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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考试-知识点押题资料

（★机密）
一、《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考试题型分析：

题型大致包括以下五种题型，各题型及所占分值如下：

由各题型分值分布我们可以看出，单项选择题、填空题占试卷的 50%，考查的是基本的知识

点，难度不大， 考生要把该记忆的概念、 性质和公式记到位。 计算题和综合题主要是对

前四章基本理论与基本方法的考查， 要求考生不仅要牢记重要的公式， 而且要能够灵活运

用。应用题主要是对第七、 八章内容的考查， 要求考生记住解题程序和公式。 结合历年

真题来练习，就会很容易的掌握解题思路。

总之，只要抓住考查的重点，记住解题的方法步骤，勤加练习，就能够百分百达到过关的要

求。

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考试重点

说明：我们将知识点按考查几率及重要性分为三个等级， 即一级重点、二级重点、三级重

点，其中，一级重点为必考点， 本次考试考查频率高； 二级重点为次重点， 考查频率较

高；三级重点为预测考点，考查频率一般，但有可能考查的知识点。

随机事件与概率

1．随机事件的关系与计算  （一级重点）填空、简答

事件的包含与相等、和事件、积事件、互不相容、对立事件的概念。

2．古典概型中概率的计算 （二级重点）选择、填空、计算

记住古典概型事件概率的计算公式。

3. 利用概率的性质计算概率 （一级重点）选择、填空

（考得多）等，要能灵活运用。

4. 条件概率的定义 （一级重点）选择、填空

记住条件概率的定义和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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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全概率公式与贝叶斯公式  （二级重点）计算

记住全概率公式和贝叶斯公式，并能够运用它们。一般说来，如果若干因素（也就是事件）

对某个事件的发生产生了影响， 求这个事件发生的概率时要用到全概率公式； 如果这个事

件发生了，要去追究原因，即求另一个事件发生的概率时， 要用到贝叶斯公式， 这个公式

也叫逆概公式。

6. 事件的独立性（概念与性质） （一级重点）选择、填空

定义：若 ，则称A与B相互独立。结论：若 A与B相互独立，则 A与 

7. n 重贝努利试验中事件 A恰好发生 k次的概率公式 （一级重点）选择、填空

在 n 重贝努利试验中，设每次试验中事件A 的概率为 ，则事件A恰好发

生 k 次的概率

随机变量及其概率分布

8．离散型随机变量的分布律及相关的概率计算 （一级重点）选择、填空、计算、

综合。

记住分布律中，所有概率加起来为 1，求概率时，先找到符合条件的随机点，让后把对应的

概率相加。求分布律就需要找到随机变量所有可能取的值，和每个值对应的概率。

9. 常见几种离散型分布函数及其分布律 （一级重点）选择题、填空题

以二项分布和泊松分布为主，记住分布律是关键。本考点基本上每次考试都考。

10. 随机变量的分布函数 （一级重点）选择、填空、计算题

记住分布函数的定义和性质是关键。 要能判别什么样的函数能充当分布函数， 记住利用分

布函数计算概率的公式：

11. 连续型随机变量及其概率密度 （一级重点）选择、填空

重点记忆它的性质与相关的计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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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满足以上两条性质的函数一定是某个连续型随机变量的概率密度。

12.均匀分布、指数分布 （二级重点）选择、填空、计算题

记住它们的概率密度，能够根据所给的密度函数识别它们。

13. 正态分布和一般正态分布的标准化 （一级重点）选择、填空

记住性质和公式：

标准正态分布函数

概率的计算（重点）：

14. 随机变量函数的概率分布 （三级重点）选择、填空

在连续型随机变量函数的概率分布中， 要记住用直接变换法求 “非单调性”随机变量函数

的概率密度的方法。

多维随机变量及其概率分布

15. 二维离散型随机变量联合分布律和边缘分布律 （一级重点）选择、填空、计算题

对于联合分布律，记住所有概率和为 1.求概率时，找到满足条件的随机点，再把对应的概

率相加即可。要记住边缘分布律的求法。通过分布律会判断 X,Y是否相互独立。

16. 二维连续型随机变量的概率密度和边缘概率密度 （一级重点）选择、填空、

计算、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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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记住概率密度的性质，会由分布函数求概率密度，记住公式

已知概率密度f(x,y)会求（X，Y）在平面区域 D 内取值的概率，记住公式：

要熟练掌握连续型随机变量（X，Y）的边缘概率

密度函数的求法，并能判断 X,Y是否相互独立（考查的重点） 。

17．二维随机变量的独立性 （一级重点）选择、填空、计算题

考生要记住二维离散型的随机变量和二维连续型的随机变量独立性的判断。

18. 二维均匀分布、二维正态分布 （三级重点）计算题、综合题

记住这两种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还有以下结论

若二维随机变量（X，Y）服从二维正态分布

则随机变量 X 与 Y 分别服从正态分布

19. 两个随机变量函数的分布 （三级重点）填空题

记住结论并能灵活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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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Y X,相互独立，且 仍服从正态分

布，且有

推广：n 个独立正态随机变量的线性组合仍服从正态分布，即

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

20. 随机变量数学期望的概念、性质与计算 （一级重点）选择、填空、计算题

首先要十分熟练的掌握数学期望的概念与性质， 数学期望的性质在选择填空题中经常考到，

然后要熟悉离散型和连续型随机变量及随机变量函数的数学期望的计算公式。 考生一定要

结合历年考试真题认真练习，做到心中有数。

21. 随机变量的方差的概念、性质及计算 （一级重点）选择、填空、计算

熟悉方差的性质和计算公式，一般用“内方减外方”来计算方差，即

在方差的性质中，要注意：常数的方差为零，所以 D(X+C)=D(X)；当X,Y相互独立时，才有

，此时特别的D（X-Y）=D（X）+D（Y）。

22. 常见分布的数字特征 （一级重点）选择、填空、计算题

提醒各位考生，书上104页的那张表所包含的内容经常考到， 是考试需要重点记忆的表格

之一。不仅要记清各种分布的数学期望与方差， 还要记清各自的概率分布与密度函数。 表

格熟记在心，能够灵活运用期望与方差的性质，基本上就能轻松拿下 10-20分。

23. 协方差和相关系数 （一级重点）选择、填空、计算题

要熟悉协方差的性质与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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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要掌握相关系数的计算公式，还要知道相关系数的含义：

两个随机变量的相关系数是两个随机变量间线性联系密切程度的度量，

X 与 Y 之间的线性关系越密切。 Y 与 X 存在完全的线

性关系，即 X 与 Y 之间无线性关系， 此时称X,Y不相关。随

机变量 X 与 Y不相关的充分必要条件是

以上两点在选择题中经常出现。

大数定律及中心极限定理

24. 切比雪夫不等式 （二级重点）选择、填空

记住切比雪夫不等式的两种形式。它是用来估算概率的。

25. 大数定律 （二级重点）选择、填空

考生要记住相应的公式和含义。

26. 独立同分布序列的中心极限定理 （二级重点）选择、填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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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n 充分大时，独立同分布的随机变量的平均值 的分布近似于正态分布

27. 棣莫弗-拉普拉斯中心极限定理 （三级重点）填空题

主要结论：在贝努利试验中，若事件 A 发生的概率为 p ，又设 为 n 次独立重复试验中

事件 A 发生的频数，则当 n 充分大时，

统计量与抽样分布

28. 样本均值、样本方差 （一级重点）选择、填空

要清楚样本均值、样本方差、样本标准差的计算公式。 另外，要牢记结论设

是来自某个总体 X 的样本， 为样本均值：

29. 三大抽样分布 （一级重点）选择、填空

记住三大分布的定义，熟悉它们的结构，无需记忆概率密度函数。牢记重要结论：



更多免费课程及机密押题资料 可扫码进入“自考伴”小程序获取

 加入公众号 通关更轻松            更多免费资料 尽在“自考伴”APP8

偏重考查卡方分布的定义式。

参数估计

30. 单个正态总体均值和方差的置信区间 （一级重点）填空、应用题

书上162页的表的前3行内容常考，记住各种情况下的置信区间。 做题时，只要将已知条件

往相应的置信区间中代入求值即可。

31. 参数的矩法估计 （二级重点）填空题、计算题

32．参数的极大似然估计 （二级重点）填空、计算

考生要记住极大似然估计的方法与步骤：

33. 估计量的无偏性 （一级重点）选择题

34. 估计量的有效性和相合性 （一级重点）选择、填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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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检验

35. 假设检验的两类错误 （一级重点）填空

熟记概念：

36. 单个正态总体的均值和方差的假设检验 （一级重点）选择、填空、应用题

要牢记教材 181页表中u检验和t检验的前三行，以及 分布对应的内容。这是教材中的第

三个重要表格。 做题时要熟记解题步骤， 记住相应的统计量和拒绝域， 那么剩下的就是

计算了。双边检验考查的较多。

回归分析

37. 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回归模型中的未知参数 （一级重点）填空、计算题

记住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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