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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言

  经济数学包括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课程,是高等院校理、工、商、药等科的

主要基础课程,也是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必考内容。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知识体系的不

断更新,用数学方法解决实际问题已渗透到各个领域,凸显其重要性。
为了帮助广大在校生和自学者学好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课程,掌握有力的

数学工具,我们总结了教学中积累的大量资料和汇集的考题,组织编写了配套吴传生最新版《微积

分》《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同步辅导教材。本丛书对原教材的内容进行了归纳总结并

逐章编写,每章包括:大纲基本要求、内容要点、典型例题讲解、习题全解、总习题全解等五个栏目。
书后附有课程综合测试卷及答案。
1.大纲基本要求:符合国家教育部制定的相关教学基本要求、同时根据教学实践作了个别适

当修改。
2.内容要点:简明、准确地对内容和方法进行归纳总结,突出重难点。
3.典型例题讲解: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例题,进行分析、求解,使抽象的知识变得具体。
4.习题全解:对每章节的习题作出了详细解答,并适当给出解题指导,有些采用一题多解,帮

助读者从不同角度理解背景、方法及应用。
5.总习题全解:对每章的总习题作出了详细解答,并适当给出解题指导,开拓读者的视野,锻

炼数学思维。
本丛书主编为刘剑平教授,《微积分》同步辅导书主编为鲍亮、朱坤平、俞绍文老师,《线性代

数》同步辅导书主编为鲍亮、朱坤平、徐旭颖老师,《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同步辅导书主编为朱坤平、
鲍亮、俞绍文老师。限于编者的水平,疏漏差错仍恐难免,敬请读者多提意见,不吝赐教。

为帮助读者更好地开展学习,本书已建QQ学习群,欢迎扫描二维码加入。

编者

201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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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纲基本要求

1.了解随机现象与随机试验,了解样本空间的概念.
2.理解随机事件的概念,掌握事件之间的关系及运算.
3.了解概率、条件概率的概念,理解概率的基本性质.
4.了解概率的古典定义,会计算简单的古典概率.
5.掌握概率的加法定理、乘法定理、全概率公式和贝叶斯公式.
6.理解事件的独立性概念.

二、内容要点

(一) 随机事件及其运算

表1 1 基本概念

名称 定义 说明

随机现象
可以进行大量重复试验或观察,且结果呈现出某种规律性的

不确定现象
不确定现象的一种

随机试验
试验的可能结果有多种,且能事先明确试验的所有可能结

果,在试验之前不能确定何种结果将会发生的试验

一般还要求试验在相同条件下可重复

进行.不可重复的一次性试验涉及的

概率为主观概率

样本点 随机现象的每种可能的结果,记为ω 样本点是试验可能的基本结果

样本空间 由随机现象的所有结果(样本点)的全体构成,记为Ω 相当于“全集”

随机事件 由某些样本点ω构成的集合,即Ω的子集,记为A,B,… 随机事件一个可观察的特征

事件A 发生 A 是一个事件,当且仅当试验中出现样本点ω∈A
事件 A 发生指试验的结果有A 中的

样本点出现

必然事件 所有样本点构成的集合,用Ω表示 试验中一定发生的事件

不可能事件 不包括任何样本点的空集,用⌀表示 试验中一定不发生的事件

基本事件 由一个样本点组成的单点集 样本点是元素,基本事件是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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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 事件间的关系和运算

名称 定义 图例与说明

子事件
如果事件A 发生,必然导致事件B 发生,则称A 是B 的

子事件,或称B包含了A,记为A⊂B
A B

一般有⌀ ⊂A⊂Ω

事件的相等
若A⊂B,B⊂A 同时成立,此时 A 与B 称为相等,记作

A=B
A (B)

和事件
“A 与B 中至少有一事件发生”这一事件称为事件A 与事

件B 的和事件,记作A∪B

A B

也称事件的并,指A 发生或B 发生

积事件
“A 与B 同时发生”这一事件称为事件A 与事件B 的积事

件,记作A∩B或AB

A B

也称事件的交,指A发生且B也发生

差事件
事件“A 发生而B 不发生”称为事件A 与事件B 的差事

件,记作A-B

A B

A-B=A-AB=AB=A(Ω-B)

互不相容(互斥)
如果事件A、B不可能同时发生,即AB=⌀,则A、B 称为

互不相容
A B

对立事件

(逆事件)
事件A 不发生,即事件Ω-A 称为事件A 的对立事件,记

为A

A A

一般有A=Ω-A,A=A,A、B互为

对立事件当且仅当(1)AB=⌀;
(2)A∪B=Ω

表1 3 运算律

交换律 A∪B=B∪A,A∩B=B∩A

结合律 (A∪B)∪C=A∪(B∪C),(A∩B)∩C=A∩(B∩C)

分配律 A∩(B∪C)=(A∩B)∪(A∩C),A∪(B∩C)=(A∪B)∩(A∪C)

对偶律(德莫根公式)
A1∪A2∪…∪An=A1∩A2∩…∩An,

A1∩A2∩…∩An=A1∪A2∪…∪An

(二) 概率的定义及性质

表1 4 概率

名称 定义

频率 在n次试验中,事件A发生的次数为nA,则称fn(A)=nA

n
为事件A在n次试验中发生的频率

概率的统计定义

在相同的条件下重复做n次试验,记n次试验中事件A 发生的次数为nA,当试验次数n
很大时,如果频率fn(A)趋于一个稳定值,则该稳定值就是随机事件A 发生的概率,简单

地说“概率是频率的稳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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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名称 定义

概率的公理化定义

设Ω为一个样本空间,A 为其中的任一随机事件,实值集合函数P(A)称为Ω中事件A 的

概率,如果它满足以下三个公理:
公理1:(非负性)P(A)≥0;
公理2:(规范性)P(Ω)=1;
公理3:(可列可加性)对于可列个互不相容的随机事件A1,A2,…有

P(∪
∞

n=1
An)=∑

∞

n=1
P(An)

概率的古典定义

如果样本空间Ω={ω1,ω2,…,ωn},其中n是有限数(有限性),且ω1,…,ωn发生的机会相

等(等概性),即P(ω1)=P(ω2)=…=P(ωn)=
1
n
,定义随机事件A 的概率为

P(A)=A 中的样本点个数
Ω 中样本点总数 =A 包含的基本事件数

Ω 中基本事件总数 =k
n

概率的几何定义

如果样本空间Ω是某几何区域,该区域的“测度”(一维时指“长度”,二维时指“面积”等)为

S(Ω)(<∞),假设任意一点落入测度相等的子区域(形状可以不同)是等可能的,以事件A

表示Ω的某个子区域,S(A)为子区域A的测度,则事件A发生的概率定义为P(A)=S
(A)

S(Ω)

表1 5 概率的性质

不可能事件的概率 P(⌀)=0
不可能事件的概率为0,类似地有必然事

件的概率为1

非负性 0≤P(A)≤1

有限可加性

如果事件A1,A2,…,An 互不相容,则

P(∪
n

i=1
Ai)=∑

n

i=1
P(Ai)

对于任意事件A1,A2,…,An,有

P(∪
n

i=1
Ai)≤∑

n

i=1
P(Ai)

对立事件的概率 P(A)=1-P(A)

减法公式 P(A-B)=P(A)-P(AB)
如果B⊂A,则

P(A-B)=P(A)-P(B)

单调性 如果B⊂A,则P(B)≤P(A)

加法定理

P(A∪B)=P(A)+P(B)-P(AB)

P(A∪B∪C)=P(A)+P(B)+P(C)-
P(AB)-P(AC)-P(BC)+P(ABC)

P(A∪B)≤P(A)+P(B)

(三) 条件概率

表1 6 条件概率

定义 若P(B)>0,则P(A|B)=P(AB)
P(B)

称为在事件B发生条件下,事件A 发生的条件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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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性质

满足概率的三条公理:
公理1:(非负性)P(A|B)≥0;
公理2:(规范性)P(Ω|B)=1;
公理3:(可列可加性)对于可列个互不相容的随机事件A1,A2,…有

        P(∪
∞

n=1
An|B)=∑

∞

n=1
P(An|B)

表1 7 乘法公式、全概率公式和贝叶斯公式

乘法公式

两个事件 若P(A)>0,则P(AB)=P(A)P(B|A)

n个事件
若P(A1A2…An-1)>0,则

P(∩
n

i=1
Ai)=P(A1)P(A2|A1)P(A3|A1A2)…P(An|A1A2…An-1)

全概率公式

设B1,B2,…,Bn 为样本空间的一个划分,若P(Bi)>0(i=1,2,…,n),则对任一事件A,有

P(A)=∑
n

i=1
P(Bi)P(A|Bi)

贝叶斯公式

设B1,B2,…,Bn 为样本空间的一个划分,若P(Bi)>0(i=1,2,…,n),P(A)>0,则

P(Bi|A)= P(Bi)P(A|Bi)

∑
n

j=1
P(Bj)P(A|Bj)

(四) 独立性

表1 8 独立性

名称 定义 性质

两个事件的

相互独立
若P(AB)=P(A)P(B),则称随机事件A 与B 相互独立

若事件 A 与B 相互独立,则 A 与B,A
与B,A 与B 也都相互独立

有限个事件

的相互独立

对于n个随机事件A1,A2,…,An,若其中任意k(2≤k≤
n)个不同的事件都满足:

P(Ai1Ai2
…Aik

)=P(Ai1
)P(Ai2

)…P(Aik
)

则称这n个随机事件A1,A2,…,An 相互独立

若n个随机事件A1,A2,…,An 相互独

立,则其中任何 m(1≤m≤n)个事件仍

相互独立

表1 9 n个相互独立事件A1,A2,…,An 的和(积)的概率计算

积事件的概率 P(A1∩A2∩…∩An)=P(A1)P(A2)…P(An)

和事件的概率
P(A1∪A2∪…∪An)=1-P(A1)P(A2)…P(An)

=1-(1-P(A1))(1-P(A2))…(1-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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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典型例题讲解

例1 设A,B,C表示三个事件,用A,B,C表示如下事件:
(1)A 发生且B 与C 至少有一个发生;(2)A 与B 发生而C 不发生;
(3)A,B,C中至少有两个发生; (4)A,B,C中至多有两个发生;
(5)A,B,C中不多于一个发生; (6)A,B,C中恰有一个发生.
【分析】 可以从事件的关系及其运算的定义入手,注意,事件的并表示“或”,事件的交表示

“且”,事件的逆表示“非”,从而可以构建复杂的事件表达式.
【解】 (1)由于B∪C表示B 与C 至少有一个发生,AB 表示A 与B 同时发生,故答案为A∩

(B∪C).
(2)同样由于A 与B 发生表示A 和B 同时发生,即AB 发生,C表示事件C 发生的对立事件,

即事件C不发生,故答案为ABC,也可表示为AB-C.
(3)A,B,C中至少有两个发生,可以是AB,也可以是AC 或BC,这三个事件至少有一个发

生,因此答案是三个事件AB、AC、BC和事件,为AB∪BC∪AC.有同学认为至少有2个发生,还包

括3个都发生的情况,表达式应为AB∪BC∪AC∪ABC,即多出了最后一项ABC,事实上,这一项

是不必要的,因为ABC⊂AB,ABC⊂BC,ABC⊂AC,即AB∪BC∪AC∪ABC=AB∪BC∪AC.
(4)A,B,C中至多两个发生的逆事件为A、B、C都发生,即ABC发生,故答案为ABC;
(5)A,B,C中不多于一个发生意味着没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事件同时发生,它的逆事件为A,

B,C中至少有两个发生,即本题的(3),故答案为AB∪AC∪BC.
(6)按照A,B,C发生的次序,依次有三个事件AB C,ABC,A BC,这三个事件的和事件就是

“A,B,C中恰有一个发生”,故答案为AB C∪ABC∪A BC.
【注】 事件的运算也有优先顺序,类似于算术中先乘除,后加减,有括号的先括号约定,事件

的运算顺序是先逆,再交,再并,有括号的先括号.比如:A∪[(B)∩C]可简记为A∪B∩C.
例2 设A,B 是随机事件,P(A)=0.7,P(A-B)=0.3,则P(A∪B)=    .
【分析】 由对立事件的概率和事件的运算规律A∪B=AB知,P(A∪B)=P(AB)=1-P(AB),

而P(AB)未知,但注意到性质P(A-B)=P(A)-P(AB),于是有P(AB)=P(A)-P(A-B)=0.4,
得到P(A∪B)=0.6.

【答案】 0.6.
例3 (摸球问题)袋中有a只黑球,b只白球,现把球一只一只摸出,求第k次摸出黑球的概率

(1≤k≤a+b).
【解法1】 ①考虑取球的顺序,即不放回且记序.于是样本空间的基本事件总数为排列数

(a+b)!.现在考虑“第k次摸出黑球”所含的基本事件数,把摸出的球按先后次序排成一行,形成如

下形式

**…* 黑 *…*,
其中第k个位置要求是黑球,于是对该位置应该有a种选择,而一旦取定某黑球以后,余下的球可

在a+b-1个球中,利用排列数得到“第k次摸出黑球”所含的基本事件数为a×(a+b-1)!,接下

来按照古典概率公式来计算.
设事件A 表示“第k次摸出黑球”,得所求概率为

P(A)=a×
(a+b-1)!
(a+b)! = a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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