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广东广州海珠区中山大学附属中学初三二
模数学试卷

（本大题共10小题，每小题3分，共30分）

A. B. C. D.

在实数 ， ， ， 中，最小的数是（   ）．1

A. B.

C. D.

有 个相同的小正方体搭成的几何体如图所示，则它的俯视图是（   ）．

主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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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分式方程 的解是（   ）．3

一、选择题



A. B.

C. D.

下列计算正确的是（   ）．4

A. B. C. D.

两个相似三角形的相似比是 ，其中较小三角形的周长为 ，则较大的三角形的周长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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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且

C. D. 或

函数 中自变量 的取值范围是（   ）．6

A. B. C. D.

如图，圆锥底面半径为 ，母线长为 ，其侧面展开图是圆心角为 的扇形，则 的值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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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第一象限 B. 第二象限 C. 第三象限 D. 第四象限

若一次函数 的图象经过一、二、四象限，则一次函数 的图象不经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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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在四边形 中，已知 ， 、 、 分别是 、 、 的中点

， ，则 的度数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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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A. B. C. D.

如图，⊙ 是半径为 的圆，点 到直线 的距离为 ，过直线 上的任一点 作⊙ 的切线，切点为

；若以 为边作正方形 ，则正方形 的面积最小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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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大题共6小题，每小题3分，共18分）

用科学记数法可表示为            ．11

若关于 的方程 的解是负数，则 的取值范围是            ．12

如果从某个多边形的一个顶点出发的对角线共有 条，那么该多边形的内角和是            度．13

已知一个直角三角形的斜边与直角边相差 ，有一条直角边长为 ，斜边上的中线长

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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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填空题



如图，正方形 的顶点 、 在 的边 上，顶点 、 分别在边 、 上，若

， 的面积是 ，则这个正方形的边长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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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边长为 的等边三角形 中， 是 边上的一个动点，过点 分别作 于 ，

于 ，连接 ，则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填序号）．

①若 ，则 ；

②若 ，则 ；

③四边形 的周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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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边形

（本大题共9小题，共102分）

计算： ．17

在平行四边形 中， 为 边上的一点，连接 ．若 ，求证： ．18

化简： ，并求值，其中 与 、 构成 的三边，且 为整数．19

三、解答题



组别 步数分组 频率

合计  
组别

频数 频数分布直方图

张老师把微信运动里“好友计步榜”排名前 的好友一天行走的步数做了整理，绘制了如下不完整

的统计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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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空：             ，             ．（1）

这 名朋友一天行走步数的中位数落在            组．（填组别）（2）

张老师准备随机给排名前 名的甲、乙、丙、丁中的两位点赞，请求出甲、乙被同时点赞

的概率．

（3）

“地震无情人有情”，雅安地震牵动了全国人民的心．某地震救援队探测出某建筑物废墟下方点

处有生命迹象，已知废墟一侧地面上探测点 、 相距 ，探测线与地面的夹角分别是 和

，试确定生命所在点 的深度．（结果保留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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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已知直线 与 轴、 轴分别相交于 、 两点22

求点 、 的坐标．（1）



把直线 绕点 顺时针旋转 得直线 ，作出直线 ，并在直线 标出点 的对应点 的

位置．（要求尺规作图，不要求写作法，保留作图痕迹）．

（2）

求由直线 、 和 轴所围成三角形的周长．（3）

某蔬菜经销商去蔬菜生产基地批发某种蔬菜，已知这种蔬菜的批发量在 千克到60千克之间(含

千克和 千克)时，每千克批发价是 元；若超过 千克时，批发的这种蔬菜全部打八折，但批

发总金额不得少于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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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题意，填写下表：

蔬菜的批发量（千克）

所付的金额（元）                         

（1）

经调查，该蔬菜经销商销售该种蔬菜的日销售量 （千克）与零售价 (元 千克)是一次函

数关系，其图象如图，求出 与 之间的函数关系式．

千克

元 千克

（2）

若该蔬菜经销商每日销售此种蔬菜不低于 千克，且当日零售价不变，那么零售价定为多

少时，该经销商销售此种蔬菜的当日利润 最大？最大利润为多少元？

（3）

已知 是半圆 的直径，点 是半圆 上的一个动点（不与点 、 重合），连结 ，以直线

为对称轴翻折 ，将点 的对称点记为 ，射线 交半圆 于点 ，连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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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求证： ．

图

（1）

如图 ，当点 与点 重合时，求证： ．（2）



图

过点 作射线 的垂线，垂足为 ，连结 交 于 ，当 ， 时，求

的值．

备用图

（3）

已知抛物线 经过点 和 ．25

求抛物线 的解析式，并写出其顶点 的坐标．（1）

如图 ，把抛物线 沿着直线 方向平移到某处时得到抛物线 ，此时点 ， 分别平移

到点 ， 处．设点 在抛物线 上且在 轴的上方，若 是以 为底的等腰直角三

角形，求点 的坐标．

图

（2）

如图 ，在（ ）的条件下，设点 是线段 上一动点， 交直线 于点 ，点

为线段 的中点，当点 从点 向点 运动时：

图

（3）

的值如何变化？请说明理由．1



点 到达点 时，直接写出点 经过的路线长．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