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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级数学（上）知识点

人教版七年级数学上册主要包含了有理数、整式的加减、一元一次方程、图形的认识初步

四个章节的内容.

第一章 有理数

一． 知识框架

二．知识概念

1.有理数：

(1)凡能写成 )0pq,p(
p
q

为整数且 形式的数，都是有理数.正整数、0、负整数统称整数；

正分数、负分数统称分数；整数和分数统称有理数.注意：0即不是正数，也不是负数；-a
不一定是负数，+a也不一定是正数；不是有理数；

(2)有理数的分类: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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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轴：数轴是规定了原点、正方向、单位长度的一条直线.
3．相反数：

(1)只有符号不同的两个数，我们说其中一个是另一个的相反数；0的相反数还是 0；
(2)相反数的和为 0 a+b=0 a、b互为相反数.
4.绝对值：

(1)正数的绝对值是其本身，0的绝对值是 0，负数的绝对值是它的相反数；注意：绝对值

的意义是数轴上表示某数的点离开原点的距离；

(2) 绝对值可表示为：











)0a(a
)0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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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或





 )0a(a

)0a(aa ；绝对值的问题经常分类讨

论；

5.有理数比大小：（1）正数的绝对值越大，这个数越大；（2）正数永远比 0大，负数永

远比 0小；（3）正数大于一切负数；（4）两个负数比大小，绝对值大的反而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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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轴上的两个数，右边的数总比左边的数大；（6）大数-小数 ＞ 0，小数-大数 ＜ 0.

6.互为倒数：乘积为 1的两个数互为倒数；注意：0没有倒数；若 a≠0，那么 a的倒数是
a
1
；

若 ab=1 a、b互为倒数；若 ab=-1 a、b互为负倒数.
7. 有理数加法法则：

（1）同号两数相加，取相同的符号，并把绝对值相加；

（2）异号两数相加，取绝对值较大的符号，并用较大的绝对值减去较小的绝对值；

（3）一个数与 0相加，仍得这个数.
8．有理数加法的运算律：

（1）加法的交换律：a+b=b+a ；（2）加法的结合律：（a+b）+c=a+（b+c）.
9．有理数减法法则：减去一个数，等于加上这个数的相反数；即 a-b=a+（-b）.
10 有理数乘法法则：

（1）两数相乘，同号为正，异号为负，并把绝对值相乘；

（2）任何数同零相乘都得零；

（3）几个数相乘，有一个因式为零，积为零；各个因式都不为零，积的符号由负因式的

个数决定.
11 有理数乘法的运算律：

（1）乘法的交换律：ab=ba；（2）乘法的结合律：（ab）c=a（bc）；

（3）乘法的分配律：a（b+c）=ab+ac .
12．有理数除法法则：除以一个数等于乘以这个数的倒数；注意：零不能做除数，

无意义即
0
a

.

13．有理数乘方的法则：

（1）正数的任何次幂都是正数；

（2）负数的奇次幂是负数；负数的偶次幂是正数；注意：当 n 为正奇数时: (-a)n=-an或(a
-b)n=-(b-a)n , 当 n为正偶数时: (-a)n =an 或 (a-b)n=(b-a)n .
14．乘方的定义：

（1）求相同因式积的运算，叫做乘方；

（2）乘方中，相同的因式叫做底数，相同因式的个数叫做指数，乘方的结果叫做幂；

15．科学记数法：把一个大于 10的数记成 a×10n的形式，其中 a 是整数数位只有一位的

数，这种记数法叫科学记数法.
16.近似数的精确位：一个近似数，四舍五入到那一位，就说这个近似数的精确到那一位.
17.有效数字：从左边第一个不为零的数字起，到精确的位数止，所有数字，都叫这个近似

数的有效数字.
请判断下列题的对错,并解释.

1.近似数 25.0的精确度与近似数 25一样.
2.近似数 4千万与近似数 4000万的精确度一样.
3.近似数 660万,它精确到万位.有三个有效数字.
4.用四舍五入法得近似数 6.40和 6.4是相等的.
5.近似数 3.7x10的二次与近似数 370的精确度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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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错。前者精确到十分位（小数点后面一位），后者精确到个位数。

2、错。4千万精确到千万位，4000万精确到万位。

3、对。

4、错。值虽然相等，但是取之范围和精确度不同

5、错。3.7x10^2精确到十位,370精确到个位

相关概念：有效数字：是指从该数字左边第一个非 0的数字到该数字末尾的数

字个数（有点绕口）。

举几个例子：3一共有 1个有效数字，0.0003有一个有效数字，0.1500有 4
个有效数字，1.9*10^3有两个有效数字（不要被 10^3迷惑，只需要看 1.9的

有效数字就可以了，10^n看作是一个单位）。

精确度：即数字末尾数字的单位。比如说：9800.8精确到十分位（又叫做小数

点后面一位），80万精确到万位。9*10^5 精确到 10万位（总共就 9一个数字，

10^n看作是一个单位，就和多少万是一个概念）。

18.混合运算法则：先乘方，后乘除，最后加减.
本章内容要求学生正确认识有理数的概念，在实际生活和学习数轴的基础上，理解

正负数、相反数、绝对值的意义所在。重点利用有理数的运算法则解决实际问题.
体验数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生活实际的需要.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教师培养学生

的观察、归纳与概括的能力，使学生建立正确的数感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教师在讲授

本章内容时，应该多创设情境，充分体现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地位。

第二章 整式的加减

一．知识框架

二.知识概念

1．单项式：在代数式中，若只含有乘法（包括乘方）运算。或虽含有除法运算，但除式

中不含字母的一类代数式叫单项式.
2．单项式的系数与次数：单项式中不为零的数字因数，叫单项式的数字系数，简称单项

式的系数；系数不为零时，单项式中所有字母指数的和，叫单项式的次数.
3．多项式：几个单项式的和叫多项式.
4．多项式的项数与次数：多项式中所含单项式的个数就是多项式的项数，每个单项式叫

多项式的项；多项式里，次数最高项的次数叫多项式的次数。

通过本章学习，应使学生达到以下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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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解并掌握单项式、多项式、整式等概念，弄清它们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2.理解同类项概念，掌握合并同类项的方法，掌握去括号时符号的变化规律，能正确地进

行同类项的合并和去括号。在准确判断、正确合并同类项的基础上，进行整式的加减运算。

3.理解整式中的字母表示数，整式的加减运算建立在数的运算基础上；理解合并同类项、

去括号的依据是分配律；理解数的运算律和运算性质在整式的加减运算中仍然成立。

4．能够分析实际问题中的数量关系，并用还有字母的式子表示出来。

在本章学习中，教师可以通过让学生小组讨论、合作学习等方式，经历概念的形成

过程，初步培养学生观察、分析、抽象、概括等思维能力和应用意识。

第三章 一元一次方程

一． 知识框架

二．知识概念

1．一元一次方程：只含有一个未知数，并且未知数的次数是 1，并且含未知数项的系数不

是零的整式方程是一元一次方程.
2．一元一次方程的标准形式： ax+b=0（x是未知数，a、b是已知数，且 a≠0）.
3．一元一次方程解法的一般步骤：整理方程 …… 去分母 …… 去括号 …… 移项 ……

合并同类项 …… 系数化为 1 …… （检验方程的解）.
4．列一元一次方程解应用题：

（1）读题分析法:………… 多用于“和，差，倍，分问题”

仔细读题，找出表示相等关系的关键字，例如：“大，小，多，少，是，共，合，为，完

成，增加，减少，配套-----”，利用这些关键字列出文字等式，并且据题意设出未知数，

最后利用题目中的量与量的关系填入代数式，得到方程.
（2）画图分析法: ………… 多用于“行程问题”

利用图形分析数学问题是数形结合思想在数学中的体现，仔细读题，依照题意画出有关图

形，使图形各部分具有特定的含义，通过图形找相等关系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从而取得布

列方程的依据，最后利用量与量之间的关系（可把未知数看做已知量），填入有关的代数

式是获得方程的基础.
11．列方程解应用题的常用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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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程问题： 距离=速度·时间
时间

距离
速度 

速度

距离
时间  ；

（2）工程问题： 工作量=工效·工时
工时

工作量
工效 

工效

工作量
工时  ；

（3）比率问题： 部分=全体·比率
全体

部分
比率 

比率

部分
全体  ；

（4）顺逆流问题： 顺流速度=静水速度+水流速度，逆流速度=静水速度-水流速度；

（ 5 ） 商 品 价 格 问 题 ： 售 价 = 定 价 · 折 ·
10
1

， 利 润 = 售 价 - 成 本 ，

%100



成本

成本售价
利润率 ；

（6）周长、面积、体积问题：C 圆=2πR，S 圆=πR2，C 长方形=2(a+b)，S 长方形=ab， C 正方形=4a，

S 正方形=a2，S 环形=π(R2-r2),V 长方体=abc ，V 正方体=a3，V 圆柱=πR2h ，V 圆锥= 3
1
πR2h.

本章内容是代数学的核心，也是所有代数方程的基础。丰富多彩的问题情境和解决问

题的快乐很容易激起学生对数学的乐趣，所以要注意引导学生从身边的问题研究起，进行

有效的数学活动和合作交流，让学生在主动学习、探究学习的过程中获得知识，提升能力，

体会数学思想方法。

第四章 图形的认识初步

知识框架

本章的主要内容是图形的初步认识，从生活周围熟悉的物体入手，对物体的形状的认

识从感性逐步上升到抽象的几何图形.通过从不同方向看立体图形和展开立体图形，初步认

识立体图形与平面图形的联系.在此基础上，认识一些简单的平面图形——直线、射线、线

段和角. 本章书涉及的数学思想：

1.分类讨论思想。在过平面上若干个点画直线时，应注意对这些点分情况讨论；在画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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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应注意图形的各种可能性。

2.方程思想。在处理有关角的大小，线段大小的计算时，常需要通过列方程来解决。

3.图形变换思想。在研究角的概念时，要充分体会对射线旋转的认识。在处理图形时应注

意转化思想的应用，如立体图形与平面图形的互相转化。

4.化归思想。在进行直线、线段、角以及相关图形的计数时，总要划归到公式 n(n-1)/2 的

具体运用上来。

七年级数学（下）知识点

人教版七年级数学下册主要包括相交线与平行线、平面直角坐标系、三角形、二元一

次方程组、不等式与不等式组和数据的收集、整理与表述六章内容。

第五章 相交线与平行线

一、知识框架

二、知识概念

1.邻补角：两条直线相交所构成的四个角中，有公共顶点且有一条公共边的两个角是邻补

角。

2.对顶角：一个角的两边分别是另一个角的两边的反向延长线，像这样的两个角互为对顶

角。

3.垂线：两条直线相交成直角时，叫做互相垂直，其中一条叫做另一条的垂线。

4.平行线：在同一平面内，不相交的两条直线叫做平行线。

5.同位角、内错角、同旁内角：

两条直线被第三条直线所截所形成的八个角中，有四对同位角，两对内错角，

两对同旁内角。

同位角：∠1 与∠5 像这样具有相同位置关系的一对角叫做同

位角。

内错角：∠4与∠6像这样的一对角叫做内错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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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旁内角：∠4与∠5像这样的一对角叫做同旁内角。

6.命题：判断一件事情的语句叫命题。

7.平移：在平面内，将一个图形沿某个方向移动一定的距离，图形的这种移动叫做平移平

移变换，简称平移。

8.对应点：平移后得到的新图形中每一点，都是由原图形中的某一点移动后得到的，这样

的两个点叫做对应点。

9.定理与性质

对顶角的性质：对顶角相等。

10垂线的性质：

性质 1：过一点有且只有一条直线与已知直线垂直。

性质 2：连接直线外一点与直线上各点的所有线段中，垂线段最短。

11.平行公理：经过直线外一点有且只有一条直线与已知直线平行。

平行公理的推论：如果两条直线都与第三条直线平行，那么这两条直线也互相平行。

12.平行线的性质：

性质 1：两直线平行，同位角相等。

性质 2：两直线平行，内错角相等。

性质 3：两直线平行，同旁内角互补。

13.平行线的判定：

判定 1：同位角相等，两直线平行。

判定 2：内错角相等，两直线平行。

判定 3：同旁内角互补，两直线平行。

本章使学生了解在平面内不重合的两条直线相交与平行的两种位置关系,研究了两条直

线相交时的形成的角的特征,两条直线互相垂直所具有的特性,两条直线平行的长期共存条

件和它所有的特征以及有关图形平移变换的性质,利用平移设计一些优美的图案. 重点:垂
线和它的性质,平行线的判定方法和它的性质,平移和它的性质,以及这些的组织运用. 难点:
探索平行线的条件和特征,平行线条件与特征的区别,运用平移性质探索图形之间的平移关

系,以及进行图案设计。

http://c.hiphotos.baidu.com/zhidao/pic/item/0e2442a7d933c895cbce7decd11373f0830200f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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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平面直角坐标系

一．知识框架

二．知识概念

1.有序数对：有顺序的两个数 a与 b组成的数对叫做有序数对，记做（a,b）
2.平面直角坐标系：在平面内，两条互相垂直且有公共原点的数轴组成平面直角坐标系。

3.横轴、纵轴、原点：水平的数轴称为 x轴或横轴；竖直的数轴称为 y轴或纵轴；两坐标

轴的交点为平面直角坐标系的原点。

4.坐标：对于平面内任一点 P，过 P分别向 x轴，y轴作垂线，垂足分别在 x轴，y轴上，

对应的数 a,b分别叫点 P的横坐标和纵坐标。

5.象限：两条坐标轴把平面分成四个部分，右上部分叫第一象限，按逆时针方向依次叫第

二象限、第三象限、第四象限。坐标轴上的点不在任何一个象限内。

平面直角坐标系是数轴由一维到二维的过渡，同时它又是学习函数的基础，起到承上

启下的作用。另外，平面直角坐标系将平面内的点与数结合起来，体现了数形结合的思想。

掌握本节内容对以后学习和生活有着积极的意义。教师在讲授本章内容时应多从实际情形

出发，通过对平面上的点的位置确定发展学生创新能力和应用意识。

第七章 三角形

一．知识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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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识概念

1.三角形：由不在同一直线上的三条线段首尾顺次相接所组成的图形叫做三角形。

2.三边关系：三角形任意两边的和大于第三边，任意两边的差小于第三边。

3.高：从三角形的一个顶点向它的对边所在直线作垂线，顶点和垂足间的线段叫做三角形

的高。

4.中线：在三角形中，连接一个顶点和它的对边中点的线段叫做三角形的中线。

5.角平分线：三角形的一个内角的平分线与这个角的对边相交，这个角的顶点和交点之间

的线段叫做三角形的角平分线。

6.三角形的稳定性：三角形的形状是固定的，三角形的这个性质叫三角形的稳定性。

6.多边形：在平面内，由一些线段首尾顺次相接组成的图形叫做多边形。

7.多边形的内角：多边形相邻两边组成的角叫做它的内角。

多边形内角和定理:n边形的内角的和等于：（n － 2）×180°，则正多边形各内角度数为：

（n － 2）×180°÷n
多边形内角和定理证明

证法一：在 n 边形内任取一点 O，连结 O 与各个顶点，把 n 边形分成 n

个三角形.

因为这 n 个三角形的内角的和等于 n·180°，以 O 为公共顶点的 n 个角

的和是 360°

所以 n 边形的内角和是 n·180°-2×180°=（n-2）·180°.

即 n 边形的内角和等于（n-2）×180°.

证法二：连结多边形的任一顶点 A1 与其他各个顶点的线段，把 n 边形

分成（n-2）个三角形.

因为这（n-2）个三角形的内角和都等于（n-2）·180°

所以 n 边形的内角和是（n-2）×180°.

证法三：在 n 边形的任意一边上任取一点 P，连结 P 点与其它各顶点的

线段可以把 n 边形分成（n-1）个三角形，

这（n-1）个三角形的内角和等于（n-1）·180°

以 P 为公共顶点的（n-1）个角的和是 180°

所以 n 边形的内角和是（n-1）·180°-180°=（n-2）·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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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正多边形内角度数则其边数为：360÷（180－内角度数）

8.多边形的外角：多边形的一边与它的邻边的延长线组成的角叫做多边形的外角。

外角和=N*180-（N-2）*180=360度。

注：在不考虑角度方向的情况下，以上所述的 N边形，仅为任意‘凸’多边形。

当考虑角度方向的时候，上面的论述也适合凹多边形。

9.多边形的对角线：连接多边形不相邻的两个顶点的线段，叫做多边形的对角线。

10.正多边形：在平面内，各个角都相等，各条边都相等的多边形叫做正多边形。

11.平面镶嵌：用一些不重叠摆放的多边形把平面的一部分完全覆盖，叫做用多边形覆盖平

面。

镶嵌的一个关键点是：在每个公共顶点处，各角的和是 360°．
1．全等的任意三角形能镶嵌平面

把一些纸整齐地叠放好，用剪刀一次即可剪出多个全等的三角形．用这些全等的

三角形可镶嵌平面．这是因为三角形的内角和是 180°，用 6 个全等的三角形即可镶嵌

出一个平面．如图 1．用全等的三角形镶嵌平面，镶嵌的方法不止一种，如图 2．

2．全等的任意四边形能镶嵌平面。

仿上面的方法可剪出多个全等的四边形，用它们可镶嵌平面．这是因为四边形的

内角和是 360°，用 4 个全等的四边形即可镶嵌出一个平面．如图 3．其实四边形的平面

镶嵌可看成是用两类全等的三角形进行镶嵌．如图 4．
3．全等的特殊五边形可镶嵌平面

圣地亚歌一位家庭妇女，五个孩子的母亲玛乔里·赖斯，对平面镶嵌有很深的研究，

尤其对五边形的镶嵌提出了很多前所未有的结论．1968 年克什纳断言只有 8 类五边形

能镶嵌平面，可是玛乔里·赖斯后来又找到了 5 类五边形能镶嵌平面，在图 5 的五边形

ABCDE 中，∠B=∠E=90°，2∠A＋∠D=2∠C＋∠D=360°，a=e，a＋e=d．图 6 是她于

1977 年 12 月找到的一种用此五边形镶嵌的方法．用五边形镶嵌平面，是否只有 13 类，

还有待研究．

4．全等的特殊六边形可镶嵌平面

1918 年，莱因哈特证明了只有 3 类六边形能镶嵌平面．图 7 是其中之一．在图 7
的六边形 ABCDEF 中，∠A＋∠B＋∠C=360°，a=d．

5．七边形或多于七边的凸多边形，不能镶嵌平面．

只有正三角形、正方形和正六边形可镶嵌平面，用其它正多边形不能镶嵌平面．

http://baike.baidu.com/picview/192117/192117/0/29790130d75970a3a9018e9d.html
http://baike.baidu.com/picview/192117/192117/0/dc15484e55261933b3de059e.html
http://baike.baidu.com/picview/192117/192117/0/9f1011b305a48a9dd9335a9f.html
http://baike.baidu.com/picview/192117/192117/0/11794d437d747a2b9213c666.html
http://baike.baidu.com/picview/192117/192117/0/808a27db487e9a5cd0164e9b.html
http://baike.baidu.com/picview/192117/192117/0/58af236d0d7e7ac142169465.html
http://baike.baidu.com/view/14873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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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用正三角形和正六形的组合进行镶嵌．设在一个顶点周围有 m个正三角形

的角，有 n个正六边形的角．由于正三角形的每个角是 60°，正六边形的每个角是 120°．所
以有

m·60°＋n·120°=360°，即 m＋2n=6．
这个方程的正整数解

或

可见用正三角形和正六边形镶嵌，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在一个顶点的周围有 4 个正三

角形和 1 个正六边形，另一种是在一个顶点的周围有 2 个正三角形和 2 个正六边形．

埃舍尔_百度百科

12.公式与性质

三角形的内角和：三角形的内角和为 180°
三角形外角的性质：

性质 1：三角形的一个外角等于和它不相邻的两个内角的和。

性质 2：三角形的一个外角大于任何一个和它不相邻的内角。

多边形内角和公式：n边形的内角和等于（n-2）·180°
多边形的外角和：多边形的内角和为 360°。

多边形对角线的条数：（1）从 n边形的一个顶点出发可以引（n-3）条对角线，把多边形

分词（n-2）个三角形。

（2）n边形共有
2
3)-n(n

条对角线。

三角形是初中数学中几何部分的基础图形，在学习过程中，教师应该多鼓励学生动脑

动手，发现和探索其中的知识奥秘。注重培养学生正确的数学情操和几何思维能力。

第八章 二元一次方程组

一．知识结构图

http://baike.baidu.com/picview/192117/192117/0/814b07d86cae790f32fa1c68.html
http://baike.baidu.com/picview/192117/192117/0/3790312e1faf536a4ec22677.html
http://www.baidu.com/link?url=jyoVGJqjJ4zBBpC8yDF8xDhiqDSn1JZjFWsHhEoSNd85PkV8Xil7qs9pQW8x-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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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识概念

1.二元一次方程：含有两个未知数，并且未知数的指数都是 1，像这样的方程叫做二元一

次。方程，一般形式是 ax+by=c(a≠0,b≠0)。
2.二元一次方程组：把两个二元一次方程合在一起，就组成了一个二元一次方程组。

3.二元一次方程的解：一般地，使二元一次方程两边的值相等的未知数的值叫做二元一次

方程组的解。

4.二元一次方程组的解：一般地，二元一次方程组的两个方程的公共解叫做二元一次方程

组。

5.消元：将未知数的个数由多化少，逐一解决的想法，叫做消元思想。

6.代入消元：将一个未知数用含有另一个未知数的式子表示出来，再代入另一个方程，实

现消元，进而求得这个二元一次方程组的解，这种方法叫做代入消元法，简称代入法。

7.加减消元法：当两个方程中同一未知数的系数相反或相等时，将两个方程的两边分别相

加或相减，就能消去这个未知数，这种方法叫做加减消元法，简称加减法。

本章通过实例引入二元一次方程,二元一次方程组以及二元一次方程组的概念,培养学

生对概念的理解和完整性和深刻性,使学生掌握好二元一次方程组的两种解法. 重点:二元

一次方程组的解法,列二元一次方程组解决实际问题. 难点:二元一次方程组解决实际问题

第九章 不等式与不等式组

一．知识框架

二、知识概念

1.用符号“＜”“＞”“≤ ”“≥”表示大小关系的式子叫做不等式。

2.不等式的解：使不等式成立的未知数的值，叫做不等式的解。

3.不等式的解集：一个含有未知数的不等式的所有解，组成这个不等式的解集。

4.一元一次不等式：不等式的左、右两边都是整式，只有一个未知数，并且未知数的最高

次数是 1，像这样的不等式，叫做一元一次不等式。

5.一元一次不等式组：一般地，关于同一未知数的几个一元一次不等式合在一起，就组成

6.了一个一元一次不等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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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定理与性质

不等式的性质：

不等式的基本性质 1：不等式的两边都加上（或减去）同一个数（或式子），不等号的方

向不变。

不等式的基本性质 2：不等式的两边都乘以（或除以）同一个正数，不等号的方向不变。

不等式的基本性质 3：不等式的两边都乘以（或除以）同一个负数，不等号的方向改变。

本章内容要求学生经历建立一元一次不等式（组）这样的数学模型并应用它解决实际问题

的过程，体会不等式（组）的特点和作用，掌握运用它们解决问题的一般方法，提高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创新精神和应用数学的意识。

第十章 数据的收集、整理与描述

一．知识框架

二．知识概念

1.全面调查：考察全体对象的调查方式叫做全面调查。

2.抽样调查：调查部分数据，根据部分来估计总体的调查方式称为抽样调查。

3.总体：要考察的全体对象称为总体。

4.个体：组成总体的每一个考察对象称为个体。

5.样本：被抽取的所有个体组成一个样本。

6.样本容量：样本中个体的数目称为样本容量。

7.频数：一般地，我们称落在不同小组中的数据个数为该组的频数。

8.频率：频数与数据总数的比为频率。

9.组数和组距：在统计数据时，把数据按照一定的范围分成若干各组，分成组的个数称为

组数，每一组两个端点的差叫做组距。

本章要求通过实际参与收集、整理、描述和分析数据的活动，经历统计的一般过程，

感受统计在生活和生产中的作用，增强学习统计的兴趣，初步建立统计的观念，培养重视

调查研究的良好习惯和科学态度。

八年级数学（上）知识点

人教版八年级上册主要包括全等三角形、轴对称、实数、一次函数和 整式的乘除与分解

因式五个章节的内容。

全面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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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全等三角形

一．知识框架

二．知识概念

1.全等三角形：两个三角形的形状、大小、都一样时，其中一个可以经过平移、旋转、对

称等运动（或称变换）使之与另一个重合，这两个三角形称为全等三角形。

2．全等三角形的性质： 全等三角形的对应角相等、对应边相等。

3.三角形全等的判定公理及推论有：

（1）“边角边”简称“SAS”
（2）“角边角”简称“ASA”
（3）“边边边”简称“SSS”
（4）“角角边”简称“AAS”
（5）斜边和直角边相等的两直角三角形（HL）。

除了边边角和角角角。

4.角平分线推论：角的内部到角的两边的距离相等的点在角的平分线上。

5.证明两三角形全等或利用它证明线段或角的相等的基本方法步骤：①、确定已知条件（包

括隐含条件，如公共边、公共角、对顶角、角平分线、中线、高、等腰三角形、等所隐含

的边角关系），②、回顾三角形判定，搞清我们还需要什么，③、正确地书写证明格式(顺
序和对应关系从已知推导出要证明的问题).

在学习三角形的全等时，教师应该从实际生活中的图形出发，引出全等图形进而引出

全等三角形。通过直观的理解和比较发现全等三角形的奥妙之处。在经历三角形的角平分

线、中线等探索中激发学生的集合思维，启发他们的灵感，使学生体会到集合的真正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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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轴对称

一．知识框架

二．知识概念

1.对称轴：如果一个图形沿某条直线折叠后，直线两旁的部分能够互相重合，那么这个图

形叫做轴对称图形；这条直线叫做对称轴。

2.性质： （1）轴对称图形的对称轴，是任何一对对应点所连线段的垂直平分线。

（2）角平分线上的点到角两边距离相等。

（3）线段垂直平分线上的任意一点到线段两个端点的距离相等。

（4）与一条线段两个端点距离相等的点，在这条线段的垂直平分线上。

（5）轴对称图形上对应线段相等、对应角相等。

3.等腰三角形的性质：等腰三角形的两个底角相等，（等边对等角）

4.等腰三角形的顶角平分线、底边上的高、底边上的中线互相重合，简称为“三线合一”。

5.等腰三角形的判定：等角对等边。

6.等边三角形角的特点：三个内角相等，等于 60°，

7.等边三角形的判定： 三个角都相等的三角形是等腰三角形。

有一个角是 60°的等腰三角形是等边三角形

有两个角是 60°的三角形是等边三角形。

8.直角三角形中，30°角所对的直角边等于斜边的一半。

9．直角三角形斜边上的中线等于斜边的一半。

本章内容要求学生在建立在轴对称概念的基础上，能够对生活中的图形进行分析鉴赏，

亲身经历数学美，正确理解等腰三角形、等边三角形等的性质和判定，并利用这些性质来

解决一些数学问题。

第十三章 实数

1.算术平方根：一般地，如果一个正数 x 的平方等于 a，即 x2=a，那么正数 x 叫做 a 的算

术平方根，记作 a。0的算术平方根为 0；从定义可知，只有当 a≥0时,a才有算术平方

根。

2.平方根：一般地，如果一个数 x的平方根等于 a，即 x2=a，那么数 x就叫做 a的平方根。

3.正数有两个平方根（一正一负）它们互为相反数；0 只有一个平方根，就是它本身；负

数没有平方根。

4.正数的立方根是正数；0的立方根是 0；负数的立方根是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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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数 a的相反数是-a，一个正实数的绝

对 值是它本身，一个负数的绝对值是它的相反

数， 0的绝对值是 0

  )0,0(0,0  ba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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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aabba

实数部分主要要求学生了解无理数和实数的概念，知道实数和数轴上的点一一对应，

能估算无理数的大小；了解实数的运算法则及运算律，会进行实数的运算。重点是实数的

意义和实数的分类；实数的运算法则及运算律。

第十四章 一次函数

一.知识框架

二．知识概念

1.一次函数：若两个变量 x,y 间的关系式可以表示成 y=kx+b(k≠0)的形式,则称 y是 x的一

次函数(x为自变量,y为因变量)。特别地,当 b=0时,称 y是 x的正比例函数。

2.正比例函数一般式：y=kx（k≠0），其图象是经过原点(0,0)的一条直线。

3.正比例函数 y=kx（k≠0）的图象是一条经过原点的直线，当 k>0 时，直线 y=kx经过第

(1)
(2)
(3)

(1)

(3)
(2)



本资料由微信公众号：考辅网，考霸宝典 收集整理

本资料由微信公众号：小题大做工作室 综合整理

一、三象限,y 随 x的增大而增大，当 k<0 时，直线 y=kx 经过第二、四象限,y随 x的增大

而减小，在一次函数 y=kx+b 中:当 k>0时,y随 x的增大而增大; 当 k<0时,y随 x的增大而

减小。

4.已知两点坐标求函数解析式：待定系数法

一次函数是初中学生学习函数的开始，也是今后学习其它函数知识的基石。在学习本

章内容时，教师应该多从实际问题出发，引出变量，从具体到抽象的认识事物。培养学生

良好的变化与对应意识，体会数形结合的思想。在教学过程中，应更加侧重于理解和运用，

在解决实际问题的同时，让学习体会到数学的实用价值和乐趣。

第十五章 整式的乘除与分解因式

1.同底数幂的乘法法则:
nmnm aaa  (m,n都是正数)

2.. 幂的乘方法则：
mnnm aa )( (m,n都是正数)








).(
),(

)(,
为奇数时当

为偶数时当
一般地

na
na

a
n

n
n

3. 整式的乘法

（1） 单项式乘法法则:单项式相乘,把它们的系数、相同字母分别相乘，对于只在一个单

项式里含有的字母，连同它的指数作为积的一个因式。

（2）单项式与多项式相乘:单项式乘以多项式，是通过乘法对加法的分配律，把它转化为

单项式乘以单项式，即单项式与多项式相乘，就是用单项式去乘多项式的每一项，再把所

得的积相加。

（3）．多项式与多项式相乘

多项式与多项式相乘，先用一个多项式中的每一项乘以另一个多项式的每一项，再把所得

的积相加。

4．平方差公式:
22))(( bababa 

5．完全平方公式:
222 2)( bababa 

6. 同底数幂的除法法则:同底数幂相除,底数不变,指数相减,即
nmnm aaa  (a≠0,m、n

都是正数,且 m>n).
在应用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①法则使用的前提条件是“同底数幂相除”而且 0不能做除数,所以法则中 a≠0.

②任何不等于 0的数的 0次幂等于 1,即 )0(10  aa ,如 1100  ,(-2.50=1),则 00无意义.

③任何不等于 0的数的-p 次幂(p 是正整数),等于这个数的 p的次幂的倒数,即
p

p

a
a 1



( a

≠0,p是正整数), 而 0-1,0-3都是无意义的;当 a>0时,a-p的值一定是正的; 当 a<0时,a-p的值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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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正也可能是负的,如 4
1(-2) 2- 
, 8

1)2( 3  

④运算要注意运算顺序.
7．整式的除法

单项式除法单项式:单项式相除，把系数、同底数幂分别相除，作为商的因式，对于只在被

除式里含有的字母，则连同它的指数作为商的一个因式；

多项式除以单项式: 多项式除以单项式，先把这个多项式的每一项除以单项式，再把所得

的商相加.
8.分解因式：把一个多项式化成几个整式的积的形式,这种变形叫做把这个多项式分解因式.
分解因式的一般方法：1. 提公共因式法 2. 运用公式法 3.十字相乘法

分解因式的步骤：(1)先看各项有没有公因式,若有,则先提取公因式;
(2)再看能否使用公式法;
(3)用分组分解法,即通过分组后提取各组公因式或运用公式法来达到分解的目的;
(4)因式分解的最后结果必须是几个整式的乘积,否则不是因式分解;
(5)因式分解的结果必须进行到每个因式在有理数范围内不能再分解为止.

整式的乘除与分解因式这章内容知识点较多，表面看来零碎的概念和性质也较多，但

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整体。在学习本章内容时，应多准备些小组合作与交流活动，培养学

生推理能力、计算能力。在做题中体验数学法则、公式的简洁美、和谐美，提高做题效率。

八年级数学（下）知识点

人教版八年级下册主要包括了分式、反比例函数、勾股定理、四边形、数据的分析五章内

容。

第十六章 分式

一．知识框架

二．知识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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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式：形如 A/B，A、B是整式，B中含有未知数且 B不等于 0的整式叫做分式(fraction)。
其中 A叫做分式的分子，B叫做分式的分母。

2.分式有意义的条件：分母不等于 0
3.约分：把一个分式的分子和分母的公因式(不为 1的数）约去，这种变形称为约分。

4.通分：异分母的分式可以化成同分母的分式，这一过程叫做通分。

分式的基本性质:分式的分子和分母同时乘以（或除以）同一个不为 0的整式，

分式的值不变。用式子表示为：A/B=A*C/B*C A/B=A÷C/B÷C （A,B,C为整式，

且 C≠0）
5.最简分式:一个分式的分子和分母没有公因式时,这个分式称为最简分式.约分时,
一般将一个分式化为最简分式.
6.分式的四则运算：1.同分母分式加减法则:同分母的分式相加减,分母不变，把

分子相加减.用字母表示为：a/c±b/c=a±b/c
2.异分母分式加减法则:异分母的分式相加减,先通分,化为同分母的分式,然

后再按同分母分式的加减法法则进行计算.用字母表示为：a/b±c/d=ad±cb/bd
3.分式的乘法法则:两个分式相乘,把分子相乘的积作为积的分子,把分母相

乘的积作为积的分母.用字母表示为：a/b * c/d=ac/bd
4.分式的除法法则:(1).两个分式相除,把除式的分子和分母颠倒位置后再与

被除式相乘.a/b÷c/d=ad/bc
(2).除以一个分式，等于乘以这个分式的倒数:a/b÷c/d=a/b*d/c

7.分式方程的意义:分母中含有未知数的方程叫做分式方程.
8.分式方程的解法:①去分母(方程两边同时乘以最简公分母,将分式方程化

为整式方程);②按解整式方程的步骤求出未知数的值;③验根(求出未知数

的值后必须验根 ,因为在把分式方程化为整式方程的过程中 ,扩大了未知数

的取值范围,可能产生增根).
分式和分数有着许多相似点。教师在讲授本章内容时，可以对比分数的特点及

性质，让学生自主学习。重点在于分式方程解实际应用问题。

第十七章 反比例函数

一.知识框架

二．知识概念

1.反比例函数：形如 y＝
x
k
（k 为常数，k≠0）的函数称为反比例函数。其他形式 xy=k

http://baike.baidu.com/view/314045.htm


本资料由微信公众号：考辅网，考霸宝典 收集整理

本资料由微信公众号：小题大做工作室 综合整理

1 kxy
x

ky 1


2.图像：反比例函数的图像属于双曲线。反比例函数的图象既是轴对称图形又是中心对称

图形。有两条对称轴：直线 y=x和 y=-x。对称中心是：原点

3.性质:当 k＞0时双曲线的两支分别位于第一、第三象限，在每个象限内 y 值随 x 值的增

大而减小；

当 k＜0时双曲线的两支分别位于第二、第四象限，在每个象限内 y值随 x值的增

大而增大。

4.|k|的几何意义：表示反比例函数图像上的点向两坐标轴所作的垂线段与两坐标轴围成的

矩形的面积。

在学习反比例函数时，教师可让学生对比之前所学习的一次函数启发学生进行对比性

学习。在做题时，培养和养成数形结合的思想。

第十八章 勾股定理

一.知识框架

2二
1.勾股定理：如果直角三角形的两直角边长分别为 a，b，斜边长为 c，那么 a2＋b2=c2。
勾股定理逆定理：如果三角形三边长 a,b,c满足 a2＋b2=c2。，那么这个三角形是直角三角

形。

2.定理：经过证明被确认正确的命题叫做定理。

3.我们把题设、结论正好相反的两个命题叫做互逆命题。如果把其中一个叫做原命题，那

么另一个叫做它的逆命题。（例：勾股定理与勾股定理逆定理）

勾股定理是直角三角形具备的重要性质。本章要求学生在理解勾股定理的前提下，学

会利用这个定理解决实际问题。可以通过自主学习的发展体验获取数学知识的感受。

第十九章 四边形

一．知识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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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 B

D

二．知识概念

1.平行四边形定义： 有两组对边分别平行的四边形叫做平行四边形。

2.平行四边形的性质：平行四边形的对边相等；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相等。平行四边形的对

角线互相平分。

3.平行四边形的判定 ○1 .两组对边分别相等的四边形是平行四边形

○2 .对角线互相平分的四边形是平行四边形；

○3 .两组对角分别相等的四边形是平行四边形；

○4. 一组对边平行且相等的四边形是平行四边形。

4.三角形的中位线平行于三角形的第三边，且等于第三边的一半。

5.直角三角形斜边上的中线等于斜边的一半。

6.矩形的定义：有一个角是直角的平行四边形。

7.矩形的性质： 矩形的四个角都是直角；矩形的对角线平分且相等。AC=BD
8.矩形判定定理： ○1 .有一个角是直角的平行四边形叫做矩形。

○2 .对角线相等的平行四边形是矩形。

○3 .有三个角是直角的四边形是矩形。

9.菱形的定义 ：邻边相等的平行四边形。

10.菱形的性质：菱形的四条边都相等；菱形的两条对角线互相垂直，并且每一条对角线平

分一组对角。

11.菱形的判定定理：○1 .一组邻边相等的平行四边形是菱形。

○2. 对角线互相垂直的平行四边形是菱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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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四条边相等的四边形是菱形。

12.S菱形=1/2×ab（a、b为两条对角线）

13.正方形定义：一个角是直角的菱形或邻边相等的矩形。

14.正方形的性质：四条边都相等，四个角都是直角。 正方形既是矩形，又是菱形。

15.正方形判定定理： 1.邻边相等的矩形是正方形。 2.有一个角是直角的菱形是正方

形。

16.梯形的定义： 一组对边平行，另一组对边不平行的四边形叫做梯形。

17.直角梯形的定义：有一个角是直角的梯形

18.等腰梯形的定义：两腰相等的梯形。

19.等腰梯形的性质：等腰梯形同一底边上的两个角相等；等腰梯形的两条对角线相等。

20.等腰梯形判定定理：同一底上两个角相等的梯形是等腰梯形。

本章内容是对平面上四边形的分类及性质上的研究，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多动手多

动脑，把自己的发现和知识带入做题中。因此教师在教学时可以多鼓励学生自己总结四边

形的特点，这样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把握。

第二十章 数据的分析

一．知识框架

二．知识概念

1.加权平均数：加权平均数的计算公式。 权的理解:反映了某个数据在整个数据中的重要

程度。

2.中位数：将一组数据按照由小到大（或由大到小）的顺序排列，如果数据的个数是奇数，

则处于中间位置的数就是这组数据的中位数(median)；如果数据的个数是偶数，则中间两

个数据的平均数就是这组数据的中位数。

3. 众数：一组数据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数据就是这组数据的众数（mode）。

4. 极差：组数据中的最大数据与最小数据的差叫做这组数据的极差(range)。
5.方差越大，数据的波动越大；方差越小，数据的波动越小，就越稳定。

本章内容要求学生在经历数据的收集、整理、分析过程中发展学生的统计意识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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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处理的方法与能力。在教学过程中，以生活实例为主，让学生体会到数据在生活中的重

要性。

九年级数学（上）知识点

人教版九年级数学上册主要包括了二次根式、二元一次方程、旋转、圆和概率五个章

节的内容。

第二十一章 二次根式

一．知识框架

二．知识概念

二次根式：一般地，形如√ā（a≥0）的代数式叫做二次根式。当 a＞0时，√a表示 a的算数

平方根,其中√0=0
对于本章内容，教学中应达到以下几方面要求：

1. 理解二次根式的概念，了解被开方数必须是非负数的理由；

2. 了解最简二次根式的概念；

3. 理解并掌握下列结论：

1） 是非负数； （2） ； （3） ；

4. 掌握二次根式的加、减、乘、除运算法则，会用它们进行有关实数的简单四则运算；

5. 了解代数式的概念，进一步体会代数式在表示数量关系方面的作用。



本资料由微信公众号：考辅网，考霸宝典 收集整理

本资料由微信公众号：小题大做工作室 综合整理

第二十二章 一元二次根式

一．知识框架

二.知识概念

一元二次方程：方程两边都是整式，只含有一个未知数（一元），并且未知数的最高次数

是 2（二次）的方程，叫做一元二次方程．

一般地，任何一个关于 x的一元二次方程，�经过整理，�都能化成如下形式 ax2+bx+c=0
（a≠0）．这种形式叫做一元二次方程的一般形式．

一个一元二次方程经过整理化成 ax2+bx+c=0（a≠0）后，其中 ax2是二次项，a 是二次项

系数；bx 是一次项，b是一次项系数；c是常数项．

本章内容主要要求学生在理解一元二次方程的前提下，通过解方程来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1）运用开平方法解形如（x+m）2=n（n≥0）的方程；领会降次──转化的数学思想．

（2）配方法解一元二次方程的一般步骤：现将已知方程化为一般形式；化二次项系数为 1；
常数项移到右边；方程两边都加上一次项系数的一半的平方，使左边配成一个完全平方式；

变形为(x+p)2=q 的形式，如果 q≥0，方程的根是 x=-p±√q；如果 q＜0,方程无实根．

介绍配方法时，首先通过实际问题引出形如 的方程。这样的方程可以化为更为简

单的形如 的方程，由平方根的概念，可以得到这个方程的解。进而举例说明如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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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如 的方程。然后举例说明一元二次方程可以化为形如 的

方程，引出配方法。最后安排运用配方法解一元二次方程的例题。在例题中，涉及二次项

系数不是 1 的一元二次方程，也涉及没有实数根的一元二次方程。对于没有实数根的一元

二次方程，学了“公式法”以后，学生对这个内容会有进一步的理解。

（3）一元二次方程 ax2+bx+c=0（a≠0）的根由方程的系数 a、b、c而定，因此：

解一元二次方程时，可以先将方程化为一般形式 ax2+bx+c=0，当 b2-4ac≥0 时，�将 a、

b、c 代入式子 x=
2 4

2
b b ac

a
  

就得到方程的根．(公式所出现的运算，恰好包括了所学

过的六中运算，加、减、乘、除、乘方、开方，这体现了公式的统一性与和谐性。)这个

式子叫做一元二次方程的求根公式．利用求根公式解一元二次方程的方法叫公式法．

第二十三章 旋转

一 .知识框架

二．知识概念

1.旋转：在平面内，将一个图形绕一个图形按某个方向转动一个角度，这样的运动叫做图

形的旋转。这个定点叫做旋转中心，转动的角度叫做旋转角。（图形的旋转是图形上的每

一点在平面上绕着某个固定点旋转固定角度的位置移动，其中对应点到旋转中心的距离相

等，对应线段的长度、对应角的大小相等，旋转前后图形的大小和形状没有改变。）

2.旋转对称中心：把一个图形绕着一个定点旋转一个角度后，与初始图形重合，这种图形

叫做旋转对称图形，这个定点叫做旋转对称中心，旋转的角度叫做旋转角（旋转角小于 0°，
大于 360°）。

3．中心对称图形与中心对称：

中心对称图形：如果把一个图形绕着某一点旋转 180度后能与自身重合，那么我们就说，

这个图形成中心对称图形。

中心对称：如果把一个图形绕着某一点旋转 180度后能与另一个图形重合，那么我们就说，

这两个图形成中心对称。

4.中心对称的性质：

关于中心对称的两个图形是全等形。

http://www.czsx.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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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心对称的两个图形，对称点连线都经过对称中心，并且被对称中心平分。

关于中心对称的两个图形，对应线段平行（或者在同一直线上）且相等。

本章内容通过让学生经历观察、操作等过程了解旋转的概念，探索旋转的性质，进一

步发展空间观察，培养几何思维和审美意识，在实际问题中体验数学的快乐，激发对学习

学习。

第二十四章 圆

一．知识框架

二．知识概念

1.圆：平面上到定点的距离等于定长的所有点组成的图形叫做圆。定点称为圆心，定长称

为半径。

2.圆弧和弦：圆上任意两点间的部分叫做圆弧，简称弧。大于半圆的弧称为优弧，

小于半圆的弧称为劣弧。连接圆上任意两点的线段叫做弦。经过圆心的弦叫做直径。

3.圆心角和圆周角：顶点在圆心上的角叫做圆心角。顶点在圆周上，且它的两边分

别与圆有另一个交点的角叫做圆周角。

4.内心和外心：过三角形的三个顶点的圆叫做三角形的外接圆，其圆心叫做三角形

的外心。和三角形三边都相切的圆叫做这个三角形的内切圆，其圆心称为内心。

5.扇形：在圆上，由两条半径和一段弧围成的图形叫做扇形。

6.圆锥侧面展开图是一个扇形。这个扇形的半径称为圆锥的母线。

7.圆和点的位置关系：以点 P 与圆 O 的为例（设 P 是一点，则 PO 是点到圆心的距

离），P 在⊙O 外，PO＞r；P 在⊙O 上，PO＝r；P 在⊙O 内，PO＜r。

8.直线与圆有 3 种位置关系：无公共点为相离；有两个公共点为相交,这条直线叫

做圆的割线；圆与直线有唯一公共点为相切，这条直线叫做圆的切线，这个唯一的

http://baike.baidu.com/view/29730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492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935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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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aike.baidu.com/view/7932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38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5864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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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aike.baidu.com/view/35857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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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点叫做切点。

9.两圆之间有 5 种位置关系：无公共点的，一圆在另一圆之外叫外离，在之内叫内

含；有唯一公共点的，一圆在另一圆之外叫外切，在之内叫内切；有两个公共点的

叫相交。两圆圆心之间的距离叫做圆心距。两圆的半径分别为 R 和 r，且 R≥r，圆

心距为 P：外离 P＞R+r；外切 P=R+r；相交 R-r＜P＜R+r；内切 P=R-r；内含 P＜R-r。

10.切线的判定方法：经过半径外端并且垂直于这条半径的直线是圆的切线。

11.切线的性质：（1）经过切点垂直于这条半径的直线是圆的切线。（2）经过切点

垂直于切线的直线必经过圆心。（3）圆的切线垂直于经过切点的半径。

12.垂径定理：平分弦（不是直径）的直径垂直于弦，并且平分弦所对的两条弧。

13.有关定理：

平分弦（不是直径）的直径垂直于弦，并且平分弦所对的两条弧．

在同圆或等圆中，相等的圆心角所对的弧相等，所对的弦也相等．

在同圆或等圆中，同弧等弧所对的圆周角相等，都等于这条弧所对的圆心角的一半．

半圆（或直径）所对的圆周角是直角，90°的圆周角所对的弦是直径．

14.圆的计算公式 1.圆的周长 C=2πr=πd 2.圆的面积 S=πr^2; 3.扇形弧长 l=n

πr/180

15.扇形面积 S=π（R^2-r^2） 5.圆锥侧面积 S=πrl

第二十五章 概率

知识框架

本章内容要求学生了解事件的可能性，在探究交流中学习体验概率在生活中的乐趣和

实用性，学会计算概率。

【概率，又称或然率、机会率或机率、可能性，是数学概率论的基本概念，是一个在 0到 1之间的实数，

是对随机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的度量。表示一个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大小的数，叫做该事件的概率。它是随

机事件出现的可能性的量度，同时也是概率论最基本的概念之一。人们常说某人有百分之多少的把握能

通过这次考试，某件事发生的可能性是多少，这都是概率的实例。但如果一件事情发生的概率是 1/n，不

是指 n次事件里必有一次发生该事件，而是指此事件发生的频率接近于 1/n这个数值。

普遍认为，人们对将要发生的机率总有一种不好的感觉，或者说不安全感，俗称「点背」，下面列出的

几个例子可以形象描述人们有时对机率存在的错误的认识：

■1. 六合彩：在六合彩（49 选 6）中，一共有 13983816 种可能性（参阅组合数学），普遍认为，

如果每周都买一个不相同的号，最晚可以在 13983816/52（周）=268919 年后获得头等奖。事实上这种理

解是错误的，因为每次中奖的机率是相等的，中奖的可能性并不会因为时间的推移而变大。

■2. 生日悖论：在一个足球场上有 23 个人（2×11 个运动员和 1个裁判员），不可思议的是，在这

23 人当中至少有两个人的生日是在同一天的机率要大于 50％。

■3. 轮盘游戏：在游戏中玩家普遍认为，在连续出现多次红色后，出现黑色的机率会越来越大。这

种判断也是错误的，即出现黑色的机率每次是相等的，因为球本身并没有“记忆”，它不会意识到以前

http://baike.baidu.com/view/81897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1897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6888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8368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2239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8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0422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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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发生了什么，其机率始终是 18/37。

■4. 三门问题：在电视台举办的猜隐藏在门后面的汽车的游戏节目中，在参赛者的对面有三扇关闭

的门，其中只有一扇门的后面有一辆汽车，其它两扇门后是山羊。游戏规则是，参赛者先选择一扇他认

为其後面有汽车的门，但是这扇门仍保持关闭状态，紧接著主持人打开没有被参赛者选择的另外两扇门

中後面有山羊的一扇门，这时主持人问参赛者，要不要改变主意，选择另一扇门，以使得赢得汽车的机

率更大一些？正确结果是，如果此时参赛者改变主意而选择另一扇关闭著的门，他赢得汽车的机率会增

加一倍。

William wang : 2009-01-20:

对于 M4.三门问题我有个愚见： 参与者的赢得汽车的机率是 50%。

因为主持人无论参与者第一次从三扇门挑一扇的时候有没有中都会开一扇后面是山羊的。并且开了

之后还可以让参赛者挑选。这样看来，参赛者实际只需要从两扇门挑一扇。几率是 1/2。这个中奖几率不

需考虑三扇门的时候的几率。

n43e120 修订：概率三选一游戏，2009-01-12

同样逻辑的事例：

一个监狱看守从三个罪犯中随机选择一个予以释放，其他两个将被处死。警卫知道哪个人是否会被释放，

但是不允许给罪犯任何关于其状态的信息。让我们分别称为罪犯为 X,Y,Z.罪犯 X私下问警卫 Y或 Z哪个

会被处死，因为他已经知道他们中至少一个人会死，警卫不能透露任何关于他本人状态的信息。警卫告

诉 X,Y 将被处死。X感到很高兴，因为他认为他或者 Z将被释放，这意味着他被释放的概率是 1/2。他正

确吗？或者他的机会仍然是 1/3?

解：

对当事人关键的项的概率公式是： 2/3 * 1/2 = 1/3

说明：

2/3 是开始时，选任意一项出错的概率都是 2/3；则选对的概率是 1/3；

接下来，去除了一项； 1/2 此时对当事人进入子事件组，他做的任意选择，对错对开。

这里容易让人误以为接下来，去除任意一项； --与--

接下来，有意识的去除某一项； 不同

接下来，有意识的去除某一项； --与--

接下来，去除一个错项； 不同

这些都是相互独立的事件，

类似的 和在时间上选择停止生育孩子的点，与生出来的性别的概率，不存在关联。

TANKTANK98 修正：这里的几率是指什么几率？

我认为，这个问题使得很多人迷糊了，其实这里存在 2个几率：

1.整个开门事件来说，包括从一开始来说，参赛者的几率由 1/3 提高到了 2/3，因为有 3 张门，分别

是参赛者选中的（有 1/3）

另外 2张（各 1/3），后来主持人确定一个门没有车，这样使得剩下的 2 张门有车的总几率提升到了

100%，而原来这 2张门的总几率是 66%，多出的 33%分到了谁头上？

2.就参赛者从剩下的 2张门里面选一个的时候，他得到车子的几率是 50%。

几率的对象必须分清楚！是 2张门选 1张时候的几率还是从头至尾的几率，的确会迷糊人。

毅 U味尽:

..."如果此时参赛者改变主意而选择另一扇关闭著的门，他赢得汽车的机率会增加一倍。" 这种说

法。几率永远都是 50%。

......，后验概率会使得下一次反面的几率大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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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威：正如《决胜 21 点》的男主角所说的“我一定换，因为那是主持人送给我的概率” 事实原

因就在这里选手选择是随机的（33%的机会为车，66%的机会为羊），但是主持人确要在他选到羊的时候

（66%）一定要选择剩余的那只羊！当然这种情况下换的结果只能是“车”。那么玩家有在始终选择换的

情况下他只在自己选中车的时候（33%）才会选到羊。此时你在游戏获得车的机会提高了一倍（33%到 66%）

所以聪明的你如果去参加这个游戏你会选择换还是不换呢？我想现在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

后退思维者，关于三门问题：这是个有前提条件的问题，大家被严重的思维混淆了

1、结果：换门，赢取汽车的概率为 2/3，不换门，赢取汽车的概念为 1/3 （成立）

前提：同一个人玩同一个游戏 3次以上，那么每次选择换门的话，赢取汽车的概率为 2/3

2、结果：换门与不换门赢取汽车的概率均为 1/2 （成立）

前提：同一个人只有一次机会玩同一个游戏，那么在主持人确定一扇门后，他换与不换的概率就是

1/2.

2/3 和 1/2 的结果问题就是根本不是同一类别，是概率两大类别，所谓的 2/3 概率是相对一个空间，

在100次的机会中，你将会有2/3的机会赢取。1/2概率是在限定的情况下，发生的概率，所以是不同的。】

九年级数学（下）知识点

人教版九年级数学下册主要包括了二次函数、相似、锐角三角形、投影与视图四个章

节的内容。

第二十六章 二次函数

一．知识框架

二．.知识概念

1.二次函数：一般地，自变量 x 和因变量 y 之间存在如下关系：一般式：

y=ax^2+bx+c(a≠0，a、b、c为常数)，则称 y为 x的二次函数。

2.二次函数的解析式三种形式。

一般式 y=ax2+bx+c(a≠0)

顶点式
2( )y a x h k  

http://baike.baidu.com/view/32403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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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4( )

2 4
b ac by a x
a a


  

交点式 1 2( )( )y a x x x x  

3.二次函数图像与性质

对 称 轴：
2
bx
a

 

顶点坐 标：
24( , )

2 4
b ac b
a a




与 y轴交点坐标（0，c）
4.增减性：当 a>0时，对称轴左边，y随 x增大而减小；对称轴右边，y随 x增大而增大

当 a<0时，对称轴左边，y随 x增大而增大；对称轴右边，y随 x增大而减小

5.二次函数图像画法：

勾画草图关键点：○1 开口方向 ○2 对称轴 ○3 顶点 ○4 与 x轴交点 ○5 与 y轴交点

6.图像平移步骤

（1）配方
2( )y a x h k   ，确定顶点（h,k）

（2）对 x轴 左加右减；对 y轴 上加下减

7.二次函数的对称性

二次函数是轴对称图形，有这样一个结论：当横坐标为 x1,x2 其对应的纵坐标相等那么对

称轴 1 2

2
x x

x




8.根据图像判断 a,b,c的符号

（1）a ——开口方向

（2）b ——对称轴与 a 左同右异

9.二次函数与一元二次方程的关系

抛物线 y=ax2+bx+c与 x轴交点的横坐标 x1,x2 是一元二次方程 ax2+bx+c=0（a≠0）的根。

抛物线 y=ax2+bx+c，当 y=0时，抛物线便转化为一元二次方程 ax2+bx+c=0

2 4b ac >0时，一元二次方程有两个不相等的实根，二次函数图像与 x轴有两个交点；

2 4b ac =0时，一元二次方程有两个相等的实根，二次函数图像与 x轴有一个交点；

2 4b ac <0时，一元二次方程有不等的实根，二次函数图像与 x轴没有交点

二次函数知识很容易与其它知识综合应用，而形成较为复杂的综合题目。因此，

以二次函数知识为主的综合性题目是中考的热点考题，往往以大题形式出现．教师

y

x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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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解本章内容时应注重培养学生数形结合的思想和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

第二十七章 相似

一．知识框架

二 .知识概念：

1.相似三角形：对应角相等，对应边成比例的两个三角形叫做相似三角形。互为相似形的

三角形叫做相似三角形

2.相似三角形的判定方法:

根据相似图形的特征来判断。（对应边成比例，对应角相等）

○1 .平行于三角形一边的直线(或两边的延长线)和其他两边相交,所构成的三角形与原三

角形相似；

○2 .如果一个三角形的两个角与另一个三角形的两个角对应相等,那么这两个三角形相

似；

○3.如果两个三角形的两组对应边的比相等,并且相应的夹角相等,那么这两个三角形相

似；

○4.如果两个三角形的三组对应边的比相等,那么这两个三角形相似；

3.直角三角形相似判定定理:

○1 .斜边与一条直角边对应成比例的两直角三角形相似。

○2 .直角三角形被斜边上的高分成的两个直角三角形与原直角三角形相似，并且分成

的两个直角三角形也相似。

4.相似三角形的性质:

○1 .相似三角形的一切对应线段(对应高、对应中线、对应角平分线、外接圆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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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内切圆半径等）的比等于相似比。

○2. 相似三角形周长的比等于相似比。

○3 .相似三角形面积的比等于相似比的平方。

本章内容通过对相似三角形的学习，培养学生认识和观察事物的能力和利用所学

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第二十八章 锐角三角函数

一．知识框架

二．知识概念

1.Rt△ABC中

(1)∠A的对边与斜边的比值是∠A的正弦，记作 sinA＝ ∠A的对边

斜边

(2)∠A的邻边与斜边的比值是∠A的余弦，记作 cosA＝ ∠A的邻边

斜边

(3)∠A的对边与邻边的比值是∠A的正切，记作 tanA＝ ∠A的对边

∠A的邻边

(4)∠A的邻边与对边的比值是∠A的余切，记作 cota＝ ∠A的邻边

∠A的对边

2.特殊值的三角函数：

a sina cosa tana cota

30°
1
2

3
2

3
3 3

45° 2
2

2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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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3
2

1
2 3 3

3
本章内容使学生了解在直角三角形中，锐角的对边与斜边、邻边与斜边、

对边与邻边、邻边与对边的比值是固定的；通过实例认识正弦、余弦、正切、

余切四个三角函数的定义。并能应用这些概念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三角函数是数学中属于初等函数中的超越函数的一类函数。它们的本质是任何角的

集合与一个比值的集合的变量之间的映射。通常的三角函数是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定义

的。其定义城为整个实数域。另一种定义是在直角三角形中，但并不完全。现代数学把它

们描述成无穷数列的极限和微分方程的解，将其定义扩展到复数系。

第二十九章 投影与视图

知识框架

本章内容要求学生经历实践探索，了解投影、投影面、平行投影和中心投影的概念；

会画事物的三视图，学会关注生活中有关投影的数学问题，提高数学的应用意识。

教学难点：在投影面上画出平面图形的平行投影或中心投影。

http://baike.baidu.com/view/4632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610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162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74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93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64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528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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