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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网络教育是依托现代信息技术进行教育资源传播、组织教学的一种崭新形式，它突破了
传统教育传递媒介上的局限性，实现了时空有限分离条件下的教与学，拓展了教育活动发生
的时空范围．从１９９８年９月教育部正式批准清华大学等４所高校为国家现代远程教育第一
批试点学校以来，我国网络教育历经了８年发展期，目前全国已有６７所普通高等学校和中
央广播电视大学开展现代远程教育，注册学生超过３００万人，毕业学生１００万人．网络教育
的实施大大加快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进程，使之成为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
着它的不断发展，也必将对我国终身教育体系的形成和学习型社会的构建起到极其重要的
作用．

华东理工大学是国家“２１１工程”重点建设高校，是教育部批准成立的现代远程教育试
点院校之一．华东理工大学网络教育学院凭借其优质的教育教学资源、良好的师资条件和
社会声望，自创建以来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网络教育作为一种不同于传统教育的新型教
育组织形式，如何有效地实现教育资源的传递，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效果，认真探索其内在
的规律，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新的、亟待解决的课题．为此，我们与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合作，组织了一批多年来从事网络教育课程教学的教师，结合网络教育学习方式，陆续编撰
出版一批包括图书、课程光盘等在内的远程教育系列教材，以期逐步建立以学科为先导的、
适合网络教育学生使用的教材结构体系．

掌握学科领域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把握学科的基本知识结构，培养学生在实践中独立地
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我们组织教材编写的一个主要目的．系列教材包括了计算机
应用基础、大学英语等全国统考科目，也将涉及管理、法学、国际贸易、化工等多学科领域的
专业教材．

根据网络教育学习方式的特点编写教材，既是网络教育得以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也是
一次全新的尝试．本套教材的编写凝聚了华东理工大学众多在学科研究和网络教育领域中
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教师、教学策划人员的心血，希望它的出版能对广大网络教育学习者进一
步提高学习效率予以帮助和启迪．

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

教授





第二版前言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高等院校理、工科和经济学科等专业的一门主要基础课程，也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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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统计方法

已渗透到各个领域，显示出其重要性和实用性．

本书是根据教育部１９９８年颁布的全国继续教育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教育基本要求，

结合作者多年的教学经验编写而成的，内容包括随机事件及其概率，一维随机变量，多维随

机变量，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极限定理初步，数理统计的基本概念，假设检验和区间估计．

全书内容需４８学时，学时少的可略去打星号章节．本书可作为继续教育工科概率论与数

理统计课程的教材，也可作为网络教育、函授教育、自学考试学生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材．

工科及理科非数学专业的学生学习本课程的目的，主要在于加强基础及实际应用．考虑

到继续教育的特点，我们着重讲清基本概念、原理和计算方法，避免烦琐的理论推导、证明，

力求简明、准确；在内容安排上注重系统性、逻辑性，由浅入深、循序渐进．通过配以多领域的

应用实例，开阔学生思路，理解所学概念．每章前有内容框图，每章后做一个小结，其中包括

基本要求、内容概要，以帮助学生认识本章的重点、难点．每章还配有自测题（附答案或提示）

以测试学生对重点内容、基本方法的掌握程度．另外书后还配有各章习题的详解供学生

参考．

本书由刘剑平、朱坤平、陆元鸿主编．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鲁习文教授、李建奎教授的

支持和关心，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我们还要感谢教学组的曹宵临、钱夕元、林爱红、俞

绍文、姬超、鲍亮、解惠青、邓淑芳、李继根、黄秋生、黄文亮等教师及闫中凤、孙叶、樊国号、雷

倩倩、李平等同学．他们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提出了宝贵的建议．

限于编者的水平，疏漏差错之处仍恐难免，敬请读者多提意见，不吝赐教，以便改正并诚

恳邀请您加盟修订工作．

作者的电子信箱是：ｌｉｕｊｉａｎｐｉｎｇ６０＠１６３．ｃｏｍ．

编　者

２０１５年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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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随机事件及其概率

随机事件是概率论研究的基本对象，而事件发生的概率是刻画事件发生可能性大小的
一种度量．本章介绍随机事件的基本概念，事件的关系和运算，概率的几种定义和概率的计
算方法．重点要求掌握古典概型、几何概型，以及利用全概率公式和贝叶斯公式求解概率的
方法．各知识点关系图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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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随机事件

　　１．１．１　随机试验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存在着很多现象，我们把在一定条件下对某种现象进行的一次观
测或实验统称为一个试验，记作犈．其中有些试验的结果事先是完全可以确定的，比如，标准
大气压下把水加热到１００℃，水一定会沸腾．这类现象我们称之为确定性现象．

但在现实世界中，还存在着另一类非确定性现象．

例１　考虑以下试验．

犈１：某足球队在主场进行一场足球比赛；

犈２：买一张设有四个等级的彩票；

犈３：某出租车公司电话订车中心一天内接到订车电话的次数；

犈４：从一批显像管中任取１只，测定它的使用寿命．
当分别重复进行这些试验时，出现的结果并非是唯一确定的．
犈１的结果：有主队赢、主队败或平局三种可能；

犈２的结果：有中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四等奖或不中奖五种可能；

犈３的结果：可能有０次，１次，２次，…一天内的订车电话数是自然数集犖的某个元素；

犈４的结果：每个显像管的使用寿命（即从开始使用直到损坏为止的小时数）当然是个非
负整数．

例１中的几个试验称为随机试验，简称为试验．一般地，把具有下列三个特性的试验称



为随机试验：
（１）试验可以在相同的条件下重复进行；
（２）试验的可能结果不止一个，但所有可能结果事先是明确可知的；
（３）在每次试验前，不能确定这次试验发生的结果是所有可能结果中的哪一个．
由随机试验观察到的现象称为随机现象．随机现象在实际生活中是经常遇到、大量存在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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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在相
同的条件下将试验大量地重复进行，我们会发现，随机现象结果的出现是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的．例如，投掷一枚质地均匀的硬币，只投掷一次时，结果是正面还是反面是无法确定的，但
大量重复投掷硬币后，就可以发现出现正面的次数约占总试验次数的一半．这种在大量重复
试验中随机现象所呈现的固有规律，通常称之为统计规律．

概率统计就是一门专门研究随机现象的统计规律性的学科．

　　１．１．２　样本空间

对于某个确定的随机试验，我们用ω表示它的一个可能的基本结果，也称之为样本点，
由一个样本点构成的集合｛ω｝称为基本事件．一个试验的全部样本点所构成的集合，称为样
本空间，记为Ω．

从集合论的观点看，样本空间Ω是随机试验的一切可能结果即全体样本点所构成的
集合．

例２　抛掷一颗骰子，观察掷出的点数．
这个试验共有６个样本点，若用ω犻表示掷出犻点（犻＝１，２，３，４，５，６），则样本空间为

Ω＝｛ω１，ω２，ω３，ω４，ω５，ω６｝，
也可写成Ω＝｛１，２，３，４，５，６｝，其中１，２，３，４，５，６分别表示出现的点数．

例３　抛掷两枚均匀的硬币，观察它们向上的一面是正面还是反面．
对于这个试验，四个样本点分别为

ω１＝“第一枚为正面，第二枚为正面”，

ω２＝“第一枚为正面，第二枚为反面”，

ω３＝“第一枚为反面，第二枚为正面”，

ω４＝“第一枚为反面，第二枚为反面”，
于是样本空间Ω＝｛ω１，ω２，ω３，ω４｝．

再看例１中的４个试验，它们的样本空间分别为
Ω１＝｛胜，负，平｝；

Ω２＝｛ω０，ω１，ω２，ω３，ω４｝，其中样本点ω犻（犻＝１，２，３，４）表示中第犻等奖，ω０表示没中奖；

Ω３＝｛０，１，２，…｝；

Ω４＝｛狋狘０≤狋＜＋∞｝＝［０，＋∞）．
以上各例说明随机试验的样本空间有３种情况：
（１）有有限个可能的结果；
（２）有可列的无穷个（即无穷多个，但可依某种次序编号排列）可能的结果；
（３）有不可列的无穷个（无穷多个，但不能编号排列）可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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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３　随机事件

在一次随机试验中，通常我们关心的是带有某些特征的基本事件是否发生．比如在例２
中，可以研究下列这些事件是否发生

犃＝｛出现４点｝，犅＝｛出现点数为偶数｝，犆＝｛出现点数小于等于４｝．

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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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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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点ω发生，则称犃发生，记为

ω∈犃．

样本空间Ω包含了全体基本结果，而随机事件是由具有某些特征的基本结果组成的．由
此可见，任一随机事件都是样本空间Ω的一个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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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Ω是由所有基本结果组成的，而在每一次试验时，必有某个基本结果发生，所以在
试验中Ω必然要发生，因此我们用Ω表示必然事件；空集是不含任何样本点的集合，它也
是样本空间的子集．这个子集作为事件，因为不含样本点，所以永远不可能发生．因此，我们
用表示不可能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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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今后讨论方便起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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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４　一只袋中装有大小相同的３个白球和２个黑球，对球予以编号，１，２，３号球是白

球，４，５号球是黑球．现从中任取一球，考察球的号码，写出样本空间，并用样本空间的子集表
示下列事件：

犃＝｛取出的是白球｝，犅＝｛取出的是白球或黑球｝，犆＝｛取出的是红球｝，犇＝｛取出的
是黑球｝，犈＝｛取出的球号小于３｝．

解　设ω犻表示取得的是犻号球（犻＝１，２，３，４，５），则Ω＝｛ω１，ω２，ω３，ω４，ω５｝，

犃＝｛ω１，ω２，ω３｝，犅＝｛ω１，ω２，ω３，ω４，ω５｝，犆＝，犇＝｛ω４，ω５｝，犈＝｛ω１，ω２｝．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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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通过较简单的事件的统计规律去探求较复杂的事件的统计规律．

在以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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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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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１　事件间的关系

１．事件的包含

如果事件犃发生必然导致事件犅发生，即属于犃的每一个样本点也都属于犅，则称事件
犃包含于事件犅，或称事件犅包含事件犃，记作犃犅，或犅犃．

在１．１．３节例４的取球试验中，若事件犈发生，即取出的一球编号小于３，也即取出的是
１号或２号球，从而可以肯定取出的是白球，所以事件犃必发生，故有犈犃，这一结果用集合
论的观点来看是显而易见的．

显然对于任何事件犃，总有犃Ω．
２．事件的相等

图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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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逻辑学家约翰·文（ＪｏｈｎＶｅｎｎ，１８３４—１９２３）发明了
一种“文氏图”，可以将事件（集合）间的关系用图形形式直观
地表示出来．在“文氏图”中，用一个矩形表示样本空间（全
集），矩形中的部分区域表示事件（全集的子集）．

用“文氏图”表示犃犅，就是表示事件犃的区域完全包含在事件犅的区域中（图１ １）．

两事件相等，即它们应是样本空间的同一个子集，只不过在形式上是对同一事件用不同
的说法来表示．如对１．１．３节例４的取球试验，若记犉为“取出球的号码不超过３”，则有
犉＝犃．

３．事件的互不相容（互斥）

如果事件犃、犅在同一个试验中不可能同时发生，则称事件犃与犅互不相容或互斥．
从“文氏图”来看，事件犃与犅互不相容，就是事件犃的区域与事件犅的区域没有公共部

分（图１ ２）．
对１．１．３节例４的取球试验，事件犃与犇、事件犈与犇显然都是互不相容的．
如果一组事件犃１，犃２，…，犃狀中任意两个都互不相容，则称这组事件是互不相容的．显然

任一个随机试验的所有基本事件是互不相容的．

图１ ２ 图１ ３

　　４．事件的对立（互逆）

如果事件犃、犅有且仅有一个发生，即犃、犅至少有一个发生但又不会同时发生，则称犃
与犅互相对立或互逆，称犅为犃的对立事件（或逆事件），记作犅＝犃．

从“文氏图”来看，逆事件犃的区域就是Ω中除去事件犃的区域后剩下的部分（图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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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作为集合的犃与犃是互为补集的关系．
对１．１．３节例４的取球试验，事件犃与犇不仅是互不相容的，而且是互相对立的，即犇＝

犃，且犃＝犇．而犈虽然也与犇互不相容，但犈不是犇的逆事件．
事件的对立关系具有下列性质：

（１）Ω＝，
－

＝Ω；
（２）犃＝犃；
（３）犃犅犃犅；
（４）犃与犅互不相容犃犅，犅犃．

　　１．２．２　事件间的运算

１．事件的和（或并）

“事件犃与犅至少有一个发生”这一事件称为事件犃与犅的和（或并），记作犃＋犅或
犃∪犅．

图１ ４中的阴影部分就是事件犃与犅的和事件犃＋犅．

例１　设犃犻＝｛第犻号同学没来上课｝（犻＝１，２，…），则

犃１＋犃２＝｛１号和２号同学至少有一个没来上课｝

＝｛１号同学或２号同学没来上课｝．
两个事件的和可自然推广到多个事件的情形：

（１）∪
狀

犻＝１
犃犻 或∑

狀

犻＝１

犃（ ）犻 ＝犃１∪犃２∪…∪犃狀＝｛狀个事件犃１，犃２，…，犃狀中至少有一个发

生｝；

（２）∪
∞

犻＝１
犃犻 或∑

∞

犻＝１

犃（ ）犻 ＝犃１∪犃２∪…∪犃狀∪…＝｛一系列事件犃１，犃２，…，犃狀，…中

至少有一个发生｝．

比如，例１中∪
１００

犻＝１
犃犻表示“前１００号同学中至少有一个没来上课”这一事件．

图１ ４ 图１ ５

　　２．事件的积（或交）

“事件犃与犅同时发生”这一事件称为事件犃与犅的积（或交），记作犃犅或犃∩犅．
图１ ５中的阴影部分就是事件犃与犅的积事件犃犅．

比如，例１中，犃１犃２＝｛１号和２号同学都没来上课｝．
两个事件的积可自然推广到多个事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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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狀

犻＝１
犃犻 或∏

狀

犻＝１

犃（ ）犻 ＝犃１犃２…犃狀＝｛狀个事件犃１，犃２，…，犃狀同时发生｝；

（２）∩
∞

犻＝１
犃犻 或∏

∞

犻＝１

犃（ ）犻 ＝犃１犃２…犃狀…＝｛一系列事件犃１，犃２，…，犃狀，…同时发生｝．

比如，例１中，∩
１０

犻＝１
犃犻表示“前１０号同学都没来上课”这一事件．

由事件和与积的运算可得如下结论．
（１）事件犃与犅互不相容，则满足犃犅＝．
推广：事件犃１，犃２，…，犃狀互不相容，则满足犃犻犃犼＝（１≤犻＜犼≤狀）．
（２）事件犃与犅互相对立，则满足犃犅＝且犃＋犅＝Ω，也即犃犃＝且犃＋犃＝Ω．
（３）当犃犅时，必有犃犅＝犃，犃＋犅＝犅．
从而有犃＝，＋犃＝犃，犃Ω＝犃，犃＋Ω＝Ω，犃＋犃＝犃，犃犃＝犃．

例２　设一个工人生产了３个零件，犃犻表示他生产的第犻个零件是正品（犻＝１，２，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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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个是次品．
解　（１）“没有一个是次品”＝“犃１，犃２，犃３同时发生”＝犃１犃２犃３；
（２）“至少有一个是次品”＝“犃１，犃２，犃３中至少有一个发生”＝犃１＋犃２＋犃３；
（３）“只有一个是次品”＝“犃１，犃２，犃３中有两个发生而另一个不发生”．
事件“犃１，犃２，犃３中两个发生而另一个不发生”有三种可能：“犃１，犃２发生而犃３不发生”

或“犃１，犃３发生而犃２不发生”或“犃２，犃３发生而犃１不发生”，而犃犻不发生意味着犃犻发生，故
“只有一个是次品”＝犃１犃２犃３＋犃１犃２犃３＋犃１犃２犃３．

３．事件的差

“事件犃发生而事件犅不发生”这一事件称为事件犃与犅的差，记作犃－犅．
图１ ６（ａ）和（ｂ）中的阴影部分都表示事件犃与犅的差事件犃－犅．

犃－犅＝｛犃发生而犅不发生｝＝｛犃发生且犅发生｝，
所以有犃－犅＝犃犅．

（ａ） （ｂ）

图１ ６

　　１．２．３　事件运算的法则

事件的运算具有集合运算的特征，因而成立着类同的运算法则，下列事件运算的法则，
如果画出相应的“文氏图”，则不难理解它们都是成立的，所以不再详细证明．

（１）交换律　犃＋犅＝犅＋犃，　犃犅＝犅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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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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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Ｍｏｒｇａｎ）定律　犃＋犅＝犃犅，　犃犅＝犃＋犅．
德摩根定律还可以推广到多个事件的情形：

犃１＋犃２＋…＋犃狀＝犃１犃２…犃狀，　犃１犃２…犃狀＝犃１＋犃２＋…＋犃狀，
即

∪
狀

犻＝１
犃犻＝∩

狀

犻＝１
犃犻，　∩

狀

犻＝１
犃犻＝∪

狀

犻＝１
犃犻．

例３　设Ω＝｛１，２，３，４，５，６｝，犃＝｛１，２，３｝，犅＝｛２，３，４｝，犆＝｛４，５，６｝，试用Ω的子

集表示下列事件：（１）犃犅；（２）犃＋犅；（３）犅－犃；（４）犃犅犆；（５）犃（犅＋犆）．
解　因为犃＝犆，犅＝｛１，５，６｝，犆＝犃，
所以（１）犃犅＝｛４｝；
（２）犃＋犅＝｛２，３，４，５，６｝＝Ω－｛１｝；
（３）犅－犃＝犅犃＝犅＋犃＝｛１，２，３，５，６｝；
（４）犃犅犆＝犃＋犅犆＝｛４，５，６｝；
（５）犃（犅＋犆）＝犃＋犅＋犆＝犃＋犅犆＝犆＋犅犃＝｛１，４，５，６｝．

例４　在射击比赛时，一选手连续向目标射击三次，若令犃犻＝ ｛第犻次射击命中目

标｝（犻＝１，２，３），试用犃１，犃２，犃３表示下面的事件：
（１）犅＝｛三次射击都命中目标｝；
（２）犆＝｛三次射击至少有两次命中目标｝；
（３）犇＝｛三次射击至少有一次未命中目标｝．

解　（１）犅＝犃１犃２犃３；
（２）犆＝“三次射击恰好有两次命中目标”＋“三次射击都命中目标”

＝犃１犃２犃３＋犃１犃２犃３＋犃１犃２犃３＋犃１犃２犃３，
容易看出上式中的４个“加项”是互不相容的．

当然犆也可表示为犆＝犃１犃２＋犃２犃３＋犃１犃３，但这里各个“加项”是相容的．
由此可见，将一个“复杂事件”表示成若干简单事件的运算结果，其途径并不是唯一的，

在讨论问题时就要选择有利于解决具体问题的途径去处理．
（３）“至少有一次未命中目标”＝“恰有一次未命中”＋“恰有两次未命中”＋“三次皆不

中”，

犇＝犃１犃２犃３＋犃１犃２犃３＋犃１犃２犃３＋犃１犃２犃３＋犃１犃２犃３＋犃１犃２犃３＋犃１犃２犃３，
更简单地由“至少”这一陈述可利用对立事件来表示

犇＝犅＝犃１犃２犃３＝犃１＋犃２＋犃３．

１．３　频率与概率

前面已经讲过，随机现象既具有偶然性，也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在一次试验中，某个随
机事件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是无法预料的．但如果在相同的条件下将试验大数次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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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则会发现随机现象结果的出现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因而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可以预
言的．

我们首先从事件发生的频率讲起．

定义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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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１．３．１）

其中μ狀称为频数．易知频率犳狀（犃）具有下述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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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抛掷一枚质地均匀的硬币，记犃＝｛出现正面｝．若抛掷２０次出现１１次正面，即

狀＝２０，μ狀 ＝１１，则

犳２０（犃）＝１１
２０
＝０．５５，

若抛掷４０次出现１８次正面，即狀＝４０，μ狀 ＝１８，则犳４０（犃）＝
１８
２０
＝０．４５．

可见，当试验次数狀不大时，事件犃发生的频率具有很大的波动性，这不仅表现在当狀取
不同值时，犳狀（犃）可以有很大的不同；而且，即使对同样的狀，在这一批狀次试验与另一批狀次
试验中，算出的频率也可能是大不相同的．但是，如果我们将试验大量重复进行，亦即在狀很
大时，就会看到，频率将会在某个固定的常数值附近稳定地变化．也就是说，频率还有其稳定
性的一面，并且随着狀的增大，频率的波动会越来越小，即稳定性会越来越明显．

历史上有不少统计学家曾做过上述“掷硬币”的试验，结果如表１ １所示．

表１ １

试验者 掷硬币次数狀 出现正面次数μ狀 频率犳狀（犃）

德摩根 ２０４８ １０６１ ０．５１８１

蒲丰 ４０４０ ２０４８ ０．５０６９

皮尔逊 １２０００ ６０１９ ０．５０１６

皮尔逊 ２４０００ １２０１２ ０．５００５

维尼 ３００００ １４９９４ ０．４９９８

从表１ １的试验结果可以看出，随着试验次数越来越多，出现正面的频率越来越明显地
稳定在常数０．５左右．

例２　在英语中，某些字母出现的频率远远高于另外一些字母，在进行了更深入的研

究之后，人们还发现每个字母被使用的频率相当稳定，表１ ２即为一份英文字母使用频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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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表．

表１ ２

字母 空格 Ｅ Ｔ Ｏ Ａ Ｎ Ｉ Ｒ Ｓ

频率 ０．２ ０．１０５ ０．０７２ ０．０６５４ ０．０６３ ０．０５５ ０．０５５ ０．０５４ ０．０５２

字母 Ｈ Ｄ Ｌ Ｃ Ｆ Ｕ Ｍ Ｐ Ｙ

频率 ０．０４７ ０．０３５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２５ ０．０２２５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７５ ０．０１２

字母 Ｗ Ｇ Ｂ Ｖ Ｋ Ｘ Ｊ Ｑ Ｚ

频率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０５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字母使用频率的研究，对于打字机键盘的设计、印刷铅字的铸造、信息编码、密码破译等
是十分有用的．

类似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当试验次数狀充分大时，随机事件犃
的频率会稳定在某一常数值附近，即具有频率稳定性．频率的稳定值的大小，反映了事件犃
发生的可能性的大小．因为随机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的大小，是由事件本身决定的，不随人的
意志而改变，是一种可以度量的客观属性．因此，可以给出下列定义．

定义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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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作犘（犃）．

上面给出的概率定义，由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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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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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是做不到的．实际上，我们只
能进行有限次试验，而有限次试验后得到的频率并不是一个确定的常数，不同的人在不同的
时候做试验，得到的频率都不一样．而事件发生的概率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确定的常数，只要
试验已被完全描述并且事件犃已被指定，那么事件犃发生的概率就被完全确定下来了，与做
试验的人及其做试验时碰上的特殊运气无关．因此，我们还要另外寻找一些不用凭借试验就
可以计算事件发生的概率的方法．

�
�1
?

事件发生可能性的大小用频率表示有何不妥？

１．４　概率的古典定义

　　１．４．１　古典概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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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最常见的概率模型———古典概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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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１．３　如果一个随机试验具有下述特征：
（１）全部样本点只有有限个，即Ω＝｛ω１，ω２，…，ω狀｝；

（２）每个样本点发生的可能性相等，即犘（ω１）＝犘（ω２）＝…＝犘（ω狀）＝１
狀
，

称这种“等可能”的数学模型为古典概型．对古典概型中的任一事件犃，若其包含犽个样本
点，则犃的概率为

犘（犃）＝犽
狀
＝
犃包含的样本点数
Ω中的样本点总数．

（１．４．１）

式（１．４．１）称为概率的古典定义．犃所包含的样本点数也称为犃的有利场合数．

例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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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样本点总数为６，令

犃＝｛出现偶数点｝，

显然犃＝｛ω２，ω４，ω６｝．所以犃所包含的样本点数为３，从而

犘（犃）＝３
６
＝
１
２
．

例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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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样本点总数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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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本点数为Ｐ３１０个．因此

犘（犃）＝Ｐ
３
１０

１０３
＝
１０×９×８
１０００

＝
１８
２５
．

由例２可见，古典概型的计算往往归结到“计数”问题，经常会用到排列组合的技巧．

例３　已知在一批１００件产品中有５件是次品，今从中任意抽出３件，求其中恰有２件

是次品的概率．
解　从１００件产品中任取３件，共有Ｃ３１００种不同的取法，所以样本点总数为Ｃ３１００．
设犃＝｛取出的３件产品中恰有２件次品｝，这相当于要从５件次品中抽出２件，而从９５

件正品中抽出１件，故共有Ｃ２５Ｃ１９５种不同取法，即犃包含样本点数为Ｃ２５Ｃ１９５，所以

犘（犃）＝Ｃ
２
５Ｃ
１
９５

Ｃ３１００
＝
１９
３２３４

．

一般地，在一批总量为犖件的产品中有犕 个次品，今从中取出狀件，则其中恰有犽件次
品的概率为

犘犽＝
Ｃ犽犕Ｃ

狀－犽
犖－犕

Ｃ狀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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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４　（分房问题）　设有３个人，每个人都等可能地被分配到４个房间中的任意一间

去住，求下列事件的概率：
（１）指定的３个房间各有一个人住；
（２）恰好有３个房间，其中各有一个人住；
（３）某个指定的房间中有２人住．

解　因为每个人有４个房间可供选择，所以３个人住的方式共有４３种．
（１）指定的３个房间各有一人住，其可能的选择方式为３个人的全排列３！，于是

犘１＝
３！
４３
＝
３
３２
；

（２）３个房间可以在４个房间中任意选取，共有Ｃ３４种方式，对选定的３个房间，由前述可
知共有３！种分配方式，所以恰有３个房间其中各有一个人住的概率为

犘２＝
Ｃ３４×３！
４３

＝
３
８
；

（３）２个人可以在３个人中任意选择，共有Ｃ２３种方式，另外一个人可以在其他房间中任
意入住，共有３种方式，所以某指定的房间有２个人住的概率为

犘３＝
Ｃ２３×３

４３
＝
９
６４
．

例５　（摸球问题）　箱中装有犪个白球和犫个黑球，将球一个个摸出，求第犽次摸出的

是白球的概率．
解　设犃＝｛第犽次摸出一球是白球｝．
把犪个白球和犫个黑球看作是有编号可以区别的，按照摸出的次序将犪＋犫个球排成一

列，不同的排列方法共有（犪＋犫）！种．
要求第犽个位置上是白球，可以看作首先在第犽个位置上放１个白球，有犪种不同的放

法，再在其余犪＋犫－１个位置上放其余犪＋犫－１个球，有（犪＋犫－１）！种不同的放法．故

犘（犃）＝犪
（犪＋犫－１）！
（犪＋犫）！ ＝

犪
犪＋犫

．

�
�2
?

小红想报名参加歌唱比赛，她认为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得冠军，要么不得冠军．所以，自
己能得冠军的概率是５０％，你认为她的观点正确吗？为什么？

　　１．４．２　几何概型

在古典概型中，样本点总数必须是有限个，这在实际应用中有很大的局限性．
例如，在一块面积为５平方千米的区域Ω内有一座面积为１平方千米的油库，现向这块

区域发射一枚导弹，若导弹必定落在区域Ω内，而且落在Ω内任何一点处是等可能的，求这
枚导弹击中油库的概率．

在这个问题中，导弹可击中Ω内任何一点，但Ω内有无穷多个点，即样本点数为无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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