR,k-tk 的标准不确定度也是ua,并且用s2(y1)+u2
a 代替了

s2(y1),用s2(y'1)+u2
a 代替s2(y'1)。

F.4 活度的测量

本例与F.2中同时测量电阻和电抗的例子相似,其数据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法进行分析,但每种方

法本质上会得出同样的数值结果。第一种方法再次说明需要考虑观察到的各输入量间的相关性。

F.4.1 测量问题

水样品中未知的氡(222Rn)活度浓度可以用液体闪烁计数方法,通过与一个具有已知活度浓度的含

氡水标准样品对比来确定。未知活度浓度通过测量三种计数源得到,这些计数源由大约5g水和12g
有机乳胶闪烁体组成,装在3个22mL小玻璃瓶中。

源(a):质量为mS的活度浓度已知的标准溶液;
源(b):不含放射物质的纯水样品,用于获得本底计数率;
源(c):质量为mx活度浓度未知的试样构成的样品。
按照标准溶液—净水—样品溶液的顺序,对3种计数源进行6次循环测量;在所有6次循环中,对

每种源的每次经过死时间修正的计数时间间隔T0为60min。虽然在整个计数区间(65h)内不能假定

本底计数率是不变的,但可以假设每次净水测量所得的计数次数可以作为同一循环中测量标准和样品

时本底计数率的代表值。测量数据见表F.7,其中:
tS、tB、tx分别是对标准溶液、纯水和样品溶液进行测量时,由参考时间t=0到经死时间修正的计数

间隔时间T0=60min的中点的时间;虽然为了完整性给出了tB,但在分析中不需要它。
CS、CB、Cx分别是标准溶液、纯水和样品溶液在经过死时间修正的计数时间间隔T0=60min内记

录的计数。
观测到的计数可以表示为:

CS=CB+εAST0mSe-λtS …………………………(F.18a)

Cx =CB+εAxT0mxe-λtx …………………………(F.18b)
  式中:

ε ———对某个给定源成分的222Rn液体闪烁检测效率,假设其与活度等级无关;
AS———在参考时间t=0时标准的活度浓度;
Ax———被测量,定义为参考时间t=0时样品的未知活度浓度;
mS———标准溶液的质量;
mx———被测样品的质量;

λ ———222Rn的衰变常数:λ=(ln2)/T1/2=1.25894×10-4min-1(T1/2=5505.8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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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F.7 确定未知样品活度浓度的计数数据

循环 标准 净水 样品

k
tS
min

CS

计数

tB
min

CB

计数

tx

min

Cx

计数

1 243.74 15380 305.56 4054 367.37 41432

2 984.53 14978 1046.10 3922 1107.66 38706

3 1723.87 14394 1785.43 4200 1846.99 35860

4 2463.17 13254 2524.73 3830 2586.28 32238

5 3217.56 12516 3279.12 3956 3340.68 29640

6 3956.83 11058 4018.38 3980 4079.94 26356

  式(F.18a)和式(F.18b)表明,因为标准溶液和被测样品的活度指数衰变,从一个循环到另一个循环

本底计数有轻微变化,所以表F.7中给出的6个CS 和6个Cx 值都不能直接取平均,而是应考虑衰变

修正和本底修正的计数(或者由计数次数除以T0=60min定义的计数率)。这意味着综合式(F.18a)和
式(F.18b),可得出下列以已知量表示的未知浓度表达式:

Ax =f(AS,mS,mx,CS,Cx,CB,tS,tx,λ)

=AS
mS

mx

(Cx -CB)eλtx
(CS-CB)eλtS

=AS
mS

mx

Cx -CB

CS-CB
eλ(tx-tS) …………………………(F.19)

  其中,(Cx-CB)eλtx 和(CS-CB)eλtS分别是被测样品和标准溶液在参考时间t=0和在时间间隔

T0=60min时的本底修正计数,也可简写为:

Ax =f(AS,mS,mx,RS,Rx)=AS
mS

mx

Rx

RS
……………………(F.20)

  式中,本底修正和衰变修正的计数率Rx 和RS 分别为:

Rx =[(Cx -CB)/T0]eλtx …………………………(F.21a)

RS=[(CS-CB)/T0]eλtS …………………………(F.21b)

F.4.2 数据分析

表F.8汇总了本底修正和衰减修正计数率Rx和RS的值,这些值是用表F.7中的数据和前面给出的

λ=1.25894×10-4min-1,根据式(F.21a)和式(F.21b)计算得到的。应该注意到,比值R=Rx/RS可以

很简单地由下式来计算:
[(Cx-CB)/(CS-CB)]eλ(tx-tS)

算术平均值RS、Rx和R,以及它们的实验标准差s(RS)、s(Rx)和s(R),用通常方法[4.2中式(3)和

式(5)]计算。相关系数r(Rx,RS)由5.2.3中式(17)和5.2.2中式(14)计算。

因为Rx和RS值的变化相对较小,平均值之比Rx/RS及其标准不确定度u(Rx/RS)分别非常接近于

表F.8最后一列给出的平均比值R 及其实验标准差s(R)[见F.2.4和其中式(F.10)]。然而,在计算标

准不确定度u(Rx/RS)时,由相关系数,r(Rx,RS)表示的Rx 和RS之间的相互关系要用5.2.2中式(16)

考虑进去。[该式对Rx/RS的相对估计方差求出式(F.22b)的最后三项]

应该注意到,Rx和RS各自的实验标准差 6s(Rx)和 6s(RS)显示,这些量的变化性比计数过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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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松统计所暗示的变化性大2到3倍;后者已包含于观测的计数变化中,不需单独考虑。

表F.8 衰减修正和本底修正的计数率计算

循环k
Rx

min-1
RS

min-1
tx-tS
min

R=Rx/RS

1
2
3
4
5
6

652.46
666.48
665.80
655.68
651.87
623.31

194.65
208.58
211.08
214.17
213.92
194.13

123.63
123.13
123.12
123.11
123.12
123.11

3.3520
3.1953
3.1543
3.0615
3.0473
3.2107

Rx=652.60

s(Rx)=6.42

s(Rx)/Rx=0.98×10-2

RS=206.09

s(RS)=3.79

s(RS)/RS=1.84×10-2

Rx/RS=3.167

u(Rx/RS)=0.045

u(Rx/RS)/(Rx/RS)=1.42×10-2

R=3.170

s(R)=0.046

s(R)/R=1.44×10-2

相关系数:r(Rx,RS)=0.646

F.4.3 最终结果的计算

为了由式(F.20)获得未知的活度浓度Ax及其合成标准不确定度uc(Ax),需要AS,mx和mS及其标

准不确定度。这些量为:

AS=0.1368Bq/g
u(AS)=0.0018Bq/g;u(AS)/AS=1.32×10-2

mS=5.0192g
u(mS)=0.0050g;u(mS)/mS=0.10×10-2

mx=5.0571g
u(mx)=0.0010g;u(mx)/mx=0.02×10-2

其他可能的不确定度来源经评定认为可忽略:
———衰变时间的标准不确定度u(tS,k)和u(tx,k);
———222Rn的衰变常数的标准不确定度u(λ)=1×10-7 min-1(显著量是衰变因子exp[λ(tx-

tS)],它由循环数k=4和6时的1.01563变化到循环数k=1时的1.01570。这些值的标准不

确定度是u=1.2×10-5);
———与闪烁计数器的检测效率对所用源(标准、净水和样品)的可能的依赖性有关的不确定度;
———计数器死时间修正的不确定度和对计数效率对活度等级的依赖性的修正的不确定度。

F.4.3.1 结果:方法1

如前所述,Ax 和uc(Ax)可以通过两种不同方法由式(F.20)求得。在第一种方法中,用算术平均

Rx 和RS计算Ax,即:

Ax =AS
mS

mx

Rx

RS

=0.4300Bq/g …………………………(F.22a)

36

GB/T27418—2017



  将5.2.2中式(16)代入上式,得出合成方差u2
c(Ax):

u2
c(Ax)
A2

x
=
u2(AS)

A2
S

+
u2(mS)

m2
S

+
u2(mx)

m2
x

+
u2(Rx)

Rx
2

+
u2(RS)

RS
2

-2r(Rx,RS)
u(Rx)u(RS)

RxRS

…………………………(F.22b)

  式中,如F.4.2中所指出,最后三项给出Rx/RS的估计相对方差u2(Rx/RS)/(Rx/RS)2。与F.2.4中

的讨论一致,表F.8中的结果表明,R 并不严格等于Rx/RS;而且Rx/RS的标准不确定度u(Rx/RS)并不

严格等于R 的标准不确定度s(R)。
将有关量值代入式(F.22a)和式(F.22b),得:

uc(Ax)
Ax

=1.93×10-2

uc(Ax)=0.0083Bq/g
于是,测量结果可以表述为:

Ax=0.4300Bq/g,其合成标准不确定度为uc=0.0083Bq/g。

F.4.3.2 结果:方法2

在第二种方法中,避免了Rx和RS之间的相关,用算术平均R 计算Ax。于是:

Ax =AS
mS

mx
R=0.4304Bq/g …………………………(F.23a)

  u2
c(Ax)简单地表示为:

u2
c(Ax)
A2

x
=
u2(AS)

A2
S

+
u2(mS)

m2
S

+
u2(mx)

m2
x

+
u2(R)
R2

………………(F.23b)

  由此可得: uc(Ax)
Ax

=1.95×10-2

uc(Ax)=0.0084Bq/g
  于是,测量结果可以表述为

Ax=0.4304Bq/g,合成标准不确定度为uc=0.0084Bq/g。

uc的有效自由度可以按F.1.6所述的方法用韦尔奇-萨特思韦特公式来评定。
如F.2中一样,这两个结果中最好选第二个,因为它避免了用两个量的平均值之比代替两个量之比

的平均值而带来的近似性,而且它更好地反映了所采用的测量程序(事实上数据是在分立的循环中采集

的)。
尽管如此,由这两种方法所得的Ax值之间的差异,与任意一个的标准不确定度相比都明显地小,而

且两个标准不确定度的差异是完全可以忽略的。如此的一致性表明,当适当地计入了观测的相关性时,
两种方法是等效的。

F.5 方差分析

本例提供了方差分析(AnalysisofVariance,简称ANOVA)方法的简要介绍。这些统计技术用来

识别和量化测量中的各项随机影响,以便在对测量结果进行不确定度分析时适当地将这些影响考虑进

去。虽然方差分析方法适用于广泛的测量领域,例如用于参考标准,如齐纳电压标准和质量标准等的校

准,以及标准物质的定值,但方差分析方法本身并不能识别可能存在的系统影响。
在方差分析这个通用名称下包括许多不同的模型。由于其重要性,本例中讨论的具体的模型是平

衡蜂窝设计。本模型的数值说明涉及齐纳电压标准的校准,其分析应该与各种实际测量情况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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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差分析方法在通过实验室间测试进行标准物质(RMs)定值时具有特殊的重要性,ISO指南35[19]

对此有详尽描述(这种标准物质定值的简要描述见F.5.3.2)。由于ISO指南35中包含的大部分材料事

实上具有广泛的适用性,该标准可以用来查询关于方差分析的补充细节,包括非平衡蜂窝设计。类似地

也可查询参考文献[15]和[20]。

F.5.1 测量问题

考虑一台标称值为10V,每两周一次以稳压参考源为基准对其进行校准的齐纳电压标准,在校准

期间,每J 天对该标准的电位差VS进行K 次独立的重复观测。如果以Vjk表示在第j天(j=1,2,…,

J)对VS的第k次(k=1,2,…,K)观测结果,则此标准的电位差的最佳估计值为这JK 次观测结果的算

术平均值V[见4.2.1中式(3)]:

VS=
1

JK∑
J

j=1
∑
K

k=1
Vjk =V …………………………(F.24a)

  该平均值的实验标准差s(V)是V 的不确定度的度量,V 是电压标准的电位差的估计值,可由下式

求得[见4.2.3中式(5)]:

s2(V)=
1

JK(JK -1)∑
J

j=1
∑
K

k=1

(Vjk -V) ……………………(F.24b)

  注:在本例中,始终假设为补偿系统影响对观测值所做的所有修正的不确定度可以忽略,或者其不确定度可以在分

析过程的最后予以考虑。对校准齐纳电压标准所用的稳压参考源的证书值(假设有个给定的不确定度)与工作

值之间的差异的修正就是属于后一类,可以在分析过程的最后将其本身加到观测值的平均值上。因此,由这些

观测值用统计方法得到的该标准的电位差估计值不一定是最终测量结果,估计值的实验标准差也不一定是最

终结果的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只有当不同日的观测值的变化量与同一日内观测值的变化量相同时,由式(F.24b)所求得的平均值

的实验标准差s(V)才能恰当地评价V 的不确定度。如果有证据表明日间变化量显著大于所预期的日

内变化量,该表达式的应用可能会导致对V 的不确定度的大幅度低估。于是引出两个问题:怎样确定

日间的变化量(以日间方差分量表征)与日内的变化量(以日内方差分量表征)相比是否显著? 如果是,
应该怎样评定平均值的不确定度?

F.5.2 数值例子

F.5.2.1 表F.9给出了能够解决上述问题的数据,其中:

J =10是进行电位差观测的天数;

K =5是每天进行电位差观测的次数;

Vj =
1
K∑

k

k=1
Vjk …………………………(F.25a)

  是第j天进行的K=5次电位差观测值的算术平均值(有J=10个这样的日平均值);

V=
1
J∑

J

j=1
Vj =

1
JK∑

J

j=1
∑
K

k=1
Vjk …………………………(F.25b)

  是J=10个日平均值的算术平均值,因此也是JK=50个观测值的总平均值;

s2(Vjk)=
1

K -1∑
K

k=1

(Vjk -Vj)2 …………………………(F.25c)

  是第j天进行的K=5次观测值的实验方差(有J=10个这样的方差估计);

s2(Vj)=
1

J-1∑
J

j=1

(Vj -V)2 …………………………(F.25d)

  是J=10个日平均值的实验方差(只有一个这样的方差估计)。

F.5.2.2 观测值的日内变异性和日间变异性的一致性可以通过比较两个独立的日内方差分量(即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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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进行的观测的方差)σ2W 的估计值来进行研究。

σ2W 的第一个估计值以s2a 表示,由观测到的每天平均Vj 的变化求得。由于Vj 是K 个观测值的平

均值,在假设日间方差分量为零的情况下,其估计方差s2(Vj)为σ2W/K。于是由式(F.25d)得:

s2a=Ks2(Vj)=
K

J-1∑
J

j=1

(Vj -V)2…………………………(F.26a)

  这是σ2W 的一个估计值,它具有的自由度为va=J-1=9。

σ2W 的第二个估计值以s2b 表示,是由J=10个s2(Vjk)值利用F.3.6注中的公式求得的合并方差估

计,这10个数值由式(F.25c)计算。因为这些数值中每一个的自由度为vi=K-1,导出的s2b 表达式就

是它们的平均。于是:

s2b=s2(Vjk)=
1
J∑

J

j=1
s2(Vjk)=

1
J(K -1)∑

J

j=1
∑
K

k=1

(Vjk -Vj)2 …………(F.26b)

  这是σ2W 的一个估计值,它具有的自由度为νb=J(K-1)=40。
由式(F.26a)和式(F.26b)给出的σ2W 的估计值分别为s2a=(128μV)2和s2b=(85μV)2(见表F.9)。

由于估计值s2a 是基于每天平均的变异性,而估计值s2b 是基于每天观测值的变异性,它们的差异表明可

能存在一种影响,其从一天到另一天是发生变化的,但当观测在任何一天内进行时,该影响是保持相对

不变的。F 检验被用于检验这种可能性,也可对日间方差分量为零的假设进行检验。

F.5.2.3 F 分布是正态分布随机变量的方差σ2的两个独立的估计s2a(νa)和s2b(νb)的比值F(νa,νb)=s2a
(νa)/s2b(νb)的概率分布[15]。参数νa和νb分别为两个估计的自由度,而且0≤F(νa,νb)<∞。对于不同

νa和νb值以及各种F 分布分位点,F 值被列成表。F(νa,νb)>F0.95或F(νa,νb)>F0.975(临界值)的值通

常理解为表明在统计意义上s2a(νa)大于s2b(νb);而且,如果两个估计值的方差相同,得到像观测值一样

大的F 值的概率分别小于0.05或0.025。(也可以选择其他临界值,如F0.99)

表F.9 J=10天的电压标准校准数据汇总,

每天的平均Vj 和实验标准差s(Vjk)由K=5次独立重复观测获得

量
第几天,j

1 2 3 4 5

Vj/V 10.000172 10.000116 10.000013 10.000144 10.000106

s(Vjk)/μV 60 77 111 101 67

量
第几天,j

6 7 8 9 10

Vj/V 10.000031 10.000060 10.000125 10.000163 10.000041

s(Vjk)/μV 93 80 73 88 86

V=10.000097V,s(Vj)=57μV

s2a=Ks2(Vj)=5×(57μV)2=(128μV)2,s2b=s2(Vjk)=(85μV)2

F.5.2.4 将F 检验应用于本数值例子,得:

F(νa,νb)=
s2a
s2b

=
Ks2(Vj)

s2(Vjk)
=
5×(57μV)2
(85μV)2

=2.25 …………………(F.27)

  其分子的自由度为νa=J-1=9,分母的自由度为νb=J(K-1)=40。由于F0.95(9,40)=2.12和

F0.975(9,40)=2.45,可以得出结论,在5%的显著水平上存在统计上显著的日间效应,而在2.5%的显著

水平上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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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5.2.5 如果因为s2a 和s2b 之间的差异不被视为在统计上是显著的,而拒绝日间效应的存在(这是一个

不谨慎的决定,因为它可能导致对不确定度的低估),V 的估计方差s2(V)应该由式(F.24b)计算。该种

关系相当于将估计值s2a 和s2b 合并(即取s2a 和s2b 的加权平均,每一项的权分别为其自由度νa和νb,见
F.3.6中的注)来得到观测值的方差的最佳估计。用该估计值除以观测的次数JK,得到观测的平均值

的方差的最佳估计s2(V)。按该程序可得:

s2(V)=
(J-1)s2a+J(K -1)s2b

JK(JK -1) =
9×(128μV)2+40×(85μV)2

10×5×(10×5-1)
………(F.28a)

s2(V)=(13μV)2,或s(V)=13μV…………………………(F.28b)

  s(V)的自由度为JK-1=49。
如果假设对系统影响的所有修正值都已经考虑,而且所有其他不确定度分量都很小,那么校准的结

果可以表述为VS=V=10.000097V(见表F.9),其合成标准不确定度为s(V)=uc=13μV,uc的自由

度为49。
注1:在实际中,很可能还有其他显著的不确定度分量,应将其与由观测值统计得到的不确定度分量合成(见F.5.1,

注)。

注2:通过将式(F.24b)中的双重和,以S 表示,写为:

S =∑
J

j=1
∑
K

k=1

[(Vjk -Vj)+(Vj -V)]2 = (J-1)s2a +J(K -1)s2b

可以看出,关于s2(V)的式(F.28a)与式(F.24b)是等效的。

F.5.2.6 如果接受日间效应的存在(这是一个谨慎的决定,因为它避免了对不确定度的可能低估),并假

设它是随机的,那么根据式(F.25d)由J=10个日平均值计算得到的方差s2(Vj)估计的不是如F.5.2.2
中假设的σ2W/K,而是σ2W/K+σ2B,其中σ2B 是方差的日间随机分量。这意味着:

s2(Vj)=s2W/K +s2B …………………………(F.29)

  其中,s2W 是σ2W 的估计,s2B 是σ2B 的估计。由于从式(F.26b)计算得到的S2(Vjk)只取决于观测值的

日内变化性,可认为s2W=s2(Vjk)。因此,F.5.2.4中用于F 检验的比值
Ks2(Vj)

s2(Vjk)
变为:

F=
Ks2(Vj)
s2(Vjk)

=
s2W +Ks2B

s2W
=
5×(57μV)2
(85μV)2

=2.25 …………………(F.30)

  于是,可以得出:

s2B=
Ks2(Vj)-s2(Vjk)

K
…………………………(F.31a)

s2B=(43μV)2,或sB=43μV

s2W=s2(Vjk)=(85μV)2,或sW=85μV ……………………(F.31b)

  因为s2(Vj)恰当地反映了日内和日间随机方差分量[见式(F.29)],V 的估计方差由s2(Vj)得到,
如式(F.25d)。因此

s2(V)=s2(Vj)/J=(57μV)2/10,或s(V)=18μV ………………(F.32)

  s(V)的自由度为J-1=9。

s2W(以及sw)的自由度为J(K-1)=40[见式(F.26b)]。s2B(以及sB)的自由度为差值s2B=s2(Vj)-

s2(Vjk)/K 的有效自由度[式(F.31a)],但对它的估计是个难题。

F.5.2.7 于是,电压标准的电位差的最佳估计值为VS=V=10.000097V,s(V)=uc=18μV,如式

(F.32)所示。这个uc值及其自由度9将与在F.5.2.5中 [式(F.28b)]得到的当拒绝存在日间效应时的

uc=13μV及其自由度49进行比较。
如果可能,在实际测量中应该对明显的日间效应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以确定其产生的原因以及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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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使方差分析方法失效的系统影响。如在本例开始时所指出的,方差分析技术是为识别和估计由随

机影响所引起的不确定度分量而设计的,它们不能提供关于由系统影响所引起的不确定度分量的信息。

F.5.3 方差分析在测量中的作用

F.5.3.1 这个电压标准的例子说明了一种通常叫做平衡一级蜂窝设计的方法。它是一级蜂窝设计,因
为有一个观测值的“蜂窝”级别,这些观测有一个因子,即观测日期,在测量中发生变化。它是平衡的,因
为每日进行相同次数的观测。本例中所给出的分析可以用来确定在特定的测量中是否存在“操作者影

响”“仪器影响”“实验室影响”“样品影响”,甚至“方法影响”。因此,在本例中,可以想象将J 个不同日

所进行的观测用同一日由J 个不同操作者所进行的观测来代替,于是,日间方差分量就变成与不同操

作者有关的方差分量。

F.5.3.2 如F.5中所注,方差分析方法广泛应用于通过实验室间测试的标准物质定值中。这样的定值

通常包括让一些独立的具有同等能力的实验室测量某种物质的样品以得到该物质要定值的特性。一般

假设,实验室内和实验室间各个测量结果之间的差异,不论由什么原因产生,在本质上是统计的。每个

实验室平均值被认为是对物质特性的无偏估计,而且通常把各实验室平均值的不加权平均值假设为该

特性的最佳估计。
一次标准物质定值可能需要I个不同实验室参与,每个实验室对J 个不同的该物质试样的所需特

性进行测量,对试样的每次测量由K 个独立的重复观测组成。因此,总的观测数是I×J×K,总的样

品数是I×J。这是一个平衡二级蜂窝设计的例子,与上述一级的电压标准例子相似。在这种情况下,
有两个观测的“蜂窝”级别,这些观测有样品和实验室两个不同因子在测量中发生变化。这种设计是平

衡的,因为每个样品在每个实验室中观测的次数(K)是相同的,而且每个实验室测量的样品数(J)也是

相同的。与电压标准例子更进一步类似的是,在标准物质这个例子中,数据分析的目的是研究不同样品

间和不同实验室间影响的可能存在,以及确定被定值的特性的最佳估计值的恰当的不确定度。与前一

段一致,假设该估计值是I个实验室平均值的平均值,也是I×J×K 个观测值的平均值。

F.5.3.3 在3.4.2中指出了改变与测量结果有关的输入量,以使其不确定度基于观察数据进行统计评价

的重要性。蜂窝设计和用方差分析方法对所得数据的分析可以成功地用于实际中所遇到的许多测量

情况。
然而,如3.4.1中所示,由于时间和资源有限,改变所有的输入量是很难行得通的;在大多数实际测

量情况下,最多也只能用方差分析方法评价几个不确定度分量。如4.3.1中所指出,许多分量需要利用

输入量的可能的变化性的所有可得到的信息进行科学判断来评定。在许多情况下,一个不确定度分量,
如由于样品间影响、实验室间影响、仪器间影响,或者操作者间影响而产生的不确定度分量,不能用对一

系列观测值的统计分析来评定,而应根据可供利用的所有信息来评定。

F.6 基于参考标度的测量:硬度

硬度是以一种测量方法为参考才能被量化的物理概念,它没有独立于测量方法的单位。“硬度”这
个量与常规的可测量的量不同,它不能被输入代数方程去定义其他的可测量的量(虽然有时它也被用于

经验公式中说明硬度与某类材料的其他特性的关系),其大小由传统的测量———即对材料块或样块的压

痕尺寸的测量来确定。这种测量是根据技术标准进行的,标准规定了“压头”、应用“压头”的设备的结构

以及设备的操作方法等。这些技术标准不止一个,所以硬度的标准也不止一个。
报告的硬度是测得的压痕尺寸的函数(取决于标度)。在本节给出的例子中,它是5次重复的压痕

深度的均值或算术平均值的线性函数,但对于有些其他标度,该函数是非线性的。
复现量值的标准装置作为国家标准保存,某一测量装置和国家标准装置的比对是通过传递标准块

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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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6.1 测量问题

在本例中,材料样块的硬度是按“洛氏(Rockwell)C”标度,用经国家标准装置校准过的测量装置确

定的。洛氏C硬度标度单位是0.002mm,在该标度下,硬度定义为100(0.002mm)减去以 mm为单位

的5次压痕深度的平均值。该量除以洛氏标度单位0.002mm所得的值称为“HRC硬度指数”。本例

中,该量简称为“硬度”,以符号hRockwellC表示,以洛氏长度单位表示的硬度数值称为“硬度指数”,以

HRockwellC表示。

F.6.2 数学模型

测量硬度的设备(或称校准装置)在样块上所做压痕深度的平均值,应加上修正值,以确定用国家标

准装置对同一样块所形成的压痕深度的平均值。因此

hRockwellC=f (d,Δc,Δb,ΔS)

=100×(0.002mm)-d-Δc-Δb-ΔS ……(F.33a)

HRockwellC=hRockwellC/(0.002mm) …………………………(F.33b)

  式中:

d ———用校准装置在样块上所做5次压痕的深度的平均值;

Δc———通过传递标准块将校准装置和国家标准装置进行比较所得的修正值,它等于用国家标准装

置对该标准块进行的5m 次压痕的平均深度减去用校准装置对同一标准块进行的5n 次压

痕的平均深度;

Δb———传递标准块上分别用两台设备来做压痕的两个部位间的硬度差(表示为平均压痕深度之

差),假设为零;

ΔS———由于国家标准装置缺乏重复性和硬度量定义不完整而引起的误差。虽然ΔS 通常假定为

零,但它具有标准不确定度u(ΔS)。

由于式(F.33a)的函数的偏导数∂f/∂d、∂f/∂Δc、∂f/∂Δb 和∂f/∂ΔS 都等于-1,用校准装置测量样

块所得硬度的合成标准不确定度uc(h)可简单地表示为:

u2
c(h)=u2(d)+u2(Δc)+u2(Δb)+u2(ΔS)……………………(F.34)

  其中,为简化标记,h=hRockwellC。

F.6.3 有贡献的方差

F.6.3.1 样块的平均压痕深度d的不确定度,u(d)

重复观测的不确定度:因为新的压痕不可能做在前面的压痕的位置上,观测值不可能严格重复。由

于每一个压痕肯定是做在不同位置上,结果的任何变化包括不同位置间硬度变化的影响。因此,用校准

装置在样块上的5次压痕平均深度的标准不确定度u(d)取作sp(dk)/5,其中sp(dk)是在已知具有很

均匀硬度的样块上“重复”测量确定的压痕深度的合并实验标准差(见4.2.4)。
指示的不确定度:虽然由于校准装置的显示而对d 所做的修正为零,但是在d 中有一个由于显示

分辨力(导致的深度指示不确定度而引起的不确定度,表示为u2(δ)=δ2/12(见D.2.2.1)。于是,d 的估

计方差为:

u2(d)=s2(dk)/5+δ2/12 …………………………(F.35)

F.6.3.2 对两台设备之差进行修正的不确定度,u(Δc)

如F.6.2所示,Δc 是对国家标准装置与校准装置之差的修正值,该修正值可以表示为Δc=z'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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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z'S=(∑
m

i=1
zS,i)/m是国家标准装置对传递标准块进行的5m 次压痕的平均深度;z'=(∑

n

i=1
zi)/n是

校准装置对同一标准块进行的5n 次压痕的平均深度。因此,为了比较,假设每台装置由显示分辨力所

引起的不确定度可以忽略,则Δc 的估计方差为:

u2(Δc)=
s2av(zS)

m +
s2av(z)

n
…………………………(F.36)

  式中:

s2av(zS)=[∑
m

i=1
s2(zS,i)]/m 是用标准装置所进行的m 列压痕zS,ik中每列的均值的实验方差的平

均值;

s2av(z)= [∑
n

i=1
s2(zi)]/n是用校准装置所进行的n列压痕zik中每列的均值的实验方差的平均值。

注:方差s2av(zS)和s2av(z)是合并方差估计值,见F.5.2.2中式(F.26b)的讨论。

F.6.3.3 对传递标准块硬度变化进行修正的不确定度,u(Δb)

OIML(国际法制计量组织)国际建议R12《洛氏C硬度标准块的检定和校准》(已废止,本例仅供参

考),要求对传递标准块的5次测量所得的最大和最小压痕深度的差别不应超过平均压痕深度的x%,x
是硬度等级的函数。因此,设整个标准块上压痕深度的最大差为xz',z'如F.6.3.2中所定义,其n=5。
并设该最大差由关于平均值xz'/2的三角概率分布所描述(以这样的假设,中心值附近的值比两端的值

有更大的概率,见4.3.9)。那么,如果在4.3.9的式(9b)中a=xz'/2,则由于用标准装置和校准装置分别

测量的硬度的差而对平均压痕深度进行的修正的估计方差为:
u2(Δb)=(xz')2/24 …………………………(F.37)

  如F.6.2中所指出,假设修正值Δb 的最佳估计值本身为零。

F.6.3.4 国家标准装置和硬度定义的不确定度,u(ΔS)

国家标准装置的不确定度和由于硬度量的定义不完整引入的不确定度一起报告为估计标准差u
(ΔS)(一个长度量)。

F.6.4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uc(h)

将F.6.3.1到F.6.3.4中的各项不确定度代入式(F.34),得到硬度测量的估计方差:

u2
c(h)=

s2(dk)
5 +

δ2

12+
s2av(zS)

m +
s2av(z)

n +
(xz')2

24 +u2(ΔS)……………(F.38)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为uc(h)。

F.6.5 数值举例

本例的数据汇总于表F.10中。

表F.10 基于洛氏C标度确定样块硬度的数据一览表

不确定度来源 值

校准装置在样块上所做5次压痕的平均深度d:0.072mm 36.0洛氏标度单位

5次压痕所显示的样块的硬度指数:

HRockwellC=hRockwellC/(0.002mm)=[100×(0.002mm)-0.072mm]/(0.002mm)(见

F.6.1)
64.0HRC

校准装置在硬度均匀的样块上所做压痕深度的合并实验标准差sp(dk) 0.45洛氏标度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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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F.10(续)

不确定度来源 值

校准装置的显示分辨力δ 0.1洛氏标度单位

国家标准装置在传递标准块上所做的m 列压痕的均值的实验方差的平均值的平方根

sav(zS)
0.10洛氏标度单位,m=6

校准装置在传递标准块上所做n列压痕的均值的实验方差的平均值的平方根sav(z) 0.11洛氏标度单位,n=6

在传递标准块上压痕深度的允许变化量x 1.5×10-2

国家标准装置和硬度定义的标准不确定度u(ΔS) 0.5洛氏标度单位

  这种标度是洛氏C(RockwellC),记为HRC。洛氏标度单位为0.002mm,因此在表F.10以及下文

中,可以理解为(举例说明)“36.0洛氏标度单位”是指36.0×(0.002mm)=0.072mm,它只是一种表示

数据与结果的简便方法。
如果把表F.10中给出的有关量值代入式(F.38),可以得到下列两个表达式:

u2
c(h)=

0.452

5 +
0.12

12+
0.102

6 +
0.112

6 +
(0.015×36.0)2

24 +0.52é

ë
êê

ù

û
úú(洛氏标度单位)2

=0.307(洛氏标度单位)2

uc(h)=0.55洛氏标度单位=0.0011mm

式中,为了计算不确定度,取z'=d=36.0洛氏标度单位是足够的。
因此,如果假设Δc=0,样块的硬度为hRockwellC=64.0洛氏标度单位或0.128mm,其合成标准不确定

度为uc(h)=0.55洛氏标度单位或0.0011mm。
样块的硬度指数为hRockwellC/(0.002mm)=(0.1280mm)/(0.002mm),或

HRockwellC=64.0HRC,其合成标准不确定度为uc=0.55HRC。
除了由国家标准装置和硬度定义引起的不确定度分量u(ΔS)=0.5洛氏标度单位外,不确定度的显

著分量还有装置的重复性引起的不确定度分量sp(dk)/5=0.20洛氏标度单位和传递标准块的硬度变

化引起的不确定度分量(xz')/24=0.11洛氏标度单位。uc的有效自由度可用韦尔奇-萨特思韦特公式

按F.1.6中所示的方法进行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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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G
(规范性附录)
基本符号汇编

本附录给出了本标准中所用的基本符号及其含义的说明,见表G.1。

表G.1 基本符号一览表

符号 说  明

a 输入量Xi的可能值的矩形分布的半宽度:a=(a+-a-)/2

a+ 输入量Xi的上限

a- 输入量Xi的下限

b+ 输入量Xi与其估计值xi的偏差的上限:b+=a+-xi

b- 输入量Xi与其估计值xi的偏差的下限:b-=xi-a-

ci 偏导数或灵敏系数:ci=∂f/∂xi

f
被测量Y 和与其相关的输入量Xi之间的函数关系,以及输出量的估计值y 和与其相关的输入量

的估计值xi之间的函数关系

∂f/∂xi

被测量Y 和与其相关的输入量Xi之间的函数对于输入量Xi的偏导数,对 Xi用估计值xi评定:

∂f/∂xi=∂f/∂xi|x1,x2,…,xN

k
包含因子,用于由输出量y 的合成标准不确定度uc(y)计算其扩展不确定度U=kuc(y),其中U 定

义为一个高包含概率的区间,Y=y±U

kp

用于由合成标准不确定度uc(y)计算输出量的估计值y 的扩展不确定度Up=kpuc(y)的包含因

子,其中Up定义为一个具有高的规定包含概率为p 的区间Y=y±Up

n 重复观测的次数

N 与被测量Y 有关的输入量Xi的个数

p 包含概率或置信水平:0≤p≤1

q 用概率分布描述的随机变量

q 对随机变量q的n次独立重复观测的均值或算术平均值;q的概率分布的期望或均值μq的估计值

qk 随机变量q的第k次独立重复观测值

r(xi,xj)
与输入量Xi和Xj的估计值xi与xj有关的估计的相关系数,r(xi,xj)=u(xi,xj)/[u(xi)u
(xj)]

r(Xi,Yj)
由对Xi和Xj的n对独立重复观测值Xi,k和Xj,k确定的输入平均值Xi 和Xj 的估计的相关系数,

r(Xi,Yj)=s(Xi,Xj)/[s(Xi)s(Xj)]

r(yi,yj)
当在同一次测量中需要确定两个或两个以上被测量或输出量时,与输出量的估计值yi和yj有关的

估计的相关系数

s2p 合成方差或合并方差的估计值

sp 合并实验标准差,等于s2p 的正平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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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G.1(续)

符号 说  明

s2(q) 平均值q的实验方差;q的方差σ2/n的估计值:s2(q)=s2(qk)/n;由A类评定得到的估计方差

s(q)
平均值q的实验标准差,等于s2(q)的正平方根;s(q)是σ(q)的有偏估计值;由A类评定得到的标

准不确定度

s2(qk) q的n次独立重复观测值qk确定的实验方差;q的概率分布的方差σ2的估计值

s(qk) 实验标准差,等于s2(qk)的正平方根;q的概率分布的标准差σ的有偏估计值

s2(Xi)
由对Xi的n次独立重复观测值Xi,k 确定的输入平均值Xi 的实验方差;由 A类评定得到的估计

方差

s(Xi) 输入平均值Xi 的实验标准差,等于s2(Xi)的正平方根;由A类评定得到的标准不确定度

s(q,r)
平均值q和r的协方差的估计值,是对q和r进行n对独立重复同时观测的qk和rk确定的两个随

机变量q和r的期望μq和μr的估计值;由A类评定得到的估计协方差

s(Xi,Xj)
由Xi 和Xj 的n次独立重复同时观测对Xi,k和Xj,k确定的输入平均值Xi 和Xj 的协方差的估计

值;由A类评定得到的估计协方差

tp(ν) 对应给定概率p 和自由度ν时由t分布得到的t因子

tp(νeff) 对应给定概率p 和有效自由度νeff时由t分布得到的t因子;用于计算扩展不确定度Up

u2(xi)

输入量Xi的估计值xi的估计方差。

注:当xi由n次独立重复观测的均值或算术平均值确定时,u2(xi)=s(Xi)是由 A类评定得到的

估计方差。

u(xi)

输入量Xi的估计值xi的标准不确定度,等于u2(xi)的正平方根。

注:当xi由n次独立重复观测的均值或算术平均值确定时,u(xi)=s(Xi)是由A类评定得到的标

准不确定度

u(xi,xj)

输入量Xi和Xj的两个估计值xi和xj的估计协方差。

注:当xi和xj是由n对独立重复同时观测值确定时,u(xi,xj)=s(Xi,Xj)是由A类评定得到的

估计协方差

u2c(y) 输出量的估计值y 的合成方差

uc(y) 输出量的估计值y 的合成标准不确定度,等于u2c(y)的正平方根

ucA(y) 由A类评定获得的标准不确定度和估计协方差确定的输出量的估计值y 的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ucB(y) 由B类评定获得的标准不确定度和估计协方差确定的输出量的估计值y 的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uc(yi)
当在同一次测量中要确定两个或更多个被测量或输出量时,输出量的估计值yi的合成标准不确

定度

u2i(y)
由输入量的估计值xi的估计方差u2(xi)产生输出量的估计值y的合成方差u2c(y)的分量,u2i(y)≡
[ciu(xi)]2

ui(y)
由输入量的估计值xi的标准不确定度产生输出量的估计值y 的合成标准不确定度uc(y)的分量,

ui(y)=|ci|u(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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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1(续)

符号 说  明

u(yi,yj) 在同一次测量中确定的输出量的估计值yi与yj的估计协方差

u(xi)/|xi| 输入量的估计值xi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

uc(y)/|y| 输出量的估计值y 的相对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u(xi)/xi]2 输入量的估计值xi的估计相对方差

[uc(y)/y]2 输出量的估计值y 的相对合成方差

u(xi,yj)
xiyj

输入量的估计值xi和xj的估计相对协方差

U
输出量的估计值y 的扩展不确定度,它确定了具有高的包含概率的一个区间Y=y±U,等于包含

因子k乘以y 的合成标准不确定度uc(y),U=kuc(y)

Up

输出量的估计值y 的扩展不确定度,它具有高的规定的包含概率p 的区间Y=y±Up,等于包含因

子kp乘以y 的合成标准不确定度uc(y),Up=kpuc(y)

xi

输入量Xi的估计值。

注:当xi从n次独立重复观测的算术平均值值或均值得到时,xi=Xi

Xi

与被测量Y 有关的第i个输入量。

注:Xi可能是物理量或随机变量(见4.1.1,注1)

Xi 输入量Xi的值的估计值;等于Xi的n次独立重复观测值Xi,k的均值或算术平均值

Xi,k Xi的第k个独立重复观测值

y 被测量Y 的估计值;测量结果;输出量的估计值

yi 当在同一次测量中要确定两个或更多个被测量或输出量时,被测量Yi的估计值

Y 被测量

Δu(xi)
u(xi)

输入量的估计值xi的标准不确定度u(xi)的估计相对不确定度

μq 随机变量q的概率分布的期望或均值

ν 自由度

νi 输入量的估计值xi的标准不确定度u(xi)的自由度或有效自由度

νeff uc(y)的有效自由度,在计算扩展不确定度Up时用于获得tp(νeff)

νeffA 仅由A类评定获得的标准不确定度确定的合成标准不确定度的有效自由度

νeffB 仅由B类评定获得的标准不确定度确定的合成标准不确定度的有效自由度

σ2 随机变量q的概率分布的方差,用s2(qk)估计

σ 一个概率分布的标准差,等于σ2的正平方根;s(qk)是σ的有偏估计

σ2 q( ) q的方差,等于σ2/n,用s2(q)=s2(qk)/n估计

σ(q) q的标准差,等于σ2(q)的正平方根;s(q)是σ(q)的有偏估计

σ2[s(q)] q的实验标准差s(q)的方差

σ[s(q)] q的实验标准差s(q)的标准差,等于σ2[s(q)]的正平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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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H
(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与ISO/IEC指南98-3:2008相比的结构变化情况

本标准与ISO/IEC指南98-3:2008相比没有技术性差异,但在结构上有部分调整,具体章条编号对

照情况见表H.1。

表H.1 本标准与ISO/IEC指南98-3:2008的章条编号对照情况

本标准章条编号 对应的ISO/IEC指南章条编号

— 前言

引言 0

2 —

— 2.1

— 2.2.1

— 2.2.2

3.1 2.2.3
— 2.2.4

3.2 2.3.1

3.3 2.3.2

3.4 2.3.3

3.5 2.3.4

3.6 2.3.5

3.7 2.3.6

— C.1
— C.2

B.1.1 3.1

B.1.2 3.2

B.1.3 3.3

B.1.4 3.4

B.1.4.9 —

B.2 D

— C.1
— C.2

B.3 C.3

附录C 附录E

附录D 附录F

附录E 附录G

附录F 附录 H

附录G 附录J

附录 H —

— 词汇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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