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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几何分布与多维Ｐｏｉｓｓｏｎ分布
邵吉光，王秋媛
（北京交通大学理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４４）

摘要：定义了ｋ维几何分布和志参数几何分布并获得它们的分布律、期望、方差和众数等．研究了
基于成功游程的ｋ阶几何分布的分布律和众数．导出ｋ阶Ｐｏｉｓｓｏｎ分布和ｋ维Ｐｏｉｓｓｏｎ分布，并分别

讨论了它们的分布律和众数等概率统计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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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Ｐｏｉｓｓ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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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ｉａｌｓ；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ｕｃｃｅｓｓ

ｒｕｎ

独立试验中的各种分布模型广泛应用于马氏过
程和参数估计理论研究，同时也应用于工程系统的
可靠性和随机性检验．

了ｋ维Ｐｏｉｓｓｏｎ分布并得到它的联合分布律，最后导
出它的众数．

众数是随机分布的重要统计量，即当概率最大

本文作者在文献［１—２］的基础上首次给出多维

时随机变量对应的取值，文中用ｍ表示．对规维随

几何分布的概念，讨论了它的联合及边缘分布律，

机向量而言，其众数是一个行维点，文中用向量符

并导出它的众数．借助于ｋ维几何分布，得到了ｋ一

号ｍ表示．许多概率统计文献中的经典分布的众数

参数几何分布并研究其包括众数在内的概率统计

已为人所知，例如参数为（以，Ｐ）的二项分布在某些

特性．同时，对于是阶几何分布ｂ。４Ｊ，得到了它的分

情况下其众数为优。．。＝［（咒＋１）Ｐ］，参数为Ｐ的几

布律和众数．受文献［２］的启发，从负二项分布的

何分布的众数为ｍ。＝１，参数为Ａ的Ｐｏｉｓｓｏｎ分布

母函数人手，获得一个新函数作为某个随机变量的

的众数在某些情况下为ｍ。＝［Ａ］，走阶Ｐｏｉｓｓｏｎ分布

概率母函数，定义此变量即为ｋ阶Ｐｏｉｓｓｏｎ随机变

满足一定条件的众数由Ｇｅｏｒｇｈｉｏｕ和Ｐｈｉｌｉｐｐｏｕ［５Ｊ等

量，进而推导出它的分布律、数学期望、方差等等．运

人讨论并获得．然而仍有大量的分布其众数尚属未

用文献［１］给出的多项分布的联合概率母函数，定义

知，例如ｋ阶负二项分布㈦２，ｋ阶二项分布【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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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本文中的某些概念是用成功游程描
述的．游程理论历史悠久，甚至可以追溯至Ｄｅ
Ｍｏｉｖｒｅ时代Ｌ６－８』，它已经成为Ｂｅｒｎｏｕｌｌｉ试验及独立
试验研究的重要概念和方法。关于游程有许多定
义，例如，可以在Ｂｅｒｎｏｕｌｌｉ试验序列中定义一个发
生于某位置的连续ｋ次成功的特定子序列，其中的

１２３

吣。＝（％群，…，％谢）
注记２在式（１）中令ｚ２＝…＝Ｘｋ＝１，由引理

Ｇ｝，（２－）＝Ｇ龟（ｚｔ，１，…，１）＝Ｔ＿＝＿耋｝｛‰

１得￡１的概率母函数

ｋ称为游程的长度．自Ｐｈｉｌｉｐｐｏｕ和Ｍａｋｒｉ【３Ｊ首次用
成功游程定义了ｋ阶几何分布与ｋ阶负二项分布以

所以亭ｌ服从参数为ｐ＝Ｐ２…仇的几何分布，对于

来，有关游程分布理论的研究得到了迅速发

是传统几何分布Ｇ（Ｐ）的推广．

展协１２』．在Ｂｅｒｎｏｕｌｌｉ试验及独立试验中，随机变量
的分布问题总可转化为某个游程的分布问题．
１

毒２，…，＆也有类似结论．这表明ＭＧｋ（Ｐ１＇．～，氟）
定理１

若缸＝（车ｌ，…，＆）～ＭＧｋ（Ｐｌ，．一，

Ｐｋ），则（手ｌ，Ｉ一，＆）的联合分布律为
Ｐ（车ｌ＝ｍｌ＋１，…，＆＝ｍｋ＋１）＝

ｋ维与ｋ阶几何分布

吲葛叫卜１＋．一～ｔ√卜Ｄ １×
５

下面讨论ｋ维几何分布和ｋ参数几何分布，并
研究它们的概率和统计特性．
定义ｌ若ｋ维随机向量善女＝（｝ｌ’．一，＆）有形
如式（１）所示的联合概率母函数，则称磊服从参数
为（Ｐ１，．”，Ｐｋ），Ｐ１＋…十Ｐｋ＝１，ｋ＞１的ｋ维几何

其中优ｌ，ｍ２，…，ｍ＾∈｛０，１，２，…｝．
证明

之ｌ垒２：：：垒壁！兰２：：’４～…
Ｇ｛。（ＳＣｌ，…，ｚ＾）＝

分布，记作ＭＧｋ（Ｐ１，．一，Ｐ＾）．
奄

Ⅱ户ｚ。
吒（ｚ Ｊ’．一，舀）＝

（２）

（一１）５户ｊｌ·＋１…ｐ？ｔ＋１，

１～（Ｐｌｚｌ＋…＋声肛＾）＋Ｐｌ…ｐ肛１．··ｚ＾一

声ｌ…ｐｋｘｌ…“∑（ｐｌｚｌ＋…

１一∑Ｐ≯，＋ⅡＰ≯
ｉ＝１

２＝１

＋户肛女一Ｐｌ…ｐ，ｔｊｃｌ…ｚ＾）”＝

引理１若靠维随机向量ｆ＝（ｒｌ，．一，ｒ。）的联
合概率母函数为Ｇ：（ｚｌ＇．一，ｚ。），则ｒ。，优＝１，…，
以的概率母函数为

∑ｎ＝０。乏儿，＾＋。卜儿＂‰小一

Ｇｒ（ｚ。）＝Ｇ。（１，…，１，ｚ。，１，…，１）．
＋１

证明仅证ｍ＝１时的情形，余皆类推．由联合
概率母函数定义

酞埘

Ｖ
ｚｏ

Ｇｆ（ｚｌ，…，ｚ。）＝
“

可得

ｋ

ｆ优＋…＋ｍ一（ｋ一１）５１
ｌ×

ｌ ５，ｍｌ—ｓ，…，ｍ女一Ｓ

ｊ

（一１）５ｐ】：２－＋１…户？ｔ＋１．２－ｍ，－＋１…Ｘｍ；ｔ十１，

∑Ｐ（ｒ１＝ｉｌ’．“，ｌ＂ｎ＝ｉ。）．Ｔｏ■·ｚｉ。，
ｉｒ’．ｉｎ

｝１

％ｖ∑删

ｍ１’…，＊ｌｋ

ｚｆｌ＋‘＋１＋１…ｚ‘＋‘＋ｌ＋１‘

”ｋｌ

因此得
Ｐ（车１＝搬１＋ｌ，…，＆＝辨＾＋１）＝

／Ｌ ｎ

∑ｈ

＝

Ｇｆ ｂ

●

，

，●ｌ

●

，

“

Ｊ，

＝

； ｎ 、Ｊ

｜Ｉ

∥．

＝

∑．２Ｃｉ．ｔ∑Ｐ（ｒ１＝ｉｌ，．一，ｒ。＝ｉ。）＝
’ｌ

２０

酬甚叫【一１…恸ｔ√卜Ｄ １×
５

５＝０

【

５，优１一Ｓ’…，ｍｋ—Ｓ

Ｊ

（一１）５”－＋１…声＇＋１，
其中ｍ１，仇２，…，ｍ＾＝０，１，…．证毕．

ｉ２…·ｉ。∈Ｎ

定理２

∑Ｐ（ｒｌ＝ｉｌ）ｚ：一＝Ｇ。。（ｚ１）．

ｉ。＝０

注记１

若磊＝（车ｌ，．一，＆）～ＭＧ６（Ｐ１，．一，

仇），则运用引理１可得缸的期望和方差向量分别

若缸＝（ｅｌ，…，颤）～ＭＧ６（Ｐｌ，…，

Ｐｋ），则毒女的众数为ｍ乞＝（１，ｌ，…，１）．
证明由磊的联合分布律公式（２），当
ｒａｉｎ｛规１＇．一，ｍ女｝＝０时，有
Ｐ（Ｓｌ＝优１＋１，…，＆＝ｍ＾＋１）＝

为

瞒ｔ＝（萧纛，…，赢‰）＇

ｌ拢ｌ＋…＋加‘ｆｐ７．＋·…户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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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１＋…＋优＆ｌ

（户ｌ，…，仇），则称Ｓｋ’＝￡１＋…＋＆服从参数为

ｌ户？－…户≯ｔ·户１．一户女≤

（户ｌ，．一，Ａ），户１＋…＋Ａ＝１的ｋ一参数几何分布，

（户１＋…＋Ｐｋ）”１＋’’叶”女·户１…仇＝

记作Ｇ毒（户１，…，仇）．

户１．’’仇＝Ｐ（Ｓｌ＝１，…，＆＝１）．

Ｇ“小—蔫

显然，由引理２及式（１）得毒耋概率母函数为

不等式当且仅当ｍｌ＝…＝ｍ＾＝０时等号成立．
当ｒａｉｎ｛ｍｌ，．－．，ｍ女｝＝１时，有
Ｐ（ｅ１＝ｍ１＋１，…，＆＝ｍ￡＋１）＝

奎ｆ

ｍ１¨一锄ｔ√卜Ｄ

５１×

联ｉ＝、／ｐ，
Ｖａｒ￡ｋ＊＝［１一（２ｋ～１）ｌＤ］和２，
其中ｌＤ＝夕１…以．

ｍ１＋…＋ｍ‘｝夕？。＋，…户ｚ。＋－一

Ｉ ｍ！＋‘二，ｒ…ｎｋ。－＋１）ｐ？

１

定理３若搴ｆ～Ｇｆ（ｐｌ’．一，Ｐ女），则Ｓｆ的分
布律为

∥矗。

“
１，＋ｔ…ｐ警ｔ＋·＜
、

ｌ，

１
ｅｌ 一，…，

（３）

注记３随机变量手ｆ的期望和方差分别为

（一１）汐？－＋１…户？ｔ＋１＝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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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ｌ¨２

Ｐ（毒；：ｍ）：∑ｌ

Ｌ，１，，２

７ｌ，７２ｊ

ｊ仇１＋…＋优６｝户？。＋ｌ…ｐ管。＋ｌ＜

ｌ（一∥：ＩＤ，

Ｊ

７ｌ＋ｒ２ｋ。Ⅲ一＾

ｍ＝惫，ｋ＋１，…，

（ｐｌ＋…＋户＾）”。ｌ＋…＋”１女·户１…Ｐｋ＝

其中ｐ＝声ｌ…户＾．

Ｇ和）＿南２

证明将１０＝Ｐ１…Ｐ＾代人式（３）得

户ｌ…热＝Ｐ（∈ｌ＝１，…，＆＝１）．

当ｒａｉｎ｛ｍｌ，．一，ｍ＾｝≥２，类似可得
Ｐ（亭ｌ＝优ｌ＋１，…，＆７－－－ｍ＾＋１）＜
Ｐ（ｅ１＝１，…，＆＝１）．

∥圣，∑弓ｋ
２ｒ＇Ｉ＝ｚ，。刊ｈ
ｎ＝ｏ

综上所述，可知（１，１，…，１）是磊＝（手ｌ＇．“，＆）的惟
一众数．证毕．
引理２若随机向量ｆ＝（ｒｌ’．一，％）的联合母

弓Ｆｌ，

ｒ

ｒ·十ｒ２２

∑ｆ

』

ｒ２

ｎ

ｎ¨２

矿

＝

Ｐ烨

，

卜

¨
ｐ ０肛 １

ｎｌ

Ｌ

一

小

‘ｌ，７２【ｒ１’ｒ２

函数为Ｇ，（ｚｌ，…，ｚ。），则ｒ。＝ｒｌ＋…＋ｋ的概率
母函数为Ｇ。＋（ａＴ）＝Ｇ。（３２，…，ｚ）．注意此结论与诸

ｆｉｒ‘蚤ｂ一卅ｋ

５

１

＂Ｆ

ｋ

５

１

２

‘：．．Ｉ‘：．．１

７ｌ，７２≥

ｒ，

”

心．：

Ｋ

一

变量ｒｌ，．一，ｒ。之间的独立性无关．

由联合概率母函数定义

证明

＝∑Ｐ（钱＝ｍ）ｚｍ，

Ｇｆ（３７ｌ，…，ｚ。）＝

∑Ｐ（ｒｌ＝ｉｌ＇．一，岛＝如）ｚ｛１．Ｉ·ｚｉ。，

由上面最后一个等式可以得到结论．证毕．

１

定理４若Ｓ毒～Ｇ毒（声ｌ，．一，仇），则Ｓ毒的众数

ｉｌ’‘，ｉｎ

可得

Ｇ。（ｚ，…，ｚ）＝

∑Ｐ（ｒｉ＝ｉｌ＇．一＾＝ｉ。）ｚｏ％ｉ—

为ｍｓ？＝志，志＋１，…，２ｋ一１．

证明记ｐｍ＝Ｐ（手ｆ＝优），则由

ｉＩ，一·ｉ”

耻刍笺掣Ｌ

∑Ｐ（ｒ１＝ｉｌ，．一，ｒｎ＝ｉ。）ｚｐ…“一
ｉｌ·…，ｉ”

∑
ｉ。０

∑Ｐ（ｒｌ＝ｉ１＇．一，靠＝ｉ。）一＝
ｊ１·…·ｉ。≥
ｉＩ＋…“ｎ

５ｉ

∑Ｐ（ｒｌ＋…＋ｒｎ＝ｉ）ｚ≮
∑Ｐ（ｒ。＝ｉ）ｚ卜Ｇ。·（ｚ）．
定义２

若ｋ维随机向量（拿１，…，＆）～ＭＧ６

㈤

得Ｐｏ：Ｐｌ＝…＝Ｒ—ｌ＝０，Ｐ女＝扣ｌＰ２…Ｐ＾。
当ｍ＞志时，由式（３）得

Ｇｅ：（ｚ）·（１一ｚ＋ｐ６）＝严‘，
其中１０＝户１．．·Ｐ女．依Ｌｅｂｎｉｚｉ求导公式对上式两边求
ｍ阶导数并令ｚ＝０得
０．
ＧＺ’（ｏ）一研Ｇ毒询）＋瞵。训（ｏ）志！１０：０Ｇ（７
Ｇｅ：（ｏ）一研Ｇｅ：（ｏ）＋瞵；★’（ｏ）志！１０＝．

结合式（４）得

竺！塑

型皇兰竺！垩竺些堡坌塑兰垩竺！兰竺坌查

Ｐｍ—Ｐ。ｌ一１七ｐ‘Ｐｍ—ｋ

２

０，ｍ＞ｋ．

耻蚤ｋ吉

所以有Ｐｋ＝Ｐ＾＋ｌ＝…＝Ｐ２女一１＞Ｐ２女＞Ｐ２女＋ｌ＞…，

由此可知∈ｆ的众数为ｋ，ｋ＋ｌ，…，２ｋ一１．证毕．
定义３

在参数为Ｐ的Ｂｅｒｎｏｕｌｌｉ试验中，令

∈（＾）表示长度为是的成功游程首次出现时的试验次
数，称随机变量手（＾）服从参数为Ｐ的惫阶几何分布，
记为Ｇｋ（户）．则ｅ（女）的概率母函数为

Ｐ（车（＾）＝优）＝

。。．。善，％弓【ｍｍｌ １『：』．．ｊ，二＿６ｊ（詈／１％＋‘”¨‘＿”，
【

和Ｖａｒｐ—卫—７旦一
注记５

运用与定理４相似的证明方法可知

ｅ（＾）有惟一的众数ｍ｝（¨＝志．

Ｊ；【阶和ｋ维Ｐｏｉｓｓｏｎ分布
下面分别从负二项分布和多项分布出发，将传

定理５若随机变量ｅ（＾）～Ｇｋ（Ｐ），则分布律为

ｍＩ·ｍ２，…ｔⅢ女弓

ｑ（∑ｃ；＋２ Ｐ。＋∑ｃ；川Ｐ‘）

２

Ｇ钆，ｃ小罄焉群．

ｉ２５

，…，ｍ＾Ｊ、一

统的Ｐｏｉｓｓｏｎ分布推广到ｋ阶和ｋ维上并讨论其概
率统计特性．众所周知，重复进行成功概率为Ｐ的
Ｂｅｒｎｏｕｌｌｉ试验，直到成功ｒ次，称总试验次数￡服
从参数为（，－，Ｐ）的负二项分布，即著名的Ｐａｓｃａｌ分
布，记作ＮＢ（厂，Ｐ）．用。表示ＮＢ（，．，Ｐ）中失败试

ｍ＝ｋ，ｋ＋１．…

验的次数，有ｒｒ＝￡一ｒ．不难证明随机变量ｒｒ的

Ｇ％，ｂ卜Ｆ丽ｉ者鲁翻＝
证明将手（女）的概率母函数Ｇ｝㈩（ｚ）展开

盘！

正是受此事实的启发，我们从ｋ阶负二项分布着

如‘薹（硝（舡＋．．，＋∥）”＝
如６薹（芳＿乏ｊ【ｆｌ’．．．＾Ｊ×

，。，善．，～［２０十＇ｊｊｊ，『；２ ２‘］（芳）２ｌ＋…＋‘ｃ户口，。·＋２ｚｚ…＋女‘＋＾＝
ｍ＋’一～‘１×
ｍ１＇…＇ｍｋ

现善｝＆），…，妖女）相互独立且均服从Ｑ（Ｐ）分布．依
等｛女），…，致女）及拿（ｋ，ｒ）所表意义知手（女．，）＝默女）＋…
＋甄女），结合定义３得

Ｇｅ。。．，，（ｚ）＝Ｇｒ｛。，（ｚ）·Ｇ爵。，（ｚ）…Ｇ《。，（ｚ）＝

ｍ—ｋ

因此得到

／查竺（！二鲤２＼７
＼１一ｚ＋和‰６＋１／‘
证毕．

推论１若手（女，，）～ＮＢ＾（ｒ，Ｐ），则ｅ（女．，）的分
布律为

Ｐ（导（”＝优）＝

１．ｍ２·…·一ｔ＾≥

试验次数；器女），…，敬＾）的定义与｝扎）类似．不难发

Ｊ

（：予）“ｌ＋…＋”‘户”ｉｒ”Ｉ，

ｍｎｒ＋，＂－…ｌ优Ｉ≥％．蓍。

试验次数，称随机变量拿（＾。，）服从参数为（ｒ，Ｐ）的ｋ

数；醑＾）表示自第１游程结束至第２游程发生时的

ｐｌ，＋２１２＋…＋‘２女＋ｋｘ２ｌ＋２２２＋’’’＋‘。女＋‘＝

”ｌ＋２ｍ２＋…＋枷＾２

搴（¨）表示长度为ｋ的成功游程第ｒ次发生时的总

证明设ｒ｝＾）表示到第１游程发生时的试验次

２Ｉｐ‘＋‘２”

Ｉ

在参数为Ｐ的Ｂｅｒｎｏｕｌｌｉ试验中，用

Ｇ钆，ｏ小（等篙辫）７．

妻ｎ＝Ｏ。乏；ｈ：：以㈣×

∑

定理６

函数为

夕。Ｊ＋２‘２”’＋‘ｋ‘ｊ＋２‘２＋’’‘＋‘‘＝

“ｌ·…，ｍｋ≥

手，导出ｋ阶Ｐｏｉｓｓｏｎ分布．

阶负二项分布，记作ＮＢ女（，．，Ｐ），则手（¨）的概率母

ｌｌ”＋＋‘２”

妻

—ｏ。时），则随机变量ｒ全ｒ。＝ｌｉｍｏ服从参数为Ａ
的Ｐｏｉｓｓｏｎ分布，即有概率母函数Ｇ，（ｚ）＝ｅ１（一１）．

：

卜詈（如＋．．’＋ｐｋｘ‘）

ｍ ５ｋ

概率母函数为Ｇ。（ｚ）＝万ｊＬ可，且若ｒｑ—Ａ（ｒ

【优＇…，
ｍｋ
１

６ｊ（芳１／”Ｉ＋’“＋”＋ｐ”，
Ｊ～∥

其中，班＝ｋ，ｋ＋１，…．证毕．
注记４随机变量手㈨数学期望和方差分别为

Ｐ（车（女．，）＝ｍ）＝

ｙ
ｆ
”小…，
％，爿
【
Ｌ
３－ｋｍ１一ｒ，＆研，．ｍ
．∥Ｉ’…’研＆’ｒ一

ｍ１＋．一＋ｍ女＋，．一

”１１＋２ｍ２＋。｝枷Ｉ

２ｍ—ｋｒ

●Ｉ
×

、● ， ●』

１１窒茎望奎兰兰堡

１２６

Ｖａｒｆ（旷地盟苌堕业Ａ．

（芳）”１＋…＋”＿”，研＝志ｒ，志ｒ＋，，…

Ｇ％．ｒ）（小（ｉ丽蕞等而）ｒ＝
证明

空壁

ｆ

］’

【１一旦Ｐ（加＋．．’＋如‘）Ｊ

Ｐｃｒ ｃｔ，＝ｍ，２

以

”ｌ＋２ｍ２…＋辆￡２

２

薹．，善，（ｒ＋ ～ｎ，－ ｍ ｔ×ｊｍ．．．忆１
ｒｏ
Ｈ＝ｏ∥一，ｅｊ、

，．～ｌ

证明

ｅ一址薹筹。。，。≥．％≥ｌｍ。，班２『：…，优。ｊ×

／Ｌｍ ｉ’…’珑女Ｊ

妻ｎ＝Ｏ

＇，一ｌ

１善。弓揣×
ｚ”ｌ＋２”２＋…＋ｈ＾２

，

ｍｌ＇…， ｍｋ

由式（５），将随机变量ｒ（女）的概率母函数

ｅ啪薹业＃产＝

、∥

∑鬟ｍ高护。勘ｚ…帆：
ｚｍＩ十２”２＋…＋舫１女２

㈧１。’‘＋％（舡一咖ｚ＋．”＂打＝
Ｌ

ｍ

Ｇ。（。）（ｚ）＝ｅ＾（ｊ－＋ｚ２＋…＋ｚｋ一＾）＝

。．乏ｉ％［ｍｌ＋…ｒ＋一ｍ。ｋ＋ｒ一１］［乙＋’：＿，二了６］×
“Ｉ，…，“ｌｊ

“’

Ｇｒ¨，（ｚ）展开

㈡Ｐ“（舡一嘞ｚ…魄憎＝

ｍ奎＝ｋ～量。，ｈ■＋ｍｋ一ｒ。－ｋｒ

‘’

ｍ＝０，１，…

ｌ（如）ｍ。锄ｚ＋．．．＋魄：

∑

１。

”１ｌ，ｍ２－…·”飞，

甜：二＿１㈣”ｃ舻”Ⅷ∽”＝
舻孙≥１㈣／／”×
ｒ一量

ｑ，。善．％弓寰ｉ端ｅ一从，

定理７若ｒ（＾）～Ｒ（Ａ），则它的分布律为

ｐｋ铲１一詈（舡＋．．·＋ｐｋｘ‘）］－ｒ＝ｐｋ。‘×

”＝ｕ＼

篁竺堂

。ｌ笔％ｌ！ｍ２ １…ｍｋ！“‘

§

１］×
Ｊ

ａ：￡：立！！皇：竺，。

ｖ

舄。一，笋叽ｊ优１ １ｍ２ １…优女！ｚ’
”ｌ＋２ｍ２＋’一＋ｋｍ＾２“

所以有

“ｌ＋２ｍ２＋…＋ｋｍｋ。Ⅲ一打

Ｐ（ｒ（女）＝ｍ）＝

（舻…”ｏ＂

ｙ

至此容易得到随机变量手（＾。，）的分布律．证毕．

“１＋２ｍ２…＋枷‘２”

推论２若Ｓ（＾，，）～ＮＢ＾（，．，Ｐ），用ｒ（女，，）表示

ｍ＝０，ｌ，…

ＮＢ女（，．，Ｐ）中失败试验的次数，则恒有ｒ（¨）＝

Ｇ‰．ｒ）（小老黼，

ａ：！：！±二竺。一从

。１．。笋，。女≥ｍｌ！ｍ２ １…ｍｋ！‘’
证毕．

搴（＾，，）一ｋｒ．随机变量ｒ（＾，，）的概率母函数为

我们知道，依Ｐｏｉｓｓｏｎ定理，在适当条件下，二项
分布的极限分布为Ｐｏｉｓｓｏｎ分布．有鉴于此，下面就

且若ｒｑ—Ａ（，－一∞时），则随机变量ｒ（＾）全ｒ（女．。）有

从多项分布出发研究多维Ｐｏｉｓｓｏｎ分布．
若每次独立试验时互斥事件ｅ１’．一，ｅ。（班≥２）

母函数
Ｇ。。。，（ｚ）＝ｅ１‘Ｔ＋ｚ２＋’·‘＋Ｔｋ一‘’

（５）

的成功概率分别为Ｐｌ＇．一，Ｐ。，∑Ｐｆ＝１，称此试验

定义４若随机变量ｚ．（女）有形如式（５）的概率

为具有参数（户１’．”，Ｐ。。）的独立试验．在咒重独立试

母函数，称ｒ（女）服从参数为Ａ的走阶Ｐｏｉｓｓｏｎ分布，

验中，车１，．一，乇分别表示上述事件发生的次数，则

记作ｒ（女）～Ｒ（Ａ）．

称毒。＝（ｅｌ’．一，‰）服从参数为（户ｌ’．一，Ｐ，。；以）的

注记６若ｒ（女）～Ｒ（Ａ），则它的期望和方差
分别为

Ｅｍ）＝掣Ａ，

优维多项分布，记作胗２（Ｐ１，Ｐ２，…，Ｐ。；７２）其联合
概率母函数为Ｇ｛。（ｘｌ，Ｘ２，…，ｚ。）＝（户Ｉｚｌ＋Ｐ２Ｘ２
＋…＋声。ｒ。）”．

邵吉光等：多维几何分布与多维Ｐｏｉｓｓｏｎ（ｒｓ怖

第３期

设（忌＋１）维随机向量磊＋ｌ＝（拿１，…，＆，靠＋１）

ｍ黯ｌ

１２７

ｅ一（１ｌ＋‘。＋１Ｉ’ｚ７１

服从Ｍ‘十１（Ｐｌ，Ｐ２，…，Ｐ＾十ｌ；，ｚ），由磊＋１的前志个

舅Ａ．Ｊ

分量构成的新随机向量记为ｆ＝（手１＇．一，＆）．由引理

。ｒ一．％

１知ｆ的联合概率母函数为

ｚＺ２…贯ｔ＝

！“
！ｍ２ １… ｍｋ×

ｅ－（ａｌ十…＋３＾’ｚＴｌ ｚ孑２…ｚ≯女，

Ｇｆ（ｚＩ，…，ｚ女）＝（ｐｌＸｌ＋…＋户肛＾＋Ｐｋ＋１）”

因此得

在上式中，令卵ｐｉ—Ａｉ，Ｐｉ一０，ｉ＝１，…，志当理一∞
时，则有

Ｐ（ｒｌ＝ｍｌ，…，％＝ｍ＾）＝

竺笪；笙ｅ－∽吨＋”ｍ∥
ｍ１ １ ｍ２ １…ｍ女！

Ｇｆ（３７１，…，ｚ＾）＝

‘‘

（ＰｌＸｌ＋…＋Ｐｋｘｈ＋１一户ｌ一…一ｐ＾）”＝

‘‘

证毕．
定理９

（１＋Ｐｌ（ｚｌ一１）＋…＋Ｐｋ（ｚ女一１））”＝

若取＝（ｒ１，…，“）～Ｍ≯（Ａ１，…，

（１＋Ｐｌ（ｘｌ一１）＋…

Ａ女），则％的众数为ｍ，．＝（ｍｆ，…，ｍｋ＋），其中ｍｉ’

＋Ｐ女（ｚ女一１））１‘石｝ｊ万ｉ＝Ｆｉ审一

＝Ａｉ或Ａｉ一１若Ａｉ∈Ｎ；ｉｒｎ？＝［Ａｉ］若Ａｉ告Ｎ，ｉ＝１，

、、虫！兰Ｌ二！！！：：：！堕！玉二！！

，

…，ｋ．

ｅＡｌ（。１－－１）＋。‘’＋＾＾（ｘｋ一１）．

证明

定义５若随机向量吼＝（ｒ１，．一，弧）有形如式

Ｐ（ｒｌ＝ｍｌ，…，％＝ｍ女）＝

—ｉ！；！ｊ！啦ｅ一（ａ，＋ａ：＋…＋ａ。）：

（６）的概率母函数，则称％服从参数为（Ａｌ＇．”，Ａ＾）
的ｋ维Ｐｏｉｓｓｏｎ分布，记作ＭＰ（Ａｌ，…，Ａ＾），其中

‘

优ｌ！ｍ２ １…ｍｋ！‘‘‘

Ａ１，…，Ａ＾＞０．

注记７

（等）·（等）．．．（等）ｅｍ－ｑ…Ｖ，

（６）

Ｇｆ．（ｚ１，…，瓤）＝ｅ１Ｉ（Ｘｌ－１）”‘＋３＾（‘一１’

若Ｃｋ＝（ｒ１，…，取）～Ｍ≯（Ａｌ，…，

Ａ女），则ｒ１的母函数Ｇ。，（ｚ１）＝Ｇｔ（ｚ１，１，…，１）＝

ｅ３ｌ（。１－１），所以ｒｌ服从参数为Ａｌ的Ｐｉｏｓｓｏｎ分布，
因而Ｅｒｌ＝Ａｌ，Ｖａｒｒｌ＝Ａ１．随机变量ｒ２，…，“也有

类似结果．所以得（ｒ１’．一，“）的期望和方差向量分

其中ｅ一（１ｌ＋１２＋‘‘‘＋１＾）是常数，要使Ｐ（ｒｌ＝ｍｌ，…，ｚ－ｋ
＝优＾）达到最大值，当且仅当上式中的ｋ个因子均

达到最大值．以第１个因子兰为例，若Ａ】∈Ｎ，则
有
Ａ？１

而ｍ

别为Ｅ％＝（Ａｌ，Ａ２，…，Ａ女）及Ｖａｒｖｋ＝（Ａｌ，Ａ２，…，
Ａ正）．
定理８

Ａ＾），则（ｒｌ，．一，Ｚ＂ｋ）的联合分布律为

—墨！；！ 姥ｅ一（ａ。＋ａ：＋·一＋ａ。），

‘’

证明将％＝（Ｚ．１＇．一，Ｚ＂ｋ）的联合概率母函数
展开

ｍ＝０

者（ｍ，＋址ｚ＋．．’＋岫）～
×
坍

州

∑～ｒ

％ ≥

ｍ１，优２，…，ｍｋ

Ⅲ１十ｍ２’’．十Ｍ＾２Ⅲ

ｍ妻＝０叶善巾黼×
Ａ？１ Ａ孑２…Ａ？ｔ ｚ７１ ｘ＇ｘ＇ｚ…ｚ≯女＝

Ａ１，

Ａ１

Ａ１

１

２

Ａ１—１

＝

Ａ１

Ａ１

Ａ１

１

２

Ａ１—１

Ａ１

Ａ１’

Ａ１—１或Ａｌ时筹ｒ＃ｌＩ达到最大值·
凯告Ｎ时，筹＝竿·２１２…且ｍｌ≤竿·２１２…
瓦／１．刁１，因此当ｍ－２［Ａ１］时丢ｍ告达到最大值．
’

另外的（点一１）个因子堡ｍ２ １，…，ｍ雩ｋ．可类似分

Ｇ气（ｚ１，…，ｚ＾）＝ｅ３ｌ‘ｚｌ一１’＋…＋１Ｉ（≮一１）＝

ｅ－（２１＋－．－＋２ｋ’∑

………
Ａ１

２—１‘一２…瓦≮
ｍ１、

Ａｌ

‘

其中ｉｒａｌ＇ｍ２，…，优＾∈｛０，１，２，…｝．

ｍ＝０

Ａｌ

因此当ｍ１２

Ｐ（Ｚ＂１＝优１，…，Ｚ＂ｋ＝ｍｋ）＝

ｅｍ一＋‘“＋＾）∑

１

１

……一

设％＝（ｒ１，…，砍）～Ｍ≯（Ａｌ，…，

ｉｒｎｌ！ｍ２ １．．．ｉｒｎｋ！。’‘

‘

优Ｉ！

３结论
提出多维几何分布Ｍ∥（Ｐ１，．一，Ｐｋ）和多参数
几何分布Ｇｆ（Ｐｌ’．．．，Ｐ女）的定义并分别研究了它们
的分布律和期望等数字特征，给出它们的众数ｍ｛．
＝（１，１，…，１）和ｍ｛ｊ＝忌，ｋ＋１，…，２忌一１．同时，研
究了ｋ阶几何分布Ｇ（Ｐ）的分布律和众数．从负二
项分布ＮＢ＾Ｉ ｒ，Ｐ）出发导出了志阶Ｐｏｉｓｓｏｎ分布Ｒ

１１塞奎望奎兰兰堡

１２８

（Ａ）的母函数和概率分布律；从基于独立试验概念

竺竺堂
Ｃ，Ｐｈｉｌｉｐｐｏｕ Ａ Ｎ，Ｓａｇｈａｆｉ Ａ．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ｓ ｏｆ

［５］Ｇｅｏｒｇｈｉｏｕ

的多项分布Ｍ‘（Ｐ１，…，Ｐ＾；以）出发导出了多维

ｔｈｅ Ｐｏｉｓｓ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ｉｓｓｏｎ分布Ｍｐｋ（Ａ ｌ，．一，Ａ女）并得到其联合分布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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