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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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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是作者根据多年的教学经验,参照国家教育部的“工学硕士研究生应用数理统计课

程教学基本要求”,及“数学专业数理统计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为工科研究生及数学系本科生

编写的一本数理统计教材.本书前两版在师生中广受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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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元鸿老师担任主编,俞绍文、鲍亮、徐旭颖老师担任副主编,在

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华东理工大学教材建设委员会和教务处的大力支持,在出版过程中,得

到了华东理工大学研究生院的资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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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为http: //59.78.108.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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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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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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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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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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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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为:掷一颗骰子并观察向上那面的点数,则有样本点

ωi= 出现i点  (i=1,2,…,6),

于是样本空间Ω= ω1,ω2,ω3,ω4,ω5,ω6  .
      例2 设试验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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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ωi= 到击中为止需要射击i次  (i=1,2,3,…),

于是样本空间Ω= ω1,ω2,…  .
      例3 设试验E 为:观察某地每日的最低气温x和最高气温y,已知当地每日气温最低

不低于-20℃,最高不高于50℃.以(x,y)表示一次观察结果,显然有-20≤x≤y≤50,则样

本空间可表示为Ω={(x,y)|-20≤x≤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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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出现4点},B={出现点数为偶数},C={出现点数不超过4}.

A 是一个基本事件,而B 和C 则由多个基本事件组成(事实上,B={ω2,ω4,ω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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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 等表示.在试验中,如果事件A 中包含的某一个基本事件ω 发生,
则称A 发生,记为ω∈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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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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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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包含事件A 如果事件A 的发生必然导致事件B 的发生,则称事件B 包含

事件A,或称事件A 包含在事件B 中,记作B⊃A 或A⊂B.
(2)事件A 与B 相等 如果事件A 包含事件B,而且事件B 又包含事件A,则称A 与

B 相等,记为A=B.
(3)事件A 与B 的和 “事件A 与B 中至少有一个发生”也是一个事件,称此事件为事

件A 与B 的和(也称为事件的并),记作A∪B 或A+B.
“n个事件A1,A2,…,An 中至少有一个发生”这一事件称为事件A1,A2,…,An 的和,记作

A1∪A2∪…∪An(或A1+A2+…+An),简记为 ∪
n

i=1
Ai(或∑

n

i=1
Ai ).

(4)事件A 与B 的积 “事件A 与B 同时发生”也是一个事件,称此事件为A 与B 的

积(也称为事件的交),记作AB 或A∩B.
“n个事 件A1,A2, …,An 同 时 发 生” 这 一 事 件 称 为 事 件 A1,A2, …,An 的 积, 记 作

A1A2…An(或A1∩A2∩…∩An),简记为∏
n

i=1
Ai(或 ∩

n

i=1
Ai).

(5)事件A 与B 互不相容 如果事件A 与B 不可能同时发生,则称事件A 与B 互不

相容或互斥.此时必有AB=⌀.
如果n个事件A1,A2,…,An 中任意两个事件都互不相容,即

AiAj=⌀ (1≤i<j≤n),

则称这n个事件是互不相容或互斥(Exclusive)的.
显然任意一个随机试验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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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与B 相互对立 如果事件A 与B 满足

A∪B=Ω,AB=⌀,

则称事件B 是事件A 的逆事件或对立事件.容易看出,当B 是A 的逆事件或对立事件时,A
也是B 的逆事件或对立事件,所以,这时也称A 与B 是相互对立(或互逆)事件,记为B=A
或A=B,事件A 的对立事件A 表示A 不发生.

显然,Ω=⌀,⌀=Ω,A=A,并且A⊂B 的充要条件是A⊃B.
(7)事件A 与B 的差 “事件A 发生而事件B 不发生”这一事件称为A 与B 的差,记

为A-B.
      例4 设一个工人生产了4个零件.Ai 表示他生产的第i个零件是正品(i=1,2,3,4),

试用Ai 表示下列事件:
(1) 没有一个是次品;(2) 至少有一个是次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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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只有一个是次品;(4) 至少有三个不是次品.
解 (1) A1A2A3A4;(2) A1A2A3A4;
(3) A1A2A3A4∪A1A2A3A4∪A1A2A3A4∪A1A2A3A4;
(4) A1A2A3A4∪A1A2A3A4∪A1A2A3A4∪A1A2A3A4∪A1A2A3A4.
关于事件的运算有如下的规律:
(1)交换律 A∪B=B∪A,AB=BA;
(2)结合律 (A∪B)∪C=A∪(B∪C),(AB)C=A(BC);
(3)分配律 (A∪B)C=AC∪BC,(AB)∪C=(A∪C)(B∪C);
(4)德摩根①定律(对偶律)

A1∪A2∪…∪An=A1 A2…An

A1A2…An=A1∪A2∪…∪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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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A2∪…∪An 表示事件A1,A2,…,An 至少有一个发生,A1∪A2∪…∪An表示它的

否定,即 不 是 A1,A2, …,An 至 少 有 一 个 发 生, 这 等 价 于 A1,A2, …,An 都 没 发 生, 即

A1∩A2∩…∩An.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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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若在n次试验中发生了μn 次,则称比值μn

n
为随机事件A 在

n次试验中发生的频率,记为fn(A),即

fn(A)=μn

n
,

其中μn 称为频数.易知频率fn(A)具有以下性质:
(1)非负性 0≤fn(A)≤1;
(2)规范性 fn(Ω)=1;
(3)有限可加性 若事件A,B互不相容(即AB=⌀),则

fn(A∪B)=fn(A)+fn(B).

例如,试验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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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即n=20,μn=11.此时,事件A 在20次试验中出现的频率为

f20(A)=
11
20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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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重复进行40次试验,事件A 出现的频数为20,则

f40(A)=
20
40

=0.5,

此即事件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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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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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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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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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的无限增大,事件A 发生的频率

fn(A)=μn

n
会稳定在某一常数值附近.这个常数值是随机事件A 发生的可能性大小的度

量,称为事件A 的概率(Probability),记作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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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在它的样本空间Ω 中共有n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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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任一随机事

件A 来说,如果A 包含了其中的k 个基本事件,则A 发生的可能性应该是
1
n

的k 倍,即
k
n

,

所以事件A 的概率

P(A)=
k
n

=
A 包含的基本事件数

Ω 中的基本事件总数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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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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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包含的基本事件数为P310个.因此,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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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i={出现i点}(i=1,2,…,6),则样本空间

Ω={ω1,ω2,…,ω6}.

故基本事件总数为6,令

A={出现偶数点},

显然A={ω2,ω4,ω6}.所以A 中含有3个基本事件,从而

P(A)=
3
6

=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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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n≤N),求下列事件的概率:
(1) 指定的n个房间各有一个人住;
(2) 恰好有n个房间,其中各有一个人住;
(3) 某个指定的房间中有k(≤n)个人住.
解 因为每个人有 N 个房间可供选择,所以n个人住的方式共有Nn 种.
(1) 指定的n个房间各有一个人住,其可能的选择方式为n个人的全排列n!,于是

P1=
n!
Nn

;

(2)n个房间可以在N 个房间中任意选取,共有Cn
N 种方式,对选定的n个房间,由前述

可知共有n! 种分配方式,所以恰有n个房间其中各有一个人住的概率为

P2=
Cn

Nn!

Nn =
N!

Nn(N-n)!
;

(3)k个人可以在n 个人中任意选择,共有Ck
n 种方式,另外(n-k)个人可以在其他房间

中任意入住,共有(N-1)n-k种方式,所以某指定的房间有k个人住的概率为

P3=
Ck

n(N-1)n-k

Nn .

·6· 应用数理统计(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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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粒子看作不

可分辨的,那么上述例题的模型对应于玻色 爱因斯坦①(Bose-Einste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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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mi-Dir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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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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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如果它的面

积是SA,则点落入A 中的可能性大小仅与SA 成正比,而与A 的位置和形状无关.于是,“点

落入区域A”这一事件的概率为

P=
SA

S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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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发生

的概率与表示A 的子区域的几何度量μA 成正比,则事件A 发生的概率为

P(A)=μA

μΩ
=

区域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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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分到达会面地点,乙于7点y 分到达 会 面 地 点.已 知0≤x≤60,

0≤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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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y)|0≤x≤60,0≤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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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Ω=602.
设 A 是甲乙两人能会面的事件,两人能 会 面 的 充 分

必要条件为|x-y|≤20,所 以 它 可 表 示 为 A={(x,y)

|x-y|≤20,0≤x≤60,0≤y≤60}.与 A 对应的区域即

图1 1中用阴影标出的部分,它的面积等于SA=602-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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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几何概率的定义,所求概率为

P(A)=
SA

S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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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定义实值函数P(A),如果

它满足如下三个公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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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可列无穷多个互不相容的随机事件A1,A2,…,An,…,有

P ∪
∞

i=1
Ai  =∑

∞

i=1
P(Ai).

则称P(A)为事件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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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0.

性质2 (有限可加性)若随机事件A1,A2,…,An 互不相容,则

P ∪
n

i=1
Ai  =∑

n

i=1
P(Ai).

性质3 对任一事件A,有

P(A)=1-P(A).

性质4 对任意两个事件A、B,有

P(A-B)=P(A)-P(AB).

性质5 对任意的两个事件A、B,若A⊃B,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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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论 若A⊃B,则P(A)≥P(B).
性质6 对任意的两个事件A、B,有

P(A∪B)=P(A)∪P(B)-P(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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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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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论 对任意n个事件A1,A2,…,An,有

P(A1∪A2∪…∪An)=∑
n

i=1
P(Ai)- ∑

1≤i<j≤n
P(AiAj)+… + (-1)n-1P(∏

n

i=1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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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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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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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所取数能被2整除},B={所取数能被3整除},则事件A-B 表示所取的

数能被2但不能被3整除;又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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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
45
90

,P(B)=
30
90

,P(AB)=
15
90

.

于是有

(1) P(A-B)=P(A)-P(AB)=
45
90

-
15
90

=
1
3

;

(2) P(A∪B)=P(A)+P(B)-P(AB)=
45
90

+
30
90

-
15
90

=
2
3

.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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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为第二次取出的球为白球,根据抽签原理,P(A)=
6
10

.如果已知第一次取出

的球为红球,记为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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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发生的概率是不同的,它与事件A 和B 都有关系,它是在B 已经发生

的条件下事件A 发生的概率,记为P(A|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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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B)=
6
9

.我们再来考察 P(A|B)与事件 A 与事件 B 的关

系.事实上,

P(AB)=
4×6
10×9

,P
(AB)

P(B) =
4×6
10×9

/4
10

=
6
9

=P(A|B).

定义4 设随机事件B 的概率P(B)>0,则在事件B 发生的条件下,事件A 发生的条

件概率(ConditionalProbability)P(A|B)为

P(A|B)=
P(AB)
P(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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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验证,条件概率P(A|B)满足概率的三个公理:
(1)非负性 对任意的事件A,P(A|B)≥0;
(2)规范性 P(Ω|B)=1;
(3)可列可加性 对可列无穷多个两两互不相容的事件A1,A2,…,An,…,有

P ∑
∞

i=1
Ai|B  =∑

∞

i=1
P(Ai|B).

并且当B=Ω时,P(A|Ω)=P(A)
P(Ω)=P(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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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为任意事件.若P(B)>0,则

P(AB)=P(B)P(A|B).

事实上,当P(B)=0时,上述公式也成立,因为此时有

0≤P(AB)≤P(B)=0.

乘法公式可以推广至多个随机事件的情形.
推论 设有n个事件,A1,A2,…,An,则

P ∏
n

i=1
Ai  =P(A1)P(A2|A1)…P(An|A1…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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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第i张订单是订购货物甲的}(i=1,2,3).按题意,所求事件为A1 A2A3.

易知

P(A1)=
45
50

,P(A2|A1)=
44
49

,P(A3|A1 A2)=
5
48

,

故所求的概率为

P(A1 A2A3)=P(A1)P(A2|A1)P(A3|A1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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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A2A3 的基本

事件数为P245P15,由古典概率得到

P(A1 A2A3)=
P245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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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B)=P(B)P(A|B).

其中P(A|B)为事件B 发生条件下事件A 发生的条件概率,如果事件A 与事件B 的发生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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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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为第二次取出的球为白球,B 为第一次取出的球为红球,因为是有放回地取球,事

件A 与事件B 的发生互不影响,此时

P(A|B)=P(A)=
6
10

;

P(BA)=
4×6
10×10

=
4
10

×
6
10

=P(B)×P(A).

定义5 如果事件A 与B 满足

P(AB)=P(A)P(B),

则称A 与B 相互独立(Indepen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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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都是相互独

立的.
定理2 如果事件A 与B 是相互独立的,则下列各对事件

A 与B,A 与B,A 与B

也是相互独立的.
证 P(A B)=P(A-AB)=P(A)-P(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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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1-P(B)]=P(A)P(B),
由定义5可知A 与B 相互独立.

同理A 与B 也相互独立,A 与B 即A 与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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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与B 互不相容是指A 与B

不可能同时发生,成立加法公式P(A∪B)=P(A)+P(B);而事件A 与B 独立是指事件A
与B 的发生互不影响,成立乘法公式P(AB)=P(A)P(B).

把两个事件的独立,推广到多个事件,有

定义6 设n个事件A1,A2,…,An,如果对这n个事件中的任意m(2≤m≤n)个事件

Ai1
,Ai2

,…,Aim
都成立

P(Ai1Ai2
…Aim

)=P(Ai1
)P(Ai2

)…P(Aim
),

则称这n个事件相互独立.
由定义可知,若n个事件相互独立,则它们之中任意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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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ωi}=
1
4

(1≤i≤4),

又假设随机事件A={ω1,ω2},B={ω1,ω3},C={ω1,ω4},则有

P(A)=P(B)=P(C)=
1
2

,

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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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B)=P(BC)=P(AC)=
1
4

,

即知事件A,B,C 两两独立.但ABC={ω1},则

P(ABC)=
1
4
≠P(A)P(B)P(C),

所以事件A,B,C 不相互独立.
n个相互独立的随机事件的乘积有如下公式.
定理3 设A1,A2,…,An 为n个相互独立的随机事件,则有

P(A1A2…An)=P(A1)P(A2)…P(An).

定理4 如果事件A1,A2,…,An 相互独立,则其中任何m(1≤m≤n)个事件换成它们

的对立事件后所得到的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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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密码被译出},

Ai={第i人译出密码}(i=1,2,3),

则A1,A2,A3 相互独立,且P(A1)=15
,P(A2)=13

,P(A3)=14
,则

P(B)=P(A1∪A2∪A3)=1-P(A1 A2 A3)

=1-P(A1)P(A2)P(A3)

=1- 1-
1
5  × 1-

1
3  × 1-

1
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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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B2,…,Bn 是一组互不相容的事件,即有

BiBj=⌀(1≤i<j≤n),

且P(Bi)>0(i=1,2,…,n),事件A⊂ ∪
n

i=1
Bi ,即A 的发生总是与B1,B2,…,Bn 之一同时发

生,则对事件A 有

P(A)=∑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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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 由于B1,B2,…,Bn 是一组互不相容的事件,故AB1,AB2,…,ABn 也互不相容,又

因为A⊂∪
n

i=1
Bi,故有A =A ∪

n

i=1
Bi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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