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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念辨析

1.残差分析

在研究两个变量间的关系时，首先要根据散点图

来粗略判断它们是否线性相关，是否可以用线性回归

模型来拟合数据援然后，可以通过残差 藻赞 1，藻赞 2，…，藻赞 n来
判断模型拟合的效果，并判断原始数据中是否存在可

疑数据 援这方面的分析工作称为残差分析.
残差分析一般有两种方法：

（1）作残差图；

（2）利用相关指数R2
来刻画回归效果.

2.残差与残差平方和

藻赞 i=yi-赠赞 i=yi-遭赞 xi-葬赞，i=1，2，…，n，藻赞 i称为相应于点

（xi，yi）的残差援
n

i=1移（yi-赠赞 i）2
称为残差平方和.残差平方

和越小，说明模型的拟合效果越好援
3.残差图

利用图形来分析残差特性，作图时纵坐标为残

差，横坐标可以选样本编号，或身高数据，或体重的估

计值等，这样作出的图形称为残差图.在残差图中有些

样本点的残差比较大，需要确认在采集这些样本点的

过程中是否有人为错误，若有错误，予以纠正，然后再

重新利用线性回归模型拟合数据；如果数据采集没有

错误，则需要寻找其他的原因援另外，残差点比较均匀

地落在水平的带状区域中，说明选用的模型比较合适援
这样的带状区域的宽度越窄，说明模型拟合精度越高，

回归方程的预报精度也就越高援
二、实际应用

例1 假定小麦基本苗数x（千棵）与成熟期有效穗

y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今测得5组数据，如表1：
表1
x 15.0 25.8 30.0 36.6 44.4
y 39.4 42.9 42.9 43.1 49.2

（1）求y与x之间的回归方程，并对于基本苗数56.7
（千棵）预报有效穗；

（2）计算各组残差，并计算残差平方和；

（3）求R2
，并说明残差变量对有效穗的影响占百分

之几援
解：（1）由已知表员所给数据及散点图（图略）可看

出，y与x有比较好的线性相关关系，因此可以用线性回

归方程刻画它们之间的关系，可求得回归方程为 赠̂越
0.291x+34.664.

因此对于基本苗数56.7（千棵），由回归方程可以预

报其有效穗为赠̂=0.291伊56.7+34.664=51.1637.

（2）由于藻̂ i=yi-赠̂i，所以藻̂1=0.3苑员，藻̂2=0.72愿2，藻̂3=-0.494，
藻̂ 4=-2.2146，藻̂ 5=1援6156，所以残差平方和为

5

i=1移藻̂
2
i=0.3712垣

0.72822垣（-0.494）2垣（-2.2146）2垣1.61562抑8.4266援
（猿）代入公式得砸 圆=0.8321.故解释变量小麦基本苗

数对有效穗变化的贡献率为83.21豫，残差变量对有效穗

的影响占1-83.21%=16.79%援
例2 关于人体的脂肪含量（百分比）和年龄（岁）关

系的研究中，研究人员获得了一组数据，如表2所示：

表2
年龄 x 23 27 39 41 45 49 50

脂肪含量 y 9.5 17.8 21.2 25.9 27.5 26.3 28.2
年龄 x 53 54 56 57 58 60 61

脂肪含量 y 29.6 30.2 31.4 30.8 33.5 35.2 34.6
（1）求y与x之间的回归方程；

（圆）求R2
，并说明其含义；

（猿）请给出37岁人的脂肪含量的预测值援
解：（1）代入公式可求得遭̂=0.577，亦葬̂=-0.448，
亦所求的回归方程为赠̂=0.577x-0.448.
（2）残差平方和为

14

i=1移藻̂
2
i越

14

i=1移（yi-赠̂i）
2抑37.1916.

又
14

i=1移（yi-y）2抑644.9921，

亦R2=1- 37.1916
644.9921 越0.9423.

其表明年龄解释了94.23豫的脂肪含量的变化援
（3）当x=37时，赠̂=0.577伊37-0.448=2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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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这部分知识，是初中数学中统计案例和

高中《必修3》第一章统计的深化和拓展援同学们在学习

中还有哪些疑惑呢？

问：什么是相关关系？什么是回归分析？

答：自变量取值一定时，因变量取值带有一定随

机性的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叫作相关关系，相关关系

是一种非确定关系；对具有相关关系的两个变量进行

统计分析的方法叫回归分析.
问：相关关系和函数关系有何联系和区别？

答：联系：都是指两个变量的关系；区别：函数关

系中当一个变量确定时，另一个变量也确定了，而相关

关系中一个变量确定后，另一变量不是确定的.
问：散点图和样本点的中心是什么？

答：散点图是表示具有相关关系的两个变量的一

组数据的图形；对于n个样本数据（x1，y1），（x2，y2），…，（xn，

yn）来说，（x，y）称为其样本点的中心，回归直线一定通

过样本点的中心.

问：判断解释变量x与预报变量y是否具有线性相

关关系，先作出散点图，从点的分布特征来判定是否

线性相关援那么，如果作图不准，出现误差怎么办？怎

样才能更好地判定两个变量相关关系的强弱？

答：作相关性检验，通过作散点图，并观察所给的

数据列成的点是否在一条直线的附近来判定，这样做

既直观又方便，因而对解决相关性检验问题比较常用.
但在作图中，由于存在误差，有时很难说这些点是不

是分布在一条直线的附近，这时就很难判断两个变量

之间是否具有相关关系援因此，给定样本数据（xi，yi）（i=
1，2，…，n），单纯地由散点图判定其是否大致在一条

直线附近主观性太强.回归分析时还通常用R2
来检验

两个变量之间线性相关关系的强弱援
问：如何比较两个不同回归模型的拟合效果？

答：我们可以用R 2
来刻画回归交果，R 2 越1-

n

i=1移（yi-赠̂i）
2

n

i=1移（yi-y）圆
中的

n

i=1移（yi-y）
2
是确定的数.R2

越大，残差平

方和
n

i=1移（yi-赠̂i）圆
越小，即模型的拟合效果越好；反之，R2

越小，模型的拟合效果越差.在线性回归模型中，R 2
表

示解释变量对于预报变量的贡献率，R 2
越接近于1，

表示回归的效果越好.
问：如何用回归分析的方法对非线性回归问题进

行统计分析呢？

答：对于非线性回归问题进行回归分析的方法是：

（1）若问题中已给出经验公式，这时可以将解释

变量进行交换（换元），将变量的非线性关系转化为线

性关系，从而将问题化为线性回归分析问题来解决援
（2）若问题中没有给出经验公式，需要我们画出

已知数据的散点图，通过与各种函数（如指数函数、对

数函数、幂函数等）的图象作比较，选择一种与这些散

点拟合得最好的函数，然后采用适当的变量变换，将问

题转化为线性回归分析问题来解决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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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择题（本大题共远小题，每小题缘分，共猿园分）

员援已知两个变量曾，赠之间具有相关关系，现选用

葬，遭，糟，凿四个模型得到相应的回归方程，并计算得到

了相应砸 圆
的值分别为砸 圆

葬越园.愿园，砸圆
遭越园.怨愿，砸圆

糟越园.怨猿，砸圆
d越

园.愿远，那么拟合效果最好的模型为（ ）.
粤.葬 月.遭
悦.糟 阅.凿
圆.对具有线性相关关系的两个变量建立的回归

方程赠̂=遭̂x+葬̂中，葬赞可以（ ）.
粤.小于园 月.大于园
悦.不等于园 阅.以上都有可能

猿援（圆园员怨·宁县第二中学高二期中（文））在回归分

析中，相关指数砸圆
的值越小，说明残差平方和（ ）

粤援越小 月援越大

悦援可能大也可能小 阅援以上都不对

源援有下列说法：

淤在残差图中，残差点比较均匀地落在水平的

带状区域内，说明选用的模型比较合适；于用砸圆
可以

刻画回归的效果，R 圆
值越小说明模型的拟合效果越

好；盂比较两个模型的拟合效果，可以比较残差平方

和大小，残差平方和越小的模型拟合效果越好，其中

说法正确的是（ ）.
粤.淤于 月.于盂
悦.淤盂 阅.淤于盂
缘援（圆园员怨·云南高二期中（文））已知表7中数据赠与

曾有较好的线性关系，通过计算得到赠关于曾的线性回

归方程为赠赞越员.园缘曾垣葬赞，则相应于下列各点的残差中绝

对值最小的是（ ）.
表苑
曾 圆 源 远 愿 员园
赠 源 远 怨 员园 员圆.缘

粤援（圆，源） 月援（源，远）
悦援（愿，员园） 阅援（员园，员圆.缘）
远援由变量赠与曾的员园组统计数据得到的回归模型

中，砸圆越园.怨缘，又知残差平方和为员圆园.缘猿，那么
10

i=1
移（赠蚤原

y）圆
的值为（ ）.
粤援圆源员.园远 月援圆源员园.远
悦援圆缘猿.园愿 阅援圆缘猿园.愿
二、填空题（本大题共圆小题，每小题缘分，共员园分）

苑援（圆园员怨·辽宁高二期末（理））若对甲、乙、丙猿组
不同的数据作线性相关性检验，得到这猿组数据的线

性相关系数依次为园.愿猿，园.苑圆，原园.怨园，则线性相关程度

最强的一组是赃赃赃赃赃赃赃.（填甲、乙、丙中的一个）

愿援（圆园员怨·贵州省思南中学高二月考（文））设某大

学的女生体重赠（单位：噪早）与身高曾（单位：糟皂）具有线

性相关关系，根据一组样本数据（曾蚤，赠蚤）（蚤越员，圆，…，

灶），用最小二乘法建立的回归方程为赠赞 越园.愿缘曾原愿缘.苑员，
那么针对某个体（员苑园，缘愿）的残差是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援

三、解答题（本大题共圆小题，共圆源分，解答应写

出必要的文字说明、证明过程或演算步骤）

9援（员圆分）某兴趣小组欲研究昼夜温差大小与患

感冒人数多少之间的关系，他们分别到气象局与某

医院抄录了员至远月份每月员园号的昼夜温差情况与因

患感冒而就诊的人数，得到表8：
表8

日期 员月员园日 圆月员园日 猿月员园日 源月员园日 缘月员园日 远月员园日
昼夜温差曾（益） 员园 员员 员猿 员圆 愿 远
就诊人数赠（人） 圆圆 圆缘 圆怨 圆远 员远 员圆

该兴趣小组确定的研究方案是：先从这六组数

据中选取圆组，用剩下的源组数据求线性回归方程，

再用被选取的圆组数据进行检验援
（1）若选取的是员月与远月的两组数据，请根据圆

至缘月的数据，求出赠关于曾的线性回归方程赠̂越b赞 曾垣葬赞；

（2）若由线性回归方程得到的估计数据与所选

出的检验数据的误差均不超过圆人，则认为得到的线

性回归方程是理想的，试问该小组所得线性回归方程

是否理想？

员园援（员圆分）某测试团队为了研究“饮酒”对“驾车

安全”的影响，随机选取100名驾驶员先后在无酒状

态、酒后状态下进行“停车距离”测试，测试的方案：

电脑模拟驾驶，以某速度匀速行驶，记录下驾驶员的

“停车距离”（驾驶员从看到意外情况到车子停下所

需要的距离），无酒状态与酒后状态下的试验数据分

别列于表9、表员0.
表9

停车距离凿（米） （员园，圆园］（圆园，猿园］（猿园，源园］（源园，缘园］（缘园，远园］
频数 圆远 葬 遭 愿 圆
表10

平均每毫升血液酒精
含量曾毫克

员园 猿园 缘园 苑园 怨园
平均停车距离赠米 猿园 缘园 远园 苑园 怨园

已知表9数据的中位数估计值为圆远，回答以下

问题.
（员）求葬，遭的值，并估计驾驶员无酒状态下停车距

离的平均数；

（圆）根据最小二乘法，由表10的数据计算赠关于曾

的回归方程赠̂越b赞 x垣葬赞；
（猿）该测试团队认为：驾驶员酒后驾车的平均

“停车距离”赠大于（1）中无酒状态下的停车距离平均

数的猿倍，则认定驾驶员是“醉驾”.请根据（2）中的回

归方程，预测当每毫升血液酒精含量大于多少毫克

时为“醉驾”？

（附：回归方程赠̂越b赞 x垣葬赞中，b赞越
n

i = 1
移曾蚤赠蚤原灶曾·赠

n

i= 1
移曾圆

蚤原灶曾
圆 ，葬赞越赠原

b赞 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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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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圆，猿 源，缘，
远，员员

远，苑，愿，怨，
员园，员员，员圆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远小题，每小题缘分，共猿园分）

员.有下列关系：淤人的年龄与他拥有的财富之

间的关系；于曲线上的点与该点的坐标之间的关

系；盂苹果的产量与气候之间的关系；榆森林中同

一种树木其横断面直径与高度之间的关系，其中具

有相关关系的是（ ）.
粤.淤于盂 月.淤于
悦.于盂 阅.淤盂榆
圆援关于残差和残差图，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员）残差就是随机误差；

（圆）残差图的纵坐标是残差；

（猿）残差点均匀分布的带状区域的宽度越窄，

说明模型拟合精度越高；

（源）残差点均匀分布的带状区域的宽度越窄，

说明模型拟合精度越低.
粤.（员）（圆） B.（猿）（源）
C.（圆）（猿） D.（圆）（源）
猿援（圆园员怨·广东高二期末（文））下列说法错误的

是（ ）.
粤援相关关系是一种非确定性关系

月援线性回归方程对应的直线赠̂越遭赞 曾垣葬赞，至少经过

其样本数据点（曾员，赠员），（曾圆，赠圆），…，（曾灶，赠灶）中的一个点

悦援在残差图中，残差点分布的带状区域的宽度

越狭窄，其模型拟合的精度越高

阅援在回归分析中，砸圆
为园.怨愿的模型比砸圆

为园.愿园的
模型拟合的效果好

源援在一次试验中，测得（曾，赠）的四组值分别

是粤（员，圆），月（圆，猿），悦（猿，源），阅（源，缘），则赠与曾之间的

回归直线方程为（ ）援
粤援赠̂越曾垣员 月援赠̂越曾垣圆
悦援赠̂越圆曾垣员 阅援赠̂越曾原员
缘援（圆园员怨·广东高二期末（理））从某大学中随机

选取愿名女大学生，其身高曾（单位：糟皂）与体重赠（单

位：噪早）数据如表员：
表员
曾 员远缘 员远缘 员缘苑 员苑园 员苑缘 员远缘 员缘缘 员苑园
赠 源愿 缘苑 缘园 缘源 远源 远员 源猿 缘怨
若已知赠与曾的线性回归方程为赠̂越园.愿缘曾原愿缘.苑员，

那么选取的女大学生身高为员苑缘糟皂时，相应的残差

为（ ）.
粤.原园.怨远 月.园.怨远
悦.远猿.园源 阅.原源.园源

远援某考察团对全国员园大城市人均平均工资曾
与居民人均消费赠进行统计调查，发现赠与曾具有相关

关系，且回归方程为赠̂越园.远远曾垣员.缘远圆（单位：千元）援若某

城市居民人均消费为苑.远苑缘，估计该城市消费额占

人均工资收入的百分比为（ ）.
粤援远远豫 月援苑圆.猿豫
悦援远苑.猿豫 阅援愿猿豫
二、填空题（本大题共圆小题，每小题缘分，共员园分）

苑援某车间为了规定工时定额，需要确定加工零

件所花费的时间，为此进行了缘次试验，根据收集到

的数据（如表2），由最小二乘法求得回归方程 赠̂越
园.远苑曾垣缘源.怨.

表2
零件数曾（个） 员园 圆园 猿园 源园 缘园

加工时间赠（皂蚤灶） 远圆 苑缘 愿员 愿怨
现发现表中有一个数据模糊看不清，请你推断

出该数据的值为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援
愿援（圆园员怨·天津高二期末）为了了解家庭月收入曾

（单位：千元）与月储蓄赠（单位：千元）的关系，从某

居民区随机抽取员园个家庭，根据测量数据的散点图

可以看出曾与赠之间具有线性相关关系，其回归直线

方程为赠̂越园.猿曾原园.源，若该居民区某家庭月收入为苑千
元，据此估计该家庭的月储蓄为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千元.

三、解答题（本大题共源小题，共源远分，解答应写

出必要的文字说明、证明过程或演算步骤）

怨援（员园分）在某地区的员圆耀猿园岁居民中随机抽取

了员园个人的身高和体重的统计资料如表猿：
表猿

身高（糟皂）员源猿 员缘远 员缘怨 员苑圆 员远缘 员苑员 员苑苑 员远员 员远源 员远园
体重（噪早） 源员 源怨 远员 苑怨 远愿 远怨 苑源 远怨 远愿 缘源

根据上述数据，画出散点图并判断居民的身

高和体重之间是否有相关关系援

员园援（员2分）已知表源是曾与赠之间的一组数据，求

关于y与x的线性回归方程赠̂越葬赞 垣遭赞 曾中的葬赞与遭赞的关系援
表源

员 圆 猿
猿 缘 苑

x
y

园
员

员员援（员圆分）某电脑公司有远名产品推销员，其工

作年限与年推销金额数据如表缘：
表缘

推销员编号 员 圆 猿 源 缘
工作年限曾（年） 猿 缘 远 苑 怨

推销金额赠（万元） 圆 猿 猿 源 缘
（员）求年推销金额赠关于工作年限曾的线性回

归方程；

（圆）若第远名推销员的工作年限为员员年，试估

计他的年推销金额援

员圆援（员2 分）（圆园员怨·吉林蛟河一中高二期中

（文））某工厂为了对新研发的一种产品进行合理定

价，将该产品按事先拟定的价格进行试销，得到如

表远的数据：

表6
单价曾（元） 员源 员远 员愿 圆园 圆圆
销量赠（件） 员圆 员园 苑 缘 猿
（员）求回归直线方程赠̂越遭赞曾垣葬赞 .
（圆）利用砸圆

刻画回归效果援

（下转第 4 版）

（测试范围：回归分析的基本思想及其初步应用）

时间：45分钟 满分：愿远分

能力测试题

栏 目 设 置
第一版 导·教材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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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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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版 练·能力提升
本版主要栏目：
互动课堂：通过“基础训练”

“巩固提升”两个层次让学生了解

所学内容在考试中的考查方式，

以什么形式、题材、材料来设计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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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版 达·知识迁移
本版主要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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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堂堂清

（参考答案见下期）

一同步分层回归分析的基本思想

及其初步应用

员援相关系数是度量（ ）援
粤援两个变量之间线性相关关系的强度

月援散点图是否显示有意义的模型

悦援两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阅援两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关系

圆援在画两个变量的散点图时，下面哪个叙述是

正确的（ ）援
粤援预报变量在曾轴上，解释变量在赠轴上

月援解释变量在曾轴上，预报变量在赠轴上

悦援可以选择两个变量中任意一个在曾轴上

阅援可以选择两个变量中任意一个在赠轴上

猿援若某地财政收入曾与支出赠满足线性回归模

型赠越遭曾垣葬垣藻（单位：亿元），其中遭越园.愿，葬越圆，渣藻 渣约园.缘，
若今年该地区财政收入员园亿元，则年支出预计不

会超过（ ）.
粤援员园亿 月援怨亿
悦援员园.缘亿 阅援怨.缘亿
源援（圆园员怨·福建高二期末（文））如图所示，缘组数

据（曾，赠）中去掉阅（猿，员园）后，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x

y

O

E（员园，员圆）
阅（猿，员园）
悦（源，缘）

B（2，4）
A（1，3）

粤援残差平方和变大

月援相关系数|r|变大

悦援相关指数R圆
变大

阅援解释变量曾与预报变量赠的相关性变强

缘援（圆园员怨·安徽省太和第一中学高二月考）某工

厂某产品产量曾（千件）与单位成本赠（元）满足回归

直线方程 赠̂越苑苑.猿远原员.愿圆曾，则以下说法中正确的是

（ ）.
粤援产量每增加员园园园件，单位成本约下降员.愿圆元
月援产量每减少员园园园件，单位成本约下降员.愿圆元
悦援产量每增加1000件，单位成本约上升1.82元
阅援产量每减少1000件，单位成本约上升1.82元
远援（圆园员怨·安徽高二期末）已知变量曾，赠之间的一

组数据如表1：
表员
曾 员 猿 缘 苑
赠 圆 猿 源 缘

由散点图可知变量曾，赠线性相关，则赠与曾的回

归直线必经过点（ ）.
粤援（圆，圆.缘） 月援（猿，猿）
悦援（源，猿.缘） 阅援（远，源.愿）
7援下列关系中正确的是赃赃赃赃赃赃赃赃（填序号）援
淤函数关系是一种确定性关系；

于相关关系是一种非确定性关系；

盂回归分析是对具有函数关系的两个变量进

行统计分析的一种方法；

榆回归分析是对具有相关关系的两个变量进

行统计分析的一种常用方法援
8援表2是降耗技术改造后生产甲产品过程中

记录的产量曾（吨）与相应的生产能耗赠（吨标准煤）

的几组对应数据，根据表中提供的数据，求出赠关于

曾的线性回归方程赠̂越园.苑曾垣园.猿缘，那么表2中皂的值为

赃赃赃赃赃赃援
表2
曾 猿 源 缘 远
赠 圆.缘 皂 源 源.缘

怨援回归直线方程 赠̂越圆原员.缘曾，当变量曾增加员个
单位时，赠平均赃赃赃赃赃赃个单位援

员园援（圆园员怨·内蒙古杭锦后旗奋斗中学高二月考

（文））在研究两个变量的线性相关关系时，观察散

点图发现样本点集中于某一条指数曲线的周围，令

扎越造灶赠，求得回归直线方程z赞越园.圆缘曾原圆.缘愿，则该模型的

回归方程为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________.
员员援（圆园员愿·湖北高二期末）一个车间为了规定

工作原理，需要确定加工零件所花费的时间，为此

进行了缘次试验，收集数据如表猿：
表猿
零件数曾（个） 员园 圆园 猿园 源园 缘园

加工时间赠（分钟） 远源 远怨 苑缘 愿圆 怨园
由表中数据，求得线性回归方程赠̂越园.远缘曾垣葬赞，根

据回归方程，预测加工苑园个零件所花费的时间为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分钟援
员圆援某单位为了了解用电量赠度与气温曾益之间的

关系，随机统计了某源天的用电量与当天气温，并制

作了表4.
表4
气温（益） 员愿 员猿 员园 原员

用电量（度） 圆源 猿源 猿愿 远源
由表中数据得线性回归方程赠̂越遭赞 曾垣葬赞中遭赞越原圆，预

测当气温为原源益时，求用电量的度数约为多少？

员猿援（圆园员怨·贵州高二月考）平顶山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90条规定：所有主干道路凡机动车途经十字路口或

斑马线，无论转弯或者直行，遇有行人过马路，必须

礼让行人，违反者将被处以员园园元罚款，记3分的行

政处罚援 如表5是本市一主干路段监控设备所抓拍

的5个月内，机动车驾驶员不“礼让斑马线”的行为

统计数据：

表缘
月份 员 圆 猿 源 缘

违章驾驶员人数 员圆园 员园缘 员园园 怨园 愿缘
（员）请利用所给数据求违章人数赠与月份曾之间

的回归直线方程赠̂越遭赞曾垣葬赞；

（圆）预测该路段苑月份的不“礼让斑马线”违章

驾驶员人数援

（参考公式：遭赞越
n

i = 1
移曾蚤赠蚤原灶曾y

n

i= 1
移曾圆

蚤 原灶曾
圆 越

n

i= 1
移（曾蚤原曾）（赠蚤原赠）

n

i = 1
移（曾蚤原曾）圆

，

葬赞越赠原遭赞 曾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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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性检验是数理统计的一种方法，随机变量K2

是判断分类变量是否相关的重要“统计数据”，下面举例

说明.
例1 下列说法中正确的个数有（ ）.
淤K2

的观测值k越大，两个事件的相关性就越大；

于事件A与B关系越密切，则K2
的观测值k就越大；

盂K2
的大小是判定事件A与B是否相关的唯一根据；

榆K2
是用来判断两个分类变量是否有关系的随

机变量，只对两个分类变量适用；

虞K2
在任何相互独立的问题中都可以用来检验

有关系还是无关系.
A.1 B.2 C.3 D.4
解：K2

是用来判断两个分类变量是否有关系的随

机变量，所以榆正确，虞错误；K2
越大，只能说明我们

能以更大的把握认为二者有关系，但是不能说明两者

的相关的关系就越大，因此淤错误，但是事件A与B关

系越密切，则K2
的观测值k就越大，于正确；判定两事

件是否相关除了公式外，还可以用等高条形图等方法

来判定，盂错误.故选B.
例2 某大型企业人力资源部为了研究企业员工

工作积极性和对待企业改革态度的关系，随机抽取了

189名员工进行调查，所得数据如表1所示：

表1
积极支持企业改革

工作
积极

54
不赞成企业改革 总计

40 94
工作
一般

32 63 95
总计 86 103 189
对于人力资源部的研究项目，根据上述数据能得

出什么结论？

解：根据列联表（表1）可以看出“工作积极”的员

工赞成企业改革的比例要大于“工作一般”的员工，所

以，从列联表可以粗略估计两种类型的员工对改革

的态度有区别.
构造数据，取a=54，b=40，c=32，d=63，用字母代替

列联表中的数据可得列联表如表2：
表2

积极支持企业改革

工作
积极

a

不赞成企业改革 总计

b a+b

工作
一般

c d c+d

总计 a+c b+d a+b+c+d

构造随机变量K2= n（ad-bc）2

（a+b）（c+d）（a+c）（b+d），把数

据代入可得其观测值k= 189伊（54伊63-40伊32）2

94伊95伊86伊103 抑10.76，
查表可知，P（K2逸7.879）=0.005，即在犯错误的概率不

超过0.005的前提下认为两种类型的员工对改革的态

度有区别.

一、列联表：列出的两个分类变量载和再，它们的取

值分别为｛曾员，曾圆｝和｛y1，赠圆｝的样本频数表称为圆伊圆列联表

（如表员）
表１

y1 y2 总计

x1 a b a垣b
x2 c d c垣d

总计 a垣c b垣d a垣b垣c垣d

二、运圆

构造随机变量运圆越 灶（葬凿原遭糟）圆

（葬垣遭）（糟垣凿）（葬垣糟）（遭垣凿）（其中

灶越葬垣遭垣糟垣凿），如果运 圆
的观测值k较大，说明其发生（无

关系）的概率很小，此时不接受假设，也就是两分类变

量是有关系的（称小概率事件发生）；如果运圆
的观测值

k较小，此时接受假设，说明两分类变量是无关系的援
其思想方法类似于数学上的反证法.

三、得到运 圆
的观测值噪常与以下几个临界值加以

比较

如果噪跃圆.苑园远，则在犯错误的概率不超过0.1的前

提下认为两个分类变量载和再有关系；

如果噪跃猿.愿源员，就有则在犯错误的概率不超过0.05

的前提下认为两个分类变量载和再有关系；

如果噪跃远.远猿缘，则在犯错误的概率不超过0.01的前

提下认为两个分类变量载和再有关系；

如果噪臆圆.苑园远，就认为在犯错误的概率不超过0.员
的前提下不能推断分类变量载和再有关系援

像这样利用随机变量运 圆
来判断“两个分类变量有

关系”的方法称为独立性检验.
在实际问题中，我们可以利用独立性检验来考察

两个分类变量是否有关系，并且能较为准确地给出这

种判断的可靠程度.
四、应用举例

员.利用运圆
完成列联表

例1 有两个分类变量X，Y，其圆伊圆列联表如表圆所示：

表圆
y1 y2

x1 a 20-a
x2 15-a 30+a

其中葬，员缘原葬均为大于缘的整数，则葬取何值时，在犯

错误的概率不超过园.员的前提下认为X与Y之间有关系？

解：查表可知，要使X与Y之间在犯错误的概率不

超过园.员的前提下认为有关系，则噪逸圆.苑园远，由题意，得

噪越 远缘［葬（猿园垣葬）原（圆园原葬）（员缘原葬）］圆

圆园伊源缘伊员缘伊缘园 越 远缘（远缘葬原猿园园）圆

圆园伊源缘伊员缘伊缘园 越
员猿（员猿葬原远园）圆

远园伊怨园 .
由噪逸圆.苑园远，解得葬逸苑.员怨或葬臆圆.园源.
又葬跃缘且员缘原葬跃缘，葬沂在，亦葬越愿或a=怨.
故当葬等于愿或怨时，在犯错误的概率不超过园.员的

前提下认为X与再之间有关系援
圆.建立列联表，用运圆

进行判断

例圆 为了比较放射性疗法和手术疗法对治疗喉

癌的疗效，某医院做了如下试验：从源员位喉癌患者中

随机选取圆猿位用手术疗法，其余员愿位用放射性疗法援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发现手术疗法中有圆员位患者

的病情得到控制，放射性疗法中有员缘位患者的病情得

到控制援要使结论的可靠性不低于怨缘豫，检验手术疗法

和放射性疗法的疗效是否相同援
解：先建立圆伊圆列联表如表猿：
表猿

病情得到控制 病情未得到控制 总计

手术疗法 21 2 23
放射性疗法 15 3 18

总计 36 5 41
提出统计假设匀园：手术疗法和放射性疗法的疗效

相同援
由表中数据可得k越 源员伊（圆员伊猿原圆伊员缘）圆

圆猿伊员愿伊猿远伊缘 抑园.缘怨怨圆.
当匀园成立时，k抑园.缘怨怨圆约圆.苑园远，
所以要使结论的可靠性不低于怨缘豫，我们不能否

定统计假设，即不能作出手术疗法和放射性疗法的疗

效相同的结论援

阴山西 柴有茂

阴江西 韩文美

帮你认清“运圆
”

秉要执本

时间：45分钟 满分：64分

微信扫码，关注学习报
公众号，了解教育资讯，伴
学快乐成长。

（上接第猿版）

（参考答案见下期）

诠释列联表与“运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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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缘 圆，猿，愿，员园 远 圆，猿，源，远，
苑，愿，怨，员园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远小题，每小题缘分，共猿园分）

1援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淤对事件粤与月的检验无关时，即两个事件互

不影响；

于事件粤与月关系越密切，则运 圆
的观测值k就

越大；

盂运圆
的大小是判定事件粤与月是否有关的唯一

根据；

榆若判定两事件粤与月有关，则粤发生月一定发生援
粤援员个 月援圆个
悦援猿个 阅援源个
圆援假设有两个分类变量载和再的圆伊圆列联表为

表10:
表10

赠员 赠圆 总计

曾员 葬 员园 葬垣员园
曾圆 糟 猿园 糟垣猿园

总计 远园 源园 员园园
对同一样本，以下数据能说明载与再有关系的

可能性最大的一组为（ ）.
粤.葬越源缘，糟越员缘 月.葬越源园，糟越圆园
悦.葬越猿缘，糟越圆缘 阅.葬越猿园，糟越猿园
猿援在某医院，因为患心脏病而住院的665名男

性病人中，有214人秃顶，而另外772名不是因为患

心脏病而住院的男性病人中有175人秃顶，则K 2

的观测值k=（ ）.
A.16.373 B.15.264
C.17.365 D.9.632
源援（圆园员怨·贵州省安顺市第一高级中学高二期

末（文））为研究某两个分类变量是否有关系，根据

调查数据计算得到运圆抑员缘.怨远愿，因为孕（运圆逸员园.愿圆愿）越
园.园园员，则断定这两个分类变量有关系，那么这种判

断犯错误的概率不超过（ ）援
粤.园.员 月.园.园园员
悦.园.园员 阅.园.园缘
缘.两个分类变量载，再，它们的可能取值分别为｛曾员，

曾圆｝和｛赠员，赠圆｝，其样本频数列联表如表11：

赠员 赠圆 总计

曾员 葬 遭 葬垣遭
曾圆 糟 凿 糟垣凿

总计 葬垣糟 遭垣凿 葬垣遭垣糟垣凿

表11

若两个分类变量载，再独立，则下列结论不成立

的是（ ）.
粤.葬凿抑遭糟
月.葬垣糟抑遭垣凿

悦. 葬
葬垣遭 越 糟

糟垣凿

阅. （葬垣遭垣糟垣凿）（葬凿原遭糟）圆

（葬垣糟）（遭垣凿）（葬垣遭）（糟垣凿）抑园
远援如下图所示是调查某地区男、女中学生喜欢

理科的等高条形图，阴影部分表示喜欢理科的百分

比，从图中可以看出（ ）.
1.00.90.80.70.60.50.40.30.20.10

女生 男生

喜欢理科

不喜欢理科

粤.性别与喜欢理科无关

月.女生中喜欢理科的比例为愿园豫
悦.男生比女生喜欢理科的可能性大些

阅.男生中不喜欢理科的比例为远园豫
二、填空题（本大题共圆小题，每小题缘分，共员园分）

苑援在独立性检验中，选用运 圆
的观测值噪，用其取

值大小来推断独立性是否成立，当噪满足条件_赃赃赃赃
时，在出错的概率不超过0.01的前提下，我们说事

件粤与月有关援
愿援（圆园员愿·山东省邹城市第一中学高二期中

（文））博鳌亚洲论坛圆园员愿年年会于源月愿日至员员日在

海南博鳌举行.为了搞好对外宣传工作，会务组选

聘了缘园名记者担任对外翻译工作如表员2的“性别与

会俄语”的圆伊圆列联表中，葬原遭垣凿越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援
表员2

会俄语 不会俄语 总计

男 葬 遭 圆园
女 远 凿

总计 员愿 缘园
三、解答题（本大题共圆小题，共圆源分，解答应写

出必要的文字说明、证明过程或演算步骤）

怨援（员圆分）考察黄烟经过药物处理跟发生青花

病的关系，得到如下数据：在试验的470株黄烟中，

经过药物处理的黄烟有25株发生青花病，60株没有

发生青花病援未经过药物处理的有185株发生青花

病，200株没有发生青花病，试推断经过药物处理

跟发生青花病是否有关系援

员园援（员圆分）性格色彩学创始人乐嘉曾是江苏电

视台当红节目“非诚勿扰”的特约嘉宾，他的点评视

角独特，语言犀利，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某报

社为了了解观众对乐嘉的喜爱程度，随机调查了观

看了该节目的员源园名观众，得到表员3所示的列联表：

（单位：名）

表员3
男 女 总计

喜爱 源园 远园 员园园
不喜爱 圆园 圆园 源园
总计 远园 愿园 员源园

附表14
表员源

P（K圆逸噪园） 园.员园 园.园缘 园.园圆缘 园.园员园 园.园园缘
噪园 圆.苑园缘 猿.愿源员 缘.园圆源 远.远猿缘 苑.愿苑怨

（员）从这远园名男观众中按对乐嘉是否喜爱采取

分层抽样，抽取一个容量为远的样本，问样本中喜爱

与不喜爱的观众各有多少名？

（圆）根据以上列联表，问能否在犯错误的概率

不超过园.园圆缘的前提下认为观众性别与喜爱乐嘉有

关？（精确到园.园园员）
（猿）从（员）中的远名男性观众中随机选取2名作

跟踪调查，求选到的2名观众都喜爱乐嘉的概率援
（附：K圆越 灶（葬凿原遭糟）圆

（葬垣遭）（糟垣凿）（葬垣糟）（遭垣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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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1.1 回归分析的基本思想

及其初步应用

员援A. 圆援B. 3援悦.
源.粤. 缘.粤. 远.悦.
7援淤于榆.
8援猿.
9援减少员.缘.
员园.赠̂越藻园.圆缘曾原圆.缘愿.
员1.员园圆.
12援远愿.
13.（员）赠越原愿.缘曾垣员圆缘.缘；
（圆）远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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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圆，
猿，源 愿 猿，源，缘，远，苑，

怨，员园，员员，员圆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远小题，每小题缘分，共猿园分）

员.以下关于独立性检验的说法中，正确的个数为
（ ）援

淤独立性检验依赖小概率原理；

于独立性检验得到的结论一定正确；

盂样本不同，独立性检验的结论可能有差异；

榆独立性检验不是判定两事物是否相关的唯一
方法援

A.1 B.2 C.3 D.4
2援下列关于等高条形图的说法正确的是（ ）.
粤援等高条形图表示高度相对的条形图

月援等高条形图表示的是分类变量的频数

悦援等高条形图表示的是分类变量的频率

阅援等高条形图表示的是分类变量的实际高度

猿援（圆园员怨·福建高二期末）在一次独立性检验中，

其把握性超过怨怨豫但不超过怨怨.缘豫，则K圆
的可能值为

（ ）.
参考数据：如表员的独立性检验临界值表：
表员

孕（运圆逸噪园） 园.员园园 园.园缘园 园.园圆缘 园.园员园 园.园园缘 园.园园员
噪园 圆.苑园远 猿.愿源员 缘.园圆源 远.远猿缘 苑.愿苑怨 员园.愿圆愿

粤.缘.源圆源 月.远.苑远缘
悦.苑.愿怨苑 阅.员员.愿怨苑
源援在研究吸烟与患肺癌的关系中，通过收集数

据、整理分析数据得到“吸烟与患肺癌有关”的结论，
并且有怨怨豫以上的把握认为这个结论是成立的，则下
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粤援员园园个吸烟者中至少有怨怨人患有肺癌

月援员个人吸烟，那么这人有怨怨豫的概率患有肺癌

悦援在员园园个吸烟者中一定有患肺癌的人

阅援在员园园个吸烟者中可能一个患肺癌的人也没有

缘.分类变量载与再的列联表如表圆：
表圆

赠员 赠圆 总计

曾员 葬 遭 葬垣遭
曾圆 糟 凿 糟垣凿

总计 葬垣糟 遭垣凿 葬垣遭垣糟垣凿
则以下判断正确的是（ ）.
粤.葬凿原遭糟越小，说明载与再的关系越弱

月.葬凿原遭糟越大，说明载与再的关系越强

悦.（葬凿原遭糟）圆
越大，说明载与再的关系越强

阅.（葬凿原遭糟）圆
越接近于园，说明载与再的关系越强

远援（圆园员怨·广西高二期末）某校对甲、乙两个文科
班的数学考试成绩进行分析，规定：大于或等于员圆园
分为优秀，员圆园分以下为非优秀援统计成绩后，得到如

表猿的圆伊圆的列联表援根据列联表的数据判断有多少的
把握认为“成绩与班级有关系”（ ）.

表猿
优秀 非优秀 合计

甲班 员园 缘园 远园
乙班 圆园 猿园 缘园
合计 猿园 愿园 员员园
临界值表4：
表源

孕（运圆逸噪） 园.员园园 园.园缘园 园.园圆缘 园.园员园 园.园园员
噪 圆.苑园远 猿.愿源员 缘.园圆源 远.远猿缘 员园.愿圆愿

粤.怨园豫 月.怨缘豫 悦.怨怨豫 阅.怨怨.怨豫
二、填空题（本大题共圆小题，每小题缘分，共员园分）

7援（圆园员愿·海林市海南朝鲜族乡中学高二课时练

习）某医疗研究所为了检验某种血清对预防感冒的
作用，把缘园园名使用该血清的人与另外缘园园名未使用
血清的人一年中的感冒记录作比较，提出假设匀园：这
种血清不能起到预防感冒的作用援利用圆伊圆列联表计

算得运圆抑猿.怨员愿，经查临界值表知孕（运圆逸猿.愿源员）抑园.园缘.
现给出下列三种说法：

淤有怨缘豫的把握认为“这种血清能起到预防感冒
的作用”；

于如果某人未使用该血清，那么他在一年中有

怨缘豫的可能性得感冒；

盂这种血清预防感冒的有效率为缘豫.
则上述说法中，正确说法的序号是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援
8.表缘是关于出生男婴与女婴调查的列联表：

表缘
晚上 白天 总计

男婴 45 A B
女婴 E 35 C
总计 98 D 180

那么A越________，B越________，C越________，D越
______，E越________.

三、解答题（本大题共源小题，共源远分，解答应写

出必要的文字说明、证明过程或演算步骤）

怨援（员园分）甲、乙两个班进行同一门课程的考试，按
照学生成绩优秀和不优秀统计后得到表6：

表6
优秀 不优秀 总计

甲班 员园 猿缘 源缘
乙班 苑 猿愿 源缘
总计 员苑 苑猿 怨园

请判定学生成绩与班级是否有关？

员园援（员圆分）运动员参加比赛前往往做热身运动，
表7是一体育运动的研究机构对员远园位专业运动员追
踪而得的数据.根据此表，判断运动员受伤与不做热
身运动有关吗？

表7
受伤 不受伤 总计

做热身 员怨 苑远 怨缘
不做热身 源缘 圆园 远缘

总计 远源 怨远 员远园

员1援（员圆分）表8是某地区的一种传染病与饮用水
的调查表：

表8
得病 不得病 总计

干净水 缘圆 源远远 缘员愿
不干净水 怨源 圆员愿 猿员圆

总计 员源远 远愿源 愿猿园
（员）这种传染病是否与饮用水的卫生程度有关，

请说明理由；
（圆）若饮用干净水得病缘人，不得病缘园人，饮用不

干净水得病怨人，不得病圆圆人援按此样本数据分析这种
病症是否与饮用水有关，并比较两种样本在反映总
体时的差异援

员2援（员圆分）（圆园员愿·河北高二期末（文））微信支付
诞生于微信红包，早期只是作为社交的一部分“发红
包”而诞生的，在发红包之余才发现，原来微信支付
不仅可以用来发红包，还可以用来支付，现在微信支
付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现从某市市民中随机
抽取猿园园为对是否使用微信支付进行调查，得到如表

9的圆伊圆的列联表：
表9

年轻人 非年轻人 总计

经常使用微
信支付

员远缘 圆圆缘
不常使用微

信支付

合计 怨园 猿园园
根据表中数据，我们得到的统计学的结论是：有

多少的把握认为“使用微信支付与年龄有关”？

（测试范围：独立性检验的基本思想及其初步应用）

时间：45分钟 满分：愿远分

练·堂堂清

（参考答案见下期）

能力测试题 二同步分层独立性检验的基本思

想及其初步应用

（下转第 4 版）

上期《同步分层能力测
试题（一）》参考答案

基础练
一、选择题

员耀远援阅CBA月阅援
二、填空题

7援6愿； 8.1.7.
三、解答题

怨援略援
员园援葬赞越源原员.缘遭赞 援
11援（员）y赞越园援缘曾垣园援源援
（圆）缘援怨万元援
员圆.（员）y赞越原员.员缘曾垣圆愿.员.
（圆）砸圆抑园.怨怨源，说明拟

合效果比较好援
提升练

一、选择题

员耀远援B阅BCD月.
二、填空题

苑.丙； 愿.原园.苑怨.
三、解答题

9援解：（1）由数据，求得

曾越员1，赠越圆源.
由公式求得遭赞 越 员愿

苑 ，葬赞 越
赠原遭̂曾越原 猿园

苑 ，

亦赠关于曾的线性回归方

程为y赞越 员愿
苑 曾原 猿园

苑 .
（2）当曾越员园时，赠越 员缘园

苑 ，

渣 员缘园苑 原圆圆渣约圆；
当曾越远时，赠越 苑愿

苑 ，渣 苑愿苑 原
员圆渣约圆，

亦该小组所得线性回归
方程是理想的援

员园.解：（1）依题意，得

远
员园 葬越缘园原圆远，解得葬越源园.

又葬垣遭垣猿远越员园园，解得遭越
圆源.

故停车距离的平均数

为员缘伊 圆远
员园园 垣圆缘伊 源园

员园园 垣猿缘伊
圆源
员园园 垣源缘 伊 愿

员园园 垣缘缘 伊 圆
员园园 越

圆苑.
（圆）y赞越园.苑曾垣圆缘.
（猿）由（1）知，当赠跃愿员时

认定驾驶员是“醉驾”.令赠跃
愿员，得园.苑曾垣圆缘跃愿员，解得曾跃
愿园.当每毫升血液酒精含量
大于80毫克时认定为“醉驾”．

员援（圆园员怨·广东高二期末（文））为了判定两个分

类变量载和再是否有关系，应用K 圆
独立性检验法计

算得K 圆
的观测值为缘，又已知孕（K 圆逸猿.愿源员）越园.园缘，

孕（K圆逸远.远猿缘）越园.园员，则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粤.有怨怨豫以上的把握认为“载和再有关系”

月.有怨怨豫以上的把握认为“载和再没有关系”

悦.有怨缘豫以上的把握认为“载和再有关系”

阅.有怨缘豫以上的把握认为“载和再没有关系”

圆援（圆园员怨·西藏高二期末）通过随机询问缘园名性

别不同的大学生是否爱好某项运动，得到如表员的
列联表，由K 圆越 灶（葬糟原遭凿）圆

（葬垣遭）（糟垣凿）（葬垣糟）（遭垣凿），得K 圆越
缘园伊（圆园伊员缘原员园伊缘）圆

猿园伊圆园伊圆缘伊圆缘 抑愿.猿猿猿，参照表2，得到的正确

结论是（ ）.
表员

爱好 不爱好 合计

男生 圆园 缘 圆缘
女生 员园 员缘 圆缘
合计 猿园 圆园 缘园
表圆
P（K圆逸噪） 园.园员园 园.园园缘 园.园园员

噪 远.远猿缘 苑.愿苑怨 员园.愿圆愿
粤.有怨怨.缘豫以上的把握认为“爱好该项运动与

性别有关”

月.有怨怨.缘豫以上的把握认为“爱好该项运动与

性别无关”

悦.在犯错误的概率不超过园.员豫的前提下，认为

“爱好该项运动与性别有关”

阅.在犯错误的概率不超过园.员豫的前提下，认为

“爱好该项运动与性别无关”

猿援表3是一个2伊2列联表：

表3
y1 y2 总计

x1 a 21 73
x2 8 25 33

总计 b 46
则表中a，b处的值分别为________，________.
源援通过对运 圆

的统计量的研究得到了若干个临

界值，当运圆臆猿.愿源员时，我们认为（ ）.
粤援在犯错误的概率不超过园.园缘的前提下推断

载与再有关系

月援在犯错误的概率不超过园.园员的前提下推断

载与再有关系

悦援在犯错误的概率不超过园.园缘的前提下不能

推断载与再有关系

阅援不能确定

缘援为了检验两个事件粤，月是否相关，经过计算

得运 圆
的观测值 k 越愿.圆愿猿，则说明事件 粤 和事件月

__赃赃赃赃赃赃.（填“有关系”或“无关系”）

远援某市政府在调查市民收入增减与旅游愿望

的关系时，采用独立性检验法抽查了3000人，计

算发现K 2
的观测值k越6.023，根据这一数据查表，市

政府断言市民收入增减与旅游愿望有关系，这一

断言犯错误的概率不超过______________.
苑援关于研究生的一个随机样本给出了关于所获

取学位类别与学生性别的分类数据如表4所示：

表4

性别
学位

硕士 博士 总计

男 员远圆 圆苑 员愿怨
女 员源猿 愿 员缘员

总计 猿园缘 猿缘 猿源园
根据以上数据，则（ ）.
粤援可认为性别与获取学位类别有关

月援可认为性别与获取学位类别无关

悦援可认为性别决定获取学位的类别

阅援以上都是错误的

愿援有甲、乙两个班级进行数学考试，按照大于

或等于愿缘分为优秀，愿缘分以下为非优秀统计成绩，

得到如表5的列联表：

表5
优秀 非优秀 总计

甲班 员园 遭

乙班 糟 猿园
总计 员园缘

已知在全部员园缘人中随机抽取员人，成绩优秀的

概率为
圆
苑 ，则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粤援列联表中糟的值为猿园，遭的值为猿缘
月援列联表中糟的值为员缘，遭的值为缘园
悦援根据列联表中的数据，若犯错误的概率不超

过0.05要求，能认为“成绩与班级有关系”

阅援根据列联表中的数据，若犯错误的概率不超

过0.05要求，不能认为“成绩与班级有关系”

9援（圆园员怨·福建高二月考（文））“中国式过马路”

存在很大的交通安全隐患，某调查机构为了解路人

对“中国式过马路”的态度是否与性别有关，从马路

旁随机抽取猿园名路人进行了问卷调查，得到了表远
的圆伊圆列联表.已知在这猿园人中随机抽取员人抽到反

感“中国式过马路”的路人的概率是
猿
缘 .

（员）求圆伊圆列联表中的遭，糟的值，并完成表6的
圆伊圆列联表；

表远
男性 女性 合计

反感 员园 遭

不反感 糟 愿
合计 猿园

（圆）根据列联表中的数据，判断是否有怨缘豫把

握认为反感“中国式过马路”与性别有关？

临界值表7：
表苑

孕（运圆逸噪园） 园.源园园 园.圆缘园 园.员缘园 园.员园园 园.园缘园 园.园圆缘
噪园 园.苑愿园 员.猿圆猿 圆.园苑圆 圆.苑园远 猿.愿源员 缘.园圆源

员0援（圆园员怨·辽宁高二期末（文））某校数学课外

兴趣小组为研究数学成绩是否与性别有关，先统计

本校高三年级每个学生一学期数学成绩的平均分

（采用百分制），剔除平均分在30分以下的学生后，

共有男生300名，女生200名.现采用分层抽样的方

法，从中抽取了100名学生，按性别分为两组，并将

两组学生成绩分为6组，得到如表8所示的频数分

布表.
表8

分数段 ［源园，缘园）［缘园，远园）［远园，苑园）［苑园，愿园）［愿园，怨园）［怨园，员园园］
男 猿 怨 员愿 员缘 远 怨
女 远 源 缘 员园 员猿 圆
（员）规定愿园分以上为优分（含愿园分），请你根据

已知条件作出表9的圆伊圆列联表.
表9

优分 非优分 合计

男生

女生

合计 员园园
（圆）根据你作出的圆伊圆列联表判断是否有怨园豫

以上的把握认为“数学成绩与性别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