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广东广州番禺区番禺仲元实验学校初三二
模数学试卷

（本大题共10小题，每小题3分，共30分）

A. B. C. D.

在 ， ， ， ， 这五个数中，最小的数为（   ）．1

A. 升 B. 升 C. 升 D. 升

你知道废电池是一种危害严重的污染源吗?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 升水，用科学记数法表

示为（   ）．

2

A. B. C. D.

如图， ， ，则 的度数为（   ）．3

A. B. C. D.

若数轴上表示 和 的两点分别是点 和点 ，则点 和点 之间的距离是（   ）．4

如图是由 个大小相同的正方体摆成的立体图形，它的俯视图是（   ）．5

一、选择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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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A. B. C. D.

在一次限时的投篮比赛中， 个学生投进的个数分别为 ， ， ， ， ， ， ，这 个数的中位数

为（   ）．

6

A. B. C. D.

如图，菱形 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的位置如图所示， ， ，则点 的坐

标为（   ）．

7

A. 图象与 轴的交点是 B. 图象不经过第二象限

C. 图象经过原点 D. 随 增大而减小

一次函数 经过点 ，那么这个一次函数（   ）．8

A. 或 B. C. D.

三角形两边长分别为 和 ，第三边是方程 的根，则三角形的周长为（   ）．9

如图，直线 与坐标轴交于 ， 两点，过 ， ， 三点作 ，点 为劣弧 上

一点，连接 ， ， ，当点 在劣弧 上运动时（不与 ， 两点重合）， 的值

是（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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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不确定

（本大题共6小题，每小题3分，共18分）

如果 有意义， 的取值范围是            ．11

分解因式：             ．12

如图，在 中， ，将它绕着点 旋转 后得到 ，则

            ．

13

如图，在等腰直角三角形 中， ，点 为 的中点，已知扇形 和扇形 的

圆心分别为点 、点 ，且 ，则图中阴影部分的面积为            （结果不取近似值）．

14

15

二、填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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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地区以旅游业为龙头的服务业将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年全区全年旅游总收入大

约 亿元，如果到 年全区全年旅游总收入要达到 亿元，那么年平均增长率应

为            ．

如图，在正方形 中， 是等边三角形， 、 的延长线分别交 于点 、 ，连

结 、 ， 与 相交于点 ．给出下列结论：

① ≌ ；② ；③ ；④ ．

其中正确的是            ．（写出所有正确结论的序号）

16

四边形

（本大题共9小题，共102分）

解方程组： ．17

如图，点 、 在线段 上， ， ，且 ．求证： ．18

已知 ．19

三、解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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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简 ．（1）

若点 是二次函数 的顶点，求 的值．（2）

某超市预测某饮料有发展前途，用 元购进一批饮料，上市后果然供不应求，又用 元购进

这批饮料，第二批饮料的数量是第一批的 倍，但单价比第一批贵 元．

20

第一批饮料进货单价多少元？（1）

若两次购进饮料按同一价格销售，两批全部售完后，获利不少于 元，那么销售单价至

少为多少元？

（2）

为贯彻政府报告中“全民创新，万众创业”的精神，某镇对辖区内所有的小微企业按年利润 （万

元）的多少分为以下四个类型： 类（ ）， 类（ ）， 类（

）， 类（ ），该镇政府对辖区对辖区内所有的小微企业的相关信息进行统计后，绘制成

以下条形统计图和扇形统计图，请你结合图中信息解答下列问题：

类型

个数
某镇各类小微企业个数条形图 各类型微小企业个数占该镇小

微企业的百分比扇形统计图

21

该镇本次统计的小微企业总个数是            ．扇形统计图中 类所对应扇形圆心角的度数

为            度．请补全条形统计图．

（1）

为进一步解决小微企业在发展中的问题，该镇政府准备召开一次座谈会，每个企业派一名

代表参会，计划从 类企业的 个参会代表中随机抽取 个发言， 类企业的 个参会代表

中 个来自高新区，另 个来自开发区，请用列表或画树状图的方法求出所抽取的 个发言

代表都来自高新区的概率．

（2）

如图，点 ， 都在反比例函数 的图像上．22

Typesetting math: 100%



求 ， 的值．（1）

如果 为 轴上一点， 为 轴上一点，以点 ， ， ， 为顶点， 为边的四边形是

平行四边形，试求直线 的函数表达式．

（2）

如图： 中， ，点 在 上，且 ， 为 外接圆的切线．23

用尺规作出 的外接圆．（保留作图痕迹，可不写作法）（1）

求 的度数．（2）

求 的值．（3）

如图，已知二次函数 的图象交 轴于 、 两点（ 、 分别位于坐标原点

的左、右两侧），交 轴于点 ，且 的面积为 ．

24

求这个二次函数的表达式．（1）

若 为平面内一点，且 ，试求当 的面积取得最大值时点 的坐标，并求

此时直线 将 分成的两部分的面积之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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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如图 ，在矩形 中， ，动点 从 出发，以每秒 个单位的速度，沿射线 方向移

动，作 关于直线 的对称 ，设点 的运动时间为 ．

25

若 ．（1）

图

如图 ，当点 落在 上时，显然 是直角三角形，求此时 的值.1

是否存在异于图 的时刻，使得 是直角三角形？若存在，请直接写出所有符

合题意的 的值？若不存在，请说明理由．

2

备用图

当 点不与 点重合时，若直线 与直线 相交于点 ，且当 时存在某一时刻有

结论 成立，试探究：对于 的任意时刻，结论“ ”是否总是

成立？请说明理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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