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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达标检测(A)

(时间:４５分钟　　满分:１００分)

　　　　　　　　　　　　　　　　　　　　　　　　　　　　　　　一、单项选择题(每小题３分,共３０分)

１．下面的两个三角形一定全等的是 (　　)

A．腰相等的两个等腰三角形 B．一个角对应相等的两个等腰三角形

C．斜边对应相等的两个直角三角形 D．底边相等的两个等腰直角三角形

２．到三角形三个顶点的距离相等的点是三角形 的交点 (　　)

A．三个内角平分线 B．三边垂直平分线 C．三条中线 D．三条高

３．如图所示,在△ABC中,AC＝DC＝DB,∠A＝４０°,则∠B 的度数为 (　　)

A．５０° B．４０° C．２５° D．２０°

第３题图

　　　　

第４题图

　　　　

第５题图

４．如图所示,在Rt△ABC 中,∠C＝９０°,∠CAB＝６０°,AD 平分∠CAB,DE⊥AB,CD＝３,则
BD 的长为 (　　)

A．１．５ B．３ C．６ D．９
５．如图所示,点O 是∠BAC 内一点,点O 到AB,AC 的距离分别为OE,OF,且OE＝OF,则

△AEO≌△AFO 的依据是 (　　)

A．SSS B．AAS C．HL D．ASA
６．如图所示,在 △ABC 和 △DEC 中,已知 AB＝DE,还需添加两个条件才能使 △ABC≌

△DEC,不能添加的一组条件是 (　　)

A．BC＝EC,∠B＝∠E B．BC＝EC,AC＝DC
C．BC＝DC,∠A＝∠D D．∠B＝∠E,∠A＝∠D

第６题图

　　　　

第７题图

７．如图所示,AB∥CD,EF 与AB,CD 分别相交于点E,F,EP⊥EF,与∠EFD 的平分线FP 相

交于点P,且∠BEP＝２０°,则∠EPF 的度数为 (　　)

A．７０° B．６５° C．５５° D．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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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如图所示,在△ABC中,AB＝AC,∠A＝１２０°,BC＝６cm,AB 的垂直平分线交BC 于点M,
交AB 于点E,AC的垂直平分线交BC 于点N,交AC于点F,则MN 的长为 (　　)

A．４cm B．３cm C．２cm D．１cm

第８题图

　　　　　

第９题图

　　　　　

第１０题图

９．如图所示,在△ABC 中,AB＝５,AC＝６,BC＝４,边 AB 的垂直平分线交AC 于点D,则
△BDC的周长是 (　　)

A．８ B．９ C．１０ D．１１
１０．如图所示,在△ABC中,AB＝AC,AD 是△ABC的角平分线,DE⊥AB,DF⊥AC,垂足分别

为E,F,则下列四个结论正确的个数是 (　　)

①AD 上任意一点到点C,B 的距离相等　②AD上任意一点到AB,AC 的距离相等　
③BD＝CD,AD⊥BC　④∠BDE＝∠CDF
A．１个 B．２个 C．３个 D．４个

二、填空题(每小题３分,共１８分)

１１．如图所示,某失联客机从A 地起飞,飞行１０００km到达B 地,再折返飞行１０００km 到达C
地后在雷达上消失．已知∠ABC＝６０°,则失联客机消失时离起飞的位置 A 地的距离为

km．

第１１题图

　　　　

第１２题图

　　　　

第１３题图

１２．如图所示,OC 为∠AOB 的平分线,CM⊥OB,OC＝５,OM＝４,则点C 到射线OA 的距离

为 ．
１３．如图所示,AB＝AD,AD∥BC,∠BDC＝９０°,∠ABC＝∠DCB,则∠ADB的度数为 ．
１４．如图所示,△ABC的三边AB,BC,CA 长分别是２０,３０,４０,其三条角平分线将△ABC 分成

三个三角形,则S△ABO∶S△BCO∶S△CAO＝ ．

第１４题图
　　　　

第１５题图
　　　　

第１６题图

１５．如图所示,在长方形ABCD 中,AB＝２,BC＝３,对角线AC的垂直平分线分别交AD,BC 于

点E,F,连接CE,则CE 的长为 ．
１６．如图所示,若∠A＝１５°,AB＝BC＝CD＝DE＝EF,则∠DEF 的度数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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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解答题(共５２分)

１７．(８分)如图所示,在 Rt△ACB 中,∠C＝９０°,BE 平分∠ABC,ED 垂直平分AB 于D．若
AC＝９,求AE 的长．

１８．(８分)如图所示,在等边三角形ABC中,D 是AB 边上的动点,以CD 为一边,向上作等边三

角形EDC,连接AE．
(１)△DBC和△EAC全等吗? 请说出你的理由;
(２)试说明AE∥BC．

１９．(８分)如图所示,在△ABC中,∠ACB＝９０°,CD⊥AB 于D,BF 平分∠ABC 交CD 于E,交
AC于F．求证:CE＝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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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８分)如图所示,在△ABC 中,∠A＝∠ABC,DE 垂直平分BC,交BC 于点D,交AC 于

点E．
(１)若AB＝５,BC＝８,求△ABE 的周长;
(２)若BE＝BA,求∠C的度数．

２１．(８分)如图所示,AD 是∠BAC的平分线,DE⊥AB 于E,DF⊥AC于F,连接EF．求证:AD
是EF 的垂直平分线．

２２．(１２分)问题探究:
如图１所示,△ACB 和△DCE 均为等边三角形,点A,D,E 在同一直线上,连接BE．
(１)证明:AD＝BE;
(２)求∠AEB 的度数．
问题变式:
(３)如图２所示,△ACB 和△DCE 均为等腰直角三角形,∠ACB＝
∠DCE＝９０°,点A,D,E 在同一直线上,CM 为△DCE 中DE 边上的

高,连接BE．
(ⅰ)求∠AEB 的度数;(ⅱ)判断线段CM,AE,BE 之间的数量关系,并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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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达标检测(B)

(时间:４５分钟　　满分:１００分)

一、单项选择题(每小题３分,共３０分)

１．下列各组数据中,能作为直角三角形的三边长的是 (　　)．

A．１,２,２ B．１,１,３ C．１,３,２ D．４,５,６

２．已知等腰三角形的两边长满足 a－４＋(b－５)２＝０,那么这个等腰三角形的周长为 (　　)

A．１３ B．１４ C．１３或１４ D．９

３．等腰三角形一腰上的高与另一腰所在直线的夹角为３０°,则这个等腰三角形的顶角为 (　　)

A．６０°或１２０° B．３０°或１５０° C．３０°或１２０° D．６０°

４．下列命题中,是假命题的是 (　　)

A．三个内角都相等的三角形是等边三角形

B．有两个内角是６０°的三角形是等边三角形

C．在同一平面内,垂直于同一条直线的两条直线平行

D．等腰三角形一腰上的高与另一腰的夹角是２０°,则顶角是７０°

５．为促进旅游发展,某地要在三条公路围成的一块平地上修建一个度假村,如图所示,若要使度

假村到三条公路的距离相等,则这个度假村应修建在 (　　)

A．三角形ABC三条高线的交点处 B．三角形ABC三条角平分线的交点处

C．三角形ABC三条中线的交点处 D．三角形ABC三边垂直平分线的交点处

第５题图

　　

第６题图

　　

第７题图

　　

第８题图

６．如图所示,在四边形ABCD 中,AB＝AD,CB＝CD,若连接AC,BD 相交于点O,则图中全等

三角形共有 (　　)

A．３对 B．４对 C．２对 D．５对

７．如图所示,等腰三角形ABC中,AB＝AC,∠A＝４６°,CD⊥AB于D,则∠DCB的度数为 (　　)

A．３０° B．２６° C．２３° D．２０°

８．如图所示,在△ABC中,BC＝８,AB,AC的垂直平分线与BC 分别交于E,F 两点,则△AEF
的周长为 (　　)

A．２ B．３４ C．８ D．不能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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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如图所示,△ABC 中,BD 平分∠ABC,EF 垂直平分BC 交BC 于点E,交BD 于点F,连接

CF．若∠A＝６０°,∠ABD＝２５°,则∠ACF 的度数为 (　　)
A．２５° B．４５° C．５０° D．７０°

第９题图

　　　　　　　

第１０题图

１０．如图所示,在△ABC中,∠C＝９０°,∠B＝３０°,以A 为圆心,任意长为半径画弧分别交AB,

AC于点M 和N,再分别以M,N 为圆心,大于１
２MN 的长为半径画弧,两弧交于点P,连接

AP 并延长交BC 于点D,则下列说法正确的个数是 (　　)
①AD 是∠BAC的平分线　②∠ADC＝６０°　③点D 在AB的中垂线上　④S△DAC∶S△ABC＝
１∶３
A．１ B．２ C．３ D．４

二、填空题(每小题３分,共１８分)
１１．在△ABC中,AB＝４,AC＝３,AD 是△ABC 的角平分线,则△ABD 与△ACD 的面积之比

是 ．
１２．如图所示,在Rt△ABC中,∠ACB＝９０°,点D 在AB 边上,将△CBD 沿CD 折叠,使点B 恰

好落在AC边上的点E 处．若∠A＝２６°,则∠CDE 的度数为 ．

第１２题图
　　　　

第１３题图

１３．如图所示,在△ABC中,AB＝AC＝５,BC＝８,点P 是BC 边上的动点,过点P 作PD⊥AB
于点D,PE⊥AC于点E,则PD＋PE 的长是 ．

１４．如图所示,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以O 为圆心,适当长为半径画弧,交x轴于点M,交y轴于

点N,再分别以点M,N 为圆心,大于１
２MN 的长为半径画弧,两弧在第二象限交于点P,若

点P 的坐标为(３a,４a＋５),则a的值为 ．

第１４题图

　　　　

第１５题图

　　　　

第１６题图

１５．如图所示,在四边形ABCD 中,AB⊥BC,且AD⊥DC,∠A＝１３５°,BC＝６,AD＝２ ３,则四

边形ABCD 的面积为 ．
１６．如图所示,是油路管道的一部分,延伸外围的支路恰好构成一个直角三角形,两直角边长分

别为６m和８m,斜边长为１０m．按照输油中心O 到三条支路的距离相等来连接管道,则O
到三条支路的管道总长(计算时视管道为线,中心O 为点)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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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解答题(共５２分)
１７．(８分)如图所示,把一块等腰直角三角形零件(△ABC,其中∠ACB＝９０°),放置在一凹槽

内,三个顶点A,B,C分别落在凹槽内壁上．已知∠ADE＝∠BED＝９０°,测得AD＝５cm,

BE＝７cm,求该三角形零件的面积．

１８．(８分)如图所示,在△ABC中,AB＝AC,∠BAC＝１２０°,D 为BC 的中点,DE⊥AB 于E．求

EB∶EA 的值．

１９．(８分)如图所示,AD 平分∠BAC,AD⊥BD,垂足为点D,DE∥AC．求证:△BDE 是等腰三

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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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８分)如图所示,在△ABC中,AD 平分∠BAC,且BD＝CD．
(１)求证:∠ABD＝∠ACD;
(２)试判断AD 与BC 的关系并加以证明．

２１．(１０分)如图所示,在△ABC中,AB＝AC,∠A＝１２０°．
(１)作线段AB 的垂直平分线,分别交BC,AB 于点M,N(要求用尺规作图,保留作图痕迹,
不写作法);
(２)连接AM,判断△AMC的形状,并给予证明;
(３)求证:CM＝２BM．

２２．(１０分)如图所示,△ABC是边长为６的等边三角形,P 是AC 边上一动点,由A 向C 运动

(与A、C不重合),Q 是CB 延长线上一动点,与点P 同时以相同的速度由B 向CB 延长线

方向运动(Q 不与B 重合),过P 作PE⊥AB 于E,连接PQ 交AB 于D．
(１)若AE＝１时,求AP 的长;
(２)当∠BQD＝３０°时,求AP 的长;
(３)在运动过程中线段ED 的长是否发生变化? 如果不变,求出线段ED 的长;如果发生变

化,请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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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达标检测(A)

(时间:４５分钟　　满分:１００分)

　　　　　　　　　　　　　　　　　　　　　　　　　　　　　　一、单项选择题(每小题３分,共３０分)

１．如图所示,天平右盘中的每个砝码的质量都是１g,则物体A 的质量m(g)的取值范围,在数

轴上可表示为 (　　)

　

２．下列不等式的变形不正确的是 (　　)

A．若a＞b,则a＋３＞b＋３ B．若－a＞－b,则a＜b

C．若－１
２x＜y,则x＞－２y D．若－２x＞a,则x＞－１

２a

３．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A．x＝４是不等式２x＞－８的一个解 B．x＝－４是不等式２x＞－８的解集

C．不等式２x＞－８的解集是x＞４ D．２x＞－８的解集是x＜－４

４．不等式x＋１
２ ＞２x＋１

３ －１的正整数解的个数是 (　　)

A．０个 B．４个 C．６个 D．７个

５．将不等式组
x＋１＞２,

３x－４≤２{ 的解集表示在数轴上,下列表示正确的是 (　　)

６．直线l１:y＝k１x＋b与直线l２:y＝k２x在同一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的图

象如图所示,关于x的不等式k２x＞k１x＋b的解集为 (　　)

A．x＞－１ B．x＜－１
C．x＜－２ D．无法确定

７．不等式组
３x＋１＜４,

１
２

(x＋３)－３
４＜０{ 的最大整数解是 (　　)

A．x＝０ B．x＝－１ C．x＝－２ D．x＝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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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若关于x的不等式组
x＜３a＋２,

x＞a－４{ 无解,则a的取值范围是 (　　)

A．a≤－３ B．a＜－３ C．a＞３ D．a≥３
９．如图所示,一个运算程序,若需要经过两次运算才能输出结果,则x的取值范围为 (　　)

A．x＞１ B．１＜x≤７

C．１≤x＜７ D．x＜７

１０．七年级某班部分学生植树,若每人植树８棵,还剩７棵;若每人植树９棵,则有一名学生植树

的棵数多于３棵而小于６棵．若设学生人数为x人,则植树棵数为(８x＋７)人,则下面给出的

不等式(组)中,能准确求出学生人数与植树棵数的是 (　　)

A．８x＋７＜６＋９(x－１) B．８x＋７＞３＋９(x－１)

C．
８x＋７＜６＋９(x－１),

８x＋７＞３＋９(x－１){ D．
８x＋７≤６＋９(x－１),

８x＋７≥３＋９(x－１){
二、填空题(每小题３分,共１８分)

１１．不等式－４１
３＜x≤３１

２
的整数解的和是 ．

１２．若不等式组
x＋３＜４x－１,

x＞m{ 的解集是x＞２,则m 的值是 ．

１３．若关于x,y 的二元一次方程组
３x＋y＝１＋a,

x＋３y＝３{ 的解满足x＋y＜２,则a 的取值范围

为 ．

１４．平面直角坐标系中一点P(m－３,１－２m)在第三象限,则m 的取值范围是 ．

１５．直线l１:y＝x＋１与直线l２:y＝mx＋n相交于点P(a,２),则关于x的不等式x＋１≥mx＋n
的解集为 ．

第１５题图

　　　　

第１６题图

１６．如果一次函数y＝kx＋b(k≠０)的图象与x轴交点坐标为(－２,０),如图所示,则下列说法:

①y随x 的增大而减小;②关于x的方程kx＋b＝０的解为x＝－２;③kx＋b＞０的解是x＞

－２;④b＜０．其中正确的说法有 ．(填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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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解答题(共５２分)

１７．(８分)解不等式(组):

(１)不等式５(x－１)
６ －１＜x＋２

３
的正整数解;

(２)
３x－２≤x＋６,①

５x＋３
２ ＞x．②

ì

î

í

ïï

ïï

１８．(８分)已知关于x的不等式组
４(x－１)＋２＞３x,①

x－１＜６x＋a
７

,②

ì

î

í

ïï

ïï
有且只有三个整数解,求a的取值范围．

１９．(８分)阅读下面的材料,回答问题:如果(x－２)(６＋２x)＞０,求x的取值范围．

解:根据题意,得
x－２＞０,

６＋２x＞０{ 或
x－２＜０,

６＋２x＜０,{ 分别解这两个不等式组,得第一个不等式组的解

集为x＞２,第二个不等式组的解集为x＜－３．故当x＞２或x＜－３时,(x－２)(６＋２x)＞０．

(１)由(x－２)(６＋２x)＞０,得出不等式组
x－２＞０,

６＋２x＞０{ 或
x－２＜０,

６＋２x＜０,{ 体现了 思想;

(２)试利用上述方法,求不等式(x－３)(１－x)＜０的解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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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８分)在市中小学标准化建设工程中,某学校计划购进一批电脑和电子白板,经过市场考察

得知,购买１台电脑和２台电子白板需要３．５万元,购买２台电脑和１台电子白板需要

２．５万元．
(１)求每台电脑、每台电子白板各多少万元．
(２)根据学校实际,需购进电脑和电子白板共３０台,总费用不超过３０万元,但不低于

２８万元,请你通过计算求出有几种购买方案,哪种方案费用最低．

２１．(１０分)如图所示,直线y＝kx＋b经过点A(－５,０),B(－１,４)．
(１)求直线AB 的表达式;
(２)若直线y＝－２x－４与直线AB 相交于点C,求点C的坐标;
(３)根据图象,写出关于x的不等式kx＋b＞－２x－４的解集．

２２．(１０分)为建设国家森林城市,园林部门决定搭配A、B 两种园艺造型共５０个摆放在市区,
现有３４９０盆甲种花卉和２９５０盆乙种花卉可供使用．已知搭配一个A 种造型需甲种花卉

８０盆,乙种花卉４０盆;搭配一个B 种造型需甲种花卉５０盆,乙种花卉９０盆．
(１)符合题意的搭配方案有几种? 请你帮助设计出来;
(２)若搭配一个A 种造型的费用是８００元,搭配一个B 种造型的费用是９６０元,试说明(１)
中哪种方案费用最低? 最低费用是多少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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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达标检测(B)

(时间:４５分钟　　满分:１００分)

一、单项选择题(每小题３分,共３０分)

１．若m＜n,则下列不等式不成立的是 (　　)

A．１＋m＜２＋n B．２－m＜２－n C．３m＜３n D．m５＜n
５

２．将不等式组
x＋１＞２,

３x－４≤２{ 的解集表示在数轴上,下列表示正确的是 (　　)

３．已知 (x－３)２＝３－x,则x的取值范围是 (　　)

A．x＞０ B．x＞３ C．x≥３ D．x≤３
４．下列不等式变形一定正确的是 (　　)

A．若ac＞bc,则a＞b B．若ac２＞bc２,则a＞b

C．若a＞b,则ac２＞bc２ D．若a＞０,b＞０,且１
a＞１

b
则a＞b

５．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

A．不等式－２x＞６的解集是x＜－３ B．不等式x＞－３的正数解有有限个

C．－３不是不等式－３x＞９的解 D．若a＞b,则c－２a＜c－２b
６．若函数y＝(２a－１)x＋(a－１)的图象经过第一、二、三象限,则a的取值范围是 (　　)

A．a＞１
２ B．a＞１ C．１２＜a＜１ D．a＜１

２

７．若不等式组
２x－１＜１,

x＋１＞a,{ 恰有两个整数解,则a的取值范围是 (　　)

A．－１≤a＜０ B．－１＜a≤０ C．－１≤a≤０ D．－１＜a＜０

８．已知关于x的不等式组
－x≥a,

x－１≥－b{ 的解集在数轴上如图所示,则ba的值为 (　　)

A．－１６ B．１１６ C．－８ D．１８
９．若直线x＋２y＝２m 与直线２x＋y＝２m＋３(m 为常数)的交点在第四象限,则整数m 的值为

(　　)

A．－３,－２,－１,０ B．－２,－１,０,１
C．－１,０,１,２ D．０,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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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一次函数y＝kx＋b(k≠０)的图象经过点B(－６,０),且与正比例函数

y＝１
３x的图象交于点A(m,－３)．若kx－１

３x＞－b,则 (　　)

A．x＞０ B．x＞－３
C．x＞－６ D．x＞－９

二、填空题(每小题３分,共１８分)

１１．若关于x的不等式组
x＜３a＋２,

x＞a＋４,{ 无解,则a的取值范围是 ．

１２．当y 时,代数式３－２y
４

的值至少为１．

１３．把４３个苹果分给若干个学生,除一名学生分得的苹果不足３个外,其余每人均分得６个苹

果,求学生的人数．若设学生有x人,则可以列出不等式组为 　．
１４．如图所示运算程序,要使输出值y大于１００,则输入的最小正整数x是 ．

第１４题图

　　　　

第１６题图

１５．若x为实数,则[x]表示不大于x的最大整数,例如[１．６]＝１,[π]＝３,[－２．８２]＝－３等．
[x]＋１是大于x的最小整数,对任意的实数x都满足不等式[x]≤x＜[x]＋１．利用这个不

等式,求出满足[x]＝２x－１的所有解,其所有解为 ．
１６．如图所示,直线y１＝x＋b与y２＝kx－１相交于点P,点P 的横坐标为－１,则关于x的不等

式x＋b＞kx－１的解集 ．
三、解答题(共５２分)

１７．(１０分)解下列不等式(组):

(１)２x－１
３ －５x＋１

２ ≤１;　　　　　　　　(２)
５x－１＜３x＋１,①
x＋１
３ ≤３x＋１

２ ＋１．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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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分)小婷解不等式x＋２
２ ≥２x＋m

３ ＋１,在去分母时,不等式右边的１没有乘６,由此得出不

等式的解为x≤７,试求出m 的值,并求出不等式正确的解．

１９．(８分)关于x的不等式组
x－４＜３x－３

２
,

x＜m
{ 的所有整数解的和是－９,求m 的取值范围．

２０．(８分)定义运算 min{a,b}:当a≥b 时,min{a,b}＝b;当a＜b 时,min{a,b}＝a;如

min{４,０}＝０;min{２,２}＝２;min{－３,－１}＝－３．根据该定义运算完成下列各题:
(１)min{－３,２}＝ ,当x≤２时,min{x,２}＝ ;
(２)若 min{３x－１,－x＋３}＝３x－１,求x的取值范围;
(３)如图所示,已知直线y１＝x＋m 与y２＝kx－２相交于点P(－２,１),若min{x＋m,kx－２}＝
kx－２,结合图象,直接写出x的取值范围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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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８分)某校初三年级春游,现有３６座和４２座两种客车供选择租用,若只租用３６座客车若

干辆,则正好坐满;若只租用４２座客车,则能少租一辆,且有一辆车没有坐满,但超过３０人．
问:该校初三年级共有多少人参加春游?

２２．(１０分)某中学为打造书香校园,计划购进甲、乙两种规格的书柜放置新购进的图书．调查发

现,若购买甲种书柜３个,乙种书柜２个,共需资金１０２０元;若购买甲种书柜４个,乙种书柜

３个,共需资金１４４０元．
(１)甲、乙两种书柜每个的价格分别是多少元?
(２)若该校计划购进这两种规格的书柜共２０个,其中乙种书柜的数量不少于甲种书柜的数

量,学校最多能够提供资金４３２０元,请设计几种购买方案供这个学校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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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 答 案

第一章达标检测(A)

１．D　２．B　３．D　４．C　５．C　６．C　７．C　８．C
９．C　１０．D

１１．１０００　１２．３　１３．３０°　１４．２∶３∶４　１５．１３６ 　

１６．６０°
１７．AE长为６．

[分析]由角平分线的定义得∠CBE＝∠ABE,再
根据线段 的 垂 直 平 分 线 的 性 质 得EA＝EB,则
∠A＝∠ABE,可得∠CBE＝３０°,根据含３０度角
的直角三角形三边的关系得BE＝２EC,即AE＝
２EC,由AE＋EC＝AC＝９,即可求出AE．

１８．解:(１)△DBC和△EAC全等．
理由:∵△ABC和△EDC都是等边三角形,
∴∠ACB＝∠DCE＝６０°,AC＝BC,DC＝EC,
∴∠BCD＝６０°－∠ACD,∠ACE＝６０°－∠ACD,
∴∠BCD＝∠ACE．
在△DBC和△EAC中,
∵BC＝AC,∠BCD＝∠ACE,DC＝EC,
∴△DBC≌△EAC(SAS)．
(２)∵△DBC≌△EAC,
∴∠EAC＝∠B＝６０°．
又∵∠ACB＝６０°,
∴∠EAC＝∠ACB,
∴AE∥BC．

１９．证明:∵∠ACB＝９０°,CD⊥AB,
∴∠CBF＋∠CFB＝∠DBE＋∠DEB＝９０°．
∵BF平分∠ABC,
∴∠CBF＝∠DBE,
∴∠CFB＝∠DEB．
∵∠FEC＝∠DEB,
∴∠CFB＝∠FEC,
∴CE＝CF．

２０．(１)解:∵∠A＝∠ABC,
∴AC＝BC＝８．
∵DE垂直平分BC,
∴EB＝EC．
又∵AB＝５,
∴ △ABE 的 周 长 ＝AB＋AE＋EB＝AB＋
(AE＋EC)＝AB＋AC＝５＋８＝１３．
(２)解:∵EB＝EC,
∴∠C＝∠CBE．
∵∠AEB＝∠C＋∠CBE,
∴∠BEA＝２∠C．
∵BE＝BA,
∴∠AEB＝∠A．
又∵AC＝BC,
∴∠CBA＝∠A＝２∠C．

∵∠CBA＋∠A＋∠C＝１８０°,
∴５∠C＝１８０°,
∴∠C＝３６°．

２１．证 明:∵AD 是 ∠BAC 的 平 分 线,DE⊥AB,
DF⊥AC,
∴DE＝DF,∠AED＝∠AFD＝９０°．
在 Rt△AED 和 Rt△AFD 中,
AD＝AD,
DE＝DF,{

∴Rt△AED≌Rt△AFD(HL),
∴AE＝AF．
∵AD 是∠BAC的平分线,
∴AD 是EF 的垂直平分线．

２２．解:(１)如图１所示,
∵△ACB和△DCE均为等边三角形,
∴CA＝CB,CD＝CE,∠ACB＝∠DCE＝６０°,
∴∠ACD＝∠BCE．
在△ACD 和△BCE中,
AC＝BC,
∠ACD＝∠BCE,
CD＝CE,{

∴△ACD≌△BCE(SAS),
∴AD＝BE;
(２)如图１所示,∵△ACD≌△BCE,
∴∠ADC＝∠BEC．
∵△DCE为等边三角形,
∴∠CDE＝∠CED＝６０°．
∵点A,D,E在同一直线上,
∴∠ADC＝１２０°,
∴∠BEC＝１２０°,
∴∠AEB＝∠BEC－∠CED＝６０°;
(３)(ⅰ)如图２所示,
∵△ACB和△DCE均为等腰直角三角形,
∴AC＝BC,CD＝CE,∠ACB＝ ∠DCE＝９０°,
∠CDE＝∠CED＝４５°,
∴∠ACB－∠DCB＝∠DCE－∠DCB,
即∠ACD＝∠BCE,
在△ACD 和△BCE中,
AC＝BC,
∠ACD＝∠BCE,
CD＝CE,{

∴△ACD≌△BCE(SAS),
∴BE＝AD,∠BEC＝∠ADC．
∵点A,D,E在同一直线上,
∴∠ADC＝１８０°－４５°＝１３５°,
∴∠BEC＝１３５°,
∴∠AEB＝∠BEC－∠CED＝１３５°－４５°＝９０°．
(ⅱ)如图２所示,
∵∠DCE＝９０°,CD＝CE,CM⊥DE,
∴CM＝DM＝EM,
∴DE＝DM＋EM＝２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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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D≌△BCE(已证),
∴BE＝AD,
∴AE＝AD＋DE＝BE＋２CM．

第一章达标检测(B)

１．C　２．C　３．A　４．D　５．B　６．A　７．C　８．C
９．B　１０．D

１１．４∶３　１２．７１°　１３．４．８　１４．－５
７　１５．１２

１６．６m
１７．解:∵△ABC是等腰直角三角形,

∴AC＝BC,∠ACB＝９０°,
∴∠ACD＋∠BCE＝９０°,
∵∠ADC＝９０°,
∴∠ACD＋∠DAC＝９０°,
∴∠DAC＝∠BCE,
在△ADC和△CEB中,
∠D＝∠E,
∠DAC＝∠ECB,
AC＝BC,{

∴△ADC≌△CEB(AAS),
∴DC＝BE＝７cm,
∴AC＝ ５２＋７２＝ ２５＋４９＝ ７４(cm),
∴BC＝ ７４cm,

∴该零件的面积为:１
２× ７４× ７４＝３７(cm２)．

１８．解:如图所示,连接AD,

∵AB＝AC,∠BAC＝１２０°,D 为BC 的中点,
∴∠BAD＝６０°,AD⊥BC,
∴∠B＝９０°－６０°＝３０°．
∵DE⊥AB,
∴∠ADE＝９０°－６０°＝３０°．
设EA＝x,
在 Rt△ADE中,AD＝２EA＝２x,
在 Rt△ABD 中,AB＝２AD＝４x,
∴EB＝AB－EA＝４x－x＝３x,
∴EB∶EA＝３x∶x＝３．

１９．证明:∵DE∥AC,∴∠１＝∠３．
∵AD 平分∠BAC,
∴∠１＝∠２,∴∠２＝∠３．
∵AD⊥BD,
∴∠２＋∠B＝９０°,∠３＋
∠BDE＝９０°,
∴∠B＝∠BDE,
∴△BDE是等腰三角形．

２０．(１)如 图 所 示,作 DE⊥
AB于E,DF⊥AC于F．

∵AD 平分∠BAC,
∴DE＝DF．
在 Rt△BDE和 Rt△CDF中,
DE＝DF,
BD＝CD,{

∴Rt△BDE≌Rt△CDF(HL),
∴∠ABD＝∠ACD;
(２)AD 垂直平分BC．理由如下:
∵BD＝CD,∴∠DBC＝∠DCB．
∵∠ABD＝∠ACD,
∴∠ABC＝∠ACB,∴AB＝AC．
∵AD 平分∠BAC,∴AD 垂直平分BC．

２１．(１)

(２)△AMC为直角三角形．

证明:连接AM,则BM＝AM,
∵AB＝AC,∠BAC＝１２０°,
∴∠B＝∠C＝３０°,
∴∠MAB＝∠B＝３０°,∠MAC＝９０°,
∴△AMC为直角三角形;
(３)证明:∵∠CAM＝９０°,∠C＝３０°,
∴CM＝２AM．
∵MN 垂直平分AB,
∴AM＝BM,
∴CM＝２BM．

２２．解:(１)∵△ABC是等边三角形,
∴∠A＝６０°,
∵PE⊥AB,
∴∠APE＝３０°,
∵AE＝１,∠APE＝３０°,PE⊥AB,
∴AP＝２AE＝２;
(２)过P 作PF∥QC,
则 △AFP 是 等 边 三
角形,
∵P、Q 同 时 出 发,速
度相同,即BQ＝AP,
∴BQ＝PF,
在△DBQ和△DFP中,
∠DQB＝∠DPF,
∠QDB＝∠PDF,
BQ＝PF,{

∴△DBQ≌△DFP(AAS),
∴BD＝DF．
∵∠BQD＝∠BDQ＝∠FDP＝∠FPD＝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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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DF＝FA＝１
３AB＝２,

∴AP＝２;
(３)由(２)知BD＝DF,
∵△AFP 是等边三角形,PE⊥AB,
∴AE＝EF,

∴DE＝DF＋EF＝ １
２BF＋ １

２FA＝ １
２AB＝３,

为定值,即DE的长不变．

第二章达标检测(A)

１．A　２．D　３．A　４．C　５．B　６．C　７．C　８．A
９．C　１０．C
１１．－４　１２．２　１３．a＜４　１４．０．５＜m＜３
１５．x≥１　１６．①②④
１７．(１)不等式的解集为x＜５,所以其正整数解有１,

２,３,４．
(２)解不等式①得:x≤４．
解不等式②得:x＞－１．
所以不等式组的解集为－１＜x≤４．

１８．解:解①得x＞２;解②得,x＜a＋７．依题意得不
等式组的解集为２＜x＜a＋７．
又∵此不等式组有且只有三个整数解,整数解只
能是x＝３,４,５,
∴５＜a＋７≤６,
∴－２＜a≤－１．

１９．(１)转化
(２)解:由(x－３)(１－x)＜０,可得
x－３＞０,
１－x＜０{ 或 x－３＜０,

１－x＞０．{
分别解这两个不等式组,得x＞３或x＜１．
所以不等式(x－３)(１－x)＜０的解集是x＞３或
x＜１．

２０．解:(１)设 每 台 电 脑 x 万 元,每 台 电 子 白 板
y万元,

根据题意,得 x＋２y＝３．５,
２x＋y＝２．５,{ 解得 x＝０．５,

y＝１．５．{
答:每台电脑０．５万元,每台电子白板１．５万元．
(２)设需购进电脑a台,则购进电子白板(３０－
a)台,

根据题意,得 ０．５a＋１．５(３０－a)≥２８,
０．５a＋１．５(３０－a)≤３０,{

解得１５≤a≤１７,即a＝１５,１６,１７．
故共有三种方案:
方案一:购进电脑１５台,电子白板１５台,总费用
为０．５×１５＋１．５×１５＝３０万元;
方案二:购进电脑１６台,电子白板１４台,总费用
为０．５×１６＋１．５×１４＝２９万元;
方案三:购进电脑１７台,电子白板１３台,总费用
为０．５×１７＋１．５×１３＝２８万元．
∴方案三费用最低．

２１．解:(１)∵ 直 线 y ＝ kx＋ b 经 过 点
A(－５,０),B(－１,４),

∴ －５k＋b＝０,
－k＋b＝４,{

解得 k＝１,
b＝５．{

∴直线AB的解析式为y＝x＋５;
(２)∵直线y＝－２x－４与直线AB相交于点C,

∴ y＝x＋５,
y＝－２x－４,{

解得 x＝－３,
y＝２．{

∴点C的坐标为(－３,２);
(３)由图可知,关于x的不等式kx＋b＞－２x－
４的解集是x＞－３．

２２．解:(１)设搭配 A 种造型x 个,则 B 种造型为
(５０－x)个,

依题意得 ８０x＋５０(５０－x)≤３４９０,
４０x＋９０(５０－x)≤２９５０,{

解得 x≤３３,
x≥３１,{

∴３１≤x≤３３．
∵x是整数,
∴x可取３１,３２,３３．
可设计三种搭配方案:
①A 种园艺造型３１个,B种园艺造型１９个;
②A 种园艺造型３２个,B种园艺造型１８个;
③A 种园艺造型３３个,B种园艺造型１７个．
(２)由于B 种造型的造价成本高于A 种造型成
本,所以B 种造型越少,成本越低,故应选择方
案③,成本最低．
最低成本为:３３×８００＋１７×９６０＝４２７２０(元)．
答:方 案 ③ 搭 配 方 案 成 本 最 低,最 低 成 本
是４２７２０元．

第二章达标检测(B)

１．B　２．B　３．D　４．B　５．B　６．B　７．A　８．B
９．B　１０．D

１１．a≤１　１２．≤－ １
２ 　１３．４３－６(x－１)＜３,

４３－６(x－１)≥０{ 　

１４．１８　１５．１２
或１　１６．x＞－１

１７．解:(１)去分母得２(２x－１)－３(５x＋１)≤６,
去括号得４x－２－１５x－３≤６,
移项得４x－１５x≤６＋２＋３,
系数－１１x≤１１,
系数化为１得x≥－１．
(２)解①得x＜１,解②得x≥－１,
∴原不等式组的解集是－１≤x＜１．

１８．根据题意,得３(x＋２)≥２(２x＋m)＋１的解为
x≤７,
即３(x＋２)≥２(２x＋m)＋１解为x≤５－２m,
∴５－２m＝７,
∴m＝－１．

∴原不等式为x＋２
２ ≥２x－１

３ ＋１,

解得x≤２．

１９．解:x－４＜３x－３
２

,①

x＜m,②{
由①得,x＞－５,
∴不等式组的解集为－５＜x＜m．
∵不等式组的所有整数解的和为－９,
∴整数解为－４,－３,－２或－４,－３,－２,－１,０,１．
当整数解为－４,－３,－２时,
－２＜m≤－１,
当整数解为－４,－３,－２,－１,０,１时,
１＜m≤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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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　x
(２)解:由题意得３x－１≤－x＋３,解得x≤１．
(３)∵min{x＋m,kx－２}＝kx－２,
∴kx－２≤x＋m,即y２≤y１,
由图象得x≥－２．

２１．设租３６座的车x辆,根据题意,得:
３６x－４２(x－２)＞３０,
３６x－４２(x－２)＜４２,{ 解得 x＜９,

y＞７,{
∴７＜x＜９．
∵x是整数,
∴x＝８．
该校初三年级共有参加春游的人数为:３６×８＝
２８８(人)．

２２．(１)解:设甲种书柜的单价为x元,乙种书柜的单
价为y元,由题意得:
３x＋２y＝１０２０,
４x＋３y＝１４４０,{

解得 x＝１８０,
y＝２４０．{

答:设甲种书柜的单价为１８０元,乙种书柜的单
价为２４０元．
(２)解:设甲种书柜购买 m 个,则乙种书柜购买
(２０－m)个;

由题意得:２０－m≥m,
１８０m＋２４０(２０－m)≤４３２０,{

解得８≤m≤１０．
因为m 取整数,所以m 可以取的值为８,９,１０．
学校的购买方案有以下三种:
方案一:甲种书柜８个,乙种书柜１２个;
方案二:甲种书柜９个,乙种书柜１１个;
方案三:甲种书柜１０个,乙种书柜１０个．

第三章达标检测(A)

１．B　２．B　３．C　４．D　５．A　６．B　７．C　８．B
９．C　１０．D

１１．１２　１２．５４０　１３．－５　１４．１２０

１５．２　１６．①②③④
１７．解:(１)由已知条件,可得△O１A１B１ 是△OAB 先

向右平 移 ２ 个 单 位,再 向 下 平 移 ６ 个 单 位 得
到的．
根据图中信息,可知O(０,０),A(－２,４),B(４,１),
∴O１(２,－６),A１(０,－２),B１(６,－５)．
连接三点,即可得到△O１A１B１,如图所示:

(２)由(１)中知,B１(６,－５),所以点B１ 到y轴的
距离即为６个单位长;

(３)S△O１A１B１ ＝６×４－ １
２ ×２×４－ １

２ ×３×６－

１
２×１×４＝９．

１８．(１)画图略;
(２)B１(－３,３),C１(－１,４)．

１９．证明:∵△ABO与△CDO关于O 点中心对称,
∴OB＝OD,OA＝OC,
∵AF＝CE,∴OF＝OE,
在△DOF和△BOE中,
OB＝OD,
∠DOF＝∠BOE,
OF＝OE,{

∴△DOF≌△BOE(SAS),
∴FD＝BE．

２０．解∵AD∥BC,∠ABC＝７５°,
∴∠DAB＝∠ABC＝７５°．
∵BA＝BD,
∴∠BDA＝∠BAD＝７５°,
∴∠１＝１８０°－７５°×２＝３０°,
由旋转性质可知,∠２＝∠１＝３０°,
即∠EBC＝３０°．

２１．解:(１)∵△BOC 绕点C 按顺时针方向旋转６０°
得△ADC,
∴CO＝CD,∠OCD＝６０°,
∴△COD 是等边三角形;
(２)∵ △BOC 绕 点C 按 顺 时 针 方 向 旋 转 ６０°
得△ADC,
∴∠ADC＝∠BOC＝α＝１５０°．
∵△COD 是等边三角形,
∴∠CDO＝６０°,
∴∠ADO＝∠ADC－∠CDO＝９０°,
∴△AOD 是直角三角形;
(３)∵△COD 是等边三角形,
∴∠CDO＝∠COD＝６０°,
∴∠ADO＝α－６０°,∠AOD＝３６０°－６０°－１１０°－
α＝１９０°－α,
当∠AOD＝∠ADO 时,△AOD 是等腰三角形,
即１９０°－α＝α－６０°,解得α＝１２５°;
当∠AOD＝∠DAO 时,△AOD 是等腰三角形,
即２(１９０°－α)＋α－６０°＝１８０°,解得α＝１４０°;
当∠ADO＝∠DAO 时,△AOD 是等腰三角形,
即１９０°－α＋２(α－６０°)＝１８０°,解得α＝１１０°,
综上所述,∠BOC 的度数为１１０°或１２５°或１４０°
时,△AOD 是等腰三角形．

２２．(１)BD＝CF成立．
理由如下:
由旋 转 得:AB ＝AC,∠CAF ＝ ∠BAD ＝α,
AD＝AF,
在△ABD 和△ACF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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