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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难点解读

1.对两个原理的理解：分类加法计数原理中的关键

词是“类”，强调的是对完成这件事的所有方法的一个分

类，每一类中的每一种方法都可以完成整个事件；分步

乘法计数原理的关键词是“步”，强调的是对完成一件事

的整个过程的一种分段，每一段就是一步，且只有前一

个步骤完成后，才能进行下一个步骤.对这两个计数原

理的理解还可以借助电学中的电路连接来理解：分类加

法计数原理类似于“并联”电路，而分步乘法计数原理类

似于“串联”电路.
2.两个计数原理的区别：

（1）体现完成事件的

途径不同：分类加法计数

原理体现事件完成的途

径是“分类完成”；分步乘

法计数原理体现事件完

成的途径是“分步完成”.
（2）“每类”间与“每

步”间的关系不同：分类

加法计数原理中每一类

方案中的任何一种方法、

不同类中之间的任何一

种方法都是相互独立、互

不依赖的，且是一次性

的；而分步乘法计数原理

中的每一步是相互依赖，

且是连续性的.
（3）“每类”与“每步”

完成的效果不同：分类加法计数原理中所描述的每一种

方法完成后，整个事件就完成了，而分步乘法计数原理

中每一步中的每一种方法得到的只是中间结果，任何一

步都不能独立完成这件事.
3.两个计数原理的联系：

两个计数原理的共同点都是研究完成一件事情共

有多少种不同的方法.
二、特别提示

1.应用两个计数原理时首先要注意的问题：（1）明
确要完成什么事？即做什么？（2）分析完成这件事是分类

还是分步，依据是什么？（3）检查结果，是否存在重复遗

漏，尤其是重复，要尽量避免.
2.应用分类加法计数原理与分步乘法计数原理解

决实际问题时，要善于将这两个计数原理有机融合在

一起，因此一个实际问题的解决往往是“类中有步”“步

中有类”，即有的实际问题要同时运用两个计数原理才

能完成整个事件.
3.使用分类加法计数原理的分类时要注意：淤分类

加法计数原理是计算做一件事有多少种不同的方法，因

此要求每一种方法都必须单独完成这件事；于要有正确

的分类标准，不可随意划分，使所分的类既不遗漏也不

能重复.
4.使用分步乘法计数原理中的分步时要注意：淤分

步乘法计数原理要正确设计分步的程序，使每一种方

法都必须并且只需连续进行互相独立的几步后才能完

成这件事；于关于每一个独立的步骤都有一种或几种相

应的方法完成这一任务.
5.在应用两个计数原理解决实际问题时，可借助“树

图”“框图”等来直观地理解题意，有助于确定事件的完

成是采取分类还是分步，从而有效地帮助解题.

两个原理的实质，是给出了做一件事，寻找完

成这件事的不同方法数的方法. 这里面的关键在于

对“类”与“步”的思考辨别.
典例1 由0，1，2，3，…，9共10个数字，（1）可以

排多少个数字不重复且被5整除的三位数？（2）可以

排多少个被5整除的三位数？

问题引领

问题1：（1）问要做的事是什么？有什么特殊的

要求？

答：要做的事是排三位数，要求能被5整除且数

字不重复.
问题2：（2）问与（1）问的区别在哪里？

答：（2）问没有要求数字不重复，只要求被5整除.
问题3：排数问题，从计数原理的角度看，一般

如何排？

答：考虑每个数位上的数字各有多少种不同的

填法，之后用分步乘法计数原理得到最后结果.
问题解决

（1）依题意，被5整除的数共有2类，一类末位数

字为0，一类末位数字为5.
又题目要求数字不重复，所以：

淤若末位数字为0，则百位数字有9种填法，十

位数字有8种填法，由分步乘法计数原理，得共有72
个不同的数；

于若末位数字为5，则百位数字有8种填法，十

位数字有8种填法，由分步乘法计数原理，得共有64
个不同的数.

由分类加法计数原理，得数字不重复且被5整
除的三位数共有136个.

（2）题目不要求数字不重复，所以：

淤若末位数字为0，则百位数字有9种填法，十

位数字有10种填法，由分步乘法计数原理，得共有

90个不同的数；

于若末位数字为5，则百位数字有9种填法，十

位数字有10种填法，由分步乘法计数原理，得共有

90个不同的数.
由分类加法计数原理，得被5整除的三位数共

有180个.
典例2 4本不同的书全部分给3个人，有多少

种不同的分法？

问题引领

问题1：将4本不同的书全部分给3个人，假如让

你作为分书人，你如何设计分法，使之既能完成这

件事，又方便找到所有分法数？

答：一本一本的分下去，看各有多少种分法，之

后用分步乘法计数原理解决.
问题2：对于每一本书，各有多少种分法？

答：题目没有特殊要求，故每一本书都有3种分法.
问题解决

依题意，由分步乘法计数原理，得4本不同的书

全部分给3个人，共有34
种不同的分法.

典例3 满足A胰B=｛1，2，3，4，5，6｝的集合A，B

共有多少组？

问题引领

问题1：对于集合A，B，集合元素共有几种类型？

答：四种.分别是：元素在A中不在B中；元素在B
中不在A中；元素既在B中又在A中；无素既不在B中
也不在A中.

问题2：如果按填数方式，1，2，3，4，5，6可有几

个填的位置？

答：有3个填数位置.分别是：在A中不在B中；在

B中不在A中；既在B中又在A中.
问题4：这与【典例2】分书问题一样吗？

答：一样.
问题解决

依题意，A胰B=｛1，2，3，4，5，6｝，所以集合A，B
中的元素由1，2，3，4，5，6或其中的几个构成，且

1，2，3，4，5，6有3种归属，分别是：在A中不在B中；在

B中不在A中；既在B中又在A中.
由分步乘法计数原理，得满足A胰B=｛1，2，3，4，5，6｝

的集合A，B共有36=729组.
明理悟真

两个计数原理，是解决有关计数问题的根基，

其思维过程是确保问题解决且不重不漏的基础.
两个计数原理应用的关键是分析好问题是需

要“分类”还是“分步”解决.“分类”用加法计数原理，

“分步”用乘法计数原理.而明确什么叫“类”，什么叫

“步”是关键中的关键.
“类”是平行的、平等的，即每一类都能解决问

题（完成这件事）；“步”是不平行、不平等的，需要步与

步的组合（且缺一不可）才能解决问题（完成这件事）.

阴河北 张 放

高屋建瓴

深水区一：分类分步“分不清”

症状1 该“分类”时错“分步”

例1 在3000至8000中有多少个没有重复数字的

奇数？

错解：运用分步乘法计数原理：

第1步，排首位，可以排3，4，5，6，7，有5种不同的

排法；

第2步，排个位，可以排1，3，5，7，9，有5种不同的

排法；

第3步，排十位，从剩余的8个数中选1个，有8种不

同的排法；

第4步，排百位，从余下的7个数中选1个，有7种
不同的排法.

所以有5伊5伊8伊7=1400个没有重复数字的奇数.
错解剖析：本题错在运用分步乘法计数原理.当

首位排3，5，7中的一个数时，个位就不能出现该数，

此时个位中的排法就只有4种，而不是5种；当首位排

4，6中的一个数时，个位中的排法不受影响，这时个位

中的排法仍是5种. 因此解答本题应运用分类加法计

数原理.
正解：可以分2类考虑：

第1类，以3，5，7为首位的四位奇数，可以分3步完

成，先排首位有3种排法，再排个位有4种排法，最后

排中间两位有8伊7=56种排法，所以共有3伊4伊56=672
个没有重复数字的奇数；

第2类，以4，6为首位的四位奇数，也分3步完成，

先排首位有2种排法，再排个位有5种排法，最后排中

间两位有8伊7=56种排法，所以共有2伊5伊56=560个没有

重复数字的奇数.
由分类加法计数原理可知，在3000至8000中有

672垣560=1232个没有重复数字的奇数.
症状2 该“分步”时错“分类”

例2 甲、乙两人参加某趣味知识竞赛，共有10个
不同的题目，甲、乙两人依次各抽1题，问一共有多少

种不同的抽法？

错解：运用分类加法计数原理：

第1类，甲先从10个不同的题目中抽出1题，有10
种不同的抽法；

第2类，乙从剩余的9个不同的题目中抽出1题，

有9种不同的抽法. 由分类加法计数原理可知，共有

10垣9=19种不同的抽法.
错解剖析：本题解法错误的原因是误用分类加法

计数原理.题目要求完成的事件是“甲、乙两人依次各

抽1题”，即只有甲、乙都抽完1题事件才算完成.
正解：运用分步乘法计数原理：

第1步，甲从10个不同的题目中抽出1题，有10种
不同的抽法；

第2步，乙从剩余的9个不同的题目中抽出1题，有

9种不同的抽法.所以一共有10伊9=90种不同的抽法.
深水区二：分类分步“重复算”

例3 某天上午要排数学、物理、英语、化学四门

不同的学科，若第一节排数学或第四节排物理，问一

共有多少种不同的排法？

错解：运用分类加法计数原理：

第1类，数学排第一节，可以分3步完成，首先排第

二节课，从物理、英语、化学三门学科中选一门，有3种
排法；再排第三节，从剩余的两门中选一门，有2种排

法；最后排第四节，有1种排法，故第1类共有3伊2伊1=6
种不同的排法；

第2类，物理排第四节，同样也有3伊2伊1=6种不同

的排法.
因此，根据分类加法计数原理，得共有6垣6=12种

不同的排法.
错解剖析：当数学排第一节时有可能物理排第

四节；同样，当物理排第四节时有可能数学排第一节.
可见，数学排第一节同时物理排第四节的情况重复计

算了，即多计算了2种.解答这类问题的关键是要防止

出现“重复”的情况，否则就会出错.
正解：共有6垣6原2=10种不同的排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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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原理应用方法举例

（上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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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远，愿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6小题，每小题5分，共30分）

员援有5个小朋友站成一排做游戏，其中小朋友甲

不在中间的站法种数为（ ）.
A援120种 B援24种
C援240种 D援96种
2援（2018·宁夏育才中学高二期末（理））有4件不

同颜色的衬衣，3件不同花样的裙子，另有2套不同样

式的连衣裙，需选择一套服装参加“五一”节歌舞演

出，则不同的选择方式种数为（ ）.
A援24 B援14 C援10 D援9
3援若三角形的三边均为正整数，其中一边长为

4，另外两边长分别为遭，糟，且满足遭臆4臆糟，则这样的

三角形有（ ）.
A援10个 B援14个
C援15个 D援21个
4援设东、西、南、北四面通往山顶的路各有2，3，

3，4条路，要使只从一面上山，而从任意一面下山的

走法最多，应（ ）.
A.从东边上山 B.从西边上山

C.从南边上山 D.从北边上山

5.甲、乙、丙三人踢毽子，互相传递，每人每次只

能踢一下，由甲开始踢，经过4次传递后，毽子又被踢

回甲，则不同的传递方式共有（ ）.
A.6种 B.8种 C.10种 D.16种
6.有六种不同颜色，给如图5的六个区域涂色，要

求相邻区域不同色，不同的

涂色方法共有（ ）.
A.4320种
B.2880种
C.1440种
D.720种
二、填空题（本大题共2小题，每小题5分，共10分）

7.只用1，2，3三个数字组成一个四位数，规定这

三个数必须同时使用，且同一数字不能相邻出现，这

样的四位数共有________个援
8.大学生小王和小张即将参加实习，他们各从

“崇尚科学，关心社会”的荆州市荆州中学、“安学、亲

师、乐友、信道”的荆门市龙泉中学、“崇尚科学，追求

真理”的荆门市钟祥一中、“追求卓越，崇尚一流”的襄

阳市第四中学、“文明、振奋、务实、创新”的襄阳市第

五中学、“千年文脉，百年一中”的宜昌市第一中学、

“人走三峡，书读夷陵”的宜昌市夷陵中学这七所省重

点中学中随机选择一所参加实习，两人可选同一所或

者两所不同的学校，假设他们选择哪所学校是等可能

的，则他们在同一个市参加实习的概率为_________援
三、解答题（本大题共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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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集合｛1，2，3，…，10｝中任意选出三个

不同的数，使这三个数成等比数列，求这样的等比数

列的个数.

10援（12分）已知集合A越｛葬1，葬2，葬3，葬4｝，B越｛0，1，2，3｝，
f是从A到B的映射援

（1）若B中每一元素都有原象，这样不同的f有多

少个？

（2）若B中的元素0必无原象，这样的f有多少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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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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员园 源，缘，
远，员员

圆，猿，苑，
愿，员圆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6小题，每小题5分，共30分）

1援由1，2，3三个数字构成的四位数有（ ）.
A援81个 B援64个
C.12个 D援14个
圆援（2019·甘肃临夏中学高二期中（理））将3张

不同的演唱会门票分给10名同学中的3人，每人1
张，则不同分法的种数是（ ）.

A援2160 B援720
C援240 D援120
3援某班有3名学生准备参加校运会的100米、200

米、跳高、跳远四项比赛，如果每班每项限报1人，则

这3名学生参赛的不同方法有（ ）.
A援24种 B援48种
C援64种 D援81种
源援（2019·广东高二期中（理））如图1，下有七张

卡片，现这样组成一个三位数：甲从这七张卡片中

随机抽出一张，把卡片上的数字写在百位，然后把

卡片放回；乙再从这七张卡片中随机抽出一张，把

卡片上的数字写在十位，然后把卡片放回；丙又从

这七张卡片中随机抽出一张，把卡片上的数字写在

个位，然后把卡片放回.则这样组成的三位数的个

数为（ ）.
1 1 1 圆 圆 猿 源

图 员
A援21 B援48
C援64 D援81
5援（吉林省长春、四平两地六县（市区）重点中

学2018学年高二下学期期末联考）如图2，从甲地到

乙地有2条路，从乙地

到丁地有3条路，从甲

地到丙地有4条路，从

丙地到丁地有2条路，

则从甲地到丁地不同

的路线有（ ）.
A.11条 B.14条
C.16条 D.48条
6援（内蒙古赤峰二中2018学年高二下学期第二

次月考）我国古代数学名著《续古摘奇算法》（杨辉）

一书中有关于三阶幻方的问题：将1，2，3，4，5，
6，7，8，9 分 别 填 入 方 格

中，使得每一行，每一列

及对角线上的三个数的

和都相等，我们规定：只要两个幻方的对应位置（如

每行第一列的方格）中的数字不全相同，就称为

不同的幻方，那么所有不同的三阶幻方的个数是

（ ）.
A.9 B.8 C.6 D.4
二、填空题（本大题共2小题，每小题5分，共10分）

7援（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第一中学2018学年高

二下学期2月月考）6名同学争夺3项冠军，获得冠军

的可能性有______种.
8援某汽车厂为某种型号汽车的外壳设计了4种

不同的式样和2种不同的颜色，那么该型号汽车共

有_________种不同的外壳援（用数字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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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园分）某电视台在“是真的吗”节目中拿出

两个信箱，其中存放着先后两次竞猜中成绩优秀的

观众来信，甲信箱中有30封，乙信箱中有20封，现由

主持人抽奖确定幸运观众，若先确定一名幸运之

星，再从两信箱中各确定一名幸运伙伴，则不同的

选择有多少种？

10援（12分）（1）有4个袋子，分别装有不同编

号的黑色小球5个、红色小球4个、白色小球6个、

黄色小球5个援若从4个袋子中任取1个小球，有多

少种不同的取法？

（2）有一数学问题可用综合法和分析法两种

方法证明，有5名同学只会用综合法证明，有9名
同学只会用分析法证明，现从这些同学中任选1
名同学证明这个问题，有多少种不同的选法？

11.（12分）（1）用5种不同的颜色涂在图3中A，
B，C，D的每一部分，要求每块用1种颜色，相邻的两
块颜色不同，问：不同颜色的涂法共有多少种？

（2）用同样的方法涂图4呢？

A B

DC
图 3

A C

B
D
E

图 4

12援（12分）一个口袋里有5封信，另一个口袋里

有4封信，各封信内容均不相同援
（1）从两个口袋中任取一封信，有多少种不同

的取法？

（2）从两个口袋里各取一封信，有多少种不同

的取法？

（3）把这两个口袋里的9封信，分别投入4个邮

筒，有多少种不同的投法？

甲地

丙地

乙地

丁地

图 2

8 3 4
1 5 9
6 7 2

分类加法计数原理

员援（2019·黑龙江牡丹江一中高二期中）从5名
同学中选出正、副组长各1名，有（ ）种不同的

选法.
A援10种 B援20种
C援25种 D援30种
圆援（2019·山西高二月考（理））一个教室有五

盏灯，一个开关控制一盏灯，每盏灯都能正常照

明，那么这个教室能照明的方法有种（ ）.
A援24 B援25
C援31 D援32
猿援由数字1，2，3，4，5，6可以组成没有重复数

的两位数的个数为（ ）.
A援11 B援12
C援30 D援36
4援从A地到B地要经过C地和D地，从A地到C地

有3条路，从C地到D地有2条路，从D地到B地有4条
路，则从A地到B地不同走法的种数是（ ）.

A援3垣2垣4越9 B援1
C援3伊2伊4越24 D援1垣1垣1越3
5援某公共汽车上有10名乘客，沿途有5个车站，

乘客下车的可能方式有（ ）.
A援510

种 B援105
种

C援50种 D援15种
6援某座四层大楼共有3个门，楼内每层之间均

有两个楼梯相连，那么由楼外到这座楼的第四层的

不同走法的种数为（ ）.
A援12 B援24
C援18 D援36

7援1800的正约数（含1和1800）共有（ ）.
A援7个 B援12个
C援36个 D援90个
8援将一个四棱锥的每个顶点染上一种颜色，并

使同一条棱上的两端异色，若只有5种颜色可供使

用，则不同的染色方法总数为（ ）援
A援240种 B援300种
C援360种 D援420种
9援五名学生报名参加四项体育比赛.
（员）每人限报一项，报名方法的种数为多少？

（圆）每人不限报一项，若他们争夺这四项比赛

的冠军，获得冠军的可能性有多少种？

10援一班、二班、三班、四班分别有苑人、8人、9
人、10人，他们自愿组成数学课外活动小组援

（1）选其中一人为负责人，有多少种不同的

选法？

（2）每班选一名组长，有多少种不同的选法？

（3）推选二人作中心发言，这二人需来自不同

的班级，有多少种不同的选法？

练·堂堂清

分步乘法计数原理

一

（下转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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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援十字路口来往的车辆，如果不允许调头，共

有行车路线（ ）.
A援24种 B援16种
C援12种 D援10种
2援用10元、5元和1元来支付20元，不同的支付

方法种数为（ ）.
A援6 B援7
C援8 D援9
3援（2019·陕西高二期末（理））完成一项工作，

有两种方法，有5个人只会用第一种方法，另外有4
个人只会用第二种方法，从这9个人中选1个人完成

这项工作，则不同的选法共有（ ）.
A援5种 B援4种
C援9种 D援20种
4援（2019·内蒙古集宁一中高二月考（理））书架

上有不同的语文书10本，不同的英语书7本，不同的

数学书5本，现从中任选一本阅读，不同的选法有

（ ）.
A援22种 B援350种
C援32种 D援20种
5援已知I越｛1，2，3｝，A，B是集合I的两个非空子

集，且A中所有数的和大于B中所有数的和，则集合

A，B共有（ ）.
A援12对 B援15对
C援18对 D援20对
6援已知集合A越｛曾|原2臆曾臆10，曾沂Z｝，皂，灶沂A，

方程
曾2

皂 垣 赠2

灶 越1表示焦点在曾轴上的椭圆，则这样的

椭圆共有（ ）.
A援45个 B援55个
C援78个 D援91个
7援满足A胰B=｛1，2｝的集合A，B共有多少组？

8援已知集合酝越｛原圆，猿｝，晕越｛原源，缘，远｝，依次从集

合酝，晕中各取出一个数分别作为点孕的横坐标和纵

坐标，求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位于第一、二象限内

的点孕的个数援

9.如图所示，在连接正八边形的三个顶点而

成的三角形中，与正八边形有公共边的三角形有

多少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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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在与不在”问题，是指排列中要求某些元素

“在哪个位置”或是“不在哪个位置”上，多见于排列问

题.“含与不含”问题，是指问题条件中需要考虑“含某

些元素”或是“不含某些元素”以作为分类的依据，多

见于组合问题.
【典例1】学校开设语文、数学、英语、政治、物理、

化学、体育7门课，若星期六只排4节课（每科一节），且

体育不排在第一节和第四节，问星期六的课表有多少

种排法？

【问题引领】

问题1：如何能够巧妙达到体育不排在第一节和

第四节？

答：将第一节和第四节用其他课程占上（第一节

和第四节排其他课）.
问题2：如此，有几种排法？

答：除去体育，还有6门课，任选2门排在第一节和

第四节即可，有A2
远越猿园种排法.

问题3：剩余课时，排法有要求吗？

答：没有，任意选2门排课即可.
问题4：剩余课时有几种排法？

答：去掉已排课程，还有5门课，有A2
缘越20种排法.

【问题解决】

依题意，体育不排在第一节和第四节，故第一节

和第四节有A2
6=30种排法；第二节和第三节，有A2

5=20种
排法.

所以星期六的课表共有A2
6A2

5=600种排法.
【典例2】某医院有内科医生12名，外科医生8名，

现要选派5名医生参加赈灾医疗队，其中内科医生甲

必参加，外科医生乙不参加.问共有多少种不同的选派

方法？

【问题引领】

问题1：该医院共有医生多少人？

答：20人.
问题2：由于“外科医生乙不参加”，那么可选的人

有多少人？

答：19人.
问题3：由于“内科医生甲必参加”，那么选5人，还

需要选多少人？

答：还需要选4人.
问题4：在哪些人中选4人？

答：在除去“内科医生甲”和“外科医生乙”以外的

18人中选4人.
【问题解决】

依题意，因为“内科医生甲必参加，外科医生乙不

参加”，所以选派5名参加赈灾医疗队，共有C4
18种不同

的选派方法.
【典例3】将1，2，…，9共9个数字

填入图1空格中，要求4固定在中间位

置，图中数字每一行从左到右依次增

大，每一列从上到下也依次增大，问

共有多少种不同的填法？

【问题引领】

问题1：按照要求，数字每一行从左到右依次增大，

每一列从上到下也依次增大，那么，数字1，数字9“只

能填在”哪里？

答：数字1只能填在左上角，数字9只能填在右下

角.如图2所示.
1

4
9

图 2

1 3
2 4

9
图 3

问题2：按要求，数字2，3只能填在什么位置？

答：2，3只能如图3填在数字1的右、下两个位置.
问题3：数字2，3有几种填法？

答：有A2
2=2种填法.

问题4：剩余的数字5，6，7，8如何填？

答：任取2个数字，在空格处从左向右依次增大填

写；剩余2个数字，从上到下也依次

增大填写即可.
问题5：数字5，6，7，8有几种填法？

答：有C2
4=6种填法.如图4所填，

为其中一种填法.
【问题解决】

依题意，要求数字每一行从左到右依次增大，每

一列从上到下也依次增大，因此，数字1只能填“在”左

上角；数字9只能填“在”右下角.
数字2，3只能填在数字1的右、下两个位置，有A2

2=
2种填法.

剩余的数字5，6，7，8任取2个数字，从左向右依次

增大填写；剩余2个数字，从上到下也依次增大填写即

可，有C2
4=6种填法.

因此，共有A2
2C2

4=2伊6=12种不同的填法.
【明理悟真】

“在”与“不在”问题的最佳解决思维方法有：“在”

的问题采用“定位”法；“不在”的问题有两种处理方

式，一是“占位”（可用于所有问题，特别是元素不全部

参与排列的问题），二是“选位”（用于元素全部参与排

列的问题）.
“含”的问题考虑其余元素的取法，“不含”的问题

在全部元素中去掉此元素而考虑剩余元素的取法.

阴北京 崔君强（特级教师）

1 3 6
2 4 8
5 7 9

图 4

4

图 1

一、骰子问题

例1 将一枚骰子连掷三次，若投掷出的数字从

个位开始顺次排成一个三位数.问：

（1）各位数字互不相同的三位数有多少个？

（2）可以排出多少个不同的数？

解析：（1）对应于从6个不同元素中取出3个元素

的排列数，所以共有粤猿
远越员圆园个满足条件的三位数.

（2）三次都可以有6种不同的结果，所以共有63越216
个不同的数.

二、循环赛问题

例2 高一、高二、高三三个年级共30个班，每个

年级10个班，每班一个球队援现举行羽毛球比赛，首先

每个年级中各队进行单循环比赛，然后将各年级的前

3名集中起来进行第二轮比赛，在第二轮比赛中，除了

在第一轮中已经赛过的两队外，每队要和其他队各赛

一场，问先后共比赛多少场？

解析：各年级进行单循环赛一共比赛猿悦圆
员园越员猿缘场；

在第二轮比赛中，若无限制共需比赛悦圆
怨越猿远场；在第一

轮中已经赛过的球队共赛了猿悦圆
猿越怨场.所以先后共比赛

的场数为135+36原9=162场援
三、座位问题

例猿 远个人坐在一排员园个座位上，问：

（1）空位全不相邻的坐法共有多少种？

（2）源个空位只有猿个相邻的坐法共有多少种？

解析：远个人排有粤远
远种，远人排好后包括两端共有

苑个“间隔”可以插入空位.
（1）空位全不相邻相当于将源个空位插在上述苑个

“间隔”中，有悦源
苑种.所以空位全不相邻的坐法共有粤远

远悦源
苑越

圆缘圆园园种.
（2）将相邻的猿个空位当作一个元素，另一空位当

作一个元素，往苑个“间隔”里插，有粤圆
苑种.所以源个空位

中只有猿个相邻的坐法有粤远
远粤圆

苑越猿园圆源园种.
四、取球问题

例4 一个口袋内有4个不同的红球，6个不同的白球.
（1）从中任取4个球，红球的个数不比白球少的取

法有多少种？

（2）若取员个红球记2分，取员个白球记1分，从中任

取5个球，使总分不少于7分的取法有多少种？

解析：（1）分三类：取4个红球，没有白球，有悦源
源种；

取3个红球1个白球，有悦猿
源悦员

远种；取2个红球2个白球，有

悦圆
源悦圆

远种.所以共有悦源
源垣悦猿

源悦员
远垣悦圆

源悦圆
远越员员缘种取法.

（2）设取x个红球，y个白球（园臆x臆4，0臆y臆6），
则

x+y=5，
2x+y逸7.嗓 解得

x=2，
y=3，嗓 或

x=3，
y=2，嗓 或

x=4，
y=1.嗓

所以共有C2
4C3

6+C3
4C2

6+C4
4C1

6=186种取法.
五、正方体问题

例5 以正方体的8个顶点为顶点.
（1）求证：从中任取4个顶点共面的情形有12种；

（2）可以构成多少个四棱锥？

（1）证明：注意到正方体有6个表面和6个对角面

共面，则任取4个顶点共面的情形有6+6=12种.
（2）解析：由（1）知，四棱锥底面有12种，而对于每

一个底面都可取4个顶点 .所以可以构成12伊4=48个
四棱锥.

一击即破

山西 王高翔

时间：45分钟 满分：64分

（上接第3版）

高屋建瓴

“在与不在”问题剖析

排列与组合是《选修2-3》的重要内容，学习这部

分知识首先是要学习排列数公式和组合数公式，因

为只有学习了这两类公式，才能利用它们解决排列与

组合的应用问题.对于排列数公式和组合数公式的应

用，要求同学们熟练掌握且准确运用.下面结合例题，

例析这两个公式的应用.
例1 解方程3A3

x=2A2
x+1+6A2

x.
分析：因为方程两边是关于排列数的式子，所以

先利用排列数的公式，将含有未知数x的式子展开转

换为普通的方程，然后再求解，解题过程中要注意所

求字母的取值范围.
解：由3A3

x=2A2
x+1+6A2

x，得3x（x-1）（x-2）=2（x+
1）x+6x（x-1）.

因为x逸3，所以3（x-1）（x-2）=2（x+1）+6（x-1），即3x2-
17x+10=0.

解得x=5，或x= 圆
猿（舍去），所以x=5.

点评：解含有排列数的方程（或不等式）的基本思

路是：把排列数方程（或不等式）化归为关于x的方程

（或不等式），然后再求解援因为排列数Am
n中有“m，n均

为正整数，m臆n”这些限制条件，所以还要注意含有排

列数的方程（或不等式）中未知数x的取值范围援
例圆 证明：Am

n+mAm-1
n =mAm-1

n+1 (m臆n).
证明 ：疫粤 皂

灶 垣皂粤 皂原员
灶 越 灶!

（灶原皂）! 垣皂·
灶!

（灶原皂垣员）! 越
灶!（灶原皂垣员）垣灶! ·皂

（灶原皂垣员）! 越 m·（灶垣员）!
［（灶垣员）原皂］! 越皂粤皂

灶垣员.
点评：利用排列数公式证明相间的等式，关键是

要利用排列数的定义进行巧妙变形应用.另外，在证明

有关排列数的等式时，往往把排列数用阶乘的形式表

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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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哲
瑞

秉
要
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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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五种排列组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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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理

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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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观
想象

数学
建模

数据
分析

题号 3 1，怨 圆，源，缘，远，
苑，愿，员园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远小题，每小题5分，共猿园分）

1援已知A灶
圆=7A灶原源

圆
，则n的值为（ ）.

A援7 B援8
C援9 D援10
圆援（圆园员怨·河北高三月考（理））圆园员怨年苑月员日迎来

了我国建党怨愿周年，远名老党员在这天相约来到革命

圣地之一的西柏坡.远名老党员中有猿名党员当年在同

一个班，他们站成一排拍照留念时，要求同班的猿名
党员站在一起，且满足条件的每种排法都要拍一张

照片，若将照片洗出来，每张照片园.缘元（不含过塑

费），且有一半的照片需要过塑，每张过塑费为园.苑缘
元.若将这些照片平均分给每名老党员（过塑的照片

也要平均分），则每名老党员需要支付的照片费为

（ ）.
粤援圆园.缘 月援圆员元
悦援圆员.缘元 阅援圆圆元
猿援（圆园员怨·广东高二期末（理））直线：造：皂曾垣灶赠越园，

皂，灶沂｛员，圆，猿，源，缘，远｝所得到的不同直线条数是

（ ）.
粤.圆圆 月.圆猿 悦.圆源 阅.圆缘
源援（圆园员怨·通榆县第一中学高二期中（理））六名同

学站一排照相，要求粤，月，悦三人按从左到右的顺序

站，可以不相邻，也可以相邻，则不同的排法共有（ ）.
粤援苑圆园种 月援猿远园种
悦援员圆园种 阅援怨园种
5援若一个三位数的十位数字比个位数字和百位

数字都大，则称这个数为“伞数”，现从1，2，3，4，5，6
这六个数字中任取3个，组成无重复数字的三位数，

其中“伞数”的个数为（ ）.
A.120 B.80 C.20 D.40
6援某班级星期一上午要排5节课，语文、数学、英

语、音乐、体育各1节，考虑到学生学习的效果，第一节

不排数学，语文和英语相邻，且音乐和体育不相邻，则

不同的排课方式有（ ）.
A.14种 B.16种 C援20种 D援30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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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高二期末（理））现有猿位男学生猿位
女学生排成一排照相，若男学生站两端，猿位女学生

中有且只有两位相邻，则不同的排法种数是赃赃赃赃赃赃赃援
（用数字作答）

绎8援如右图，某伞厂生产的“太阳”牌太阳伞的伞

蓬是由太阳光的七种颜色组成，七

种颜色分别涂在伞蓬的八个区域

内，若恰有一种颜色涂在相对区域

内，则不同的颜色图案的此类太阳

伞有________种.
三、解答题（本大题共圆小题，共2源分.解答应写出

必要的文字说明、证明过程或演算步骤）

9.（12分）一个口袋内装有大小相同且编有不同

号码的5个白球和4个黑球.
（1）从口袋内取出3个球，共有多少种取法？

（2）从口袋内取出3个球，使其中恰有1个黑球，

共有多少种取法？

（3）从口袋内取出3个球，使其中至少有1个黑球，

共有多少种取法？

绎10援（1圆分）5个人坐在一排10个座位上援问：

（1）任意两人不相邻的坐法有多少种？

（2）甲、乙之间有两个空位的坐法有多少种？

（3）甲必须坐在乙的左边的坐法有多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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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下列问题属于排列问题的是（ ）.
淤从10个人中选2人分别去种树和扫地；

于从10个人中选2人去扫地；

盂从班上30名男生中选出5人组成一个篮球队；

榆从数字5，6，7，8中任取两个不同的数作logab
中的底数与真数援

A援淤榆 B援淤于
C援榆 D援淤盂榆
2援计算

A3
4

5！越（ ）.
A援 120 B援125
C援 15 D援 110
3援已知A2

灶垣1原A2
灶越10，则灶等于（ ）.

A援4 B援5
C援6 D援7
4援下列各式中与排列数A皂

灶相等的是（ ）.
A援 灶！
（皂原灶）！

B援灶（灶原1）（灶原2）·…·（灶原皂）
C援 灶

灶原皂垣1·A灶原1
灶

D援A1
灶·A皂原1

灶原1
缘援100伊99伊98伊…伊85等于（ ）.
A援A员园园

员源 B援A员园园
员缘

C援A员园园
员远 D援A员园园

员苑

远援（圆园员怨·广东高二期末）计算：
粤愿

员圆
粤苑

员圆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苑援（圆园员怨·安徽六安一中高二月考（理））
粤缘

愿垣粤源
愿

粤远
怨原粤缘

怨
越

（ ）.
粤援 缘圆苑 月援圆缘缘源
悦援 猿员园 阅援 猿圆园
8援若S越A1

1垣A2
2垣A3

3垣A4
4垣…垣A100

100，则S的个位数

是________援
9援已知3A灶原1

8 越4A灶原2
9 ，求灶.

员园援（圆园员怨·江苏高二期末（理））计算：
员
圆! 垣

圆
猿! 垣

猿
源! 垣

源
缘! 垣

缘
远! 援

（测试范围：排列与组合（1））

时间：45分钟 满分：愿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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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号
员，猿，源，
愿，怨

圆，缘，远，苑，
员园，员员，员圆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远小题，每小题5分，共猿0分）

员援（圆园员怨·福建高二期末（理））（曾原圆）（曾原猿）（曾原
源）·…·（曾原员缘）（曾沂晕*

，曾跃员缘）可表示为（ ）.
粤援粤员猿

曾原圆 月援粤员源
曾原圆

悦援粤员猿
曾原员缘 阅援粤员源

曾原员缘

2.有6个座位连成一排，现有3人就坐，则恰有

两个空座位相邻的不同坐法有（ ）.
A援36种 B援48种
C援72种 D援96种
猿援（圆园员怨·山西省长治市第二中学校高二期中

（理））用数字园，圆，源，苑，愿，怨组成无重复数字的六位

数，其中大于源圆园苑愿怨的正整数的个数有（ ）.
粤援源苑怨个 月援员愿园个
悦援源缘缘个 阅援源缘远个
源援若将3张不同的电影票全部分给10个人，每

人至多一张，则有不同分法的种数是（ ）.
A援1260 B援120
C援240 D援720
缘援三位老师和三位学生站成一排，要求任何学

生都不相邻，则不同的排法总数为（ ）.
A援720 B援144
C援36 D援12
远援（圆园员怨·湖南师大附中高考模拟（理））本次模

拟考试结束后，班级要排一张语文、数学、英语、物

理、化学、生物六科试卷讲评顺序表，若化学排在生

物前面，数学与物理不相邻且都不排在最后，则不

同的排表方法共有（ ）.
粤援苑圆种 月援员源源种
悦援圆愿愿种 阅援猿远园种
二、填空题（本大题共2小题，每小题5分，共10分）

7援某单位在周一到周六的六天中安排4人值夜

班，每人至少值一天，至多值两天，值两天的必须是

相邻的两天，则不同的值班安排种数为__________
（用数字作答）援

8援方程A4
2曾垣1越140A3

曾的解是__________援
三、解答题（本大题共源小题，共4远分，解答应写

出必要的文字说明、证明过程或演算步骤）

9援（1园分）计算A圆n
员员原n垣An+4

2n .

10.（1圆分）苑个人排成一排，在下列情况下，各

有多少种不同排法？

（1）甲不排头，也不排尾；

（2）甲、乙、丙三人必须在一起；

（3）甲、乙之间有且只有两人.

11援（1圆分）判断下列问题是否是排列问题，若

是排列问题，求出对应的排列数援
（1）从1，2，3，4，5中任取两个数组成两位数，可

以组成多少个这样的两位数？

（2）若一个班级有40名同学，从中选5人组成学

习小组，有多少种选法？

（3）8种不同的菜种，任选4种种在不同的土

地上，有多少种不同的种法？

员2.（员圆分）5位大学生站在一排照相援
（1）若其中的甲、乙两位同学必须相邻，问有多

少种不同的排法？

（2）若上述5位大学生中有3位女大学生和2位
男大学生，则这两位男大学生不相邻的排法有多

少种？

排列、排列数及
公式

员援从5本不同的书中选两本送给两名同学，每

人一本，共有给法（ ）.
粤.10种 月.15种
悦.20种 阅.5种
圆援用1，2，3，4，5这五个数字，组成没有重复数

字的三位数，其中偶数共有（ ）.
A援24个 B援30个
C援40个 D援60个
猿援6人站成一排，其中甲、乙、丙三人必须站在

一起的所有排列的种数为（ ）.
A援A6

6 B援3A3
3

C援A3
3A3

3 D援4！·3!
源援将数字1，2，3，4，5，6排成一列，记第i个数为

葬i（i越1，2，3，…，6）援若葬1屹1，葬3屹3，葬5屹5，葬1<葬3<葬5，则

不同的排列方法有________种（用数字作答）援
缘援（圆园员怨·扶余市尚雅教育有限公司高二期末

（理））三位女歌手与三位男歌手站成一排合影，要

求每位女歌手互不相邻，则不同的排法数为（ ）.
粤援源愿 月援苑圆
悦援员圆园 阅援员源源
远援（圆园员怨·河南高三月考（理））甲、乙、丙、丁四

名同学申报猿所不同的怨愿缘高校的自主招生，要求每

名同学只能申报一所学校，每所学校必须有同学申

报，甲、乙或甲、丙均不能申报同一所学校，则不同

的申报方案有赃赃赃赃赃赃种.
苑援5名学生站成一排，其中A不能站在两端，B不

能站在中间，则不同的排法种数是（ ）.
A援36 B援54
C援60 D援66

愿援要排一张有5个歌唱节目和4个舞蹈节目的

演出节目单援
（1）任何两个舞蹈节目不相邻的排法有多少种？

（2）歌唱节目与舞蹈节目间隔排列的方法有

多少种？

9援从集合M越｛1，2，3，…，20｝中任选出3个不同

的数，使这3个数成等差数列，这样的等差数列可以

有多少个？

员0援（圆园员怨·江西高二期末（理））某教师要把语

文、数学、外语、历史四个科目排到如下的课表中，

如果相同科目既不同行也不同列，星期一的课表已

经确定如下表，求其余三天课表的不同排法种数.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星期一 语文 数学 外语 历史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排列的应用问题

二

（下转第4版）

练·堂堂清练·堂堂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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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