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猿援（圆园员怨年广东高二期末（文））某学校共有教
师员圆园人，老教师、中年教师、青年教师的比例为猿颐源颐
猿，其中青年男教师圆源人.现用分层抽样的方式从该
校教师中选出一个猿园人的样本，则被选出的青年女
教师的人数为（ ）.

粤援员圆 月援远 悦援源 阅援猿
4援下列说法中正确的个数是（ ）.
淤总体的个体数不多时宜用简单随机抽样法；
于在总体分组后的每一部分进行抽样时，采用

的是简单随机抽样；

盂百货商场的抓奖活动是抽签法；
榆整个抽样过程中，每个个体被抽取的机率均

相等（有剔除时例外）.
A郾1 B郾2 C郾3 D郾4
5.某单位有老年人圆愿人，中年人缘源人，青年人

愿员人，为了调查他们的身体状况，从中抽取一个容
量为猿远的样本，最适合的方法是（ ）.

粤郾简单随机抽样
月郾系统抽样
悦郾分层抽样
阅郾先从老年人中剔除员人，然后再分层抽样
6.某学校高一、高二、高三三个年级共有学生

3500人，其中高三学生数是高一学生数的两倍，高

二学生数比高一学生数多300人，现在按 1
100
的抽

样比用分层抽样的方法抽取样本，则应抽取高一学

生数为（ ）.
A援8 B援11 C援16 D援10
二、填空题（本大题共2小题，每小题5分，共10分）
苑援（圆园员愿年河南高考模拟（文））某班共有缘远名

学生，现将所有学生随机编号，用系统抽样的方法

抽取一个容量为源的样本，已知员圆号、圆远号、缘源号同
学在样本中，则样本中还有一名同学的编号是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援

8援（2018耀2019学年四川省成都外国语学校高
二数学上学期期末考试）甲、乙两套设备生产的同

类型产品共4800件，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从中抽取
一个容量为80的样本进行质量检测援若样本中有50
件产品由甲设备生产，则乙设备生产的产品总数为

________件援
三、解答题（本大题共圆小题，共24分.解答应写

出必要的文字说明、证明过程或演算步骤）

9援（12分）某网站欲调查网民对当前网页的满
意程度，在登录的所有网民中，收回有效帖子共

50000份，其中持各种态度的份数如表圆所示：
表圆

很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10800 12400 15600 11200

为了了解网民的具体想法和意见，以便决定如

何更改才能使网页更完美，打算从中抽选500份，
为了使样本更具有代表性，每类中各应抽选出多

少份？

10援（12分）某小区有圆缘猿户居民，为了了解他们
对居委会工作的建议，决定按员颐员园的比例抽取一个
样本，试写出用系统抽样法抽取的抽样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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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层抽样是抽样方法考查中最频繁的问题之一，

下面结合考题形式对分层抽样进行分析，体会分层抽

样的特征、过程与方法.
一、抽样方法的选择问题

例1 某公司在甲、乙、丙、丁四个地区分别有150
个、120个、180个、150个销售点.公司为了调查产品销
售的情况，需从这600个销售点中抽取一个容量为100
的样本，记这项调查为淤；在丙地区中有20个特大型
销售点，要从中抽取7个调查其销售收入和售后服务
情况，记这项调查为于，则完成淤于这两项调查宜采
用的抽样方法依次是（ ）.

A郾分层抽样法，系统抽样法
B郾分层抽样法，简单随机抽样法
C郾系统抽样法，分层抽样法
D郾简单随机抽样法，分层抽样法
思路分析：分层抽样是当总体由差异明显的几部

分组成时采用的抽样方法，对于其他样本差异不明显

可以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法或者系统抽样.
解析：显然，调查于为简单随机抽样，而对于调查

淤，因地区不同产品的销售情况会有差异，因此要采
取分层抽样，故选B.

二、抽样方法识别问题

例2 某初级中学有学生270人，其中一年级108
人，二、三年级各81人，现要利用抽样方法抽取10人参
加某项调查，考虑选用简单随机抽样、系统抽样和分

层抽样三种方案. 使用简单随机抽样和分层抽样时，
将学生按一、二、三年级依次统一编号为1，2，…，270；
使用系统抽样时，将学生统一随机编号为1，2，…，
270，并将整个编号依次分为10段.如果抽得号码有下
列四种情况：

淤7，34，61，88，115，142，169，196，223，250；
于5，9，100，107，111，121，180，195，200，265；
盂11，38，65，92，119，146，173，200，227，254；
榆30，57，84，111，138，165，192，219，246，270.
关于上述样本的下列结论中，正确的是（ ）.
A.于盂都不能为系统抽样
B.于榆都不能为分层抽样
C.淤榆都不能为系统抽样
D.淤盂都可能为分层抽样
思路分析：由题意可知，若采用分层抽样，则一年

级抽4人，二年级、三年级各抽3人，即在员耀108内应抽
取4个号码，在109耀189内应抽取3个号码，在190耀270

内应抽取3个号码，故淤于盂均可能为分层抽样；由系
统抽样的概念知，系统抽样抽出的样本号码具有一定
的规律性，间隔应为27，且第一个号码在［1，27］内，故
淤盂均可能为系统抽样，而于榆一定不是系统抽样.

解析：选D援
模型升华：抽样方法识别问题主要是根据抽样

“过程与结果”中的特点进行分析采用的是哪类抽样
方法，是具体抽样执行后的“后期分析”.但这类问题
与抽样方法选择问题一样，都是掌握抽样特征为解决
问题的突破口.

三、分层抽样的计算问题

例3 某杂志社在互联网上就读者对某一栏目的

喜爱程度进行调查，参加调查的总人数为10000人，其
中持各种态度的人数如下表所示：

很喜爱 喜爱 一般 不喜爱

2435 3567 2926 1072
杂志社为了了解读者的具体意见，打算从中抽选

出50人进行更为详细的调查，为此要进行分层抽样，那
么在分层抽样时，每类人中各应抽选出多少人？

思路分析：首先确定抽取比例，然后再根据各层

人数确定各层要抽取的人数.如果不整除，则采用四
舍五入来取整.

解析：因为
5园

员0园园园 越
员
圆园园，所以

圆源3缘
圆园园 抑12，3缘远苑圆园园 抑

18，2怨圆6圆园园 抑15，1园苑圆圆园园 抑5.

故四类人应分别抽取12，18，15，5人进行调查.
模型升华：分层抽样的计算问题主要是应用分层

抽样过程中成比例的特征建立方程，利用方程思想解

决问题.

阴四川 代尔宁

传道授业

解读分层抽样问题

作为体现统计基本思想的随机抽样方法共有三
种：简单随机抽样、系统抽样、分层抽样援抽样方法位于
统计这一节之首，是近年此模块考查的一个重要知识点援

考点1、方中有圆，圆中有方寅求每一个个体被抽
到的可能性

例1 从2020名学生中选取50名学生参加全国高
中数学联赛，若采用下面的方法选取：先用简单随机抽
样从2020人中剔除20人，剩下的2000人再按系统抽样
的方法抽取，则每人入选的可能性（ ）援

A援不全相等 B援都相等，且为 员
源园

C援都相等，且为 缘
202 D援都不相等

思维导航：无论哪种抽样方法，只要遵循随机抽样
的规则，都能保证每个个体被入选的可能性一样援

解答过程：由随机抽样的等可能性，可知每人入选

的可能性都相等，且为
5园
圆园圆0 越

缘
202 .故选C援

【得分锦囊】简单随机抽样、系统抽样、分层抽样的
共同特点是在抽样过程中每一个个体被抽取的机会均
相等（随机抽样的等可能性）援若样本容量为灶，总体的
个体数为N，则用这三种方法抽样时，每一个个体被抽

到的可能性都是
灶
晕 ，体现了这些抽样方法的客观性和

公平性援
考点2、珠联璧合，交相辉映寅求用系统抽样应抽

取的人数

例2 为了要参加2020年元旦演出，某学校从圆园0
名学生中抽取20名学生参加演出，现采用系统抽样方
法，将圆园0名学生随机地从1耀圆园0编号，按编号顺序平均
分成20组（1耀员园号，员员耀圆园号……1怨员耀圆园0号），若第1愿组
抽出的号码为1苑6，则第1组中用抽签的方法确定的号
码是_________.

思维导航：计算分段间隔，设第1组中用抽签的方
法确定的号码是x，则由第1愿组抽出的号码为1苑6，可列
出关于x的方程，即可求出x的值援

解答过程：依题意可知，在系统随机抽样过程中，
分段间隔为员园援设第1组抽出的号码为x，则第1愿组应抽
出的号码是员园伊1苑+x=1苑6，亦x=6.故填6援
【得分锦囊】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将总体中的N个

个体编号，将整体按编号进行分段，确定分段间隔噪
（噪沂N）.在第一段用简单随机抽样确定起始个体的编
号造（造沂N，造臆噪）援按照一定的规则抽取样本，通常是将
起始编号造加上间隔噪得到第2个个体编号造+噪，再加上噪
得到第3个个体编号造+2噪，这样继续下去，直到获取整
个样本援

考点3、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寅求分层抽样中各层
应抽取的人数

例3 浙江卫视在互联网上就观众对节目《奔跑
吧兄弟》的喜爱程度进行调查，参加调查的总人数为
12000人，其中持各种态度的人数如下表所示：

很喜爱 喜爱 一般 不喜爱

2600 5200 3200 1000

浙江卫视为了了解观众的具体想法和意见，打算
从中抽选出60人进行更具体的调查.因为层次特征明
显，为此考虑进行分层抽样，那么在分层抽样时，上述
各层中依次抽取的人数分别是__________________.

思维导航：首先确定抽取比例，然后把各层人数乘
以抽取比例，即得到各层要抽取的人数援

解答过程：由题意，可知抽取的比例为噪越 远园
员圆园园园 越

员
圆园园，各层中依次抽取的人数分别是

圆远园园
圆园园 越员猿，缘圆园园圆园园 越

圆远，猿圆园园圆园园 越员远，员园园园圆园园 越缘.故填：13，26，16，5援

【得分锦囊】分层抽样是当总体由差异明显的几部
分组成时采用的抽样方法，进行分层抽样时应注意以

下几点：淤分层抽样中分多少层、如何分层要视具体情
况而定，总的原则是层内样本的差异要小，两层之间的

样本差异要大，且互不重叠；于为了保证每个个体等可
能入样，所有层中每个个体被抽到的可能性相同；盂在
每层抽样时，应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或系统抽样的方法
进行；榆在确定每层中抽取的份数时，要首先确定抽样
比例，然后把各层的人数乘以抽样比例，即得各层应抽
取的人数.注意：若各层应抽取的个体数不都是整数，
则应当调整样本容量，先剔除个体.

阴

山
西

詹
红
娟

高
屋
建
瓴

随着信息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数学越
来越成为人们分析事物的一种有效工具，
统计知识比原来显得更加重要了，如搜
集、整理和分析数据，进行交流，作出决策
等，这是学生进一步学习和适应未来生活
不可缺少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也是每
个现代公民必备的基本素质.高考中近几
年更加青睐考查学生的应用能力，我们在
此一起研究考题，把握知识重点，合理突

破难点，让你在高考中所向披靡.
一、链接考题

例 （高考江苏卷圆题）某学校高一、高二、高三
年级的学生人数之比为猿颐猿颐源，现用分层抽样的方法
从该校高中三个年级的学生中抽取容量为缘园的样
本，则应从高二年级抽取________名学生.

解析：分层抽样又称分类抽样或类型抽样，先将
总体划分为若干个同类层，再在各层内随机抽样或
系统抽样，抽样保证了所抽取的样本具有足够的代

表性，因此由缘园伊 猿
猿垣猿垣源 越员缘，知应从高二年级抽取

员缘名学生.
点评：本题考查分层抽样的知识，必须保证每个

个体等可能入样，遵循在各层中进行简单的随机抽
样，每层样本数量与每层个体数量的比与这层个体
数量与总体数量的比相等.

二、变式探究

变式1 某市A，B，C三个区共有高中学生20000
人，其中A区高中生7000人，现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
从这三个区所有高中生中抽取一个容量为600的样

本进行学习兴趣调查，则从A区应抽取（ ）.
A援200人 B援205人
C援210人 D援215人
解析：分层抽样中每个个体被抽到的可能性相

等，则A区应抽取的学生数为 远园园
圆园园园园 伊苑园园园越圆员园.

故选C援
点评：分层抽样中样本与总体比例一致援
变式2 某学校有在编人员160人，其中行政人

员有16人，教师有112人，后勤人员有32人，教育部门
为了了解学校机构的改革意见，要从中抽取一个容
量为20的样本，试确定用何种方法抽取，并写出抽样
过程援

解析：因为本题总体分成三类：行政人员、教师、
后勤人员，符合分层抽样的特点，故选用分层抽样
方法援

因为
圆园
员远园 越

员
愿 ，所以从行政人员中抽取员远伊 员

愿 越

圆（人），从教师中抽取员员圆伊 员
愿 越员源（人），从后勤人员

中抽出圆园原圆原员源越源（人）援
因为行政人员和后勤人员较少，可将

他们分别按1~16和1~32编号，然后采用抽
签法分别抽取2人和4人，对教师从000，
001，…，111进行编号，然后用随机数表法
抽取14人援

点评：分层抽样的优点是使样本具有

较强的代表性，而且在各层抽样时，又可

灵活地选用不同的抽样法，因此分层抽样

应用也比较广泛援
变式3 某校共有学生2000名，各年级男、女生

人数如下表所示援 已知在全校学生中随机抽取1名，
抽到二年级女生的概率是0.19，现用分层抽样的方
法在全校抽取64名学生，则应在三年级抽取的学生
人数为（ ）.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女生 373 曾 赠
男生 377 370 曾

A援14 B援15 C援16 D援17
解析：由2000伊0.19越380，知二年级的学生人数

为380垣370越750.由于一年级的学生人数为373垣377越
750，于是三年级的学生人数为2000原750原750越500，

那么三年级应抽取的人数为缘园园伊 远源
圆园园园 越员远援

点评：为了保证每个个体等可能入样，分层抽样

需遵循在各层中进行简单随机抽样，每层样本数量

与每层个体数量的比与这层个体数量与总体容量的

比相等援

阴河南 王小明

抽样方法变中学

（参考答案见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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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简单随机抽样

1.为了分析高三年级的8个班400名学生第一次
高考模拟考试的数学成绩，决定在8个班中每班随
机抽取12份试卷进行分析，这个问题中样本容量
是（ ）.

A.8
B.400
C.96
D.96名学生的数学成绩
2.总体由编号为01，02，…，19，20的20个个体组

成，利用下面的随机数表选取6个个体，选取方法是
从随机数表第1行的第5列和第6列数字开始由左到
右依次选取两个数字，则选出来的第6个个体的编号
为（ ）.

7816 6572 0802 6314 0702 4369 1128 0598
3204 9234 4935 8200 3623 4869 6938 7481

A援11 B援02
C援05 D援04
猿.某总体容量为M，其中带有标记的有N个，现

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从中抽出一个容量为m的
样本，则抽取的m个个体中带有标记的个数估计
为（ ）.

A. 皂晕
酝

B. 皂酝
晕

C. 晕酝
皂

D.N

源援（圆园员怨年江西南昌十中高一月考（理））从编
号为园园到圆怨的猿园个个体中抽取员园个样本，现给出某
随机数表的第员员行到第员缘行（见下表），如果某人选
取第员圆行的第远列和第苑列中的数作为第一个数并
且由此数向右读，则选取的前源个的号码分别为
（ ）.

怨圆远源 源远园苑 圆园圆员 猿怨圆园 苑苑远远 猿愿员苑 猿圆缘远 员远源园
缘愿缘愿 苑苑远远 猿员苑园 园缘园园 圆缘怨猿 园缘源缘 缘猿苑园 苑愿员源
圆愿愿怨 远远圆愿 远苑缘苑 愿圆猿员 员缘愿怨 园园远圆 园园源苑 猿愿员缘
缘员猿员 愿员愿远 猿苑园怨 源缘圆员 远远远缘 缘猿圆缘 缘猿愿猿 圆苑园圆
怨园缘缘 苑员怨远 圆员苑圆 猿圆园苑 员员员源 员猿愿源 源猿缘怨 源源愿愿
粤援苑远，远猿，员苑，园园 月援员远，园园，园圆，猿园
悦援员苑，园园，园圆，圆缘 阅援员苑，园园，园圆，园苑
5.福利彩票的中奖号码是由1~36共36个号码

组成的，选出7个号码来按规则确定中奖情况，这种
从36个号码中选7个号码的抽样方法是什么方法？
并写出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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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45分钟 满分：愿远分

素养
名称

数学
抽象

逻辑
推理

数学
运算

直观
想象

数学
建模

数据
分析

题号
1，2，3，4，
5，8，9，10

6，7
2，3，4，6，
7，11，12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6小题，每小题5分，共30分）
1援抽签法中确保样本代表性的关键是（ ）.
A郾制签 B郾搅拌均匀
C郾逐一抽取 D郾抽取不放回
2援（湖北省宜城市第二中学2018耀2019学年高

二下学期开学考试）已知容量为160，若用随机数法
抽取一个容量为10的样本援下面对总体的编号正确
的是（ ）.

A援1，2，…，160
B援0，1，…，159
C援00，01，…，159
D援000，001，…，159
猿援（圆园员怨年贵州省铜仁第一中学高二期末

（文））某高校有男学生猿园园园名，女学生苑园园园名.为了
解男女学生在学习兴趣与业余爱好方面是否存在

显著差异，拟从全体学生中抽取男学生猿园园名，女学
生苑园园名进行调查，则这种抽样方法是（ ）.

粤援抽签法 月援随机数法
悦援系统抽样法 阅援分层抽样法
4援交通管理部门为了解机动车驾驶员（简称驾

驶员）对某新法规的知晓情况，对甲、乙、丙、丁四个

社区做分层抽样调查.假设四个社区驾驶员的总人
数为晕，其中甲社区有驾驶员怨远人.若在甲、乙、丙、
丁四个社区抽取驾驶员的人数分别为员圆，圆员，圆缘，源猿，
则这四个社区驾驶员的总人数晕为（ ）.

粤郾员园员 月郾愿园愿
悦郾员圆员圆 阅郾圆园员圆
5援某工厂生产A，B，C三种不同型号的产品，产

品的数量之比依次为3颐4颐7，现在用分层抽样的方法
抽出容量为灶的样本，样本中A型号产品有15件，那
么样本容量灶为（ ）.

A援50 B援60
C援70 D援80
远援（圆园员怨年四川高二期末（文））某校高三年级

共有学生怨园园人，将其编号为员，圆，猿，…，怨园园，并从小
到大依次排列，现用系统抽样的方法从中抽取一个

容量为源缘的样本，若抽取的第一个样本编号为缘，则
第三个样本的编号为（ ）.

粤援员缘 月援圆缘
悦援猿缘 阅援源缘
二、填空题（本大题共2小题，每小题5分，共10分）
苑援（圆园员怨年四川高二期末（文））某学校有教师

员园园人，学生怨园园人，用分层抽样的方法从全校师生
中随机抽取圆园人，则应抽取的教师人数为赃赃赃赃赃赃援

愿援（圆园员怨年江西高一期末）某学校有猿园个班级，
每班缘园名学生，上级要到学校进行体育达标验收援

需要抽取员园豫的学生进行体育项目的测验援 如果按
学号用系统抽样法抽取，则只需要在第一个班前

赃赃赃赃赃赃赃名中随机抽取一名，其他人选就随之确定援
三、解答题（本大题共4小题，共46分.解答应写

出必要的文字说明、证明过程或演算步骤）

9援（10分）现从员园架钢琴中抽取源架进行质量检
验，请你写出用抽签法抽样的过程.

10援（12分）一个体育代表队有200名运动员，其
中两名是种子选手援现从中抽取13人参加某项运动援
若种子选手必须参加，请用系统抽样法给出抽样

过程援

11援（12分）某市的3个区共有高中学生20000人，
且3个区的高中学生人数之比为2颐3颐5，现要从所有
学生中抽取一个容量为200的样本调查该市高中学
生的视力情况，试写出抽样过程援

12援（12分）某羽绒服厂的三个车间在2018年
10月份共生产男女羽绒服3000件，如表员所示：

表员

第一车间 第二车间 第三车间

女羽绒服 490 x y
男羽绒服 485 525 z

现从这些羽绒服中随机抽取员件进行检验，已
知抽到第二车间女羽绒服的可能性是0.18.
（员）求曾的值；
（圆）现用分层抽样的方法在生产的这些羽绒服

中随机抽取75件进行检验，问应在第三车间中抽取
多少件？

时间：45分钟 满分：64分

素养
名称

数学
抽象

逻辑
推理

数学
运算

直观
想象

数学
建模

数据
分析

题号 1，4，5，10 2，7 2，3，6 3，6，8，9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6小题，每小题5分，共30分）
员援（圆园员怨年黑龙江哈尔滨三中高二期末（理））

对一个容量为晕的总体抽取容量为灶的样本，当选
用简单随机抽样、系统抽样两种不同方法抽取样

本时，总体中每个个体被抽中的概率分别责员，责 圆，则
（ ）.

粤援责员跃责圆 月援责员约责圆
悦援责员越责圆 阅援责员屹责圆
圆.（圆园员怨年安徽定远二中高二期末）有圆园园人参

加了一次会议，为了了解这圆园园人参加会议的体会，
将这圆园园人随机编号为园园员，园园圆，园园猿，…，圆园园，用系
统抽样的方法（等距离）抽出圆园人，若编号为园园远，
园猿远，园源员，员苑远，员怨远的缘个人中有员个没有抽到，则这
个编号是（ ）.

粤援园园远 月援园源员
悦援员苑远 阅援员怨远

2.3 分层抽样

1.某研究性学习课程的学生中，高一年级有
30名，高二年级有40名援现用分层抽样的方法在这
70名学生中抽取一个样本，已知在高一年级的学生
中抽取了6名，则在高二年级的学生中应抽取的人
数为（ ）.

A援6 B援8 C援10 D援12
2.某商场有四类食品，食品类别和种数见下表：

类别 粮食类 植物油类 动物性食品类 果蔬类

种数 40 10 30 20

现从中抽取一个容量为20的样本进行食品安
全检测援若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抽取样本，则抽取
的植物油类与果蔬类食品种数之和是（ ）.

A.7 B.6 C.5 D.4
3.福州大学的A，B，C三个专业共有1200名学

生，为了调查这些学生勤工俭学的情况，拟采用分

层抽样的方法抽取一个容量为120的样本援 已知该
学院的A专业有380名学生，B专业有420名学生，则
在该学院的C专业应抽取_______名学生援

源.某防疫站欲采用分层抽样的办法对某中学
的学生进行身体健康调查，该中学共有学生2000
名，抽取了一个容量为200的样本，已知样本中女生
比男生少6人，则该校共有女生（ ）.

A.1030人 B.97人
C.950人 D.970人
缘援（圆园员怨年北京昌平一中高一期末）某学校有高

中学生员园园园人，其中高一年级、高二年级、高三年级
的人数分别为猿圆园，猿园园，猿愿园.为调查学生参加“社区
志愿服务”的意向，现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从中抽

取一个容量为员园园的样本，那么应抽取高二年级学
生的人数为（ ）.

粤援远愿 月援猿愿 悦援猿圆 阅援猿园
远援（圆园员愿年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第二中学高一

期末）某中学有高一学生源园园人，高二学生猿园园人，高
三学生缘园园人，现用分层抽样的方法在这三个年级
中抽取员圆园人进行体能测试，则从高三抽取的人数
应为（ ）.

粤援源园 月援源愿 悦援缘园 阅援愿园
苑援（圆园员愿年湖南高考模拟（理））某林场共有白猫

与黑猫员园园园只，其中白猫比黑猫多源园园只，为调查猫
的生长情况，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抽取一个容量为

灶的样本，若样本中黑猫有远只，则灶越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援

2.2 系统抽样

1.为了解2000名学生的学习情况，采用系统抽
样的方法，从中抽取容量为40的样本，则分段的间
隔为（ ）.

A援40 B援50
C援80 D援100
2.要从已编号（1耀50）的50枚最新研制的奥运

会特型烟花中随机抽取5枚来进行燃放试验援 用每
部分选取的号码间隔一样的系统抽样的方法，试确

定所选取的5枚烟花的编号可能是（ ）.
A.5，10，15，20，25
B.3，13，23，33，43
C.1，2，3，4，5
D.2，4，8，16，32
猿.为了要参加2020年元旦演出，某学校从160

名学生中抽取20名学生参加演出，现采用系统抽样
方法，将160名学生随机地从1耀160编号，按编号顺
序平均分成20组（1耀8号，9耀16号……153耀160号），
若第16组抽出的号码为126，则第1组中用抽签的
方法确定的号码是_________.

源援系统抽样又称为等距抽样，从皂个个体中抽
取灶个个体作为样本（皂跃灶），先确定抽样间隔，即抽

样距噪越 皂
灶
的整数部分，从第一段员，圆，…，噪个号码

中随机地抽取一个入样号码蚤园，则蚤园，蚤园垣噪，…，蚤园垣（灶原
员）噪号码入样构成样本，所以每个个体入样的可能
性（ ）.

粤援与蚤园有关 月援与编号有关
悦援不一定相等 阅援相等

缘援（圆园员怨年河南高一期末）某校高一年级从愿员缘
名学生中选取猿园名学生参加庆祝建国70周年的大
合唱节目，若采用下面的方法选取：先用简单随机

抽样从愿员缘人中剔除缘人，剩下的愿员园人再按系统抽
样的方法抽取，则每人入选的概率（ ）.

粤援不全相等 月援均不相等

悦援都相等，且为 远
员远猿

阅援都相等，且为 员
圆苑

远援某初级中学领导采用系统抽样方法，从该校
初一年级全体愿园园名学生中抽缘园名学生做牙齿健康
检查援现将愿园园名学生从员到愿园园进行编号，求得间隔

数噪越 愿园园
缘园

越员远，即每员远人抽取一个人援在员耀员远中随机

抽取一个数，如果抽到的是苑，则从猿猿耀源愿这员远个数
中应取的数是（ ）.

粤援源园 月援猿怨 悦援猿愿 阅援猿苑
苑援有一批产品共缘园个，将它们依次编号为园员，

园圆，…，缘园，现利用下面的随机数表选取员园个样本进
行产品质量抽查，选取方法是从随机数表第员行第猿
列的缘和第源列的源组成数字缘源开始由左到右依次选
取两个数字，则选出来的第愿个样本的编号为赃___.
源怨 缘源 源猿 缘源 愿圆 员苑 猿苑 怨猿 圆猿 苑愿 愿苑
猿缘 圆园 怨远 源猿 愿源 员苑 猿源 怨员 远源 缘苑 圆源
缘缘 园远 愿愿 苑苑 园源 苑源 源苑 远苑 圆员 苑远 猿猿
缘园 圆缘 愿猿 怨圆 员圆 园远 苑远

愿援（圆园员怨年江西南昌十中高一月考（文））某中
学采用系统抽样方法，从该校高三年级全体6园园名
学生中抽缘园名学生做高考前摸底测试援现将6园园名
学生从员到6园园进行编号援已知从猿7耀源愿这员2个数中
取的数是猿怨，则在第员小组员耀员2中随机抽到的数是
赃赃赃赃赃赃.

9.2019年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在山西太原举
行，组委会要从21名志愿者中选派5人从事会务、导
游、礼仪等工作，请用系统抽样的方法写出抽样的

过程援

（测试范围：抽样方法）

（参考答案见下期）

栏 目 设 置
第一版 悟·提能力
本版主要栏目：

传道授业：对本期的知识学

生应该怎样去学习才能理解的

更到位更准确，（员）讲解一些对课
本上难以理解的知识点，（圆）课
本外的但在课堂上需要补充的

知识，（猿）关于本期内容前后衔接
的一些知识点的介绍。

高屋建瓴：对于基础知识涉

及到的基础方法应该怎么用，结

合适当的例题讲解，让大多数学

生达到轻松掌握基本知识及其

解法的目的。

答疑解惑：通过师生问答的

形式，将对本期知识中有疑问的

地方解惑，使学生能在轻松的气

氛中掌握知识。

思想方法：针对当期知识点，

根据新课标所要求学生掌握的

常用数学思想方法进行重点启

发与培养，以帮助学生形成良好

的数学思维习惯。

茅塞顿开：通过例题的求解

过程，阐述解题策略及思路的形

成过程。目的在于培养学生自主学

习的能力，以及对问题的深入掌握。

一击即破：针对有些问题的

一些特殊的巧妙的方法解析，侧

重在传统思路基础上的巧与妙，

重点在思考上。

举一反三：以课本典型例题

或习题为主，对其背景、限制条

件、设问方式等进行变换探究，使同

学们能够打开视野，触类旁通。

知行合一：立足于数学知识

在实际生产和生活中的应用，以

及在其他学科领域中的应用，把

实际问题转化为数学模型来讲

求解，以期达到知行合一的目的。

金榜题名：针对某个知识点

在高考中的题型进行回顾、展

望，并探求其求解策略及技巧，

让学生提前了解并熟悉高考的

相关题型。

运筹帷幄：对于本期基础知

识涉及到的基础方法应该怎么

用，结合适当的例题讲解，化难

为易，让大多数学生达到轻松掌

握基本知识及其解法的目的。或

剖析对某个知识点与其他知识

点的交汇综合，追求思路方法的

拓展性，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完整

的知识系统。

毫厘千里：对各种典型的错

题进行归类，提炼出针对某类错

误的解题策略。将常考、易错和

能举一反三的典型试题按专题

分类，帮学生掌握考点，做少量

的题，掌握一类题的典型解法。

妙趣横生：从学生的知识结

构和思维发展水平的实际出发，

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以增加数

学学习的趣味性。

数学文化：以数学发展史为

主，展示丰富多彩的数学文化，

使读者体会到数学是人类智慧

的结晶，并从中受到启迪，开拓

思路。

第二版 练·堂堂清
堂堂清：通过课时分类中对

应的基础题型训练，让学生了解

所学内容在考试中的考查方式，

以什么形式、题材来设计问题。

第三、四版 练·周周清
同步分层能力测试题：紧跟

教学进度，不可使用历年高考原

题，可采用一部分高考或竞赛改

编题（改编题请标明出处）。

章节能力测试题：对整章内

容的综合测试。

模块综合能力测试题：对对

应模块所有知识点的综合测试。

·堂堂清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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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 猿》编辑进度

猿援（圆园员怨年奎屯市第一高级中学高一月考（理））
若 曾 员，曾 圆，…，曾 圆园员8的平均数为猿，方差为源，且 赠 蚤越
原圆（曾蚤原圆），曾蚤越曾员，曾圆，…，曾圆园员愿，则新数据赠员，赠圆，…的平
均数和标准差分别为（ ）.

粤援原源，原源 月援原源，员远
悦援圆，愿 阅援原圆，源
源援（圆园员愿年广西高二期末（文））如图7所示茎叶

图记录了甲、乙两组各五名学生在一次英语听力测

试中的成绩（单位：分），已知甲组数据的中位数为

员苑，乙组数据的平均数为员苑.源，则曾，赠的值分别为
（ ）.

粤援苑，愿 月援缘，苑 悦援愿，缘 阅援苑，苑

9 0 9
9 x 6 1 6 6 y

6 2 9

甲组 乙组

图 7 图 8
O 20 40 60 80 100

0.005
0.01
0.015
0.02

成绩/分

fi
驻xi

5援某学校组织学生参加口语测试，成绩的频率
分布直方图如图8，数据的分组依次为［圆园，源园），
［源园，远园），［远园，愿园），［愿园，员园园），已知参加测试的总人
数为100，则高于60分的学生人数是（ ）.

A援源缘 B援7园 C援缘缘 D援远园
6援（2019年安徽毛坦厂中学高考模拟（文））某

家庭去年收入的各种用途占比统计如图9的折线
图，今年收入的各种用途占比统计如图10的条形
图.已知今年的“旅行”费用比去年增加了3500元，
则该家庭今年“衣食住”费用比去年增加了（ ）.

40%
35%
30%
25%
20%
15%
10%
5%
0%
储蓄衣食住旅行 就医

40%
35%
30%
25%
20%
15%
10%
5%
0%
储蓄衣食住旅行 就医

图 9 图 10
A援2000元 B援2500元
C援3000元 D援3500元

二、填空题（本大题共2小题，每小题5分，共10分）
7援已知样本1，2，4，x，y的平均数是3，标准差是

2，则xy=______援
8援某市电视台对本市2019年春晚的节目进行

评分，分数设置为1分、2分、3分、4分、5分五个等级.
已知100名大众评委对其中一个舞蹈节目评分的结
果如图11，则这100名大众评委的分数的方差为
__________援

1 2 3 4 5 分数

频率
0.3

0.2

0.1

O
图 11

三、解答题（本大题共圆小题，共24分.解答应写
出必要的文字说明、证明过程或演算步骤）

9援（12分）从甲、乙两班某项测试成绩中各随机
抽取缘名同学的成绩，得到如图员2所示的茎叶图.已
知甲班成绩数据的中位数为员猿，乙班成绩数据的平
均数为员远.
（员）求曾，赠的值；
（圆）试估计甲、乙两班在该项测试中整体水平

的高低.
甲班 乙班

9 0 9
x 2 1 5 y 8
6 0 2 0

图 员2

10援（12分）（湖南省师大附中、长沙一中、长郡
中学、雅礼中学2018届高三四校联考）“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车辆驾驶员血

液酒精浓度在圆园耀愿园 mg/100 mL（不含愿园）之间，属
于酒后驾车；血液酒精浓度在80 mg/100 mL（含愿园）
以上时，属醉酒驾车.”

圆园员9年“七夕”晚愿时开始，长沙市交警队在解
放路一交通岗前设点，对过往的车辆进行抽查，经

过源个小时共查出喝过酒的驾车者远园名. 图员3是用
酒精测试仪对这远园名驾车者血液中酒精浓度进行
检测后所得结果画出的频率分布直方图.
（1）求这远园名驾车者中属醉酒驾车的人数；

（图中每组包括左端点，不包括右端点）

（2）求这远园名驾车者血液的酒精浓度的平均值.

0.025
0.020
0.015
0.010
0.005

O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酒精含量

（单位：mg/100mL）

图 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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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图表，理解其意义，会使用公式等是学好
统计学的关键.

一、频率分布表和频率分布直方图问题
例1 某中学组织了900名学生参加一次环保

知识竞赛，为了了解本次竞赛的成绩情况，从中抽
取了部分学生的成绩（得分取正整数，满分为100
分）进行统计，得到下面部分图表，分别如表员、图员.

表员

韵 缘园 远园 苑园 愿园 怨园员园园分数/分
图 员

fi
驻xi

分组 频数频率

［缘园，远园） 源 园郾园愿
［远园，苑园） 愿 园郾员远
［苑园，愿园） 员园 园郾圆园
［愿园，怨园） 员远 园郾猿圆
［怨园，员园园］
合计

（1）填充频率分布表中的四个空格；

（2）不计算频率组距，补全频率分布直方图援

解析：（1）由 4
0.08 越50，得样本容量为50，则第五

小组的频数为50原4原8原10原16越12，其频率为12
50越0.24.

故四个空格应分别填12，0.24，50，1.
（2）设第一个小长方形的高为h1，第二个小长方

形的高为h2，第五个小长方形的高为h5，由小长方
形的高与频数成正比，

得
h1
h2
越 48 ，

h1
h5
越 源
员圆，即

h2越2h1，h5越3h1，这样即
可补全如图圆所示的
频率分布直方图.

二、茎叶图问题
例圆 为了调查甲、乙两个网站受欢迎的程

度，随机选取了14天，统计上午8:00耀10:00间各自
的点击量，得如图猿的茎叶图，根据茎叶图回答下
列问题援
（1）甲、乙两个网站点击量的极差分别是多少？
（2）甲网站点击量在［10，40］间的频率是多少？
（3）甲、乙两网站哪个更受欢迎？并说明理由援
解析：（1）甲网站的

极差为73原8越65，乙网站
的极差为71原5越66.
（2）在［10，40］间的频

率为
4
14越

2
7 .

（3）甲网站的点击量
集中在茎叶图的下方，而
乙网站的点击量集中在茎叶图的上方，从数据的
分布情况来看，甲网站更受欢迎援

三、求平均数问题
例猿 某制造商3月生产了一批乒乓球，随机

抽样100个进行检查，统计得到如图源的频率分布
直方图.

25
20
15
10
5
O

直径/mm

图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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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已知标准乒乓球的直径为40.00mm，试求
这批乒乓球的直径误差不超过0.03mm的频率；
（2）估计这批乒乓球直径的平均数（同一组中

的数据用该组区间的中点值作代表）援（结果保留两
位小数）

解析：（1）由误差不超过0.03mm知，直径落在
［39.97，40.03］范围内，则其频率为（员园垣圆缘垣员园）伊
园郾园圆越园郾怨.
（2）所求平均数为39.96伊0.1垣39.98伊0.2垣40.00伊

0.5垣40.02伊0.2抑40.00（mm）援
四、求方差问题
例源 为选派一名学生参加全市实践活动技

能竞赛，粤，月两位同学在学校学习基地现场进行加
工直径为20mm的零件的测试，两人各加工的10个
零件的相关数据和测试得到的有关数据如表圆，试
解答下列问题：

表圆

平均数 方差 符合要求的个数

粤 圆园 园郾园圆远 圆

月 圆园 泽月
圆

缘
（1）考虑平均数与完全符合要求的个数，你认

为谁的成绩好些.

（2）计算出泽月
圆
的大小，考虑平均数与方差，说明

谁的成绩好些.
（3）考虑图缘中

折线走势及竞赛中
加工零件个数远远
超过10个的实际情
况，你认为派谁去
参赛较合适？并说
明你的理由援

解析：（1）由A，B两位同学成绩的平均数相同，
B同学加工的零件中符合要求的个数较多，则认为
B同学的成绩好些.

（2）由所给数据可计算得泽月
圆
越0.008，得泽粤

圆
跃泽月

圆
.又

在平均数相同的情况下，B同学的波动小，则B同学
的成绩好些.
（3）从已知图中的折线走势可知，尽管A同学

的成绩前面起伏大，但后来逐渐稳定，误差小，由
此可预测A同学的潜力大，而B同学比较稳定，潜力
小，则选派A同学去参赛较合适.

福建 杨浦斌

韵 缘园 远园 苑园 愿园 怨园员园园分数/分
图 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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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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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一、如何从频率分布直方图中估计众数和

中位数？

因为在频率分布直方图中，各个小长方形的面

积表示相应各组的频率，也显示出样本数据落在各

小组的比例的大小，所以从图中看到哪个区间的小

长方形的面积最大，即这组的频率就最大，即众数就

是在该区间内.在样本数据的频率分布直方图中，众
数就是最高矩形的中点的横坐标.

例1 从图员所示的频率分布直方图中估计中位
数与众数之和为_________援

0.0001
0.0002
0.0003
0.0004
0.0005

月收入韵

图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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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因为众数是频率分布直方图中最高矩形的

底边中点的横坐标，且中间的两个矩形最高，所以众

数是2500.中位数是把频率分布直方图分成两个面
积相等的平行于赠轴的直线与x轴交点的横坐标.因
为第一个矩形的面积是0.1，第二个矩形的面积是
0.2，第三个矩形的面积是0.25，故将第三个矩形分成
4颐1即可，所以中位数是2400，所以中位数与众数之和
为4900援

点评：用样本估计总体是研究统计问题的一个

基本思想方法援在频率分布直方图中，矩形的面积大
小正好表示频率的大小，即中位数左边和右边的直

方图的面积相等，由此可以估计中位数的值.频率分

布直方图中小长方形的面积=组距伊频率
组距

越频率，各

个矩形面积之和等于1，根据直方图求众数和中位
数，属于常规题型援

例2 根据图圆
所示的频率分布直

方图估计样本数据

的中位数、众数分

别为____________.
分析：由频率分

布直方图估计样本

数据的中位数、众数的规律是：众数是最高的小矩形

的底边中点横坐标，中位数出现在概率是0.5的地方.
解：因为最高小矩形的中点的横坐标是12.5，故众

数是12.5.又最左边的小矩形的面积是0.2，最高的小

矩形的面积是0.5，故可设中位数是曾，则0.2+（曾-10）·
0.1=0.5，解得曾=13.

由此知这组数据的中位数是13，众数是12.5.
思考二、如何从频率分布直方图中估计平均数？

平均数等于频率分布直方图中每个小矩形的面

积乘以小矩形底边中点的横坐标之和.
例3 若200辆汽

车通过某一段公路时

的时速的频率分布直

方图如图猿所示，则时
速的平均数的估计值

为_____.
分析：利用各个小矩形的面积乘以对应矩形的

底边的中点的和为数据的平均数援
解：所有数据的平均数为45伊0.1+55伊0.3+65伊0.4+

75伊0.2=62.
点评：平均数的计算经常会考到，对求解方法及

公式一定要记准确，以免出错援

江西 李余年

用茎叶图表示数据有两个优点：一是统计图上没有原

始数据信息的损失，所有数据信息都可以从茎叶图中得

到；二是茎叶图中的数据可以随时记录，随时添加，方便记

录与表示援
需要注意的是：茎叶图只便于表示两位有效数字的

数据，而且茎叶图只方便记录两组数据，两组以上的数据

虽然能够记录，但是没有表示两组数据那么直观、清晰援
例1 在某电脑杂志的一篇文章中，每个句子的字数

如下：10，28，31，17，23，27，18，15，26，24，20，19，36，27，14，
25，15，22，11，24，27，17援在某报纸的一篇文章中，每个句
子的字数如下：27，39，33，24，28，19，32，41，33，27，35，12，
36，41，27，13，22，23，18，46，32，22援
（1）将这两组数据用茎叶图表示；
（2）将这两组数进行比较分析，得到什么结论？
解析：（1）根据题设所给数据画出茎叶图，如图员.

9 8 7 7 5 5 4 1 0 1 2 3 8 9
8 7 7 7 6 5 4 4 3 2 0 2 2 2 3 4 7 7 7 8

6 1 3 2 2 3 3 5 6 9
4 1 1 远

图 员

电脑杂志 报纸

（2）电脑杂志上每个句子的字数集中在10耀30之间，中
位数为22.5，而报纸上每个句子的字数集中在20耀40之间，
中位数为27.5，还可以看出电脑杂志上每个句子的平均字
数比报纸上每个句子的平均字数要少，这说明电脑杂志

作为科普读物需要简明，通俗易懂援
例2 某中学高一（2）班甲、乙两名同学自高中以来

每次数学考试成绩情况如下：

甲：95，81，75，91，86，89，71，65，76，88，94，110，107；
乙：83，86，93，99，88，103，98，114，98，79，101援
画出两人数学成绩的茎叶图，请根据茎叶图对两人

的成绩进行比较援
分析：用中间的数字表示两位同学得分的十位数和

百位数，两边的数字分别表示两人成绩的个位数援
解：甲、乙两人数学成绩的茎叶图如图圆，从这个茎叶

图上可以看出，乙同学的得分情况是大致对称的，中位数

是98，甲同学的得分情况除一个特殊
得分外，也大致对称，中位数是88援因
此乙同学发挥比较稳定，总体得分情

况比甲同学好援
例3 某市对上、下班交通情况

做抽样调查，上、下班时间各抽取了12
辆机动车，行驶速度（单位：km/h）如下：

上班时间：30，33，18，27，32，40，26，28，21，28，35，20；
下班时间：27，19，32，29，36，29，30，22，25，16，17，30.
用茎叶图表示上面的样本数据，并求出样本数据

的中位数援
分析：以十位数为茎，个位数为叶，可以作出相应的

茎叶图，从而可根据图分析数据的特征援
解：根据题意绘出该市

上、下班交通情况的茎叶图，

如图猿所示援
由图可知上班时间行驶

时速的中位数是28，下班时
间行驶时速的中位数是28援

5 6
6 5 1 7 9

9 8 6 1 8 3 6 8
5 4 1 9 3 8 8 9

7 10 1 猿
0 11 4
图 圆

甲 乙

上班时间 下班时间
8 1 6 7 9

8 8 7 6 1 0 2 2 5 7 9 9
5 3 2 0 3 0 0 2 6

0 4
图 猿

秉要执本

茎叶图应用专访
阴江西 王跃军

高屋建瓴

用样本估计总体问题展

员 圆 猿 源 缘 远 苑 愿 怨 员园韵

零件直径/mm
20.3
20.2
20.1
20.0
19.9
19.8
19.7

件数
粤 月

图 缘

甲 乙
愿 园 缘 远

员 圆 源 怨
5 4 0 圆 员

愿 猿 远 苑
员 源 圆 圆 缘

愿 缘 缘 源
苑 远 源 远 员
猿 圆 园 苑 员

图 猿

0.10

0.06
0.04
0.01

5 10152015 样本数据

fi
驻xi

图 圆
O

图 猿

0.04
0.03
0.02
0.01

40 50 60 70 80时速（km）韵

fi
驻xi

茅塞顿开

（参考答案见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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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统计图表

（测试范围：统计图表；数据的数字特征；用样本估计总体）

1.10名工人某天生产同一零件，生产的件数依
次是15，17，14，10，15，17，17，16，14，12，设其平均数
为a，中位数为b，众数为c，则有（ ）.

A.a跃b跃c B.b跃c跃a
C.c跃a跃b D.c跃b跃a
2.下列关于平均数、中位数、众数的说法中正确

的是（ ）.
A.中位数可以准确地反映出总体的情况
B.平均数可以准确地反映出总体的情况
C.众数可以准确地反映出总体的情况
D.平均数、中位数、众数都有局限性，都不能准

确地反映出总体的情况

3援若某射手在一次训练中五次射击的成绩分别为
9.4，9.4，9.4，9.6，9.7，则该射手五次射击的成绩的方
差是（ ）.

A援0.127 B援0.016
C援0.08 D援0.216
4援6个数据5，7，7，8，10，11的样本标准差为

（ ）.
A.8 B.4 C.2 D.9
5援（2019年辽宁高一期末）某中学举行英语演

讲比赛，如图1是七位评委为某位学生打出分数的
茎叶图，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所剩数据

的中位数和平均数分别为（ ）.

图 1

7 9
8 4 4 源 远 7
9 3

A援84，85 B援85，84
C援84，85.2 D援86，85
6援（2019年福建高一期末）已知一组数据x1，x2，…，

xn的平均数为2，方差为5，则数据2x1+1，2x2+1，…，

圆曾灶垣员的平均数曾与方差泽
圆
分别为（ ）.

粤援曾越源，泽
圆
越员园 月援曾越缘，泽

圆
越员员

悦援曾越缘，泽
圆
越圆园 阅援曾越缘，泽

圆
越圆员

苑援（圆园员怨年广东高一期末）某中学高一从甲、乙
两个班中各选出苑名学生参加圆园员怨年第三十届“希
望杯”全国数学邀请赛，他们取得成绩的茎叶图如

图2，其中甲班学生成绩的平均数是愿源，乙班学生成
绩的中位数是愿猿，则曾垣赠的值为（ ）.

怨 愿 7 6
5 x 0 8 1 1 y

圆 员 9 1 1 6

甲 乙

图 2
粤援源 月援缘 悦援远 阅援苑
愿援（圆园员怨年江苏高一期末）一组数据园，员，圆，猿，源

的方差是（ ）.

粤援 远
缘

月援 圆摇
姨 悦援圆 阅援源

时间：45分钟 满分：愿远分

素养
名称

数学
抽象

逻辑
推理

数学
运算

直观
想象

数学
建模

数据
分析

题号 1
3，5，10，

12
2，4，6，7，8，
9，11，12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6小题，每小题5分，共30分）
1援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A援频率分布直方图中每个小矩形的高就是该

组的频率

B援频率分布直方图中各个小矩形的面积之和
等于1

C援频率分布直方图中各个小矩形的宽一样大
D援频率分布折线图是依次连接频率分布直方

图的每个小矩形上端中点得到的

2援（江西省吉安市第一中学2018届高三上学期
第四次周考）在样本频率分布直方图中，共有9个小
长方形，若中间一个小长方形的面积等于其他8个

长方形面积和的
圆
缘 ，且样本容量为140，则中间一组

的频数为（ ）.
A.圆愿 月郾源园
C.缘远 D.远园
3援样本容量为100的频率分布直方图如图1所

示援根据样本的频
率分布直方图估

计样本数据落在

［6，10）内的频数
为葬，样本数据落
在［2，10）内的频
率为遭，则葬，遭分别
是（ ）.

A援32，0.4 B援8，0.1
C援32，0.1 D援8，0.4
源援一组数据分别为员圆，员远，圆园，圆猿，圆园，员缘，圆愿，圆猿，

则这组数据的中位数是（ ）.
粤援员怨 月援圆园
悦援圆员.缘 阅援圆猿
缘援（圆园员怨年安徽省涡阳第一中学高一月考

（文））为弘扬传统文化，某县举行“中学生诗词大

赛”，分初赛和复赛两个阶段进行，规定：初赛成绩

大于等于怨园分的具有复赛资格. 某校有愿园园名学生
参加了初赛，所有

学生的成绩均在

区间［猿园，员缘园］内，
其频率分布直方

图如图2所示，则
获得复赛资格的

人数为（ ）.
粤援远源园 月援缘圆园
悦援圆愿园 阅援圆源园

6.如图猿是雅礼中学校园歌手大赛上七位评委
为甲、乙两名选手打出的分数的茎叶图（其中m为数
字0~9中的一个），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
后，甲、乙两名选手的平均分分别为葬员，葬圆，则一定有
（ ）.

甲 乙
0 7 怨

5 缘 5 源 1 8 4 4 源 远 7
m 9 3
图 猿

A援葬员跃葬圆 B援葬圆跃葬员
C援葬员越葬圆 D援葬员，葬圆的大小与m的值有关
二、填空题（本大题共2小题，每小题5分，共10分）
7援为了选拔下届运动会射击选手，现有甲、乙

两名射手在相同条件下射击10次，环数如下：
甲：7 8 8 9 9 9 9 10 10 10
乙：7 7 8 9 9 9 10 10 10 10
成绩比较稳定的选手是________援
8援一组数据中的每一个数据都减去80，得到一

组新数据，若求得新数据的平均数是1.2，方差是
4.4，则原来数据的平均数和方差分别是________，
________.

三、解答题（本大题共4小题，共46分.解答应写
出必要的文字说明、证明过程或演算步骤）

9援（10分）某中学高一（圆）班甲、乙两名同学自
进入高中以来每次数学考试成绩情况如下：

甲的得分：怨缘，愿员，苑缘，怨员，愿远，愿怨，苑员，远缘，苑远，愿愿，怨源，员员园；
乙的得分：愿猿，愿远，怨猿，怨怨，愿愿，员园猿，怨愿，员员源，怨愿，苑怨，员园员，员园苑.

请你画出两人数学成绩的茎叶图，并根据茎叶

图对两人的成绩进行比较.

10援（12分）退休年龄延迟是平均预期寿命延长
和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一种趋势.某机构为了解某
城市市民的年龄构成，从该城市市民中随机抽取年

龄段在圆园耀愿园岁（含圆园岁和愿园岁）之间的人进行调
查，并按年龄层次绘制频率分布直方图，如图源所
示.若规定年龄分布在远园耀愿园岁（含远园岁和愿园岁）为
“老年人”.若每一组数据的平均值用该区间中点值
来代替，试估算所调查的远园园人的平均年龄.

0.03
0.02
0.01

20 30 40 50 60 70 80 年龄
韵

图 源

fi
驻xi

11援（12分）下表是某校学生的睡眠时间抽样的
频率分布表（单位：h），试估计该校学生的日平均睡
眠时间.
睡眠时间［6，6.5）［6.5，7）［7，7.5）［7.5，8）［8，8.5）［8.5，9］合计
频数 5 17 33 37 6 2 100
频率 0.05 0.17 0.33 0.37 0.06 0.02 1

12援（12分）某校从参加高一年级期末考试的学
生中抽出远园名学生，将其成绩（均为整数）分成六段
（单位：分）：［源园，缘园），［缘园，远园），…，［怨园，员园园］，然后
画出如图5所示的部分频率分布直方图，观察图形
信息，回答下列问题：

（员）求第四小组的频率；
（圆）补全这个频率分布直方图，并估计这次考

试的及格率（远园分以上为及格）.

0.005
0.010
0.015
0.020
0.025

405060708090 分数韵
图 5

员园0

fi
驻xi

时间：45分钟 满分：64分

素养
名称

数学
抽象

逻辑
推理

数学
运算

直观
想象

数学
建模

数据
分析

题号 7，8，9 2，9，10
1，2，3，4，5，
6，8，10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6小题，每小题5分，共30分）
1援某学习小组在一次数学测验中，得100分的

有1人，95分的有1人，90分的有2人，85分的有4人，
80分和75分的各有1人，则该小组成绩的平均数、众
数、中位数分别是（ ）援

A援85，85，85 B援87，85，86
C援87，85，85 D援87，85，90
2援为了了解某校今年准备报考飞行员的学生

的体重情况，将所得的数据整理后，画出了频率分

布直方图如图6所示援已知图中从左到右的前3个小组
的频率之比为1颐2颐3，
第2小组的频数为12，
则抽取的学生人数为

（ ）.
A援46 B援48
C援50 D援60

2版 堂堂清
2.1 简单随机抽样
1.C援 2.粤. 猿.A援 4.D.
5.抽签法，具体过程略.
2.2 系统抽样

1.B援 2.B援 3.6援 4.D.
5.C. 6.B. 7.24. 8.7.
9.解：第一步：将21个

个体进行编号；
第二步：确定分段间

隔，因为
圆员
缘
越源郾圆不是整数，

所以从总体中剔除一个个
体（剔除方法可用随机数
法），再进行系统抽样；
第三步：将剩下的 20

个个体重新编号（分别为
00，01，02，…，19），并分成5
段，每段4个个体，即间隔
为4；
第四步：在第一段00，

01，02，03这4个编号中用简
单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出一
个（如03）作为起始号码；
第五步：将编号为03，

07，11，15，19的个体依次抽
出，组成样本援

2.3 分层抽样
1.B援 2.B援 3.40援 源.D援
5.D. 6.C. 7.20.

同步分层能力测试题（一）
基础练

一、选择题
1耀6援月DDBCD援
二、填空题
7援2； 8援10援
三、解答题
9援略. 10援略援
11援略援

12援解：（员）疫 曾
猿园园园

=0.18，

亦曾越540援
（圆）第三车间生产的件

数为赠垣扎=3000原（源怨园垣源愿缘垣
缘圆缘垣缘源园）=960.

现用分层抽样的方法
在这3000件羽绒服中随机
抽取75件，则应在第三车间

中抽取的件数为 苑缘
猿园园园

伊

960=24（件）援
提升练

一、选择题
1~6援CBDCDA援
二、填空题
7援40； 8援1800.
三、解答题
9援四种态度的份数中应

分别抽取108，124，156，112
份进行调查.

10援解：第一步，先对圆缘猿
户居民进行编号，即园园员耀圆缘猿；
第二步，用随机数表法

从圆缘猿户居民中随机剔除
猿户；

第三步，对余下的圆缘园
户居民重新编号，即园园员耀
圆缘园，按抽样比分成圆缘段，每
员园户为一段；

第四步，在第一段园园员~
园员园中用抽签法随机抽取
一个号签，如园园苑；
第五步，依次累加员园，

这样就得到一个容量为圆缘
的样本.

上期参考答案 2020年 1月 8日 第 26期2020年 1月 8日 第 26期

1.“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指数”简称“义乌指数”.
图1是2019年4月23日的“义乌指数”走势图，下面关
于该指数图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员园园援缘愿
员园园援远苑

员园园援苑源 员园园援苑源 员园园援苑远
员园园援远员

日期

义乌指数

韵

图 1
A.4月2日的指数为图中的最高指数
B.4月9日的指数比3月26日的指数高
C.3月19日至4月23日指数节节攀升
D.4月23日的指数为图中的最低指数
2.图2、图3是某班全体学生外出时乘车、步行、

骑车的人数分布的条形图和扇形图（两图都不完

整），则下列结论中错误的是（ ）.

乘车 50豫
骑车步行

猿园豫

图 3

人数
圆缘

员园

乘车步行骑车
图 2

外出方式
韵

A.该班总人数为50人
B.骑车人数占总人数的20%

C.步行人数为30人
D.乘车人数是骑车人数的2.5倍
3援（2019年湖南高一期末）某市在“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前夕，在全市高中学生中进行

“我和‘一带一路’”的学习征文，收到的稿件经分

类统计，得到如图4所示的扇
形统计图援 又已知全市高一
年级共交稿2000份，则高三
年级的交稿数为（ ）.

A援2800 B援3000
C援3200 D援3400
4援（2019年山东高考模拟（理））调查机构对全

国互联网行业进行调查统计，得到整个互联网行

业从业者年龄分布饼状图（如图5），90后从事互联
网行业者岗位分布条形图（如图6），则下列结论中
不一定正确的是（ ）.

80前 3%

80后
41%90后

56%

90后从事互联网行业岗位分布图
技术
运营
市场
设计
职能
产品
其他

39.6%
17%

13.2%
12.3%

9.8%
6.5%

1.6%

图 5 图 6
A援互联网行业从业人员中90后占一半以上
B援互联网行业中从事技术岗位的人数超过总

人数的圆园豫
C援互联网行业中从事运营岗位的人数90后比

80前多
D援互联网行业中从事运营岗位的人数90后比

80后多

1.现有200辆汽车通过某一段公路时的时速
的频率分布直方图如图员所示，时速在［50，60］的
汽车大约有（ ）.

A援80辆 B援远园辆
C援源园辆 D援猿园辆

甲 乙
愿 园

源 远 猿 员 圆 缘
猿 远 愿 圆 缘 源
猿 远 怨 猿 员 远 员 远 苑

园 源 源 怨
员 缘 园

0.04
0.03
0.02
0.01

4050607080时速

fi
驻xi

图 员 图 圆
韵

2.第三赛季甲、乙两名运动员每场比赛得
分的茎叶图如图圆所示，则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

A.甲、乙两人单场得分的最高分都是9分
B.甲、乙两人单场得分的中位数相同
C.甲运动员的得分更集中，发挥更稳定
D.乙运动员的得分更集中，发挥更稳定
猿援高铁、扫码支付、共享单车、网购被称为中

国的“新四大发明”，为评估共享单车的使用情况，

选了灶座城市作试验基地，这灶座城市共享单车的
使用量（单位：人次/天）分别为曾员，曾圆，…，曾灶，下面给

出的指标中可以用来评估共享单车使用量的稳定

程度的是（ ）.
粤援曾员，曾圆，…，曾灶的平均数

月援曾员，曾圆，…，曾灶的标准差

悦援曾员，曾圆，…，曾灶的最大值

阅援曾员，曾圆，…，曾灶的中位数

源援（圆园员怨年广东高一期末）某中学从甲、乙、丙
猿人中选员人参加全市中学男子员缘园园米比赛，现将
他们最近集训中的员园次成绩（单位：秒）的平均数
与方差制成如下的表格：

甲 乙 丙

平均数 圆缘园 圆源园 圆源园

方差 员缘 员缘 圆园

根据表中数据，该中学应选谁去参加比赛援

5 用样本估计总体

144毅 80毅
高一高二

高三

图 4

4.1~4.2 平均数、中位
数、众数、极差、方差；

标准差

（参考答案见下期）

0.09
0.08

0.03
0.02

O 2 6 10 1418 22

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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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数据
图 员

50 55 60 6570 85 体重0
0.0125
0.0375

fi
驻xi

图 6

（下转第4版）

O 30 50 70 90 110 130 150 分数

0.0125
0.0100
0.0075
0.0050
0.0025

图 2

fi
驻xi

·堂堂清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