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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设 ， 是一元二次方程 的两个根，则 的值是（   ）．1

A. B. C. D.

若关于 的方程 有实数根，则 的值可以是（   ）．2

A. B. C. D.

已知⊙ 的半径是 ，直线 是⊙ 的切线，则圆心 到直线 的距离是（   ）．3

A. B.

C. D.

二次函数 的顶点坐标是（   ）．4

A. B.

下列图案中，既是轴对称图形又是中心对称图形的是（   ）．5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10小题，每题3分，共30分）



C. D.

A.

B.

C.

D.

如图， 是⊙ 的弦，半径 于点 ，下列结论中错误的是（   ）．6

A. 正三角形 B. 正方形 C. 正五边形 D. 正六边形

下列图形中，旋转 后可以与原图形重合的是（   ）．7

A.

B.

C.

D.

要将抛物线 平移后得到抛物线 ，下列平移方法正确的是（   ）．

向左平移 个单位，再向上平移 个单位

向左平移 个单位，再向下平移 个单位

向右平移 个单位，再向上平移 个单位

向右平移 个单位，再向下平移 个单位

8

如图， 、 分别与⊙ 相切于点 、 ，⊙ 的切线 分别交 、 于点 、 ，若 的

长为 ，则 的周长是（   ）．

9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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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或

抛物线 如图所示，则关于 的不等式 的解集是（   ）．10

已知方程 的一个根是 ，则它的另一个根为            ．11

已知点 的坐标为 ，则点 关于原点对称的点的坐标为            ．12

抛物线 经过点 ， ，则它的对称轴是            ．13

如图，在 中， ， ， ，将 绕点 顺时针旋转 得到

，则点 与点 之间的距离是            ．

14

二、填空题（本大题共6小题，每题3分，共18分）



如图， 是⊙ 的内接三角形，连接 、 ，若 ，则 的度数为            ．15

已知圆的半径是 ，则该圆的内接正六边形的面积是            ．16

如图，正方形网格中的每个小正方形的边长都是 ，每个小正方形的顶点叫做格点， 的三

个顶点 、 、 都在格点上．

17

画出 绕点 逆时针旋转 后得到的 ．（1）

求旋转过程中动点 所经过的路径长（结果保留 )．（2）

如图，正方形 中， 为 上一点， 绕点 顺时针旋转 得到 ，点 恰好落在

延长线上．

18

三、解答题（本大题共9小题，共102分）



            ．（1）

若 ，求 的度数．（2）

已知二次函数 ．19

求二次函数的顶点坐标．（1）

设二次函数的图象交 轴于点 、 （点 在点 的左侧），与 轴交于点 ，求 的

面积．

（2）

如图，综合实践活动课时小明用纸板制作了一个圆锥形漏斗模型，它的底面半径 ，高

．

20

求圆锥漏斗的母线长．（1）

求圆锥漏斗的侧面积．（2）

求圆锥漏斗侧面展开图的扇形圆心角度数．（3）

如图， 是⊙ 的直径，弦 于点 ，连接 ， ．21



求证： ．（1）

若 ， ，求 的长．（2）

某商店购进一批笔记本，每本进价为 元，出于营销考虑，不能亏本销售．在销售过程中发现该

笔记本每周的销售量 （本）与每本的售价 （元）之间满足函数关系 ，当销售单价为

元时，销售量为 本：当销售单价为 元时，销售量为 本．

22

求出 与 的函数关系式，并写出自变量 的取值范围．（1）

设该店每周销售这种笔记本所获得的利润为 元，将销售单价定为多少元时，才能使商店

销售该笔记本所获利润最大？最大利润是多少．

（2）

如图， 是⊙ 的直径， 为⊙ 的切线， 为⊙ 上的一点， ，延长 交 的延

长线于点 ．

23

求证： 为⊙ 的切线．（1）

过点 作 于点 ， ， ，求图中阴影部分的面积（结果保留

）．

（2）

如图，点 是等边 内一点， ，将 绕点 顺时针方向旋转 ，得到

，连接 ．

24

求证： 是等边三角形．（1）

当 时，试判断 的形状，并说明理由．（2）



已知直线 交 轴于点 ，交 轴于点 ，抛物线 经过点 、 ．25

求点 、点 的坐标和抛物线的解析式．（1）

点 在线段 上（点 不与 、 点重合）， 交 于点 ，交抛物线于点

，若 ，求 的值．

（2）

点 在抛物线上，点 在抛物线的对称轴上，在（ ）的条件下，是否存在以点 、 、

、 为顶点的四边形为平行四边形？若存在，请直接写出点 的坐标；若不存在，请说

明理由．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