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广东广州海珠区广州市第五中学初三二模
数学试卷

（本大题共10小题，每小题3分，共30分）

A. B. C. D.

下列实数属于负数的是（   ）．1

A. B. C. D.

下列“数字图形”中，不是中心对称图形的是（   ）．2

A. ， B. ， C. ， D. ，

一组数据 ， ， ， ， 的中位数和众数分别是（   ）．3

A. B. C. D.

如图，点 、 、 在☉ 上， ，则 的度数为（   ）．4

一、选择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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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下列代数式运算正确的是（   ）．5

A. B.

C. D.

某商品原售价 元，经过连续两次降价后售价为 元，设平均每次降价的百分率为 ，则下面

所列方程中正确的是（   ）．

6

A. B. C. D.

如图，直线 ，点 、 分别在直线 、 上， ，若点 在直线 上， ，且

直线 和 的距离为 ，则线段 的长度为（   ）．

7

A. B.

C. D.

如图，矩形纸片 中， ， ．现将其沿 对折，使得点 落在边 上

的点 处，折痕与边 交于点 ，则 的长为（   ）．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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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已知函数 （其中 ）的图象如图所示，则函数 的图象大致是（  

）．

A. B. C. D.

我国古代《易经》一书中记载：远古时期，人们通过在绳子上打结来记录数量，即“结绳计数”，

如图，一位母亲在从右到左依次排列的绳子上打结，满七进一，用来记录孩子自出生后的天数，

由图可知，孩子自出生后的天数是（   ）．

10

二、填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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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大题共6小题，每小题3分，共18分）

因式分解：             ．11

已知 ，且它们的周长之比为 ，则它们的相似比为            ．12

化简             ．13

中国古代数学著作《算法统宗》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三百七十八里关，初日健步不为难，次日脚

痛减一半，六朝才得到其关．”其大意是：有人要去某关口，路程为 里，第一天健步行走，从

第二天起，由于脚痛，每天走的路程都为前一天的一半，一共走了 天才到达目的地．若设此人

第一天走的路程为 里，依题意可列方程为            ．

14

将一块半径为 ，面积为 的扇形铁皮围成一个圆锥形容器，则这个圆锥形容器的底面

半径为            ．

15

如图，点 是反比例函数 图象上的任意一点，过点 做 ， 轴，分别交反比例

函数 的图象于点 ， ，连接 ， 是 上一点，连接并延长 交 轴于点 ，连接

，则             ．

16

（本大题共9小题，共102分）

三、解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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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方程组： ．17

如图，在平行四边形 中， 、 分别是 、 上的点，且 ．求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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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学生对学校饭菜的满意程度，某中学数学兴趣小组对在校就餐的学生进行了抽样调查，得

到如下不完整的统计图．

人数

不满意 一般 满意非常满意满意程度

非常满意
36%

满意
40%

一般

不满意

请结合图中信息，解决下列问题：

19

此次调查中接受调查的人数为 人，其中“非常满意”的人数为            ．（1）

兴趣小组准备从“不满意”的 位学生中随机抽取 位进行回访，已知这 位学生中有 位男生

位女生，请用列举法求出随机抽取的学生是一男一女的概率．

（2）

已知： ．20

化简 ．（1）

若关于 的一元二次方程 有两个相等的实数根，求 的值．（2）

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一次函数 的图象与反比例函数 图象交于 ，

两点，与 轴交于点 ，与 轴交于点 ，其中 点坐标为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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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一次函数和反比例函数解析式．（1）

若将点 沿 轴向下平移 个单位长度至点 ，连接 、 ，求 的面积．（2）

如图，水坝的横断面是梯形 ，背水坡 的坡角 ，坡长 ，为加强

水坝强度，将坝底从 处向后水平延伸到 处，使新的背水坡的坡度为 ，求 的长度．（结

果精确到 米．参考数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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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中， ．23

请作出经过点 ，圆心在 上且与 边相切于点 的 （尺规作图，不写作法，保留

作图痕迹，标上相应字母）．

（1）

若（1）中所作 与边 交于点 （异于点 ）， ， ，求 的长．（2）

如图 ，抛物线 平移后过点 和原点，顶点为 ，对称轴与 轴相交于点 ，与原

抛物线相交于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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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图

备用图

求平移后抛物线的解析式并直接写出阴影部分的面积 ．（1）

如图 ，直线 与 轴相交于点 ，点 为线段 上一动点， 为直角，边 与

相交于点 ，设 ，试探究：

（2）

为何值时 为等腰三角形．1

为何值时线段 的长度最小，最小长度是多少．2

图 和图 中，优弧 所在⊙ 的半径为 ， ．点 为优弧 上一点（点 不与 ， 重

合），将图形沿 折叠，得到点 的对称点 ．

图 图

25

点 到弦 的距离是            ，当 经过点 时，             ．（1）

当 与⊙ 相切时，如图 ，求折痕的长．（2）

若线段 与优弧 只有一个公共点 ，设 ．确定  取值范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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