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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根据教育部新颁布的“工学硕士研究生应用数理统计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编写的．主要内容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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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本书根据研究生教学的特点精心选材，通过问题的引入、描述和分析阐明数理统计方法的基本思想及实
际应用．全书内容简明扼要，清晰易懂．除基本教学内容外，本书突出了研究生教育的探索性和启发性，在每
章内容后都附加了延伸阅读和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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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科研工作者阅读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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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前言

本书初版以来，受到了读者的广泛好评，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我们根据自
己教学上的实践及读者反映的一些问题和建议，对教材进行了重新修订，主要包括更正了教
材中的印刷错误；更新了部分延伸阅读的内容和习题；增加了广义似然比检验的内容及习
题；并完善了教材中部分内容的文字表述等．

考虑到数理统计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而工科学生包括研究生学习本课程的目的
也在于用数理统计的方法来解决实际问题，因此，本书以讲清基本概念、原理和方法为主，避
免烦琐的理论推导．全书力求简明扼要，清晰易懂，以便于读者通过自学就可以掌握本书的
基本内容．

本书内容的选材和编排密切结合了研究生教学的特点．目前，国内关于研究生教材应如
何编写还有很大的争议．一个普遍的共识是，与国外教材相比，国内的研究生教材大多更强
调教材内容的逻辑性、严谨性，而缺乏探索性和启发性．为了启发读者对教材基本内容有更
深入的理解和探索，在本书每章后都有一个延伸阅读和思考题，并指明了参考文献．全书共
七章，内容包括概率论基础、抽样与抽样分布、参数估计、假设检验、回归分析、方差分析和正
交试验设计、多元统计应用等，可根据需要供３２—４８学时的教学使用．有概率论基础知识的
读者可以直接从第２章开始学习，学时少的可删除第７章多元统计应用，以及４．３节广义似
然比检验、４．５节正态分布的概率纸检验、５．５节逐步回归分析等内容．本书第７章多元统
计应用部分也可单独用来作为指导研究生数模竞赛的讲义．

本书由刘剑平、朱坤平、陆元鸿老师主编，在编写的过程中，得到了华东理工大学教材建
设委员会及教务处的大力支持，得到了院、系领导的关心和指导，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同
时，我们还要感谢教学组的全体成员，他们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提供了宝贵的建议．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书内难免有疏漏差错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另外，本书配套的课
件，习题全解，实验指导，以及考试样卷等教学资料均可在华东理工大学的数理统计方法精
品课网站浏览下载，网址：ｈｔｔｐ：／／５ａ．７８．１０８．５６／ｍｓｔａ／．其中部分加密资料只对教师开放，
请使用本书的教师直接与我们联系．作者电子邮箱ｌｉｕｊｉａｎｐｉｎｇ６０＠１６３．ｃｏｍ或ｋｐｚｈｕ＠
ｅｃｕｓｔ．ｅｄｕ．ｃｎ．





前　言

数理统计是一门研究如何有效地收集、整理和分析受随机因素影响的数据，对所考察的
问题作出推断，进而为制定决策和采取行动提供科学依据的学科．现在，数理统计方法已经
在工业、农业、国防、科研、经济、管理、社会、医学、生物、考古、地质、气象等领域得到了广泛
的应用．因为数理统计方法密切联系实际，所以学习和掌握数理统计方法对于理工科的本科
生和研究生都是十分有益和必要的．

本书是作者根据多年的教学经验，参考国家教育部制定的“工学硕士研究生应用数理统
计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为工科研究生编写的一本数理统计教材．教材讲稿在我校本科生及
研究生中反复试用，广受好评．

考虑到数理统计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而工科学生包括研究生学习本课程的目的
也在于用数理统计的方法来解决实际问题，因此，本书以讲清基本概念、原理和方法为主，避
免烦琐的理论推导．全书力求简明扼要，清晰易懂，以便于读者通过自学就可以掌握本书的
基本内容．

本书内容的选材和编排密切结合了研究生教学的特点．目前，国内关于研究生教材应如
何编写还有很大的争议．一个普遍的共识是，与国外教材相比，国内的研究生教材大多更强
调教材内容的逻辑性、严谨性，而缺乏探索性和启发性．为了启发读者对教材基本内容有更
深入的理解和探索，在本书每章后都有一个延伸阅读和思考题，并指明了参考文献．全书共
七章，内容包括概率论基础、抽样与抽样分布、参数估计、假设检验、回归分析、方差分析和正
交试验设计、多元统计应用等，可根据需要供３２—４８学时的教学使用．有概率论基础知识的
读者可以直接从第二章开始学习，学时少的可删除第七章多元统计应用，以及４．４节正态分
布的概率纸检验、５．５节逐步回归分析等内容．

本书由刘剑平、朱坤平、陆元鸿老师主编，在编写的过程中，得到了华东理工大学教材建
设委员会及教务处的大力支持，得到了院、系领导的关心和指导，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同
时，我们还要感谢教学组的全体成员，他们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提供了宝贵的建议．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书内难免有疏漏差错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另外，本书配有讲课
的ＰＰＴ，需要的读者请来函索取．作者电子邮箱ｌｉｕｊｉａｎｐｉｎｇ６０＠１６３．ｃｏｍ或ｋｐｚｈｕ＠ｅｃ
ｕｓｔ．ｅｄｕ．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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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１１
概率论基础

１．１　随机事件与概率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存在着许多现象，其中有一些现象，只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就必然
会发生．例如，在标准大气压下，纯水加热到１００℃必然沸腾；向空中抛一枚硬币，硬币必然会
下落．这些现象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事前人们完全可以预言会发生什么结果．我们称这类现
象为确定性现象或必然现象．

但是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还存在着与必然现象有着本质差异的另一类现象．例如，
抛一枚硬币，硬币可能正面向上也可能反面向上；一门大炮对目标进行远距离射击，可能击
中也可能击不中．这些现象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在同样的条件下进行同样的观测或实验，有
可能发生多种结果，事前人们不能预言将出现哪种结果．这类现象被称为随机现象或偶然
现象．

表面上看来，随机现象的发生，完全是随机的、偶然的，没有什么规律可循，但事实上并
非如此．对一次或少数几次观测或实验而言，随机现象的结果，确实是无法预料的，是不确定
的．但是，如果我们在相同的条件下进行多次重复的实验或大量的观测，就会发现，随机现象
的结果的出现，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例如，各个国家、各个时期的人口统计资料显示，新生婴
儿中男婴和女婴的比例大约总是１∶１．又如，向水平、光滑的地面多次重复抛一枚均匀的硬
币，发现正面向上与反面向上出现的次数近似相同．我们称这种规律性为随机现象的统计规
律性．概率统计理论，就是研究随机现象统计规律性的一门学科．

　　１．１．１　随机试验与事件

为了方便起见，我们把对某种自然现象进行的一次观测或所做的一次实验，统称为一个
试验．如果一个试验具有下列三个特性，就称这种试验为随机试验（Ｒａｎｄｏｍ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１）试验可以在相同条件下重复进行；
（２）每次试验，可以出现多种结果，总共有可能出现哪几种结果，是可以事先明确知

道的；
（３）每一次试验，实际只出现一种结果，至于出现哪一种结果，在这一次试验结束之前，

是无法预知的．
我们常用字母犈来表示随机试验．一般把随机试验简称为试验．



进行试验的目的在于研究试验结果出现的规律．对于一个试验犈，它的每一种可能出现
的最简单的结果，称为基本事件或样本点，习惯上用ω表示．一般，样本点和基本事件不加区
分．严格意义上它们是元素与集合的关系，即基本事件是由一个样本点构成的集合．

对于一个试验犈，它所有的基本事件组成的集合称为基本事件空间或样本空间（Ｓａｍｐｌｅ
Ｓｐａｃｅ），记为Ω．

例１　设试验犈为：掷一颗骰子并观察向上那面的点数，则有样本点

ω犻＝ 出现犻｛ ｝点 （犻＝１，２，…，６），

于是样本空间Ω＝ ω１，ω２，ω３，ω４，ω５，ω｛ ｝６ ．

例２　设试验犈为：在相同条件下接连不断地向同一个目标射击，直到第一次击中为

止，观察直到击中为止所需要的射击次数．则有样本点

ω犻＝ 到击中为止需要射击犻｛ ｝次 （犻＝１，２，３，…），

于是样本空间Ω＝ ω１，ω２｛ ｝，… ．

例３　设试验犈为：观察某地每日的最低气温狓和最高气温狔，已知当地每日气温最低

不低于－２０℃，最高不高于５０℃．以（狓，狔）表示一次观察结果，显然有－２０≤狓≤狔≤５０，则样
本空间可表示为Ω＝｛（狓，狔）｜－２０≤狓≤狔≤５０｝，Ω中的每一元素都是样本点．

以上各例说明随机试验的样本空间有以下三种情况：
（１）有有限个可能的结果；
（２）有可列的无穷多个（样本点有无穷多，但可依次编号）可能的结果；
（３）有不可列的无穷多个（样本点有无穷多，但不能编号）可能的结果．
在一次随机试验中，通常关心的是带有某些特征的现象是否发生．比如在例１中，

犃＝｛出现４点｝，犅＝｛出现点数为偶数｝，犆＝｛出现点数不超过４｝．

犃是一个基本事件，而犅和犆则由多个基本事件组成（事实上，犅＝｛ω２，ω４，ω６｝，犆＝
｛ω１，ω２，ω３，ω４｝），相对于基本事件，就称它们为复合事件．无论基本事件还是复合事件，它们
在试验中发生与否，都带有随机性，所以都称作随机事件（ＲａｎｄｏｍＥｖｅｎｔ），简称事件．习惯
上，常用大写字母犃，犅，犆等表示．在试验中，如果事件犃中包含的某一个基本事件ω发生，
则称犃发生，记为ω∈犃．

样本空间Ω包含了全体基本事件，而随机事件是由具有某些特征的基本事件所组成的．
由此可见，任一随机事件都是样本空间的Ω的一个子集．样本空间有两个平凡的子集，即Ω
本身和空集．如在例１中，“出现点数小于１０”就表示事件Ω＝｛ω１，ω２，ω３，ω４，ω５，ω６｝，它在
每次试验中一定发生．而“出现点数小于０”，就不包含任何样本点，即．它在每次试验中都
不可能发生．

在每次随机试验中一定会发生的事件，称为必然事件．相反地，如果某事件一定不会发
生，则称为不可能事件．

必然事件与不可能事件没有“不确定性”，因而严格地说，它们已经不属于“随机”事件
了．但是，为了讨论方便起见，我们还是把它们包括在随机事件中，作为特殊的随机事件来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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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２　事件的关系和运算

一个样本空间Ω中，可以有很多随机事件．人们通常需要研究这些事件间的关系和运算，
以便通过较简单事件的统计规律去探求复杂事件的统计规律．

在讨论事件的关系和运算时，我们总是假定它们是同一个随机试验的事件，即它们是同
一个样本空间Ω的子集．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假定下，讨论它们之间的关系和运算才有意义．

（１）事件犅包含事件犃　如果事件犃的发生必然导致事件犅的发生，则称事件犅包含
事件犃，或称事件犃包含在事件犅中，记作犅犃或犃犅．

（２）事件犃与犅相等　如果事件犃包含事件犅，而且事件犅又包含事件犃，则称犃与犅
相等，记为犃＝犅．

（３）事件犃与犅的和　“事件犃与犅中至少有一个发生”也是一个事件，称此事件为事
件犃与犅的和（也称为事件的并），记作犃∪犅或犃＋犅．

“狀个事件犃１，犃２，…，犃狀中至少有一个发生”这一事件称为事件犃１，犃２，…，犃狀的和，记作

犃１∪犃２∪…∪犃狀（或犃１＋犃２＋…＋犃狀），简记为∪
狀

犻＝１
犃犻（或∑

狀

犻＝１

犃犻）．

（４）事件犃与犅的积　“事件犃与犅同时发生”也是一个事件，称此事件为犃与犅的积
（也称为事件的交），记作犃犅或犃∩犅．

“狀个事件犃１，犃２，…，犃狀 同时发生”这一事件称为事件犃１，犃２，…，犃狀 的积，记作

犃１犃２…犃狀（或犃１∩犃２∩…∩犃狀），简记为∏
狀

犻＝１

犃犻（或∩
狀

犻＝１
犃犻）．

（５）事件犃与犅互不相容　如果事件犃与犅不可能同时发生，则称事件犃与犅互不相
容或互斥．此时必有犃犅＝．

如果狀个事件犃１，犃２，…，犃狀中任意两个事件都互不相容，即

犃犻犃犼＝　（１≤犻＜犼≤狀），

则称这狀个事件是互不相容的或互斥（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的．
显然任意一个随机试验犈的所有基本事件都是互斥事件．并且，不可能事件与任何事

件都互斥．
（６）事件犃与犅相互对立　如果事件犃与犅满足

犃∪犅＝Ω，犃犅＝，

则称事件犅是事件犃的逆事件或对立事件．容易看出，当犅是犃的逆事件或对立事件时，犃
也是犅的逆事件或对立事件，所以，这时也称犃与犅 是相互对立（或互逆）的事件，记为
犅＝犃或犃＝犅，事件犃的对立事件犃表示犃不发生．

显然，Ω＝，＝Ω，犃＝犃，并且犃犅的充要条件是犃犅．
（７）事件犃与犅的差　“事件犃发生而事件犅不发生”这一事件称为犃与犅的差，记为

犃－犅．

例４　设一个工人生产了４个零件．犃犻表示他生产的第犻个零件是正品（犻＝１，２，３，４），

试用犃犻表示下列事件：
（１）没有一个是次品；（２）至少有一个是次品；

·３·１　概率论基础



（３）只有一个是次品；（４）至少有三个不是次品．
解　（１）犃１犃２犃３犃４；（２）犃１犃２犃３犃４；
（３）犃１犃２犃３犃４∪犃１犃２犃３犃４∪犃１犃２犃３犃４∪犃１犃２犃３犃４；
（４）犃１犃２犃３犃４∪犃１犃２犃３犃４∪犃１犃２犃３犃４∪犃１犃２犃３犃４∪犃１犃２犃３犃４．
关于事件的运算有如下的规律：
（１）交换律　犃∪犅＝犅∪犃，犃犅＝犅犃；
（２）结合律　（犃∪犅）∪犆＝犃∪（犅∪犆），（犃犅）犆＝犃（犅犆）；
（３）分配律　（犃∪犅）犆＝犃犆∪犅犆，（犃犅）∪犆＝（犃∪犆）（犅∪犆）；
（４）德摩根①定律（对偶律）

犃１∪犃２∪…∪犃狀＝犃１　犃２…犃狀
犃１犃２…犃狀＝犃１∪犃２∪…∪犃狀．

我们知道，任一随机事件都是样本空间的一个子集，所以事件之间的关系与运算和集合
之间的关系与运算是完全类似的．因而，可以借助于集合的知识来证明事件的运算规律．下
面仅从事件运算含义的角度来解释对偶律的第一个公式．
犃１∪犃２∪…∪犃狀表示事件犃１，犃２，…，犃狀至少有一个发生，犃１∪犃２∪…∪犃狀表示它的

否定，即不是犃１，犃２，…，犃狀 至少有一个发生，这等价于犃１，犃２，…，犃狀 都没发生，即

犃１∩犃２∩…∩犃狀．

　　１１３　概率及性质

对于随机现象，只考虑它的所有可能结果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我们所关心的是各种可能
结果在一次试验中出现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从而就可以在数量上研究随机现象．

定义１　对于随机事件犃，若在狀次试验中发生了μ狀次，则称比值
μ狀

狀
为随机事件犃 在

狀次试验中发生的频率，记为犳狀（犃），即

犳狀（犃）＝
μ狀

狀
，

其中μ狀称为频数．易知频率犳狀（犃）具有以下性质：

（１）非负性　０≤犳狀（犃）≤１；

（２）规范性　犳狀（Ω）＝１；

（３）有限可加性　若事件犃，犅互不相容（即犃犅＝），则

犳狀（犃∪犅）＝犳狀（犃）＋犳狀（犅）．

例如，试验犈为抛一枚质地均匀的硬币．若抛２０次，硬币出现１１次“正面向上”（记为事
件犃），即狀＝２０，μ狀＝１１．此时，事件犃在２０次试验中出现的频率为

犳２０（犃）＝
１１

２０
＝０．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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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重复进行４０次试验，事件犃出现的频数为２０，则

犳４０（犃）＝
２０

４０
＝０．５，

此即事件犃在４０次试验中发生的频率．
当然，我们还可以重复上千次、上万次的试验，分别记录事件犃发生的频数，计算出其频

率．人们发现，尽管重复试验的次数不同，事件犃发生的频数也各有差异，但其频率却稳定在
一个固定的数值（０．５）左右，而且随着试验次数的增多，这种稳定性愈加明显．为了验证这种
频率的稳定性，历史上有不少统计学家曾做过“抛硬币”的试验，试验结果见下表．

实验者 抛硬币次数 出现正面次数 频率

蒲丰① ４０４０ ２０４８ ０．５０６９

皮尔逊② １２０００ ６０１９ ０．５０１６

皮尔逊 ２４０００ １２０１２ ０．５００５

　　频率的稳定值的大小，反映了事件犃发生的可能性的大小．因此，可以给出下列定义：
定义２　在大量重复进行同一试验时，随着试验次数狀的无限增大，事件犃发生的频率

犳狀（犃）＝
μ狀

狀
会稳定在某一常数值附近．这个常数值是随机事件犃发生的可能性大小的度

量，称为事件犃的概率（犘狉狅犫犪犫犻犾犻狋狔），记作犘（犃）．

由于上面给出的概率定义是通过对频率的大量统计观测得到的，通常称为概率的统计
定义．这个定义虽然比较直观，但实际上我们不可能用它来计算事件的概率．因为按照定义，
要真正得到频率的稳定值，必须进行无穷多次试验，这显然是做不到的．因此，我们还要另外
寻找一些不用凭借试验就可以计算出事件发生的概率的方法．

概率论的基本研究课题之一就是寻求随机事件的概率．我们先讨论一类最早被研究、也
是最常见的随机试验．这类随机试验具有下述特征：

（１）全部可能结果只有有限个；
（２）这些结果的发生是等可能的．
这种数学模型通常被称为古典模型（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ｆ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由古典概型随机试验的特征可以看出，如果一个试验犈，在它的样本空间Ω中共有狀个

基本事件：ω１，ω２，…，ω狀，则每一基本事件在一次试验中发生的可能性都是
１

狀
．对任一随机事

件犃来说，如果犃包含了其中的犽个基本事件，则犃发生的可能性应该是
１

狀
的犽倍，即

犽

狀
，

所以事件犃的概率

犘（犃）＝
犽

狀
＝
犃包含的基本事件数
Ω中的基本事件总数

＝
犃包含的样本点数
Ω中的样本点总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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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定义称为概率的古典定义．
例５　某种福利彩票的中奖号码由３位数字组成，每一位数字都可以是０～９中的任何

一个数字，求中奖号码的３位数字全不相同的概率．
解　设事件犃＝｛中奖号码的３位数字全不相同｝．
由于每一位数有１０种选择，因此３位数共有１０３种选择，即基本事件总数为１０３个．要

３位数各不相同，相当于要从１０个数字中任选３个做无重复的排列，共有Ｐ３１０种选择，即犃
包含的基本事件数为Ｐ３１０个．因此，

犘（犃）＝
Ｐ３１０

１０３
＝
１０×９×８

１０００
＝
１８

２５
．

例６　掷一颗均匀的骰子，求出现偶数点的概率．
解　设ω犻＝｛出现犻点｝（犻＝１，２，…，６），则样本空间

Ω＝｛ω１，ω２，…，ω６｝．

故基本事件总数为６，令

犃＝｛出现偶数点｝，

显然犃＝｛ω２，ω４，ω６｝．所以犃中含有３个基本事件，从而

犘（犃）＝
３

６
＝
１

２
．

例７（分房问题）　设有狀个人，每个人都等可能地被分配到犖个房间中的任意一间去

住（狀≤犖），求下列事件的概率：
（１）指定的狀个房间各有一个人住；
（２）恰好有狀个房间，其中各有一个人住；
（３）某个指定的房间中有犽（≤狀）个人住．
解　因为每个人有犖个房间可供选择，所以狀个人住的方式共有犖狀种．
（１）指定的狀个房间各有一个人住，其可能的选择方式为狀个人的全排列狀！，于是

犘１＝
狀！
犖狀
；

（２）狀个房间可以在犖 个房间中任意选取，共有Ｃ狀犖 种方式，对选定的狀个房间，由前述
可知共有狀！种分配方式，所以恰有狀个房间其中各有一个人住的概率为

犘２＝
Ｃ狀犖狀！
犖狀

＝
犖！

犖狀（犖－狀）！
；

（３）犽个人可以在狀个人中任意选择，共有Ｃ犽狀种方式，另外狀－犽个人可以在其他房间中
任意入住，共有（犖－１）狀－犽种方式，所以某指定的房间有犽个人住的概率为

犘３＝
Ｃ犽狀（犖－１）狀－犽

犖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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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统计力学中常把相空间分成数目很大的几个小区域或相格，因此，每个粒子总要落入
一个相格中，这样整个系统的状态就可由粒子在相格中的分布确定．如果把粒子看作是不可
分辨的，那么上述例题的模型对应于玻色 爱因斯坦①（Ｂｏｓｅ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统计；如果粒子是不可
分辨物，并且每一个相格中最多只能放一个粒子，这就得到费米狄拉克②（ＦｅｒｍｉＤｉｒａｃ）
统计．

在古典概型中考虑的是试验结果为有限个的情形，这在实际应用中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还需要进一步考虑试验结果（即样本点数）有无穷多个的情形．

例如，试验犈是向平面区域Ω内任意投点，点必须落在区域Ω内，并且落在Ω内任一点
处都是等可能的．这里“等可能”的含义是：设在区域Ω中有任意一个小区域犃，如果它的面
积是犛犃，则点落入犃中的可能性大小仅与犛犃 成正比，而与犃的位置和形状无关．于是，“点
落入区域犃”这一事件的概率为

犘＝
犛犃

犛Ω
．

一般地，如果试验的样本空间含有无限多个样本点，但可以理解为一个可度量的几何图
形，其度量值可以理解为一几何量（如长度、面积、体积等），并且试验中任一随机事件犃发生
的概率与表示犃的子区域的几何度量μ犃 成正比，则事件犃发生的概率为

犘（犃）＝μ犃
μΩ
＝
区域犃的几何度量
区域Ω的几何度量

，

这个定义称为概率的几何定义．这种类型的概率问题称为几何概型（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Ｍｏｄｅｌｏｆ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例８（会面问题）　甲乙两人相约７点到８点在某地会面，先到者等候另一人２０分钟，

如果超过２０分钟对方仍未到达就离去不再等候，试求这两人能会面的概率．
解　设甲于７点狓分到达会面地点，乙于７点狔分到达会面地点．已知０≤狓≤６０，

０≤狔≤６０，所有可能的结果，即样本空间Ω可表示为

y

20

60

20 60 xO

图１ １

｛（狓，狔）｜０≤狓≤６０，０≤狔≤６０｝．

它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对应于一个边长为６０的正方形，面积
为犛Ω＝６０２．

设犃是甲乙两人能会面的事件，两人能会面的充分必要

条件为｜狓－狔｜≤２０，所以它可表示为犃＝｛（狓，狔）｜狓－狔｜≤

２０，０≤狓≤６０，０≤狔≤６０｝．与犃对应的区域即图１ １中用阴
影标出的部分，它的面积等于犛犃＝６０２－４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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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狄拉克（ＰａｕｌＡｄｒｉｅＭａｕｒｉｃｅＤｉｒａｃ，１９０２—１９８４年），英国理论物理学家量子力学奠基人之一，因狄拉克方
程获１９３３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根据几何概率的定义，所求概率为

犘（犃）＝
犛犃

犛Ω
＝
６０２－４０２

６０２
＝
５

９
．

前面我们针对不同的问题，分别讨论了概率的频率定义，古典定义和几何定义及其计算
方法．可以看到，它们有一些共同的属性：非负性、规范性、有限可加性．这些共同的属性为我
们建立概率的公理化定义提供了理论基础．

下面我们引入柯尔莫哥洛夫①的概率公理化定义
定义３　设试验的样本空间为Ω，对试验的任一随机事件犃，定义实值函数犘（犃），如果

它满足如下三个公理：

公理１（非负性）　犘（犃）≥０；

公理２（规范性）　犘（Ω）＝１；

公理３（可列可加性）　对于可列无穷多个互不相容的随机事件犃１，犃２，…，犃狀，…，有

犘 ∪
∞

犻＝１
犃（ ）犻 ＝∑

∞

犻＝１

犘（犃犻）．

则称犘（犃）为事件犃发生的概率．

从概率的三个公理出发，可以证明它的一些重要性质．
性质１　不可能事件的概率是０，即

犘（）＝０．

性质２　（有限可加性）若随机事件犃１，犃２，…，犃狀互不相容，则

犘 ∪
狀

犻＝１
犃（ ）犻 ＝∑

狀

犻＝１

犘（犃犻）．

性质３　对任一事件犃，有

犘（犃）＝１－犘（犃）．

性质４　对任意两个事件犃，犅，有

犘（犃－犅）＝犘（犃）－犘（犃犅）．

性质５　对任意的两个事件犃，犅，若犃犅，则

犘（犃－犅）＝犘（犃）－犘（犅）．

推论　若犃犅，则犘（犃）≥犘（犅）．
性质６　对任意的两个事件犃，犅，有

犘（犃∪犅）＝犘（犃）∪犘（犅）－犘（犃犅）．

利用数学归纳法，可以将性质６推广到任意有限个事件的情形．

·８· 应用数理统计

① 柯尔莫哥洛夫（Колмогоров，Ａ．Ｈ，１９０３—１９８７年），２０世纪最有影响的苏联数学家，在函数论、信息论、动力系
统和有限自动机等研究领域都有突出贡献，在２０世纪世界数学家排名的问卷调查中位居第一．１９２９年发表的论文《测度
的一般理论和概率论》建立了概率论的公理化体系．



推论　对任意狀个事件犃１，犃２，…，犃狀，有

犘（犃１∪犃２∪…∪犃狀）＝∑
狀

犻＝１

犘（犃犻）－ ∑
１≤犻＜犼≤狀

犘（犃犻犃犼）＋…＋（－１）狀－１犘（∏
狀

犻＝１

犃犻）．

这个公式称为概率的一般加法公式（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Ｌａｗｏｆ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经常使用狀＝３时的公式

犘（犃∪犅∪犆）＝犘（犃）＋犘（犅）＋犘（犆）－犘（犃犅）－犘（犅犆）
－犘（犃犆）＋犘（犃犅犆）．

利用这些基本性质，可以方便地计算某些事件的概率．
例９　在所有的两位数１０～９９中任取一个数，求：（１）这个数能被２但不能被３整除的

概率；（２）这个数能被２或３整除的概率．
解　设犃＝｛所取数能被２整除｝，犅＝｛所取数能被３整除｝，则事件犃－犅表示所取的

数能被２但不能被３整除；又犃犅表示既能被２又能被３整除，即能被６整除的数．因为所有
的９０个两位数中，能被２整除的有４５个，能被３整除的有３０个，能被６整除的有１５个，所
以我们有

犘（犃）＝
４５

９０
，犘（犅）＝

３０

９０
，犘（犃犅）＝

１５

９０
．

于是有

（１）犘（犃－犅）＝犘（犃）－犘（犃犅）＝
４５

９０
－
１５

９０
＝
１

３
．

（２）犘（犃∪犅）＝犘（犃）＋犘（犅）－犘（犃犅）＝
４５

９０
＋
３０

９０
－
１５

９０
＝
２

３
．

　　１１４　条件概率及独立性

在实际生活中，人们经常需要求解在特定前提条件下某个事件发生的概率问题．例如，
盒中有大小相同的１０个球，其中４个红球，６个白球，从盒中依次取出２个球，取后不放回．

设犃为第二次取出的球为白球，根据抽签原理，犘（犃）＝
６

１０
．如果已知第一次取出的球为红

球，记为犅，在此前提下再求第二次取出的球为白球的概率，显然这个概率与无任何前提的
事件犃发生的概率是不同的，它与事件犃和犅都有关系，它是在犅已经发生的条件下事件
犃发生的概率，记为犘（犃｜犅），它表示的是从３个红球和６个白球的盒中任取一球为白球的

概率，即犘（犃｜犅）＝
６

９
．我们再来考察犘（犃｜犅）与事件犃与事件犅的关系．事实上，

犘（犃犅）＝
４×６

１０×９
，犘
（犃犅）
犘（犅）

＝
４×６

１０×９
／４
１０
＝
６

９
＝犘（犃｜犅）．

定义４　设随机事件犅的概率犘（犅）＞０，则在事件犅发生的条件下，事件犃发生的条

件概率（犆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犪犾犘狉狅犫犪犫犻犾犻狋狔）犘（犃｜犅）为

犘（犃｜犅）＝
犘（犃犅）

犘（犅）
．

·９·１　概率论基础



不难验证，条件概率犘（犃｜犅）满足概率的三个公理：

（１）非负性　对任意的事件犃，犘（犃｜犅）≥０；

（２）规范性　犘（Ω｜犅）＝１；

（３）可列可加性　对可列无穷多个两两互不相容的事件犃１，犃２，…，犃狀，…，有

犘 ∑
∞

犻＝１

犃犻狘（ ）犅 ＝∑
∞

犻＝１

犘（犃犻狘犅）．

并且当犅＝Ω时，犘（犃｜Ω）＝
犘（犃）

犘（Ω）
＝犘（犃），因此，原来的概率是条件概率的极端情形．

由条件概率的公式，自然地得到概率的乘法公式（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ＰｒｏｄｕｃｔＲｕｌｅ）．
定理１　设犃，犅为任意事件．若犘（犅）＞０，则

犘（犃犅）＝犘（犅）犘（犃｜犅）．

事实上，当犘（犅）＝０时，上述公式也成立，因为此时有

０≤犘（犃犅）≤犘（犅）＝０．

乘法公式可以推广至多个随机事件的情形．
推论　设有狀个事件，犃１，犃２，…，犃狀，则

犘 ∏
狀

犻＝１

犃（ ）犻 ＝犘（犃１）犘（犃２狘犃１）…犘（犃狀狘犃１…犃狀－１）．

例１０　有５０张订货单，其中５张是订购货物甲的．现从这些订货单中任取３

张，问第三张才取得订购货物甲的订货单的概率是多少？
解　设犃犻＝｛第犻张订单是订购货物甲的｝（犻＝１，２，３）．按题意，所求事件为

犃１　犃２犃３．易知

犘（犃１）＝
４５

５０
，犘（犃２｜犃１）＝

４４

４９
，犘（犃３｜犃１　犃２）＝

５

４８
，

故所求的概率为

犘（犃１　犃２犃３）＝犘（犃１）犘（犃２｜犃１）犘（犃３｜犃１　犃２）＝
４５

５０
×
４４

４９
×
５

４８
≈０．０８４．

另解　此题属于古典概型，样本空间Ω中含中Ｐ３５０个基本事件，有利于犃１　犃２犃３
的基本事件数为Ｐ２４５Ｐ１５，由古典概率得到

犘（犃１　犃２犃３）＝
Ｐ２４５Ｐ

１
５

Ｐ３３０
≈０．０８４．

可见，利用乘法公式求解事件的概率可以避免复杂的排列组合的计算，从而减少
解题难度．根据乘法公式

犘（犃犅）＝犘（犅）犘（犃｜犅）

其中犘（犃｜犅）为事件犅发生条件下事件犃发生的条件概率，如果事件犃与事件犅的

·０１· 应用数理统计



发生互不影响，例如，盒中有大小相同的１０个球，分别为４个红球，６个白球，有放回
地依次取出２球，事件犃为第二次取出的球为白球，犅为第一次取出的球为红球，因
为是有放回地取球，事件犃与事件犅的发生互不影响，此时

犘（犃｜犅）＝犘（犃）＝
６

１０
；

犘（犅犃）＝
４×６

１０×１０
＝
４

１０
×
６

１０
＝犘（犅）×犘（犃）．

定义５　如果事件犃与犅满足

犘（犃犅）＝犘（犃）犘（犅），

则称犃与犅相互独立（犐狀犱犲狆犲狀犱犲狀狋）．

由定义５我们可以知道，必然事件Ω及不可能事件与任一随机事件犃都是相
互独立的．

定理２　如果事件犃与犅是相互独立的，则下列各对事件

犃与犅，犃与犅，犃与犅

也是相互独立的．

证　犘（犃　犅）＝犘（犃－犃犅）＝犘（犃）－犘（犃犅）
＝犘（犃）－犘（犃）犘（犅）
＝犘（犃）［１－犘（犅）］＝犘（犃）犘（犅），

由定义５可知犃与犅相互独立．
同理犃与犅也相互独立，犃与犅即犃与犅也相互独立．
另外必须注意：互不相容与独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事件犃与犅互不相容是指犃与犅不

可能同时发生，成立加法公式犘（犃∪犅）＝犘（犃）＋犘（犅）；而事件犃与犅独立是指事件犃与犅
的发生互不影响，成立乘法公式犘（犃犅）＝犘（犃）犘（犅）．

把两个事件的独立，推广到多个事件，有
定义６　设狀个事件犃１，犃２，…，犃狀，如果对这狀个事件中的任意犿（２≤犿≤狀）个事件

犃犻１，犃犻２，…，犃犻犿都成立

犘（犃犻１犃犻２…犃犻犿）＝犘（犃犻１）犘（犃犻２）…犘（犃犻犿），

则称这狀个事件相互独立．

由定义可知，若狀个事件相互独立，则它们之中任意犿个事件也相互独立．而反之，部
分事件相互独立不能推出全部事件相互独立．例如：假设在古典概型问题中，样本空间Ω＝
｛ω１，ω２，ω３，ω４｝，并且

犘｛ω犻｝＝
１

４
（１≤犻≤４），

又假设随机事件犃＝｛ω１，ω２｝，犅＝｛ω１，ω３｝，犆＝｛ω１，ω４｝，则有

犘（犃）＝犘（犅）＝犘（犆）＝
１

２
，

并且

·１１·１　概率论基础



犘（犃犅）＝犘（犅犆）＝犘（犃犆）＝
１

４
，

即知事件犃，犅，犆两两独立．但犃犅犆＝｛ω１｝，则

犘（犃犅犆）＝
１

４
≠犘（犃）犘（犅）犘（犆），

所以事件犃，犅，犆不相互独立．
狀个相互独立的随机事件的乘积有如下公式．
定理３　设犃１，犃２，…，犃狀为狀个相互独立的随机事件，则有

犘（犃１犃２…犃狀）＝犘（犃１）犘（犃２）…犘（犃狀）．

定理４　如果事件犃１，犃２，…，犃狀相互独立，则其中任何犿（１≤犿≤狀）个事件换成它们

的对立事件后所得到的狀个事件仍相互独立．

例１１　三人独立地破译一密码，他们能单独译出的概率分别为１
５
，１
３
，１
４
，试求此密码

被译出的概率．
解　设

犅＝｛密码被译出｝，

犃犻＝｛第犻人译出密码｝（犻＝１，２，３），

则犃１，犃２，犃３相互独立，且犘（犃１）＝１
５
，犘（犃２）＝１

３
，犘（犃３）＝１

４
，则

犘（犅）＝犘（犃１∪犃２∪犃３）＝１－犘（犃１　犃２　犃３）

＝１－犘（犃１）犘（犃２）犘（犃３）

＝１－ １－（ ）１
５
× １－（ ）１

３
× １－（ ）１

４
＝
３

５
．

有时为了计算较复杂的事件的概率，往往把它分解为若干个互斥的较简单的事件之和．
求出这些简单事件的概率，再利用加法公式及乘法公式得到所求事件的概率．把这种方法一
般化，便得到下列公式，这一公式称为全概率公式（Ｔｏｔａｌ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Ｆｏｒｍｕｌａ）．

定理５　设犅１，犅２，…，犅狀是一组互不相容的事件，即有

犅犻犅犼＝（１≤犻＜犼≤狀），

且犘（犅犻）＞０（犻＝１，２，…，狀），事件犃∪
狀

犻＝１
犅犻，即犃的发生总是与犅１，犅２，…，犅狀之一同时发

生，则对事件犃有

犘（犃）＝∑
狀

犻＝１

犘（犅犻）犘（犃狘犅犻）．

证　由于犅１，犅２，…，犅狀是一组互不相容的事件，故犃犅１，犃犅２，…，犃犅狀也互不相容，又

因为犃∪
狀

犻＝１
犅犻，故有犃＝犃 ∪

狀

犻＝１
犅（ ）犻 ，所以

·２１· 应用数理统计



犘（犃）＝犘 犃∪
狀

犻＝１
犅（ ）犻 ＝犘（犃（犅１∪犅２∪…∪犅狀））

＝犘（犃犅１∪犃犅２∪…∪犃犅狀）

＝∑
狀

犻＝１

犘（犃犅犻）＝∑
狀

犻＝１

犘（犅犻）犘（犃狘犅犻）．

例１２　某保险公司把被保险人分为三类：“安全的”、“一般的”与“危险的”．统计资料

表明，对于上述三种人而言，在一年期间内卷入某一次事故的概率依次为０．０５，０．１５与
０．３０．如果在被保险人中“安全的”占１５％，“一般的”占５５％，“危险的”占３０％，试问：

（１）任一被保险人在固定的一年中出事故的概率是多少？
（２）如果某被保险人在某年发生了事故，他属于“安全的”一类的概率是多少？
解　（１）设

犃＝｛被保险人出事故｝，
犅１＝｛被保险人是“安全的”｝，

犅２＝｛被保险人是“一般的”｝，

犅３＝｛被保险人是“危险的”｝．

易知

犘（犅１）＝１５％，犘（犅２）＝５５％，犘（犅３）＝３０％，

犘（犃｜犅１）＝０．０５，犘（犃｜犅２）＝０．１５，犘（犃｜犅３）＝０．３０，

故由全概率公式可得

犘（犃）＝犘（犅１）犘（犃｜犅１）＋犘（犅２）犘（犃｜犅２）＋犘（犅３）犘（犃｜犅３）

＝１５％×０．０５＋５５％×０．１５＋３０％×０．３０

＝１８％．

（２）由条件概率的定义可知，所求概率为

犘（犅１狘犃）＝
犘（犃犅１）
犘（犃）

＝
犘（犅１）犘（犃狘犅１）

∑
３

犻＝１

犘（犅犻）犘（犃狘犅犻）

＝
１５％×０．０５

１８％
≈０．０４２．

上述例题第二问中，在事件犃已经发生的条件下，重新估计事件犅犻的概率，事实上已经
建立了一个十分有用的公式，称为贝叶斯（Ｂａｙｅｓ）①公式．

定理６　设犅１，犅２，…，犅狀是一组互不相容的事件，即有

犅犻犅犼＝　（１≤犻＜犼≤狀），

·３１·１　概率论基础

① 贝叶斯（１７０２—１７６１年），英国数学家，贝叶斯学派的代表，生前仅发表一部著作《流数学说引论》，其在概率论上
的成就《论有关机遇问题的求解》去世后两年才发表．



且犘（犅犻）＞０（犻＝１，２，…，狀），事件犃∪
狀

犻＝１
犅犻，即犃的发生总是与犅１，犅２，…，犅狀之一同时发

生，则对于在犃已经发生的条件下犅犻的条件概率，有

犘（犅犻｜犃）＝
犘（犅犻）犘（犃狘犅犻）

∑
狀

犼＝１

犘（犅犼）犘（犃狘犅犼）

　（犻＝１，２，…，狀）．

在全概率公式中，事件犅犻的概率犘（犅犻）（犻＝１，２，…，狀）通常是在试验之前已知的，因此
习惯上称之为先验概率（Ｐｒｉｏｒ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如果在一次试验中，已知事件犃确已发生，再考
察事件犅犻的概率，即在事件犃发生的条件下，计算事件犅犻发生的条件概率犘（犅犻｜犃），它反
映了在试验之后，犃 发生的原因的各种可能性的大小，通常称之为后验概率（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例１３　已知在人群中肝癌患者占０．４％．用甲胎蛋白试验法进行普查，肝癌患者显示

阳性反应的概率为９５％，非肝癌患者显示阳性反应的概率为４％．现有一个人用甲胎蛋白试
验法检查，查出是阳性，计算他确定是肝癌患者的概率．

解　设犃＝｛检查结果为阳性｝，犅＝｛是肝癌患者｝，犅＝｛非肝癌患者｝，则

犘（犅）＝０．４％，犘（犅）＝９９．６％，犘（犃｜犅）＝９５％，犘（犃｜犅）＝４％，

由贝叶斯公式可得

犘（犅｜犃）＝
犘（犅）犘（犃｜犅）

犘（犅）犘（犃｜犅）＋犘（犅）犘（犃｜犅）

＝
０．４％×９５％

０．４％×９５％＋９９．６％×４％
≈８．７１％．

这个结果表明，即使查出是阳性，真正得肝癌的概率仍然是很小的．

１．２　随机变量及其分布

在上一节中我们讲到随机试验，比如掷一个骰子考察向上一面出现的点数，这个随机试
验的结果可以用一个变量来表示，记为ξ．如ξ＝１表示向上一面的点数为１，这是一个事件．

ξ＜３表示向上一面的点数小于３，这也是一个事件．这种用来表示随机试验结果的变量，我
们称之为随机变量．如果同时掷两个骰子，考察两个骰子出现的向上一面的点数，这个随机
试验的结果就不能用一个变量来表示，而需要用两个变量（ξ，η）来表示．我们称（ξ，η）为二维
随机变量，类似地有三维随机变量、四维随机变量等．此外，随机变量的取值一定在实数域犚
中，即是一个数．如果随机试验的结果不是数，比如抛一个硬币考察正面向上还是反面向上，
此时，我们可以ξ＝１表示正面向上，ξ＝０表示反面向上，这样ξ就成了表示抛币试验结果的
随机变量．按照随机试验所有基本结果即样本空间的不同，随机变量可分为离散型随机量变
量（ξ的取值是可以按一定次序编号的离散点）和连续型随机变量（ξ的取值充满一个或多个
连接的区间）．以下我们分类讨论．

·４１· 应用数理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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