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广东广州越秀区广州市培正中学初三二模
数学试卷

（本大题共10小题，每小题3分，共30分）

A. B. C. D.

的倒数是（   ）．1

A. B. C. D.

如图，已知直线 ， ，则 的度数是（   ）．2

A. B. C. D.

人体中红细胞的直径约为 ，将数 用科学记数法表示为（   ）．3

A. ， B. ， C. ， D. ，

某体育用品商店一天中卖出某种品牌的运动鞋 双，其中各种尺码的鞋的销售量如表所示：

鞋的尺码/

销售量/双

则这 双鞋的尺码组成的一组数据中，众数和中位数分别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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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择题



A. B. C. D.

下列运算正确的是（   ）．5

A. B. C. D.

如图所示，是由 个相同的小正方体组合而成的几何体，它的左视图是（   ）．

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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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用半径为 ，圆心角是 的扇形围成一个圆锥的侧面，则这个圆锥的底面半径为（ ）．7

A. B. C. D.

关于 的一元二次方程 有实数根，则整数 的最大值是（    ）．8

A. B. C. D.

如图， 内接于⊙ ，若 ， ，则⊙ 的半径为（  ）．9

二次函数 图象如图，下列结论：

① ；② ；③当 时， ；④ ；⑤若

，且 ，则 ．

其中正确的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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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①②③ B. ②④ C. ②⑤ D. ②③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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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式分解：             ．12

若正多边形的一个内角是 ，则该正多边形的边数是            边．13

如图所示，在菱形 中， ， 的垂直平分线交对角线 于点 ， 为垂足，

连接 ，则 的度数为            ．

14

如图， 点的坐标为 ， 点的坐标为 ， 点的坐标为 ， 点的坐标为 ，小

明发现：线段 与线段 存在一种特殊关系，即其中一条线段绕着某点旋转一个角度可以得到

另一条线段，你认为这个旋转中心的坐标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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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填空题



如图，在反比例函数的图象 上，有点 ， ， ， ， ，点 横坐标为 ，

且后面每个点的横坐标与它前面相邻点的横坐标的差都是 ，过点 ， ， ， ， 分别

作 轴， 轴的垂线，图中所构成的阴影部分的面积从左到右依次为 ， ， ， 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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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大题共9小题，共102分）

计算： ．17

如图，在平行四边形 中， 是 边上的中点，连接 ，并延长 交 的延长线于点

，证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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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简： ，并求值，其中 与 、 构成 的三边，且 为整数．19

三、解答题



不了解

非常了解

了解

了解较少

人数

非常
了解

了解 了解
较少

不了解 调查结果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某校学生会为了解节能减排、垃圾分类

知识的普及情况，随机调查了部分学生，调查结果分为“非常了解”“了解”“了解较少”“不了解”四

类，并将检查结果绘制成下面两个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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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查的学生共有            人，估计该校 名学生中“不了解”的人数是            人．（1）

“非常了解”的 人有 ， 两名男生， ， 两名女生，若从中随机抽取两人向全校做

环保交流，请利用画树状图或列表的方法，求恰好抽到一男一女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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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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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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函数 的图象经过 ， ．22

求该一次函数的解析式．（1）

如图，该一次函数的图象与反比例函数 的图象相交于 ，

，与 轴交于点 ，且 ，求 的值．

（2）



如图，等腰三角形 中， ， ．23

动手操作：利用尺规作以 为直径的⊙ ，⊙ 交 于点 ，⊙ 交 于点 ，并且过

点 作 交 于点 ．

（1）

求证：直线 是⊙ 的切线．（2）

连接 ，记 的面积为 ，四边形 的面积为 ，求 的值．（3）

已知：二次函数 ，当 时，函数有最大值 ．24

求此二次函数图象与坐标轴的交点．（1）

将函数 图象 轴下方部分沿 轴向上翻折，得到的新图象与直线

恒有四个交点，从左到右，四个交点依次记为 ， ， ， ，当以 为直径的圆

与 轴相切时，求 的值．

（2）

若点 是 中翻折得到的抛物线弧部分上任意一点，若关于 的一元二次方程

恒有实数根时，求实数 的最大值．

（3）

在 中， ， ．点 在边 上（不与 ， 重合），连结

， 为 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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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过点 作 于 ，连结 、 、 ，如图 ．设 ，则             ．（1）



图

若将图 中的 绕点 旋转，使得 、 、 三点共线，点 仍为 中点，如图 所

示．

求证： ．

图

（2）

若 ，点 在边 的三等分点处，将线段 绕点 旋转，点 始终为 中点，求

线段 长度的最大值．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