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广东广州初三二模数学试卷（广东实验中
学教育集团）

（本大题共10小题，每小题3分，共30分）

A. B. C. D.

的相反数是（   ）．1

A. B.

C. D.

下列图形中，不能通过其中一个四边形平移得到的是（   ）．2

A. B. C. D.

下列计算正确的是（   ）．3

如图所示的几何体的左视图为（   ）．4

一、选择题



A. B. C. D.

正面

A. B. C. D.

一个不透明的盒子里有 个除颜色外其他完全相同的小球，其中有 个黄球，每次摸球前先将盒子

里的球摇匀，任意摸出一个球记下颜色后再放回盒子，通过大量重复摸球实验后发现，摸到黄球

的频率稳定在 ，那么估计盒子中小球的个数 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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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在函数 （ 为常数）的图象上有三个点 ， ， ，函数值 ，

， 的大小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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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如图， 中，  ， 垂直平分 ，若 的周长是 ，  ，则 的长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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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有两个相等的实数根 B. 有两个不相等的实数根

C. 没有实数根 D. 无法判断

若 ，则关于 的一元二次方程 的根的情况是（   ）．8



A. B. C. D.

如图，圆内接正方形 ，在弧 上有一点 ，则 的值为（   ）．9

A. B.

C. D.

已知 是方程 实数根，则直线 的图象大致是（   ）．10

（本大题共6小题，每小题3分，共18分）

如图，已知直线 ， ，则             ．11

若正比例函数 的图象经过点 ，则             ．12

二、填空题



已知 满足方程组 ，则 的值为            ．13

如图，把菱形 沿 折叠，使 点落在 上的 点处，若 ，则 的大小

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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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是一座截面边缘为抛物线的拱形桥，当拱顶离水面 米高时，水面 为 米，则当水面下降 米

时，水面宽度增加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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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边长为 的正方形 中， ， 分别是 ， 的中点，将 绕点 逆时针旋转

，射线 交 于点 ，交 于点 ，连接 ，以下结论正确的是            ．

① ≌ ；

② 平分 ；

③ ；

④若将 从一开始旋转至 时，点 在旋转过程中的运动轨迹长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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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大题共9小题，共102分）

解方程： ．17

如图，在矩形 中，点 是 边上的中点．求证： ．18

已知 ．19

化简 ．（1）

若 是不等式组 的整数解，求 的值．（2）

年春季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全国各大中小学纷纷开设空中课堂，学生要面对电脑等电子产

品上网课．某校为了解本校学生对自己视力保护的重视程度，随机在校内调查了部分学生，调查

结果分为”非常重视””重视””比较重视””不重视”四类，并将结果绘制成如图所示的两幅不完整的统

计图：根据图中信息，解答下列问题：

重视

比较
不重视

非

重视

常
重
视

人数

非常 重视 比较不重视 重视程度
重视 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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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查的学生总人数为            ，并补全条形统计图．（1）

该校共有学生 人，请你估计该校对视力保护”非常重视”的学生人数．（2）

（3）

三、解答题



对视力”非常重视”的 人有 ， 两名男生， ， 两名女生，若从中随机抽取两人向

全校作视力保护交流，请利用树状图或列表法，求出恰好抽到一男一女的概率．

商场家电专柜购进一批甲、乙两种电器，甲种电器共用了 元，乙种电器共用了 元，甲

种电器的件数是乙种电器的 倍，甲种电器每件的进价比乙种电器每件的进价少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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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乙两种电器各购进多少件?（1）

商场购进两种电器后，按进价提高 后标价销售，很快全部售完，求售完这批电器商场

共获利多少元?

（2）

如图，等边 的顶点 ， 分别在双曲线 的两个分支上，且 经过原点 ． 轴

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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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写出该双曲线的解析式为                      ．（1）

若 ，求 、 、 点的坐标．（2）

如图， 是⊙ 的直径，点 是⊙ 上一点，过点 作⊙ 的切线与 的延长线相交于点 ，弦

平分 ，交 于点 ，连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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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尺规作图，过点 作 于点 （保留作图痕迹，不写作法）．（1）



求证： 是等腰三角形．（2）

若 ， ，求线段 的长．（3）

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函数 的图象记为 ，函数

的图象记为 ，其中 为常数，且 ，图象 ， 合起来得到

的图象记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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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图象 有最低点，且最低点到 轴距离为 ，求 的值．（1）

当 时，若点 在图象 上，求 的值．（2）

点 、 的坐标分别为 ， ，连结 ．求出线段 与图象 恰有三个公共

点时 的取值范围．

（3）

如图，在 中， ， ，正方形 的边长为 ，将正方形

绕点 旋转一周，连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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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判断线段 和 的数量关系，并说明理由．（1）

备用图

当 、 、 三点在同一直线上时，求 的长．（2）

设 的中点为 ，连接 ，试求线段 长的最大值．（3）



备用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