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章 随机事件和概率

1.1 事件、样本空间、事件间的关系与运算

1.1.1 随机试验

对随机现象进⾏观察或实验成为随机试验，简称试验，记作E，它具有如下特点：

1. 可以在相同条件下重复进⾏。
2. 所得的结果可能不⽌⼀个，且所有可能结果都能事前已知。
3. 每次具体实验之前⽆法预知会出现哪个结果。

1.1.2 样本空间

随机试验的每⼀可能结果称为样本点，记作 .由所有样本点全体组成的集合称为样本空间，记作 .

  样本点是组成样本空间的元素，样本空间是样本点的全集，样本空间有以下三种类型：

1. 有限集合：样本空间中的样本点个数是有限的。
2. ⽆限可列集合：样本空间中的样本点个数是⽆限的，但是可以列出来。
3. ⽆限不可列集合：样本空间中的样本点个数是⽆限的，⽽且不能列出来。

1.1.3 随机事件

样本空间的⼦集称为随机事件，简称事件，常⽤字⺟A,B,C等表⽰

  随机事件是由样本空间中的元素即样本点组成，由⼀个样本点组成的⼦集是最简单事件，称为基本事件。随机

事件既然由样本点组成，那么也可以认为随机事件是由基本事件组成。

  如果⼀次试验的结果为某⼀基本事件出现，就称该基本事件出现或发⽣。如果组成事件A的⼀个基本事件出现
或发⽣，也称事件A出现或发⽣。

  把 看成⼀个事件，则每次试验必有 中某⼀基本事件发⽣，也就是每次试验 必然发⽣，称 为必然事件。

  把不包含任何样本点的空集 看成⼀个事件，则每次试验 必不发⽣，称 为不可能事件。

1.1.4 事件的包含

如果事件A发⽣必然导致事件B发⽣，则称事件B包含事件A，或称事件A包含于事件B，记为 或 .

  从集合关系来说，事件A的每⼀个样本点都属于事件B。

1.1.5 事件的相等

如果 和 同时成⽴，则称事件A与事件B相等。

1.1.6 事件的交

如果事件A与事件B同时发⽣，则称这样的⼀个事件为事件A与事件B的交或积，记为 或

  集合 是由同时属于A与B的所有公共样本点构成。



  事件的交可以推⼴到有限多个事件或可数⽆穷多个事件的情形：

1.1.7 互斥事件

如果事件A与事件B的关系为 ，即A与B不能同时发⽣，则称事件A与事件B为互斥或互不相容。

  互斥的两个事件没有公共样本点。

  事件的互斥可以推⼴到有限多个事件或可数⽆穷多个事件的情形：

  若n个事件 中任意两个事件均互斥，则称这n个事件两两互斥或两两互不相容。

  若可数⽆穷多个事件 中任意两个事件均互斥，则称这可数⽆穷多个事件两两互斥或两两

互不相容。

1.1.8 事件的并

如果事件A与事件B⾄少有⼀个发⽣，则称这样⼀个事件为事件A与事件B的并或者和，记为

  集合 是由属于A与B的所有样本点构成。

  事件的并可推⼴到有限多个事件或可数⽆穷多个事件的情形：

1.1.9 对⽴事件

如果事件A与事件B有且仅有⼀个发⽣，即同时成⽴ 和 ，则称事件A与事件B为对⽴事件

或互逆事件，记为 或 .

1.1.10 事件的差

事件A发⽣⽽事件B不发⽣称为事件A与事件B的差，记为 .

  在样本空间中的集合 是由属于事件A⽽不属于事件B的所有样本点构成的集合。

  显然 .

1.1.11 事件的运算规律

1. 交换律  
2. 结合律  



3. 分配律  

4. 对偶律  

1.2 概率、条件概率、独⽴性和五⼤公式

1.2.1 概率公理

  设试验E的样本空间为 ，称实值函数P为概率，如果P满⾜如下三个条件：

1. 对于任意事件A，有
2. 对于必然事件 ，有

3. 对于两两互斥的可数⽆穷多个事件  有
，称 为事件A的概率。

1.2.2 条件概率

设 为两个事件，且 ，称

为在事件A发⽣的条件下，事件B发⽣的条件概率。

1.2.3 概率的性质

1. 
2. 

3. 
4. ，则

5. 对于两两互斥的有限个事件 ，有

1.2.4 事件独⽴性

设 两事件满⾜等式

则称A与B相互独⽴。

  设 是n个事件，如果对于任意 ，任意 满⾜等式

  则称 为相互独⽴的事件。

【注】：n个事件相互独⽴需要



个等式成⽴

1.2.5 相互独⽴的性质

1. A与B相互独⽴的充要条件是 与 或 与 或 与 相互独⽴。

2. 当 时，A与B独⽴ 或

3. 若 相互独⽴，则 必两两独⽴。反之， 两两独⽴，则

不⼀定相互独⽴。

4. 当 相互独⽴时，它们的部分事件也是相互独⽴的。

5. 当 相互独⽴时，任意⼏个事件换成它们的对⽴事件，这些事件也是相互独⽴的。

1.2.6 五⼤公式

1. 加法公式

2. 减法公式

3. 乘法公式

当 时，

当 时， （

4. 全概率公式

设 满⾜ 且

对于任意事件 有

称满⾜ 的 为 的⼀个完备事件组

5. ⻉叶斯公式

设 满⾜

且

  则

1.3 古典概型与伯努利概型



1.3.1 古典型概率

当试验结果为有限n个样本点，且每个样本点的发⽣具有相等的可能性，如果事件A由 个样本点组成，则事

件A的概率为

所包含的样本点数

样本点总数

称有限等可能试验中事件A的概率 为古典型概率。

1.3.2 ⼏何型概率

当试验的样本空间是某区域，以 表⽰其⼏何度量。事件A的样本点所表⽰的区域为 ，则事件A的概率
是

的⼏何度量

的⼏何度量

称这种样本点个数⽆限但是⼏何度量上的等可能试验中事件A的概率P(A)为⼏何型概率

1.3.3 n重伯努利试验

把⼀个随机试验独⽴重复做若⼲次，即各次试验所联系的事件之间相互独⽴，且同⼀事件在各个试验中出现

的概率相同，称为独⽴重复试验。

如果每次试验只有两个结果 和 ，则称这种试验为伯努利试验。将伯努利试验独⽴重复进⾏n次，称为n重伯

努利试验。

  设在每次试验中，概率 ，则在n重伯努利试验中事件A发⽣k次的概率，⼜称为⼆项概率
公式：

第⼆章 随机变量及其概率分布

2.1 随机变量及其分布函数

2.1.1 随机变量

在样本空间 上的实值函数 ，称 为随机变量，简记成 .

的定义域是

2.1.2 分布函数

对于任意实数 ，记函数 ，称 为随机变量 的分布函数。

分布函数 是定义在 上的⼀个实值函数， 的值等于随机变量 在区间 内取值的范

围，即事件" "的概率。



2.1.3 分布函数性质

1. 
2. ，记为 . ，记为

3. 是单调⾮减函数，即当 时，

4. 是右连续的，即

5. 对任意 ,有
6. 对任意的 ,

2.2 离散型随机变量和连续型随机变量

2.2.1 离散型随机变量

如果⼀个随机变量的可能取值是有限多个或可数⽆穷多个，则称它为离散型随机变量。 

2.2.2 离散型随机变量 的概率分布

设离散型随机变量 的可能取值是 ， 取各可能值的概率为

称上式为离散型随机变量 的概率分布或分布律。

  分布律也有⽤列表⽅式给出的(我只能说好难打😂)：

2.2.3 连续型随机变量及其概率密度

如果对随机变量 的分布函数 ，存在⼀个⾮负可积函数 ，使得对任意实数 ，都有：

称X为连续型随机变量，函数 称为 的概率密度。

2.2.4 概率分布的性质

1. 
2. 

⼆者也是概率分布(分布律)的充要条件。

2.2.5 概率密度 的性质

1. 
2. 
3. 对任意实数 ，有

4. 在 的连续点处有



1和2是函数 成为某个连续型随机变量的概率密度的充要条件。

2.3 常⽤分布

2.3.1 0-1分布

如果随机变量 有分布律

则称 服从参数为 的0-1分布。

2.3.2 ⼆项分布

如果随机变量 有分布律

其中 ，则称 服从参数为 的⼆项分布，记作

  在n重伯努利试验中，若每次试验的成功率为 ，则在n次独⽴重复试验中成功的总次数 服从⼆项

分布。

  当 时，⼆项分布就退化成0-1分布。所以0-1分布记作

2.3.3 ⼏何分布

如果随机变量 有分布律

其中 ，则称 服从参数为 的⼏何分布。

  在独⽴重复的伯努利试验中，若每次试验成功率为 ，则在第 次试验时才⾸次试验成功的概率服

从⼏何分布。

2.3.4 超⼏何分布

如果随机变量 的分布律为

其中 ，则称随机变量 服从参数为n,N,M的超⼏何分布。

  如果N件产品中含有M件次品，从中任意取出n件(或⼀件⼀件不放回的取n件)，令 抽取的n件产品中次品的
件数，则 服从参数为n,N,M的超⼏何分布。(有放回取n件， 服从

2.3.5 泊松分布

如果随机变量 的分布律为



其中 为常数，则称随机变量 服从参数为 的泊松分布，记为

2.3.6 均匀分布

如果连续型随机变量 的概率密度为

其他

则称 在区间 上服从均匀分布，记作

如果连续型随机变量 的概率密度为

其他

则称 在区间 上服从均匀分布，记作

  ⽆论 或 ，它们的分布函数均为

2.3.7 指数分布

如果连续型随机变量 的概率密度为

则称 服从参数为 的指数分布，记作

  设 ，则 的分布函数为

2.3.8 正态分布

如果随机变量 的分布律为

其中 为常数且 ，则称 服从参数为 的正态分布，记作

  当 时，即 ，称 服从标准正态分布，此时⽤ 表⽰ 的概率密度，即



  ，其分布函数为

  当 时，分布函数⽤ 表⽰

2.3.9 常⽤性质

1. 泊松定理：在伯努利试验中， 代表事件 在试验中出现的概率，它与试验总数 有关，如果

  应⽤泊松定理的要求： 较⼤( ), 较⼩( ), 不太⼤，这时有近似公式

2. 设 ，则对 ，有

  即随机变量落⼊区间 的概率等于该区间⻓度与 ⻓度之⽐。

3. 设 ，则有

1. 

2. 

4. 设 ，其分布函数为 ，则

1. 

2. 

3. 概率密度 关于 对称，标准正态分布的概率密度 是偶函数

4. 

5. 

2.4 随机变量的函数的分布

2.4.1 离散型随机变量的函数分布

  设 的分布律为 ，则 的函数 的分布律为



2.4.2 连续型随机变量的函数分布

1. 公式法

设 是⼀个具有概率密度 的随机变量，⼜设 是单调、导数不为0的可导函数， 是它的

反函数，则 的概率密度为

其他

  其中 是函数 在 的定义域上的值域。

2. 定义法

先求Y的分布函数

  再求

第三章 多维随机变量及其分布

3.1 ⼆维随机变量及其分布

3.1.1 ⼆维随机变量

设 是定义在样本空间 上的两个随机变量，则称向量 为⼆维随机变量。

3.1.2 ⼆维随机变量 的分布

3.1.3 ⼆维随机变量的边缘分布

  ⼆维随机变量 的分布函数为 ，分别称 和 为关于 和关

于 的边缘分布。

  显然

3.1.4 ⼆维随机变量的条件分布

  准确定义看书吧 懒得打了

  相反同理



3.1.5 ⼆维离散型随机变量

如果随机变量 的可能取值为有限个或可数⽆穷多个 ，则称 为⼆维离散型

随机变量。

3.1.6 ⼆维离散型随机变量的概率分布

⼆维离散型随机变量 的可能取值为 ，则

称为⼆维离散型随机变量 的概率分布或分布律。

3.1.7 ⼆维离散型随机变量的边缘分布

3.1.8 ⼆维离散型随机变量的条件分布

对与给定的 ，如果

则称

为在 条件下随机变量 的条件分布。

3.1.9 ⼆维连续型随机变量及其概率密度

如果随机变量 的分布函数 存在⾮负函数 使得对于任意实数 和 都有

则称 为⼆维连续型随机变量，函数 称为 的概率密度。

  对于⼆维连续型随机变量 ，设它的概率密度 ，由

  可知 也是⼀个连续型变量，⽽且它的概率密度为 

3.1.10 ⼆维连续型随机变量的边缘密度

和

被分别称为 关于 和关于 的边缘密度

3.1.11 ⼆维连续型随机变量的条件密度



设 在点 连续， 连续且 ，则条件分布为

其中 被称为在条件 下的条件密度，记作

相反同理。

3.1.12 分布函数 的性质

1. 对任意的x,y,均有
2. 
3. F(x,y)关于x和关于y均单调不减，且是右连续的
4. 

3.1.13 ⼆维离散型随机变量的分布律 的性质

1. 
2. 

3.1.14 ⼆维连续型随机变量的概率密度 的性质

1. 
2. 
3. 随机变量 落在区域D内的概率

3.2 随机变量的独⽴性

3.2.1 随机变量的独⽴性

如果对任意的 都有 则称随机变量X与Y相互独⽴。

3.2.2 随机变量相互独⽴的充要条件

1. 离散型随机变量X和Y相互独⽴的充要条件：对任意的 有

2. 连续型随机变量X和Y相互独⽴的充要条件：对任意的 有

3.2.3 ⼆维随机变量函数的分布

1. 离散型



2. 连续型

的求法，可以⽤公式

特别的，当 时

由此可得 的概率密度为

或

特别的，当 和 相互独⽴时

或

这两个公式称为卷积公式，记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