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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下面的图形中，既是轴对称图形又是中心对称图形的是（   ）．1

A. 必然事件 B. 随机事件 C. 不可能事件 D. 确定事件

“某两条直线被第三条直线所截，同位角相等”这一事件是（   ）．2

A. B. C. D. 或者

若关于 的一元二次方程 有一个根为 ，则 的值等于（  ）．3

如图，四边形 为圆 的内接四边形， 是 延长线上的一点，已知 ，

则 的度数为（  ）．

4

一、选择题（每题3分，共10题，共30分）



A. B. C. D.

A. B. C. D.

某个密码锁的密码由三个数字组成，每个数字都是 这十个数字中的一个，只有当三个数字

与所设定的密码及顺序完全相同时，才能将锁打开，如果仅忘记了所设密码的最后那个数字，那

么一次就能打开该密码锁的概率是（    ）．

5

A. B. C. D.

抛物线 经过点 ，则代数式 的值为（  ）．6

A. B. C. D.

当 时， 与 的图象大致是（  ）．7

A.

B.

C.

D.

某机械厂七月份生产零件 万个，第三季度生产零件 万个，设该厂八、九月份平均每月的增

长率为 ，那么 满足的方程是（   ）．

8

A. B. C. D.

如图， ， 分别是平行四边形 的边 ， 上的点， ， ，将

平行四边形 沿 翻折，得到 ， 交 于点 ，则 的周长为（ 

）．

9



A. B.

C. D.

如图，已知抛物线 ： 与 轴分别交于 、 两点，将抛物线 向上平移得到

，过点 作 轴交抛物线 于点 ，如果由抛物线 、 、直线 及 轴所围成的阴影部

分面积为 ，则抛物线 的表达式为（  ）．

10

把函数 化成 （其中 ， 是常数）的形式为            ，该

函数的最            值是            ．

11

已知关于 的一元二次方程 有两个不相等的实数根，则 的取值范围

是            ．

12

甲、乙两同学投掷一枚骰子，用字母 、 分别表示两人各投掷一次的点数，则满足关于 的方程

有实数解的概率是            ．

13

如图，将 绕点 按顺时针旋转一定角度得到 ，点 的对应点 恰好落在

边上．若 ， ，则 的长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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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填空题（每题3分，共6题，共18分）



已知圆锥的底面直径和母线长都是 ，则圆锥的侧面积为            ．15

如图为二次函数 的图象，在下列说法中：

① ；②方程 的根为 ， ；③ ；④当

时， 随着 的增大而增大．正确的说法有            ．（请写出所有正确说法的序号）

16

解下列方程：17

．（1）

．（2）

请尺规作出下面正三角形的内切圆与外接，并求出若三角形的边长为 时，两圆间环形面积．

（保留作图痕迹，不要求书写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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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解答题（共9题，共102分）



关于 的方程 有两个不相等的实数根 、 ．19

求 的取值范围．（1）

若 ，求 的值．（2）

把一副扑克牌中的 张黑桃牌（它们的正面牌面数字分别是 ， ， ）洗匀后正面朝下放在桌面

上．

20

如果从中随机抽取一张牌，那么牌面数字是 的概率是多少？（1）

小王和小李玩摸牌游戏，游戏规则如下：先由小王随机抽出一张牌，记下牌面数字后放

回，洗匀后正面朝下，再由小李随机抽出一张牌，记下牌面数字．当 张牌面数字相同

时，小王赢；当 张牌面数字不相同时，小李赢．现请你利用树状图或列表法分析游戏规

则对双方是否公平？并说明理由．

（2）

如图，已知点 、 ，直线 经过点 ，且与 轴交于点 ，将 沿直

线 折叠的得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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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空： 点坐标为            ， 点坐标为            ．（1）

若抛物线 经过 、 两点，求抛物线的解析式．（2）

直接写出不等式 的解集．（3）

如图所示， 是 的弦， 为半径 的中点，过 作 交弦 于点 ，交 于点

，且 ．

22

求证： 是 的切线．（1）

连接 、 ，求 的度数．（2）



茂名石化乙烯厂某车间生产甲、乙两种塑料的相关信息如下表，请你解答下列问题：

品种

价目
出厂价 成本价 排污处理费

甲种塑料 （元 吨） （元 吨） （元 吨）

乙种塑料 （元 吨） （元 吨）

（元 吨）

每月还需支付设备管理、

维护费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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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该车间每月生产甲、乙两种塑料各 吨，利润分别为 元和 元，分别求 和 与 的

函数关系式（注：利润 总收入 总支出）．

（1）

已知该车间每月生产甲、乙两种速度均不超过 吨，若某月要生产甲、乙两种塑料共

吨，求该月生产甲、乙塑料各多少吨，获得的总利润最大？最大利润是多少？

（2）

如图， 是⊙ 是直径， ， ，连接 ．24

求证： ．（1）

若直线 为⊙ 的切线， 是切点，在直线 上取一点 ，使 ， 所在的直线

与 所在的直线相交于点 ，连接 ，试探究 与 之间的是数量关系，并证明你

的结论．

（2）

如图，在坐标系中，已知矩形 的三个顶点 ， ， ，以 为顶点的抛

物线 过点 ，动点 从点 出发，沿线段 向点 运动，同时动点 从点

出发，沿线段 向点 运动，点 ， 的运动速度均为每秒 个单位，运动时间为 ，过点 作

交 于点 ．

25



求抛物线的解析式．（1）

过点 作 于 ，交抛物线于点 ，当 为何值时， 的边 上的高最大？

最大值为多少？

（2）

在动点 ， 运动的过程中，当 为和值时，在矩形 内（包括边界）存在点 ，

（点 在 的下方），使以 ， ， ， 为顶点的四边形为菱形？请求出 的值．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