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2019学年9月广东广州越秀区越秀区第六中

学初三上学期月考数学试卷

（每小题3分，共30分）

A. B.

C. D.

下列函数解析式中，一定为二次函数的是（  ）．1

A. B. C. D.

用配方法解方程： ，下列配方正确的是（  ）．2

A. B. C. D.

函数 图象的顶点坐标是（  ）．3

A. 该方程有两个相等的实数根 B. 该方程有两个不相等的实数根

C. 该方程无实数根 D. 该方程根的情况不确定

已知一元二次方程 ，下列判断正确的是（  ）．4

A. B. C. D.

抛物线 与 轴交点的纵坐标为（  ）．5

一元二次方程 的根是（  ）．6

一、单项选择题



A. B. C. ， D. ，

A. B. C. D.

二次函数 的图象上有两点 和 ，则此抛物线的对称轴是直线（   

 ）．

7

A. B.

C. D.

某校准备修建一个面积为 平方米的矩形活动场地，它的长比宽多 米，设场地的宽为 米，

则可列方程为（  ）．

8

A. B. C. D.

如图，四边形 的两条对角线互相垂直， ，则四边形 的面积最大

值是（      ）．

9

A. B. C. D.

已知 ，在同一直角坐标系中，函数 与 的图象有可能是（ ）．10

（每小题3分，共18分）

二、填空题



把函数 的图象先向右平移 个单位，再向下平移 个单位，得到的抛物线是函

数            的图象．

11

国家决定对某药品价格分两次降价，若设平均每次降价的百分率为 ，该药品原价为 元，降价

后的价格为 元，则 与 之间的函数关系式是            ．

12

已知方程 的两根是 、 ，则             ．13

已知一元二次方程的两根分别是 和 ，则这个一元二次方程是            ．14

抛物线 的部分图象如图所示，若 ，则 的取值范围是            ．15

函数 的图象与 轴交于 和 ，与 轴交于正半轴，且

则下列结论：① ；② ；③ ；④对于任意正整数

均有 ，其中正确的有            ．

16

（17、18题每题10分，19题12分，20-22题每题10分，23题12分，共74分）

解方程：17

．（1）

．（2）

三、解答题



已知关于 的方程 ．18

若该方程的一个根为 ，求 的值及该方程的另一根．（1）

求证：不论 取何实数，该方程都有两个不相等的实数根．（2）

已知抛物线 ．19

该抛物线的对称轴是            ，顶点坐标是            ．（1）

选取适当的数据填入下表，并在下面的直角坐标系内描点画出该抛物线的图象．

     

     

（2）

若该抛物线上两点 ， 的横坐标满足 ，试比较 与

的大小．

（3）

电动自动车已成为市民日常出行的首选工具．据某市某品牌电动自行车经销商 至 月份统计，该

品牌电动自行车 月份销售 辆， 月份销售 辆．

20

求该品牌电动自行车销售量的月均增长率．（1）

若该品牌电动自行车的进价为 元，售价为 元，则该经销商 至 月共盈利多少

元．

（2）

如图，二次函数 的图象与 轴交于点 ，点 是点 关于该二次函数图象的对

称轴对称的点．已知一次函数 的图象经过该二次函数图象上的点 及点 ．

21



x

y

O

求二次函数与一次函数的关系式．（1）

根据图象，写出满足 的 的取值范围．（2）

为吸引市民组团去风景区旅游，观光旅行社推出了如下收费标准：

某单位员工去风景区旅游，共支付给旅行社 元，请问该单位这次共有多少员工去风景区旅

游．

22

x

y

O

已知如图，抛物线 与 轴交于 、 两点，与 轴交于点 ，若 ，且

．

23

求抛物线的解析式．（1）

若 点为抛物线上第四象限内一动点，顺次连接 、 、 ，求四边形 面

积的最大值．

（2）

直线 沿 轴翻折交 轴于 点，过 点的直线 交 轴、抛物线分别于 、 ，且 在

的上方．若 ，试求 点的坐标．

（3）



（24、25题每题14分，共28分）

某地的一种特产由于运输原因，长期只能在当地销售．当地政府对该特产的销售投资收益为：每

投入 万元，可获得利润 （万元）．当地政府拟在“十三·五”规划中加

快开发该特产的销售，其规划方案为：在规划前后对该项目每年最多可投入 万元的销售投

资，在实施规划 年的前两年中，每年都从 万元中拨出 万元用于修建一条公路，两年修

成，通车前该特产只能在当地销售；公路通车后的 年中，该特产既在本地销售，也在外地销

售．在外地销售的投资收益为：每投入 万元，可获利润

（万元）．

24

若不进行开发，求 年所获利润的最大值是多少．（1）

若按规划实施，求 年所获利润（扣除修路后）的最大值是多少．（2）

根据（ ）（ ），该方案是否具有实施价值．（3）

已知二次函数 的图象与 轴分别交于点 、 ，与 轴交于点 ．点

是抛物线的顶点．

25

图

如图①，连接 ，将 沿直线 翻折，若点 的对应点 恰好落在该抛物线的

对称轴上，求实数 的值．

（1）

四、解答题



图

如图②，在正方形 中，点 、 的坐标分别是 、 ，边 位于边

的右侧．小林同学经过探索后发现了一个正确的命题：“若点 是边 或边 上的任意

一点，则四条线段 、 、 、 不能与任何一个平行四边形的四条边对应相等

（即这四条线段不能构成平行四边形）”．若点 是边 或 边上任意一点，刚才的结

论是否也成立？请你积极探索，并写出探索过程．

（2）

图

如图③，当点 在抛物线对称轴上时，设点 的纵坐标 是大于 的常数，试问：是否存在

正数 ，使得四条线段 、 、 、 与一个平行四边形的四条边对应相等（即这

四条线段能构成平行四边形）？若存在，请直接写出符合要求的正数 ，若不存在，请说

明理由．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