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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优化型

例1 表员给出5组数据（曾，赠），从中选出4组使其
线性相关系数最大，且保留第1组（-5，-3），那么，应
该去掉第_________组.

表员
i 1 2 3 4 5
曾i -5 -4 -3 -2 4
赠i -3 -2 4 -1 6

分析：先根据表中数据
作出散点图，再根据散点图
找出与第1组（-5，-3）偏离程
度较大的点即为应去掉的组.

解：画出散点图，如图1，应
去掉第3组.

点评：解决此类问题直接从表中不容易观察到，
而通过画散点图，借助于图形的直观性可简捷获解.

二、探索型

例2 根据调查统计，某班级的学生每周用于
学习数学的时间曾（单位：h）与数学成绩赠（单位：分）之
间的数据如表圆所示.

表2
曾 11 13 14 15 16 17 19 20 23 24
赠 70.5 88.5 93 100.5 102 118.5 133.5 124.5 145.5 138

（员）作出散点图，你能从散点图中发现学习数学
的时间与数学成绩的一般规律吗？

（圆）学习数学的时间
和数学成绩是否具有线
性相关关系？若有，请求
出回归直线方程.

解析：（员）画出散点
图，如图2所示.

由图可以看出各点落在一条直线附近，且分布在
从左下角到右上角的区域，所以它们有相关关系，
且是正相关，即学习数学的时间越多，数学成绩越好.

（圆）由散点图可以看出学习数学的时间与数学成

绩具有线性相关关系.由题中数据计算可得，x=17.2，
y=111.45，员园

蚤越员移曾蚤
圆=3122，员园

蚤越员移曾蚤赠蚤=20067.
设所求回归直线方程为赠̂=遭曾+葬，

则遭=
员园

蚤越员移曾蚤赠蚤原员园x y
员园

蚤越员移曾蚤
圆原员园x 圆

抑5.4866，葬=y-遭x抑17.08，

故所求的回归直线方程为赠̂=5.4866曾+17.08.
点评：判断变量间有无相关关系的常用的简便

方法就是绘制散点图，当散点都在一条直线附近时，
两者具有相关关系，否则就不具有相关关系.有关统
计中的许多探索性问题常常通过绘制散点图求解.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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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既是对知识的考查，也是对能力的考查，近
几年各地高考试题有很多可以在课本中找到原型，
因此要对课本中的例题与习题加以重视.本文就对课
本的例题或习题做一些探究.

一、课本原型

例 （课本第怨4页习题圆.猿粤组第猿题）一个车间为
了规定工时定额，需要确定加工零件所花费的时间，
为此进行了员园次试验，收集数据如表1.

表1
零件数曾（个）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加工时间y（皂蚤灶）62 68 75 81 89 95 102 108 115 122
（员）画出散点图；
（圆）求回归方程；
（猿）关于加工零件的个数与加工时间，你能得到

什么结论？
解析：（员）散点图略.
（圆）回归方程为y赞=0.669x+54.933.
（猿）加工零件的个数与加工时间呈正线性相关关系.
点评：本题主要考查两个变量间的相关关系，要

求我们能画出散点图，能求解线性回归方程以及由散
点图、线性回归方程、相关系数来判断两个变量的相
关性.

二、变式探究
变式员 某同学为了调查自己家的用电情况，现

有1~4月份用电量（单位：百千瓦时）的一组数据，如
表圆.

表圆
月份曾 员 圆 猿 源

用电量赠 4援5 4 3 2援5
由表圆知用电量赠与月份曾之间有较好的线性相关

关系，其线性回归直线方程是赠̂越原园郾苑曾垣葬，则a=（ ）.
A援10.5 B援5.25 C援5.2 D援5.15
分析：因为点（x，y）一定满足于线性回归方程，所

以关键是求得x，y后代入方程解决即可.
解：根据已知数表可得x越 缘

圆 ，y越 苑
圆 .利用回归直

线经过点（x，y），即点（
缘
圆 ，

苑
圆 ）在回归直线赠̂越原园郾苑曾垣葬

上，代入方程解得a=5.25.故选B.
点评：求线性回归方程赠̂越遭曾垣葬的关键是求得回归

系数a和b，其中回归系数b可借助于计算器完成.因为

葬越y原遭x，即y越遭x垣葬，所以点（x，y）一定满足于线性回归

方程，即回归直线一定过点（x，y）.根据回归直线过点

（x，y）可以解决相应的一些客观问题.
变式2 表3是某地区十年前搜集到的房产的销

售价格赠（万元）和房屋的面积曾（皂圆
）的有关数据.

表3
曾（皂圆

） 115 110 80 135 105
赠（万元） 24.8 21.6 18.4 29.2 22

（1）画出数据对应的散点图；

（2）求线性回归方程，并在散点图中加上回归

直线；

（3）如今此地房价节节攀升，每平方米售价高达

6450元，根据（2）的结果估计现在欲购买面积为150皂圆

的房产，应比十年前多付多少钱？

分析：本题是线性回归的实际应用问题，可先利

用公式直接求出线性回归方程，再利用线性回归方程

作出估计或预测.
解：（1）数据对应的散点图如下图所示.

302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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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70 90 110130150园
（2）由已知，得x越 员

缘
缘

蚤越员移曾蚤越员园怨，
缘

蚤越员移（曾蚤原x）圆越员缘苑园，

y越圆猿郾圆， 缘

蚤越员移（曾蚤原x）（赠蚤原y）越猿园愿.

设所求的回归直线方程为赠̂越遭曾垣葬，则遭越 猿园愿
员缘苑园 抑

园郾员怨远圆，葬越y原遭 x越圆猿郾圆原员园怨伊 猿园愿
员缘苑园 抑员郾愿员远远，故所求的

回归直线方程为赠̂越园郾员怨远圆曾垣员郾愿员远远，其图如上图所示.
（3）据（2）可知十年前当曾越150皂圆

时，销售价格的

估计值为赠越园郾员怨远圆伊员缘园垣员郾愿员远远越猿员郾圆源远远（万元），如今

150皂圆
的房价为0.6450伊150越96.75（万元），故应多付

96.75原31.2466越65.5034（万元）.
点评：两个变量的拟合函数是回归分析基本思想

和方法的应用，也是新课标的一个考点.解决这类问

题要看清问题的本质，尽可能完整地按要求解决实

际问题，并理解线性回归的解答思想，这样才能正确

求解.

内蒙古 胡成海

在解许多实际应用问题时，常通过构建回归模

型去刻画变量与预报变量的关系，准确确定回归方

程有利于通过变量的某个值去预测相应预报变量的

某个值援 现一起来赏析变量间相关关系的热点问题

及其求解策略援
热点1 判断两变量的正负相关

例1 已知变量曾和赠满足关系赠赞 越原园郾员曾垣员，变量

赠与扎正相关，下列结论中正确的是（ ）.
A援曾与赠负相关，曾与扎负相关

B援曾与赠正相关，曾与扎正相关

C援曾与赠正相关，曾与扎负相关

D援曾与赠负相关，曾与扎正相关

思维引导：利用两变量的变化规律得正确选项.
解答过程：由变量曾和赠满足关系赠越原园郾员曾垣员知曾越

大，赠越小，所以曾与赠负相关；又变量赠与扎正相关，所以

赠越小，扎也越小，从而可得，曾越大，扎越小，所以曾与扎负
相关.故选A援

攻略秘籍：若已知两变量的具体几个值去预测

两变量的正负线性相关性，则可利用两变量的变化

规律来判断：若x越大，赠也越大，则赠与x成正相关；若

x越大，赠越小，则赠与x成负相关援
热点2 依表格求回归方程中的参数值

例圆 国家物价部门在2015年11月11日那天，对

某商品在网上五大购物平台的一天销售量及其价格

进行调查，5大购物平台的售价曾（元）和销售量赠（件）

之间的一组数据如表1所示：

表员
价格曾 怨 怨郾缘 员园 员园郾缘 员员

销售量赠 员员 员园 愿 远 缘

由散点图可知，销售量赠与价格曾之间有明显的

线性相关关系，已知其线性回归直线方程是 赠̂ 越
原猿.2x+a，则a=（ ）.

A援24 B援35.6 C援40 D援40.5
思维引导：先求出x，y寅利用a越y垣猿郾圆曾-求a的值.
解答过程：由表格数据，可得x=10，y越愿，所以a越

y垣猿郾圆x越愿垣猿郾圆伊员园越源园.故选C援
热点3 求回归直线方程

例猿 已知变量曾与赠正相关，且由观测数据算得

样本平均数为x越猿，y越猿郾缘，则由该观测数据算得的线

性回归方程可能是（ ）.
A援赠̂越园郾源曾垣圆郾猿 B援赠̂越圆曾原圆郾源
C援赠̂越原圆曾垣怨郾缘 D援赠̂越原园郾猿曾垣源郾源
思维引导：利用回归直线必过样本点的中心（x，

y）寅排除不满足的选项寅得正确选项.
解答过程：疫两个变量间的回归直线必过点（x，

y），将（猿，猿郾缘）代入选项中的各个方程，且又x，y是正

相关，可排除B，C，D.
故选A援
热点4 已知变量的某个值去预测相应预报变

量的某个值

例4 网上大型汽车销售点销售某品牌A型汽

车，在2015年双十一期间进行了降价促销，汽车的价

格与月销量之间有如表圆关系：

表圆
价格（万元） 25 23.5 22 20.5
销售量（辆） 30 33 36 39
已知A型汽车的月销量赠与价格曾符合如下线性

回归方程赠̂越b曾垣愿园，若A型汽车价格降到19万元，预测

月销量大约是（ ）.
A援39辆 B援42辆
C援45辆 D援50辆
思维引导：利用公式求其回归直线方程寅把曾=

19代入线性回归方程求出赠的值寅得正确选项.
解答过程：依题意，x越圆圆郾苑缘，y越猿源郾缘，亦b抑原圆，

亦回归直线方程为赠̂越原圆曾垣愿园援当曾越员怨时，赠=原19伊2+80=
42援亦A型汽车价格降到19万元，预测月销量大约是42
辆.故选B援

攻略秘籍：已知变量的某个值去预测相应预报

变量的某个值时，先求出其所满足的回归直线方程

赠̂越b曾垣a，把已知曾取某一个值代入回归方程 赠̂越b曾垣a
中，从而可求出赠的估计值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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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援最小二乘法的原理是（ ）.
A援使得

灶

蚤越员移［赠蚤原（葬垣遭曾蚤）］最小

B援使得
灶

蚤越员移［赠蚤原（葬垣遭曾蚤）2
］最小

C援使得
灶

蚤越员移［赠2
蚤原（葬垣遭曾蚤）2

］最小

D援使得
灶

蚤越员移［赠蚤原（葬垣遭曾蚤）］2
最小

3援设有一个回归方程赠̂越猿垣圆x，当变量x增加1个
单位时（ ）.

A援y平均增加猿个单位 B援y平均减少猿个单位

C援y平均增加2个单位 D援y平均减少2个单位

4援某产品的广告费用曾与销售额赠的统计数据如

表7：
表7

广告费用曾/万元 4 2 3 5
销售额赠/万元 49 26 39 54
根据上表可得回归方程赠̂越b曾垣a中的b为9.4，据

此模型预报广告费用为6万元时，销售额为（ ）.
A援63.6万元 B援65.5万元

C援67.7万元 D援72.0万元

缘援（圆园员愿·贵州凯里一中高二期末（文））某单位

为了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制定节能

减排的目标，先调查了用电量赠（单位：千瓦·时）与

气温曾（单位：益）之间的关系，随机选取了源天的用电

量与当天气温，并制作了如表8所示的对照表：

表8
曾（单位：益） 员苑 员源 员园 原员

赠（单位：千瓦·时） 圆源 猿源 猿愿 远源

由表中数据得线性回归方程：赠赞越原圆曾垣a，则由此

估计：当某天气温为圆益时，当天用电量约为（ ）.
粤.缘远千瓦·时 月.远圆千瓦·时

悦.远源千瓦·时 阅.远愿千瓦·时

6.（圆园员怨年福建省平和第一中学高二期中（理））

某饮料店的日销售收入赠（单位：百元）与当天平均

气温曾（单位：度）之间有如表9的数据：

表9
曾 原圆 原员 园 员 圆
赠 缘 源 圆 圆 员

甲、乙、丙三位同学对上述数据进行了研究，分

别得到了曾与赠之间的三个线性回归方程：淤y越曾垣
圆.愿，于y越原曾垣猿，盂y越员.圆曾垣圆.远，其中正确的是（ ）.

粤援淤 月援于 悦援盂 阅援淤盂
二、填空题（本大题共2小题，每小题5分，共10分）

7援已知一个回归直线方程为赠̂越1.5曾垣45，曾沂｛1，
7，5，13，19｝，则赠-越________.

愿援（安徽省合肥市圆园员愿冲刺最后员卷）为了研究

某班学生的脚长曾（单位：厘米）和身高赠（单位：厘米）

的关系，从该班随机抽取10名学生，根据测量数

据的散点图可以看出赠与曾之间有线性相关关系，设

其回归直线方程为赠赞 越b曾垣a，已知
10

i=1
移曾蚤越圆圆缘，

10

i=1
移赠蚤越

员远园园，b越源，该班某学生的脚长为圆源，据此估计其身

高为赃赃______赃赃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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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的一项关于16艘轮船的研究

显示，轮船的吨位从192耀3246吨，对船员人数y关于

轮船的吨位数x的回归分析得赠̂越9.5垣0.0062x援

（1）假设两艘轮船吨位相差1000吨，船员人数

平均相差多少？

（2）最小的轮船估计需船员人数是多少？最大

的轮船估计需船员人数是多少？

10援（12分）某公司获得的利润赠（单位：千万元）

与销售总额曾（单位：千万元）之间有如表10的对应

数据：

表10
曾 员园 员缘 员苑 圆园 圆缘 圆愿 猿圆
赠 员 员郾猿 员郾愿 圆 圆郾远 圆郾苑 猿郾猿

（员）画出散点图；

（圆）求回归直线方程；

（猿）估计销售总额为圆源千万时获得的利润援

（上接第 猿 版）

（参考答案见下期）

一题两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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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用样本的频率分布

估计总体分布

1.B. 2.D. 3.D援 源.D.
5.B. 6.B. 7.30援
8.乙.

2.2.2 用样本的数字特征

估计总体的数字特征

1.C援 2.C. 3.A. 4.C援
缘.D援 6.D. 7.B. 8.C.
9.C. 10.C.

同步分层能力测试题（五）

基础练

一、选择题

员耀远援悦月粤阅D月援
二、填空题

苑援甲； 愿援600.
三、解答题

怨援略.
员园援（1）园.园园缘；
（2）责 员 越园.员，灶 员 越员园；责 圆 越

园.员缘，灶圆越员缘.
（3）责越园.源苑，灶越源苑.
员员援（员）略.
（圆）电脑杂志上每个句

子的字数集中在员园耀猿园之
间；而报纸上每个句子的字

数集中在圆园耀源园之间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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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说
明电脑杂志作为科普读物

需要通俗易懂、简明援
员圆援（员）3，2；
（圆）144人；

（3）苑
员圆.
提升练

一、选择题

员耀远援阅悦D粤悦A援
二、填空题

苑援糟跃遭跃葬；
愿援 缘姨 援
三、解答题

怨援（员）理科、文科两组

同学成绩的茎叶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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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 9 0 0 4

理科 文科

（圆）疫x1 =85，s 2
1=31.25，

x2=84，s 22=41.75，亦从平均数

和方差的角度看，理科组同

学在此次模拟测试中发挥

比较好.
员园援解：（员）依题意知醉

酒驾车者即血液酒精浓度

在愿园皂早/员园园皂蕴（含愿园）以上

者，共有园.园缘伊远园越猿人；

（圆）由图知远园名驾车者

血液的酒精浓度的平均值

圆缘伊园.圆缘垣猿缘伊园.员缘垣源缘伊园.圆垣
缘缘伊园.员缘垣缘伊园.员垣苑缘伊园.员垣愿缘伊
园.园缘越源苑（皂早/100mL）.

上期参考答案

（参考答案见下期）

1.下列变量中是相关关系的是（ ）.
A援长方体的棱长和体积

B援球的表面积和它的半径

C援日照时间与水稻的亩产量

D援人的身高和视力

圆.下列变量之间的关系中是相关关系的是（ ）.
A.已知二次函数赠=葬曾2+遭曾+糟，其中葬，糟是常数，

取遭为自变量，因变量是这个函数的判别式驻=遭2-4葬糟
B.光照时间与果树产量

C.匀速行驶车辆的行驶距离与时间

D.中国足球队的比赛成绩与中国乒乓球队的

比赛成绩

猿.下面现象间的关系中属于线性相关关系的

是（ ）.
A援圆的周长和它的半径之间的关系

B援价格不变条件下，商品销售额与销售量之间

的关系

C援家庭收入愈多，其消费支出也有增长的趋势

D援正方形面积和它的边长之间的关系

源.下图是根据变量曾，赠的观测数据得到的散点

图，由这些散点图可以判断变量曾，赠具有相关关系

的图是（ ）.

x

y

园 x

y

园 x

y

园 x

y

园
淤 于 盂 榆
A援淤于 B援淤榆
C援于盂 D援盂榆
缘援（圆园员怨永昌县第四中学高二期中（文））如图

是两个变量曾和赠的样本数据散点图，由图可知曾和赠
（ ）.

y

0 x

粤援不相关 月援成函数关系

悦援负相关 阅援正相关

远援（圆园员8年江西高一期中）若“名师出高徒”成

立，则名师与高徒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
粤援相关性 月援函数关系

悦援无任何关系 阅援不能确定

苑援（圆园员愿湖南高一期中）某公司圆园14耀圆园19年的

年利润曾（单位：百万元）与年广告支出赠（单位：百万

元）的统计资料如表1所示：

表1
年份 圆园14 圆园15 圆园16 圆园17 圆园18 圆园19
利润曾 员圆.圆 员源.远 员远 员愿 圆园.源 圆圆.猿
支出赠 园.远圆 园.苑源 园.愿员 园.愿怨 员 员.员员
根据统计资料，则（ ）.

粤援利润中位数是员远，曾与赠有正线性相关关系

月援利润中位数是员苑，曾与赠有正线性相关关系

悦援利润中位数是员苑，曾与赠有负线性相关关系

阅援利润中位数是员愿，曾与赠有负线性相关关系

愿援下面是随机抽取的怨名员缘岁男生的身高、体

重列表（如表2）：
表2
编号 员 圆 猿 源 缘 远 苑 愿 怨

身高/糟皂 员远缘 员缘苑 员缘缘 员苑缘 员远愿 员缘苑 员苑愿 员远园 员远猿
体重/噪早 缘圆 源源 源缘 缘缘 缘源 源苑 远圆 缘园 缘猿
判断所给的两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援

1.在一次实验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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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援赠̂越圆曾垣员 B援赠̂越曾垣圆
C援赠̂越曾垣员 D援赠̂越曾原员
2.如图所示，图中有5组

数据，去掉（ ）组数据后，

剩下的4组数据的线性相关

性最大.
粤援耘 月援悦
悦援阅 阅援粤
3.设有一个回归直线方程为赠̂越圆原员郾缘曾，则变量曾

增加一个单位时（ ）.
A.y平均增加1.5个单位

B.y平均增加2个单位

C.y平均减少1.5个单位

D.y平均减少2个单位

4.已知回归直线的斜率的估计值是员郾圆，样本点

的中心为（源，缘），则回归直线方程是（ ）.
A援赠̂越员郾圆曾垣源 B援赠̂越员郾圆曾垣缘
C援赠̂越员郾圆曾垣园郾圆 D援赠̂越园郾怨缘曾垣员郾圆
5.某单位为了了解用电量赠（千瓦时）与气温

曾（益）之间的关系，随机统计了某4天的用电量与当

天气温，并制作了对照表，如表1：
表1
气温曾（益） 18 13 10 原员

用电量赠（千瓦时） 圆源 猿源 猿愿 远源
由表员中数据得线性回归方程赠̂越b曾垣a中b抑原圆，

预测当气温为原源益时，用电量约为（ ）.
A援58千瓦时 B援66千瓦时

C援68千瓦时 D援70千瓦时

远.已知变量曾，赠之间具有线性相关关系，其回归

方程为赠̂越b曾原猿，若 10

i=1移曾蚤越员苑，
10

i=1移赠蚤越源，则b的值为（ ）.
A.2 B.1 C.原2 D.原1
苑.某著名纺织集团为了减轻生产成本继续走高

的压力，计划提高某种产品的价格，为此销售部在

10月1日至10月5日连续五天对某个大型批发市场

中该产品一天的销售量及其价格进行了调查，其中

该产品的价格曾（元）与销售量赠（万件）之间的数据

如表2所示.
表2

日期 10月1日 10月2日 10月3日 10月4日 10月5日
价格曾 9 9.5 10 10.5 11

销售量赠 11 10 8 6 5
已知销售量赠与价格曾之间具有线性相关关系，

其回归直线方程为赠̂越原猿郾圆曾垣a.若该集团提高价格后

该批发市场的日销售量为7.36万件，则该产品的价格

约为（ ）.
A援14.2元 B援10.8元
C援14.8元 D援10.2元
8援（圆园员怨年通榆县第一中学高二期中（文））已

知变量曾，赠之间具有良好的线性相关关系，若通过

员园组数据（曾蚤，赠蚤）（蚤越员，圆，…，员园）得到的回归方程为

y越b曾垣缘，且
10

i=1
移曾蚤越圆园，

10

i=1
移赠蚤越愿，则b越（ ）.

粤援圆.员 月援圆 悦援原圆.员 阅援原圆
9援（圆园员怨年吉林延边二中高二月考（理））现有某

高新技术企业年研发费用投入曾（百万元）与企业年

利润赠（百万元）之间具有线性相关关系，近缘年的年

研发费用和年利润的具体数据如表3，数据表明赠与
曾之间有较强的线性关系援

表3
年研发费用曾（百万元） 员 圆 猿 源 缘

年利润赠（百万元） 圆 猿 源 源 苑
（员）求赠对曾的回归直线方程；

（圆）如果该企业某年研发费用投入愿百万元，预

测该企业获得年利润为多少？

（参考公式：回归直线的系数b越
n

i=1
移（曾蚤原曾）（赠蚤原赠）

n

i=1
移（曾蚤原曾）

圆
越

n

i=1
移曾蚤赠蚤原灶曾 赠

n

i=1
移曾圆

蚤原灶曾 圆
，a越赠原遭曾援）

2.3.1 变量之间的相
关关系

2.3.2 两个变量的线
性相关

A
B

C
D

Ey

园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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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5，7，8，9，
10，11，12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6小题，每小题5分，共30分）

1郾有几组变量：淤汽车的重量和汽车每消耗1
升汽油所行驶的平均路程；

于平均日学习时间和平均学习成绩；

盂立方体的棱长和体积援
其中两个变量成正相关的是（ ）.
A援淤盂 B援于盂
C援于 D援盂
圆援（圆园员愿·广东中山一中高二月考（文））已知曾与

赠之间的一组数据如表1所示：

表1
曾 园 员 圆 猿
赠 员 猿 缘 苑

则赠与曾的线性回归方程为赠赞越遭曾垣葬必过点（ ）.
粤.（员，圆） 月.（员.缘，源）
悦.（圆，圆） 阅.（员.缘，园）
3.对于给定的两个变量的统计数据，下列说

法正确的是（ ）.
A援都可以分析出两个变量的关系

B援都可以用一条直线近似地表示两者的关系

C援都可以作出散点图

D援都可以用确定的表达式表示两者的关系

4.对有线性相关关系的两个变量建立的回归直

线方程赠̂=bx+a中，回归系数b（ ）.
A援不能小于0 B援不能大于0
C援不能等于0 D援只能小于0
缘援（圆园员愿·河北高二期末（文））某产品的广告费

支出曾与销售额赠（单位：万元）之间有如下数据，根

据表2中提供的全部数据，用最小二乘法得出赠与曾

的线性回归方程为赠赞 越缘.员曾垣圆.源，则表2中的皂的值

为（ ）.
表2

曾 圆 源 远 愿 员园
赠 员缘 圆员 m 源缘 缘源

粤.圆愿 月.猿园
悦.猿员 阅.猿愿
远援（圆园员愿·湖北高二单元测试）有下列说法：

淤线性回归分析就是由样本点去寻找一条直

线，使之贴近这些样本点的数学方法；

于利用样本点的散点图可以直观判断两个变

量的关系是否可以用线性关系表示；

盂通过回归方程赠赞越b曾垣a，可以估计和预测变量

的取值和变化趋势；

榆因为由任何一组观测值都可以求得一个线

性回归方程，所以没有必要进行相关性检验.

其中正确命题的个数是（ ）.
粤.员 月.圆 悦.猿 阅.源
二、填空题（本大题共2小题，每小题5分，共10分）

7援过三点（猿，员园），（苑，圆园），（员员，圆源）的线性回归

直线方程是________________援
8援若施化肥量曾（千克/亩）与水稻产量赠（千克/亩）

的回归方程为 赠̂越5曾垣250，当施化肥量为80千克/亩
时，预计水稻产量为亩产________千克左右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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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是某地的年降雨量与年平均气

温，两者是相关关系吗？求回归直线方程有意义吗？

表3

10援（12分）已知表4是某旅游区游客数量与平

均气温的对比表：

表4
平均气温（益） -1 4 10 13 18 26
数量（百个） 20 圆4 34 38 50 64
若已知游客数量与平均气温是线性相关的，求

回归方程援

11援（12分）某工厂每月生产的产品的总成本y
（单位：万元）与该月产量x（单位：万件）之间有一组

数据如表5所示：

表5
x1.081.121.191.281.361.481.591.681.801.871.982.07
y2.252.372.402.552.642.752.923.033.143.263.363.50

（1）画出散点图；

（2）求月总成本y与月产量x之间的回归方程援

12援（12分）（圆园员愿·四川双流中学高二月考

（理））为了更好地规划进货的数量，保证蔬菜的新

鲜程度，某蔬菜商店从某一年的销售数据中，随机

抽取了愿组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如表6所示（曾（吨）为

买进蔬菜的数量，赠（天）为销售天数）：

表6
曾 圆 猿 源 缘 远 苑 怨 员圆
赠 员 圆 猿 猿 源 缘 远 愿

12
10
8
6
4
2
O 5 10 x

y

（员）根据上表数据在所给坐标系中绘制散点

图，并用最小二乘法求出赠关于曾的线性回归方程赠赞越
b曾垣a；

（圆）根据（员）中的计算结果，该蔬菜商店准备一

次性买进圆缘吨，预计需要销售多少天？

（参考数据和公式：
8

i=1
移曾蚤越源愿，

8

i=1
移赠蚤越猿圆，

8

i=1
移曾蚤赠蚤越

圆源源，
8

i=1
移曾圆

蚤 越猿远源，b越
n

i=1
移（曾蚤原曾）（赠蚤原赠）

n

i=1
移（曾蚤原曾）

圆
越

n

i=1
移曾蚤赠蚤原灶曾 赠

n

i=1
移曾圆

蚤原灶曾 圆
，

a越赠原b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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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4，5，6，7，8，
9，10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6小题，每小题5分，共30分）

员援（圆园员愿·河南高二期末（理））已知一组样本点

（曾蚤，赠蚤），其中蚤越员，圆，猿，…，猿园.根据最小二乘法求得的

回归方程是赠赞越遭曾垣葬，则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粤.若所有样本点都在赠赞越遭曾垣葬上

月.至少有一个样本点落在回归直线赠赞越遭曾垣葬上
悦.对所有的预报变量曾蚤（蚤越员，圆，猿，…，猿园），遭曾蚤垣葬

的值一定与赠蚤有误差

阅.若赠赞越遭曾垣葬斜率遭跃园，则变量曾与赠正相关

同步分层能力测试题（六）
（测试范围：变量间的相关关系）

（下转第4版）

年平均气温（益）12.5112.8412.8413.6913.33 12.7 13.05
年降雨量（mm）748 542 507 813 574 701 4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