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教学大纲《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课程名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课程类别（必修/选修）：课程类别（必修/选修）：必修

课程英文名称：课程英文名称：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总学时/周学时/学分：总学时/周学时/学分： 54/3/3.0 其中实验（实训、讨论等）学时：其中实验（实训、讨论等）学时： 0

先修课程：先修课程：高等数学，线性代数

授课时间：授课时间：1-18 周一,5-7节,1-18周二5-7节 授课地点：授课地点：6D403

授课对象：授课对象：2016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1，2班，2016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3，4班

开课院系：开课院系：计算机与网络安全学院 任课教师姓名/职称：任课教师姓名/职称：余晋昌 /副教授

联系电话：13509000528(6234)联系电话：13509000528(6234) Email：Email：yujinchang6407@163.com

答疑时间、地点与方式：答疑时间、地点与方式： 1.每次上课的课前、课间和课后，采用一对一的问答方式；2.每次发放作业时，如作

业中存在较普遍的问题，采用集中讲解方式。3.采用邮件短信微信等方式答疑;4.课程结束后在课室安排一至两次

集中答疑

课程考核方式：课程考核方式：

作业（√）     期中考（√）     期末考（√）     出勤（√）     

使用教材：使用教材：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张忠志 余晋昌 吕益群 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 

参考教材：参考教材：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第三版），盛骤 谢式千 潘承毅（浙江大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龙永红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课程简介：课程简介：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理工科专业学生的一门必修的重要公共基础课，其目的是为培养相关专业学

生的分析随机现象、解决涉及随机事件概率及统计问题的计算能力和理性思考能力。本课程使学生获得概率论与

数理统计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运算技能，为今后学习各类后继课程和进一步扩大数学知识奠定必

要的数学基础，提升学生运用概率统计的方法分析和解决工程技术中涉及随机现象问题的能力.



课程教学目标：课程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使学生具有一定的处理随机现象的抽象思维能力、

概率运算能力、统计分析和决策能力。了解随机事件及

其运算、大数定律、中心极限定理、数理统计的样本和

统计量等基本概念以及相关的性质，掌握随机变量及其

分布、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抽样估计和假设检验的计

算与应用，理解随机事件的概率、统计量的分布等基本

性质。

2、过程与方法目标：在学生学习本课程的过程中，要

通过各个教学环节逐步使学生具有处理随机现象的基本

理论能力、基本运算技能、对随机现象及问题做统计的

描述和统计检验能力。为学习后继课程和进一步获取数

学知识奠定必要的数学基础。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发展目标：使得学生通过学习

本课程获得处理随机现象及其规律的了理论和方法，学

习数学的严密性和思维模式；培养一种严谨的科学素养

和严谨治学的科学态度，从更高的起点和不同的角度看

待工程问题，培养学生运用概率统计的方法分析和解决

工程技术中涉及随机现象问题的能力。

√ 核心能力1：具有运用数学、基础科学及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相关知识的能力

√ 核心能力2：具有设计与执行计算机软、硬件实验，

以及分析与解释数据的能力

□ 核心能力3：具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工程实践中所需

技术、技巧及使用计算机辅助工具的能力

□ 核心能力4：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许多领域中，具

有至少某一项专业能力，例如：硬件、软件、多媒体、

系统、网络、理论等，并具有编程能力，进一步地具备

设计、开发软、硬件模块及系统的能力

√ 核心能力5：具有项目管理、有效沟通、领域整合与

团队合作的能力

√ 核心能力6：具有运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理论及应用

知识，分析与解决相关问题的能力，亦可以将自己的专

业知识创造性地应用于新的领域或跨多重领域，进行研

发或创新的能力

□ 核心能力7：具有应对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快速变迁的

能力，培养自我持续学习的习惯及能力

□ 核心能力8：具有工程伦理、社会责任、国际观及前

瞻视野

理论教学进程表理论教学进程表

周周

次次 教学主题教学主题

教学教学

时长时长 教学的重点与难点教学的重点与难点

教学方教学方

式式 作业安排作业安排

1 随机事件 随机

事件的概率 古

典概型

3 教学的重点:随机现象、随机试验，样本空间，随机

事件的概念、事件之间的关系及运算.概率的公理化

定义和概率的基本性质，概率加法定理.古典概型.

教学的难点:概率的公理化定义,古典概型.

讲授 1.2；1.3；

1.6；1.8

2 几何概率 条件

概率

3 教学的重点:几何概率.条件概率的概念、概率的乘法

定理.全概率公式，贝叶斯公式. 教学的难点:全概率

公式，贝叶斯公式.

讲授 1.10; 1.11;

1.13; 1.15.

3 独立性 离散型

随机变量及其

分布 习题课

3 教学的重点:事件的独立性概念。随机变量与分布函

数的概念。离散型随机变量及其分布；二项分布. 教

学的难点:分布函数的概念离,二项分布.

讲授 1.19; 1.20;

2.1; 2.4;

2.5

4 连续型随机变

量及其概率密

度

3 教学的重点:柏松分布.连续型随机变量及其分布；均

匀分布、指数分布。 教学的难点:柏松分布,指数分

布.

讲授 2.9; 2.12;

2.14

5 连续型随机变

量及其概率密

度 随机变量函

数的分布 习题

课

3 教学的重点与难点:正态分布,简单随机变量函数的概

率分布。

讲授 2.16, 2.19,

2.28, 2.32;

6 二维随机变量

及其分布 边缘

分布

3 教学的重点:二维随机变量及其分布函数，边缘分

布，二维离散型随机变量函数的分布，二维连续型随

机变量函数的分布 教学的难点:边缘分布

讲授 3.2; 3.9,

3.12

本课程与学生核心能力培养之间的关联（可多本课程与学生核心能力培养之间的关联（可多

选）：选）：



7 随机变量的独

立性 两个随机

变量函数的分

布 习题课

3 教学的重点:随机变量的独立性、二维离散型随机变

量函数的分布、二维连续型随机变量函数的分布, 教

学的难点:二维连续型随机变量函数的分布

讲授 3.21,

3.23(1)

8 数学期望 3 教学的重点:数学期望的定义、计算、性质 教学的难

点:数学期望的计算

讲授 4.1求

E(X),4.2求

E(X), 4.3;

4.13，4.19

9 方差 3 教学的重点:方差的定义、计算、性质； 教学的难

点:方差的计算

讲授 4.6, 4.8,

4.14

10 协方差及相关

系 数 习题课

3 教学的重点:协方差、相关系数、矩 教学的难点:相

关系数

讲授 4.11; 4.16

11 大数定律 中心

极限定理 期中

测验

3 教学的重点与难点:辛钦大数定律、伯努利大数定

律、独立同分布的中心极限定理、De Moivre-

Laplace中心极限定理

讲授 4.22; 4.24;

4.26

12 随机样本 正态

总体统计量及

其分布

3 教学的重点:随机样本、正态统计量、t分布、F分

布、卡方分布 教学的难点:t分布、F分布、卡方分布

讲授 5.

1，5.3，5.4.

13 随机样本 正态

总体统计量及

其分布

3 教学的重点与难点:常见正态统计量分布 讲授 5.8, 5.10,

5.12

14 点估计 估计量

的评选标准

3 教学的重点:矩估计、极大似然估计，估计量的评价

标准 教学的难点:矩估计、极大似然估计

讲授 6.3; 6.6;

6.10; 6.11

15 区间估计 习题

课

3 教学的重点与难点:区间估计,单个正态总体均值、方

差的区间估计,两个正态总体均值、方差的区间估计.

讲授 6,12, 6.14,

6.16, 6.17

16 概述 单个正态

总体的假设检

验

3 教学的重点与难点:假设检验概述、单个正态总体均

值、方差的假设检验

讲授 7.2, 7.3,

7.4

17 两个正态总体

的假设检验 习

题课

3 教学的重点与难点:两个正态总体均值差及方差比的

检验

讲授 7.8, 7.9,

7.13

18 复习 3 复习 复习 复习

合计：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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