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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小题3分，共30分）

A. B.
 

C. D.
 

下列图形中，不是中心对称图形有（   ）．1

A. ， B. ， C. ， D. ，

一元二次方程 的两根分别为（   ）．2

A. 有两个相等的实数根 B. 有两个不相等的实数根

C. 无实数根 D. 只有一个实数根

一元二次方程 的根的情况是（      ）．3

A. B. C. D.

用配方法解方程： ，下列配方正确的是（  ）．4

A. B. C. D.

设一元二次方程 的两个实根为 和 ，则 （   ）．5

一、选择题



A. B. C. D.

将二次函数 的图象向下平移 个单位，则平移后的二次函数的解析式为（  ）．6

A. B. C. D.

二次函数 的图象的顶点坐标是（   ）．7

A. 其图象的开口向下 B. 其图象的对称轴为直线

C. 其最小值为 D. 当 时， 随 的增大而减小

由二次函数 可知（   ）．8

A. B. C. D.

某钢铁厂 月份生产某种钢材 万吨， 月份生产这种钢材 万吨，设平均每月增长的百分率为

，则根据题意可列方程为（  ）．

9

A. B. C. D.

如图，点 、 的坐标分别为 和 ，抛物线 的顶点在线段 上运

动，与 轴交于 、 两点（C在 的左侧），点 的横坐标最小值为 ，则点 的横坐标最大值

为（   ）．

10

（每小题3分，共18分）

等边三角形绕着它的中心至少旋转            度后能与自身重合．11

二、填空题



一元二次方程 的解为            ．12

如图， 是等边三角形，点 是 上一点， ， 经旋转后至 的位

置，则至少应旋转            度．

13

已知点 、 在二次函数 的图象上，若 ，则

            （填“ ”、“ ”或“ ”）．

14

在一幅长 ，宽 的风景画的四周镶一条金色纸边，制成一幅矩形挂图，如图所示，如果

要使整个挂画的面积是 ，设金色纸边的宽为 ，那么 满足的方程为            ．

15

如图， 的顶点 在抛物线 上，将 绕点 顺时针旋转 ，得到

，边 与该抛物线交于点 ，则点 的坐标为            ．

16

三、解答题



（本大题共9小题，共102分）

解方程： ．17

已知关于 的方程 ．18

若这个方程有实数根，求 的取值范围．（1）

若此方程有一个根是 ，请求出 的值．（2）

已知抛物线 ．19

写出抛物线的开口方向，对称轴和顶点坐标．（1）

求抛物线与 轴的交点坐标．（2）

当 时，直接写出 的取值范围．（3）

如图，在 ，且点 的坐标为 ，点 的坐标为 ．20

画出 关于点 成中心对称的 ，并写出点 的坐标．（1）

求出以点 为顶点，并经过点 的二次函数关系式．（2）

某种商品平均每天可销售 件，每件盈利 元，为了促进销售，商场决定采取适当的降价措施，

经调查发现，每件商品毎降价 元，商场平均每天可多售出 件，设每件商品降价 元．据此规

律，请回答：

21

降价后，每件商品盈利            元，日销售量            件．（用含 的代数式表示）．（1）

在上述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要更大程度地让利顾客，每件商品降价多少元时，商场日盈利

可达到 元？

（2）



如图，已知二次函数 的图象与 轴交于 、 两点，与 轴交于 点，其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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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这个二次函数的解析式．（1）

设该二次函数的对称轴与 轴交于点 ，连结 、 ，求 的面积．（2）

如图，在 中， ，将 绕点 按顺时针方向旋转 ，得到 ，点 的对

应点为点 ，点 的对应点为点 ，连接 、 ，延长 交 于点 ．

23

求证： 是等边三角形．（1）

求证： ， ．（2）

完成下列问题．24

如图 ，在 中， ， ， 是 边上的两点，且满足 （

）．以点 为旋转中心，将 按逆时针旋转 ，得到

（点 与点 重合，点 到点 处）连接 ．

求证： ．

图

（1）



如图 ，在 中， ， ， ， 是 边上的两点，且满足

（ ）．

求证： ．

图

（2）

如图， 的两直角边 、 分别在 轴的负半轴和 轴的正半轴上， 为坐标原点， 、

两点的坐标分别为 、 ，抛物线 经过 点，且顶点在直线

上．

25

求抛物线对应的函数关系式．（1）

若 是由 沿 轴向右平移得到的，当四边形 是菱形时，试判断点 和

点 是否在该抛物线上，并说明理由．

（2）

在（ ）的条件下，若 点是 所在直线下方该抛物线上的一个动点，过点 作 平

行于 轴交 于点 ．设点 的横坐标为 ， 的长度为 ，求 与 之间的函数关系式，

写出自变量 的取值范围，并求 取大值时，点 的坐标．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