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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详解（第25～28期）圆园20年 1月 1日

第25期《堂堂清》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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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提示：疫曾=8，y=3.4，亦3.4=0.65伊8+a，解得a=-1.8.
则y=0.65x-1.8，故回归直线下方的有（6，2），（8，3）两

点，即所求概率是
2
5 .故选A.

源.月. 缘.月. 远.阅. 苑.悦.
8援榆.
9援 1圆 .提示：由题中数据，知曾=3，y=5，将（3，5）代入y=

bx+ 7
圆 ，

得b= 1
圆 .故填

1
圆 .

10援相同.
11援减少员.缘.
员圆.解：当曾越员园时，y越员.园苑员远，亦误差为员.员原员.园苑员远越园.园圆愿源.
员猿.解：（员）由表中数据，得曾越 员

源 伊（圆垣猿垣源垣缘）越猿.缘，

赠越 员
源 伊（圆.缘垣猿垣源垣源.缘）越猿.缘，

亦b越 缘圆.缘原源伊猿.缘伊猿.缘
缘源原源伊猿.缘圆 越园.苑，a越猿.缘原园.苑伊猿.缘越员.园缘.

亦y越园.苑曾垣员.园缘.
回归直线方程如下图所示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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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将曾越员园代入回归方程，得y越园.苑伊员园垣员.园缘越愿.园缘，
故预测加工员园个零件需要愿.园缘小时援

同步分层能力测试题（一）

基础练

一、选择题

员耀远援阅月CDC阅援
提示：

员.函数关系与相关关系都是指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但是这两种关系是不同的，函数关系是指当自变量一定

时，函数值是确定的，是一种确定性的关系 援因此粤项，月
项，悦项是函数关系；阅项是相关关系援故选阅.

2援通过对散点图的观察，图淤，图盂中数据大致分布

在一条直线附近，则两个变量可以近似成线性相关关系援
故选月.

猿.相关系数是来衡量两个变量之间的线性相关程度

的，线性相关系数是一个绝对值小于员的量，并且它的绝

对值越大就说明相关程度越大.故选悦.
源.根据实验数据可以得出，曾近似增加一个单位时，赠

的增量近似为圆.缘，猿.缘，源.缘，远，比较接近赠越 员
圆（曾圆原员）.故选阅.

缘.回归直线经过样本中心点（曾，赠），故淤正确；

变量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越接近与员，则两个变量的

相关性越强，故于正确；

根据回归方程的性质，当曾越曾员时，不一定有y越赠员，故盂
错误；

由相关系数则越原园.愿约园知曾，赠负相关，所以遭约园，故榆正

确.故选悦.
远援将赠越苑.远苑缘代入方程，可得曾抑怨.圆远圆.
所以可估计该城市人均消费额占人均工资收入的百

分比为
苑.远苑缘
怨.圆远圆 抑愿猿豫.故选阅.

二、填空题

7援254； 8.远愿度.
提示：

7援由
10

i = 1
移曾蚤越员愿，得曾越员援愿援

因为点（曾，赠）在直线y越猿曾垣圆园上，则赠越圆缘援源援
所以

10

i = 1
移赠蚤越圆缘援源伊员园越圆缘源援

愿.回归直线过（曾，赠），

根据题意，得曾越 员愿垣员猿垣员园垣（原员）
源 越员园，赠越 圆源垣猿源垣猿愿垣远源

源 越
源园.

将（员园，源园）代入y越原圆曾垣a，解得a越远园，亦y越原圆曾垣远园.
当曾越原源时，y越（原圆）伊（原源）垣远园越远愿，即当气温为原源益时

用电量约为远愿度援
三、解答题

怨.解：因为曾越苑员，
10

i= 1
移曾圆

蚤越缘园缘圆园，赠越苑圆援猿，
10

i = 1
移曾蚤赠蚤越缘员源远苑，

所以b越 缘员源远苑原员园伊苑员伊苑圆援猿
缘园缘圆园原员园伊苑员圆 抑员援圆员愿圆援

a越苑圆援猿原员援圆员愿圆伊苑员越原员源援员怨圆圆，
所以线性回归方程是y越员援圆员愿圆曾原员源援员怨圆圆援
员园.解：（员）从表中数据，可知曾越源，赠越缘，
亦 5

i = 1
移（曾蚤原曾）（赠蚤原赠）越员远，

亦相关系数则越
5

i= 1
移（曾蚤原曾）（赠蚤原赠）

5

i = 1
移（曾蚤原曾）圆摇姨 ·

5

i = 1
移（赠蚤原赠）2摇姨 越 员远

员远.员圆 抑

园.怨怨.

（圆）由题意，知b越
5

i= 1
移（曾蚤原曾）（赠蚤原赠）

5

i = 1
移（曾蚤原曾）圆

越 员远
员园 越员.远，

亦a越缘原员.远伊源越原员.源，
即线性回归方程为y越员.远曾原员.源.
根据线性回归方程预测，当生产员园件产品时，消耗的

电量度数为y越员.远伊员园原员.源越员源.远（度）.

员员援解：（员）疫曾越员园园垣 原员圆原员苑垣员苑原愿垣愿垣员圆
苑 越员园园，

赠越100+ 原远原怨垣愿原源垣源垣员垣远
苑 越员园园，

亦泽圆数学越 1
苑 伊（144+289+289+64+64+144）= 怨怨源

苑 越员源圆，

泽圆物理越 1
苑 伊（36+81+64+16+16+1+36）= 圆缘园

苑 ，

从而有泽圆数学跃泽圆物理，

亦该生的物理成绩更稳定援
（圆）由于曾与赠之间具有线性相关关系，根据公式可求

得b越 源怨苑
怨怨源 越园.缘，
a越赠原b曾越员园园原园.缘伊员园园越缘园，
亦线性回归方程为y越园.缘曾垣缘园.
当赠越员员缘时，曾越员猿园.
建议：进一步加强对数学的学习，提高数学成绩的稳

定性，这将有助于物理成绩的进一步提高援
提升练

一、选择题

员耀远援C阅A粤DD.
提示：

员援x，y无相关关系，故r=0.故选悦.
圆.a沂砸.
故选阅.
猿.因为赠与曾的线性回归方程为y越远.缘曾垣员苑.缘，
所以当曾越缘时，y越远.缘伊缘垣员苑.缘越缘园.
由表知当广告费支出缘万元时，销售额为远园万元，所

以随机误差为远园原缘园越员园.
故选粤.
源援根据r的定义即可判断援故选粤.
缘.回归直线必过样本数据中心点，但样本点可能全部

﹐不在回归直线上 故粤错误；所有样本点都在回归直线上，

则变量间的相关系数为依员，故月错误；

若所有的样本点都在回归直线y越b曾垣a上，则b曾垣a的
值与赠蚤的值相等，故悦错误；

相关系数则与b符号相同，若回归直线y越b曾垣a的斜率b跃
园，则则跃园，样本点分布应从左到右是上升的，则变量曾与赠
正相关，故阅正确援

故选阅援
远援根据相关系数的计算公式可得.故选阅.
二、填空题

苑援9；
愿援60.
提示：

苑.由表中数据，得曾越源，赠越缘.员.因为回归直线方程为赠越
员.猿曾垣葬，所以缘.员越员.猿伊源垣葬，则葬越原园.员，即赠越员.猿曾原园.员.令赠越
员.猿曾原园.员跃员圆，解得曾跃怨.猿，即据此模型预测该设备最多可使

用怨年.

由茎叶图的数据可计算得泽圆物理约泽圆历史，

故从平均分来看，选择物理与历史学科均可以；从方

差的稳定性来看，应选择物理学科；从最高分的情况来

看，应选择历史学科（答对一点即可）.
（猿）曾越 缘苑垣远员垣远缘垣苑圆垣苑源垣苑苑垣愿源

苑 越苑园，赠越愿缘，

亦b越
7

i= 1
移曾蚤赠蚤原苑·曾·赠

7

i= 1
移曾圆

蚤原苑·曾
圆 越 源员怨远源原苑伊苑园伊愿缘

猿源愿源园原苑伊苑园圆 越 猿员源
缘源园 抑园.缘愿，

a越赠原b曾越愿缘原园.缘愿伊苑园抑源源.源园，
亦赠关于曾的回归方程为赠越园.缘愿曾垣源源.源园.
当曾越缘园时，赠越园.缘愿伊缘园垣源源.源园抑苑猿，当班级平均分为缘园

分时，其物理考试成绩为苑猿分.
圆圆.解：（员）由频率分布直方图各小长方形面积总和

为员，可知（圆葬垣园.园圆园垣园.园猿园垣园.园源园）伊员园越员，故葬越园.园园缘.
（圆）由频率分布直方图知各小组依次是［缘园，远园），

［远园，苑园），［苑园，愿园），［愿园，怨园），［怨园，员园园］，其中点分别为缘缘，
远缘，苑缘，愿缘，怨缘，对应的频率分别为园.园缘，园.猿园，园.源园，园.圆园，园.园缘，
故可估计平均分曾越缘缘伊园.园缘垣远缘伊园.猿垣苑缘伊园.源垣愿缘伊园.圆垣怨缘伊
园.园缘越苑源（分）.

（猿）由频率分布直方图，知晋级成功的频率为园.圆园垣
园.园缘越园.圆缘，故晋级成功的人数为员园园伊园.圆缘越圆缘（人）.

故填表如表圆：
表圆

晋级成功 晋级失败 总计

男 员远 猿源 缘园
女 怨 源员 缘园

总计 圆缘 苑缘 员园园
假设“晋级成功”与性别无关，

根据上表数据，可得 字圆越 员园园伊（员远伊源员原猿源伊怨）圆

圆缘伊苑缘伊缘园伊缘园 抑圆.远员猿跃
圆.园苑圆，

所以有愿缘豫及以上的把握认为“晋级成功”与性别有关.
第二章能力测试题

一、选择题

员耀6.月BDBB悦； 7~12.C月悦阅AB援
提示：

员援结构图不都是“树”形结构，故B选项错误.故选月.
圆.由题意，可知粤是综合法证明的解答流程图，不是

结构图；月是对数函数的结构图；悦是频率分布直方图，不

是结构图；阅是工序流程图，不是结构图.故选月援
3.需要对数的正负进行判断，故需要顺序结构和条

件结构.故选阅.
4.算法框图中的判断框的出口只有“是”或“否”两个

出口.故选月.
缘.根据题意，观察流程图，可知报销办公用品的经

费，流程走右边的分支，需要采购整理票据并签字、后勤

部门审核签字、财务总监审核签字、总经理审核签字共四

道签字过程，所以需要签字的次数为源次.故选月.
远.用函数拟合解决实际问题的流程图的基本步骤是：

收集数据、画散点图、选择函数模型、求函数关系式、检验

（符合实际的可用来解决实际问题，不合理的重新选择模

型）.故选悦.
7.结合流程图的定义可得，题中的C选项可以作为流

程图.故选悦.

8援该题为设计生产过程，应为工序流程图援故选月.
怨.从粤寅月寅悦寅阅寅耘寅云需愿分钟，从粤寅悦寅阅寅云需

员园分钟，以上两条工序可同时进行最少需要员园分钟，由

云寅郧需缘分钟，故所需的最短时间为员缘分钟.
故选悦.
10援函数的单调性属函数性质，故应放在函数性质的

下位.
故选D.
11.小明可以在听广播的时间里同时进行洗漱、收拾

床褥、吃早饭，这样花费的时间最少，是员缘垣｛愿原［员缘原（缘垣
源）］｝越员苑分钟援故选粤.

12.由流程图可知，该零件加工过程中，最少要经历：

淤粗加工圯于检验圯盂精加工圯榆最后检验，共四道工

序.故选月.
二、填空题

13.数列；

员4援主生产计划，产品结构，库存状态；

员5.淤盂于榆，或淤盂榆于；

员6援 员圆 .
提示：

员猿.由结构图可知“等差数列”与“等比数列”的上位

要素是数列援
14.观察流程图可直接得出.
员5.由于两直线的位置关系有相交与平行，相交又分

为斜交与垂直，所以恰当的是淤盂于榆，或淤盂榆于.
员远.根据算法框图可知，甲、乙两人玩游戏的规则是：

从装有猿个红球和员个白球的袋中任意取出员个球后不放

回，再任意取出员个球，若取出的两球不同色，则甲胜，否

则乙胜援
记粤 员，粤 圆，粤 猿表示猿个红球，月表示员个白球，则“取出一

个球不放回，再取出一个球”有员圆个基本事件：粤 员粤 圆，粤 员粤 猿，

粤 员月，粤 圆粤 员，粤 圆粤 猿，粤 圆月，粤 猿粤 员，粤 猿粤 圆，粤 猿月，月粤 员，月粤 圆，月粤 猿.
其中甲胜包含远个基本事件：粤 员月，粤 圆月，粤 猿月，月粤 员，月粤 圆，

月粤 猿.
故甲胜的概率孕越 远

员圆越
员
圆 .

三、解答题

员7.解：从题设中提供的组织结构图可以看出开发

部的直接领导是总经理，故答案为总经理.
18.解：流程图如图员所示：

明确招工事宜

填写考生注册表

领取考生编号

明确考试科目和时间

缴纳考试费用

按规定时间参加考试

领取成绩单

录用

落聘
是

否
成绩合格吗？

录用并填写应聘书

填写应聘书

出示大学毕业证
及身份证

是大学生吗？
否

是

图 员

员9援解：算法框图如图圆.

结束

孕跃20？

开始

输入托运的重量 孕和里程 阅

是 否

y越0.2·Py越0.3伊20+1.1·（孕-20）

输出 M

M越D·y

图 圆

20.解：该行政中心办公分布结构图如图3所示.

服务中心管理委员会（一楼）

办公室 综合业务处 督察投诉中心

二楼 三楼 四楼 五楼

公安局
民政局
财政局

工商局
地税局
国税局
技监局
交通局

城建局
人防办
计生办
规划局

其余部
门办理
窗口

图 猿

21.解：结构图如图源.

总经理

经理助理

生产部

副经理 月副经理 粤

安全部 质量部 销售部 财务部 保卫部

生产车间 质检中心 门岗

图 源

22援解：算法框图如图缘.

否

结束

y臆80？

开始

输入消费额 x，年龄 y

否

否

y臆70？

y臆60？ 是

P越0

P越0.9xP越0.6x
P越0.5x

输出应付金额 P

是

是

图 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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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由表中数据知曾越 员远缘垣员远园垣员苑缘垣员缘缘垣员苑园
缘 越员远缘，

代入y越园.怨圆曾原怨远.愿，得赠越园.怨圆伊员远缘原怨远.愿越缘缘，
则表格中空白处的m的值为缘赠原（缘愿垣缘圆垣远圆垣源猿）越远园.
故答案为：远园.
三、解答题

怨 援解：（员）设所求的线性回归方程为 y 越b曾 垣a，

则 b 越
5

i = 1
移（曾蚤原曾）（赠蚤原赠）

5

i= 1
移（曾蚤原曾）圆

越员园圆园越园援缘，a越赠-b曾越园援源援

所以年推销金额赠关于工作年限曾的线性回归方程为

y越园援缘曾垣园援源援
（圆）当曾越员员时，y越园援缘伊员员垣园援源越缘援怨（万元）援
所以可以估计第远名推销员的年推销金额为缘援怨万元援
员园.解：（员）由散点图可以判断，赠越糟垣凿 曾摇姨 适宜作为

年销售量赠关于年宣传费曾的回归方程类型.
（圆）令憎越 曾摇姨 ，先建立赠关于憎的线性回归方程.

由于d越
8

i = 1
移（憎蚤原憎）（赠蚤原赠）

8

i = 1
移（憎蚤原憎）圆

越 员园愿.愿
员.远 越远愿，c越赠原d憎越缘远猿原

远愿伊远愿越员园园.远，
所以赠关于憎的线性回归方程为y越员园园.远垣远愿憎，
因此赠关于曾的回归方程为y越员园园.远垣远愿 曾摇姨 .
（猿）由（2）知，当曾越源怨时，年销售量赠的预报值y越员园园.远垣

远愿 源怨摇姨 越缘苑远.远，
亦年利润扎的预报值z越缘苑远.远伊园.圆原源怨越远远.猿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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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1.2 独立性检验的基本思想及其初步应用

员.悦. 2.C.
3援由于远跃缘.园圆源，故有97.5豫的把握认为“载和再有关

系”.故选粤.
4援97.5豫.
5援粤. 6援A. 7.阅
8.通过计算字2抑1.390约10.828，可得无99.9豫的把握认

为这一问题与性别有关.故填：无.
9.解：（员）由题意，可得列联表如表员：
表员

甲工厂 乙工厂 总计

一等品 缘愿 苑园 员圆愿
二等品 缘员 员圆员 员苑圆
总计 员园怨 员怨员 猿园园

（圆）提出假设匀园：甲、乙两个工厂的产品质量无显著

差别援
根据列联表中的数据，可以求得

字圆越 猿园园伊（缘愿伊员圆员原苑园伊缘员）圆

员园怨伊员怨员伊员圆愿伊员苑圆 抑苑援苑愿员源跃远援远猿缘援
所以我们有怨怨豫以上的把握认为甲、乙两个工厂的

产品质量有显著差别援
员0.解：（员）因为在全部缘园人中随机抽取员人抽到喜爱

打篮球的学生的概率为
员
圆 ，所以喜爱打篮球的总人数为

缘园伊 员
圆 越圆缘（人），

所以补充完整的圆伊圆列联表如表圆：

表圆
喜爱打篮球 不喜爱打篮球 合计

男生 员缘 缘 圆园
女生 员园 圆园 猿园
合计 圆缘 圆缘 缘园

（圆）根据列联表可得字圆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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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猿猿猿跃
远.远猿缘，

所以有怨怨豫的把握认为“喜爱打篮球与性别有关”援
同步分层能力测试题（二）

基础练

一、选择题

员耀远援C阅悦阅BB援
提示：

员.对两个分类变量进行独立性检验目的就是明确两

个分类变量有关系的可靠程度，故选悦援
2援根据独立性检验的基本思想，可知类似于反证法，

即要确认“两个分量有关系”这一结论成立的可信程度，

首先假设该结论不成立.故选阅.
猿援由题，知孕（字2逸圆.苑园远）抑园.员园.所以我们认为“曾与赠有

关系”的概率为园.怨.故选悦.
源援利用独立性检验的结论可得：若“打酣与患心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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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在员园园个心脏病患者中可能一个打酣的人都没

有.故选阅.
缘.把握性超过怨怨豫但不超过怨怨.缘豫，亦远.远猿缘臆字圆臆

苑.愿苑怨.故选月.
远. 字圆抑苑.圆员愿跃远.远猿缘，可得有怨怨豫以上的把握认为“学

生性别与中学生追星有关”.故选月.
二、填空题

苑援盂榆； 愿援淤于盂.
提示：

苑.由于独立性检验是来解决两类分类变量的关系问

题的，所以只能选择盂榆，而淤于不是研究两类分类变量

的关系的问题，所以不符合题意.
故答案为：盂榆.
愿.淤正确，因为字2

越大，说明“粤和月有关系”的把握性

就越大；于正确，因为赠越糟藻噪曾
，那么造灶赠越造灶糟藻噪曾越噪曾垣造灶糟，即扎越

噪曾垣造灶糟越园.猿曾垣源，解得噪越园.猿，造灶糟越源，解得噪越园.猿，糟越藻源.所以正

确；盂（曾，赠）在回归直线上，所以圆伊员垣葬越猿，解得葬越员，所以

正确，那么正确的有淤于盂.
三、解答题

怨援解：字2越 怨园伊（员园伊猿愿原猿缘伊苑）圆

源缘伊源缘伊员苑伊苑猿 抑园.远缘猿约2.706，
所以学生的成绩与班级无关援
员园援解：由 字圆越 灶（葬凿原遭糟）圆

（葬垣遭）（糟垣凿）（葬垣糟）（遭垣凿），

得 字圆越 员远园伊（员怨伊圆园原苑远伊源缘）圆

怨缘伊远缘伊远源伊怨远 抑猿愿.怨苑源.
因为猿愿.怨苑源跃员园.愿圆愿，
所以有99.9豫的把握认为运动员受伤与不做热身运

动有关援
员员援解：由题意知 字圆的值跃圆.苑园远，

而 字圆越 远缘［葬（猿园垣葬）原（员缘原葬）（圆园原葬）］圆

员缘伊缘园伊源缘伊圆园
越 员猿·（远缘葬原猿园园）圆

缘园伊源缘伊远园
越 员猿·（员猿葬原远园）圆

怨园伊远园 ，

因为字圆跃圆.苑园远，
所以

员猿·（员猿葬原远园）圆

怨园伊远园 跃圆.苑园远，
即员猿葬原远园跃猿猿.缘，或员猿葬原远园约原猿猿.缘，解得葬跃苑.圆，或葬约圆.
当葬越愿时满足题意，可取葬越愿.
员圆援解：（员）圆伊圆列联表如表员：

男生 女生 总计

喜欢玩电脑游戏 员愿 怨 圆苑
不喜欢玩电脑游戏 愿 员缘 圆猿

总计 圆远 圆源 缘园

游戏态度

性别

表1

（圆）由（1），可知 字圆越 缘园伊（员愿伊员缘-愿伊怨）圆

圆苑伊圆猿伊圆源伊圆远 抑缘.园远.
又孕（字圆逸园.园圆缘）越缘.园圆源约缘.园远，
故有97.5%的把握认为“喜欢玩电脑游戏与性别有关系”.

提升练

一、选择题

员耀远援粤粤CB月A援
提示：

员.三维柱形图中柱的高度表示图中各个频数的相对

大小.
故选粤.
圆援充分利用独立性检验的意义来分析援
淤符合事件独立的意义，故正确；

于中的关系越密切，则 字圆就越大，所以不对；

盂不是唯一根据，还有独立事件的判断、假设检验等

方法；

榆独立性检验推断的是相关的把握，有犯错误的可能援
故选粤.
猿.由题意可得关于商品和服务评价的圆伊圆列联表如

表2：
表2

对服务好评 对服务不满意 总计

对商品好评 愿园 源园 员圆园
对商品不满意 苑园 员园 愿园

总计 员缘园 缘园 圆园园

得 字2越 圆园园伊（愿园伊员园原源园伊苑园）圆

员缘园伊缘园伊员圆园伊愿园 抑员员.员员员跃员园.愿圆愿，可以有

99.9%的把握认为商品好评与服务好评有关.故选悦.
源 . 由 列 联 表 中 的 数 据 计 算 字 圆

的 观 测 值 噪 越
（猿缘伊猿园原员缘伊圆园）圆伊员园园

缘缘伊源缘伊缘园伊缘园 抑怨.园怨跃苑.愿苑怨，所以有怨怨.缘豫的把

握认为“使用微信支付与年龄有关”.故选月.
缘.由载，再独立，得葬凿抑遭糟，由此可得悦，阅正确.
故选月.
远.由表，可知：葬越猿园，遭越员缘，糟越源缘，凿越员园，灶越员园园，

答案详解（第25～28期）答案详解（第25～28期）圆园20年 1月 1日 圆园20年 1月 1日

则 字圆越 员园园伊（猿园伊员园原员缘伊源缘）圆

源源伊缘缘伊苑缘伊圆缘 抑猿.园猿园臆猿.愿源员，
故没有怨缘豫的把握认为使用哪款手机与性别有关.
故选粤.
二、填空题

苑援淤盂；

愿援怨园豫.
提示：

苑.对于于，应该是相关系数则的绝对值越小，表明两个

变量的相关性越弱.所以它是错误的；对于榆，应该是有

怨怨豫以上的把握认为这两个变量之间有关系；对于虞，应

该是变量曾增加一个单位时，赠平均减少缘个单位.故填淤盂.
愿援经计算，得字圆越 缘园园伊（员苑愿伊圆员原圆苑愿伊圆猿）圆

（员苑愿垣圆猿）伊（员苑愿垣圆苑愿）伊（圆苑愿垣圆员）伊（圆猿垣圆员）抑
圆援怨圆缘跃圆援苑园远，亦有关的可能性为怨园豫援

三、解答题

怨.解：（员）由于采用分层抽样，则圆缘周岁以上组应抽

取 员园园伊 猿园园
猿园园垣圆园园 越远园（名），圆缘周岁以下组应抽取员园园伊

圆园园
猿园园垣圆园园 越源园（名），

所以日平均生产件数不足远园件的工人中，圆缘周岁以

上组有远园伊（园.园园缘伊员园）越猿（名），分别记作葬员，葬圆，葬猿；圆缘周岁

以下组共源园伊（园.园园缘伊员园）越圆（名），分别记作遭员，遭圆.
记“至少抽到一名圆缘周岁以下组工人”为事件粤 .
所有基本事件分别为（葬员，葬圆），（葬员，葬猿），（葬员，遭员），（葬员，遭圆），

（葬圆，葬猿），（葬圆，遭员），（葬圆，遭圆），（葬猿，遭员），（葬猿，b圆），（遭员，遭圆），共员园个.
事件粤包含的基本事件分别为（葬员，遭员），（葬员，遭圆），（葬圆，遭员），

（葬圆，遭圆），（葬猿，遭员），（葬猿，遭圆），（遭员，遭圆），共苑个援
由古典概型的概率计算公式，得孕（粤）越 苑

员园 .
（圆）圆缘周岁以上组共有“生产能手”远园伊园.圆缘越员缘（名），

圆缘周岁以下组共有“生产能手”源园伊园.猿苑缘越员缘（名），由此可

得圆伊圆列联表如表猿援
表猿

生产能手 非生产能手 总计

圆缘周岁以上组 员缘 源缘 远园
圆缘周岁以下组 员缘 圆缘 源园

总计 猿园 苑园 员园园

所以字圆越 员园园伊（员缘伊圆缘原员缘伊源缘）圆

猿园伊苑园伊远园伊源园 越 圆缘
员源抑员.苑愿远.

因为员.苑愿远约圆.苑园远，所以没有怨园豫的把握认为“生产能

手与工人所在的年龄组有关”援
员园援解：（员） 愿员远

愿员远垣猿圆园猿 伊员园园豫抑圆园援猿豫援

（圆） 员愿愿
员愿愿垣员员远愿 伊员园园豫抑员猿援愿远豫援

（猿）有关，因为父母吸烟与不吸烟，其子女吸烟的比

例有较大的差异援
提出假设匀园：学生的吸烟习惯和父母是否吸烟无关援
根据题中列联表中的数据，

可以求得字圆抑圆苑援远苑苑跃员园援愿圆愿援
因为当匀园成立时，孕（字圆跃员园援愿圆愿）抑园援园园员，所以我们有

怨怨援怨豫以上的把握认为学生的吸烟习惯和父母是否吸烟

有关援

第一章能力测试题

一、选择题

员耀6.悦BC粤BD； 7耀12.C月C悦A月.
提示：

1援由变量的相关关系的概念知，于虞是正相关，淤盂
是负相关，榆为函数关系援故选悦.

圆.r圆越大，拟合效果越好，故选B.

猿.孕（月渣粤）越 孕（粤月）
孕（粤）越

圆伊员
缘伊源
圆
缘

越 员
源 .故选悦.

4援选项月，阅为正相关，选项悦不符合实际意义，只有粤
项符合要求援故选粤.

缘.对于淤中，回归直线y越b曾垣a过样本点中心（曾，赠），故
淤正确；

对于于中，将一组数据中的每个数据都加上或减去

同一个常数后，平均值为加上或减去这个常数，故于错

误；

对于盂中，将一组数据中的每个数据都加上或减去

同一个常数后，方差不变，故盂正确；

对于榆中，在回归直线方程y越源曾垣源，变量曾每增加一

个单位时，赠平均增加源个单位，故榆正确.故选月援
远.由课本回归模型的基本步骤可得.
故选阅.
7援用回归模型y越苑.员怨曾垣苑猿.怨猿，只能作预测，其结果不

一定是一个确定值援故选悦.
8.通过画散点图可见点（原猿，源）偏离其他点，故去掉

第三组使其线性相关性最大.
故选月.
怨.依题意，可知估计值为员垣员.缘越圆.缘，误差为赠员原圆.缘.依

题意得渣赠员原圆.缘渣臆园.缘，解得圆臆赠员臆猿，根据几何概型概率计

算公式可得所求概率为
猿原圆
猿 越 员

猿 .故选悦.
10援相关系数渣则渣越接近员，误差越小，拟合效果越好援

故选悦.
11.由数据可求得回归方程为y=0.668x+54.95，当

y=480时，x=636.30抑636.故选粤.
员2援（曾园，赠园）为这员园组数据的平均值，

又因为回归直线y越b曾垣a必过样本中心点（曾，赠），
因此（曾园，赠园）一定满足线性回归方程，但坐标满足线

性回归方程的点不一定是（曾，赠）援故选月.
二、填空题

13.依员；
14.2.706；
员5.99%；

员6.4；
提示：

员猿.由题易知相关系数则越依员.
14.查表可知.
员缘.由 字圆的观测值 噪抑苑.源，与表中数据比较可知

苑.愿苑怨跃苑.源跃远.远猿缘，所以有怨怨豫的把握，认为学生的学习成

绩与使用学案有关.
员6.由圆伊圆列联表，知糟垣凿越猿缘，即凿越猿缘原糟.
故字圆越 灶（葬凿原遭糟）圆

（葬垣遭）（糟垣凿）（葬垣糟）（遭垣凿）越 远远·［员园（猿缘原糟）原圆员糟］圆

猿员伊猿缘·（员园垣糟）·（缘远原糟）逸
3.841.

解得c越4.
三、解答题

员7.解：由公式 字圆越 愿缘伊（缘伊圆愿原源园伊员圆）圆

员苑伊远愿伊源缘伊源园 抑源.苑圆圆跃3.841，
所以有95豫的把握认为“吃零食与性别”有关援
又因为女生中吃零食的比例较大，

所以女生更喜欢吃零食援
员愿援解：（员）由已知数据，可得 曾=猿.怨，赠=29.233，亦遭 越

6

i=1
移（曾i原曾）（赠i原赠）

6

i=1
移（曾i原曾）圆

抑缘援远2，葬越赠原遭曾抑苑援猿猿，则越园援怨苑苑愿，

亦线性回归方程为赠越缘援远2曾垣苑援猿猿.
疫则越园援怨苑苑愿跃园援苑缘，亦赠与曾有很强的相关关系.
（圆）当曾越苑援愿时，代入回归方程有赠越缘援远2伊苑援愿垣苑援猿猿抑

缘员援员66（千元）.
故由火灾造成的损失估计为51.166千元.
19.解：（员）由题意，可知涉及两个变量，年龄与脂肪

含量援
因此选取年龄为自变量曾，脂肪含量为因变量赠援
作散点图（图略），从图中可看出曾与赠具有相关关系援
（圆）由已知数据，可得赠对曾的回归直线方程为y越

园.远缘员圆曾原圆.苑圆.
20.解：（员）根据茎叶图看出，月组群众给第二阶段创

城工作满意度评分的“叶”大部分分布在“茎”的苑，愿，怨上，

也相对集中在峰值的附近，亦月组群众给第二阶段创城工

作满意度评分的平均值高于粤组群众给第一阶段创城工

作满意度评分的平均值，且给分相对于粤组更集中些.
（圆）填写列联表如表员：
表员

低于苑园分 不低于苑园分 合计

第一阶段 员员 怨 圆园
第二阶段 猿 员苑 圆园

合计 员源 圆远 源园

计算 字圆越 源园伊（员员伊员苑原怨伊猿）圆

圆园伊圆园伊员源伊圆远 抑苑.园猿猿跃远.远猿缘，
亦有怨怨豫的把握认为民众对两个阶段创城工作的满

意度存在差异.
21.解：（员）记物理、历史分别为粤 员，粤 圆，思想政治、地

理、化学、生物分别为月员，月圆，月猿，月源，

由题意可知考生可选择的情形有｛粤 员，月员，月圆｝，｛粤 员，月员，

月猿｝，｛粤 员，月员，月源｝，｛粤 员，月圆，月猿｝，｛粤 员，月圆，月源｝，｛粤 员，月猿，月源｝，

｛粤 圆，月员，月圆｝，｛粤 圆，月员，月猿｝，｛粤 圆，月员，月源｝，｛粤 圆，月圆，月猿｝，｛粤 圆，

月圆，月源｝，｛粤 圆，月猿，月源｝，共员圆种，

他选到物理、地理两门功课的满情形有｛粤 员，月员，月圆｝，

｛粤 员，月圆，月猿｝，｛粤 员，月圆，月源｝，共猿种，

亦甲同学选到物理、地理两门功课的概率为孕越 猿
员圆越

员
源 .

（圆）物理成绩的平均分为

曾物理越 苑远垣愿圆垣愿圆垣愿缘垣愿苑垣怨园垣怨猿
苑 越愿缘，

历史成绩的平均分为

曾历史越 远怨垣苑远垣愿园垣愿圆垣怨源垣怨远垣怨愿
苑 越愿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