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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第１章　解直角三角形

１．１　锐角三角函数①

１．４５　２．
３
５　３．

５
１３　４．Ａ　５．Ｃ　６．ｓｉｎ犃＝

１
２，ｔａｎ犅槡＝３　７．由题意得∠犃＝３０°，∠犅＝

６０°，∠犆＝９０°，ｃｏｓ犅＝犅犆犃犅＝
１
２　８．６０　９．Ａ

１．１　锐角三角函数②

１．槡３２，槡
３
３，
槡２
２　２．１　３．３０°　４．Ｂ　５．Ａ　６．Ａ　７．（１）４；（２）

４
５　８．（１）０；（２）

５
３槡３

９．解∵｜ｔａｎ犅槡－３｜≥０，（２ｓｉｎ犃槡－３）２≥０，且｜ｔａｎ犅槡－３｜＋（２ｓｉｎ犃槡－３）２＝０，∴｜ｔａｎ犅槡－３｜
＝０，（２ｓｉｎ犃槡－３）２＝０，∴ｔａｎ犅槡＝３，ｓｉｎ犃＝槡３２，∴∠犅＝６０°，∠犃＝６０°．∴∠犃＝∠犅＝∠犆

＝６０°，即△犃犅犆为等边三角形．　１０．１６３
１．２　锐角三角函数的计算①

１．槡２２，槡
３
２，０．４２２６，ｃｏｓ６５°＜ｃｏｓ４５°＜ｃｏｓ３０°　２．Ａ　３．Ｄ　４．Ｄ　５．Ｂ　６．（１）０．３２１４　

（２）０　７．４８．９ｃｍ，９９．１ｃｍ２　８．３０°或６０°　９．狔＝４３狓－４

１．２　锐角三角函数的计算②

１．４５°　２．Ｃ　３．Ｂ　４．解：ｔａｎα＝３２÷
槡３
２槡＝３，∴α＝６０°．　５．（１）α≈２９°０２′；（２）α≈

６９°４７′；（３）α≈７０°２４′　６．解：∵∠犃犆犅＝９０°，犇是犃犅的中点，∴犆犇＝犃犇＝犅犇，∴∠犃＝
∠犃犆犇，∵ｃｏｓ∠犃犆犇＝１３，∴ｃｏｓ∠犃＝

１
３，∠犃≈７０°３２′，∵∠犃＋∠犅＝９０°，∴∠犅≈１９°２８′

７．解：设犃犅＝犃犆＝５０ｃｍ，犅犆＝４０ｃｍ．作犃犇⊥犅犆于犇，则犅犇＝犇犆＝２０ｃｍ，在Ｒｔ△犃犅犇
中，ｃｏｓ犅＝犅犇犃犅＝

２０
５０＝０．４，∴∠犅＝∠犆≈６６°２５′．∴∠犅犃犆≈４７°１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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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

·

学习方法指导丛书

·

数学九年级

·

下册

１．３　解直角三角形①

１．１０，３４　２．Ａ　３．Ａ　４．Ｄ　５．犃犆＝３，犃犅＝６　６．解：作犅犇⊥犃犆于犇．在△犃犅犇中，

犅犇＝犃犅·ｓｉｎ犃＝２５·ｓｉｎ３０°＝１２．５ｍ．∴犛△犃犅犆＝１２犃犆·犅犇＝
１
２×４０×１２．５＝２５０ｍ

２．　

７．解：延长犃犇，犅犆相交于犈，犃犅＝２００ｍ，∠犃＝６０°，犅犈 槡＝２００３ｍ，犃犈＝４００ｍ．犆犇＝１００ｍ，
犆犇⊥犇犈，∴犇犈 槡＝１００３ｍ，犆犈＝２００ｍ，∴犃犇＝（ 槡４００－１００３）ｍ，犅犆＝（槡２００３－２００）ｍ
１．３　解直角三角形②
１．Ａ　２．Ａ　３．４０　４．Ａ　５．解：过点犃作犃犉⊥犆犈于点犉，在

Ｒｔ△犃犅犉中，犃犅＝２０，∵ｓｉｎα＝犃犉犃犅，∴犃犉＝２０×
槡３
２ 槡＝１０３．在

Ｒｔ△犃犈犉中，∵ｓｉｎβ＝犃犉犃犈，∴犃犈＝
槡１０３
槡２
２

槡＝１０６（ｍ）　６．解：在

Ｒｔ△犃犇犆中，∵犃犇∶犇犆＝１∶２．４，犃犆＝１３，由犃犇２＋犇犆２＝犃犆２，得犃犇２＋（２．４犃犇）２＝１３２．
∴犃犇＝±５（负值不合题意，舍去）．∴犇犆＝１２．在Ｒｔ△犃犅犇中，∵犃犇∶犅犇＝１∶１．８，∴犅犇＝５
×１．８＝９．∴犅犆＝犇犆－犅犇＝１２－９＝３．答：改动后电梯水平宽度增加部分犅犆的长为３米．
１．３　解直角三角形③
１．槡４３　２．（ 槡２＋２３）　３．Ａ　４．Ｄ　５．解：（１）如图所示．（２）犃犅＝３０×
０．５＝１５，在Ｒｔ△犃犅犆中，ｔａｎ∠犅犃犆＝犅犆犃犅，所以犅犆＝犃犅ｔａｎ∠犅犃犆＝

犃犅ｔａｎ３０°＝１５×槡３３ 槡＝５３（海里）．　６．解：在Ｒｔ△犃犆犇中，∵ｔａｎ∠犃犆犇

＝犃犇犆犇∴犃犇＝犆犇·ｔａｎ３０°＝９×
槡３
３ 槡＝３３（ｍ）．在Ｒｔ△犅犆犇中，

∵ｔａｎ∠犅犆犇＝犅犇犆犇，∴犅犇＝犆犇·ｔａｎ４５°＝９×１＝９（ｍ）．∴犃犅＝犃犇＋犅犇＝（槡３３＋９）ｍ．
答：旗杆的高度为（槡３３＋９）ｍ．　７．解：过点犅分别作犅犆⊥犃犇，犅犈⊥
犖犇，垂足分别为犆，犈．设犅犈＝狓，在Ｒｔ△犃犅犆中，∠犃犆犅＝９０°，

∠犅犃犆＝３０°，∴犅犆＝１２犃犅＝５５，犃犆＝
槡３
２犃犅 槡＝５５３，∴犃犇 槡＝５５３＋

狓．在Ｒｔ△犖犅犈中，∠犅犈犖＝９０°，∠犖犅犈＝６０°，ｔａｎ∠犖犅犈＝犖犈犅犈，∴

犖犈槡＝３犅犈，即犖犈槡＝３狓，∴犇犖槡＝３狓＋５５．∵在Ｒｔ△犃犖犇中，∠犃犇犖＝９０°，∠犖犃犇＝
４５°，∴犃犇＝犇犖， 槡∴５５３＋狓槡＝３狓＋５５，解得狓＝５５．∴犇犖槡＝３×５５＋５５≈１５０（米）．答：
“一炷香”的高度约为１５０米．

２



自我评价（Ａ卷）

１．槡２２　２．
４
５　３．２　４．

１
２槡＋３　５．６　６．槡２５５　７．槡３３　８．槡２　９．

４
３槡１０　１０．（槡７３＋２１）　

１１．Ａ　１２．Ｂ　１３．Ｂ　１４．Ｂ　１５．Ｄ　１６．Ｄ　１７．Ｃ　１８．Ｂ　１９．∠犃＝６０°，犪槡＝５３，犫＝５　
２０． 槡２＋２３　２１．解：（１）过犈，犇作犈犕⊥犅犉于犕，犇犖⊥犅犉于
犖（如图），则犕犖＝犇犈＝２米，犈犕＝犇犖＝１０米，在Ｒｔ△犃犖犇
中，犃犖＝犇犖

ｔａｎ４５°＝１０米，∵犻 槡＝１∶３，∴犉犕 槡＝１０３米，∴犃犉＝

犉犕＋犕犖－犃犖＝（槡１０３－８）米　（２）∵犛梯形犃犇犈犉＝（犇犈＋犃犉）犇犖２ ＝（槡５０３－３０）米２，
∴（槡５０３—３０）×６００＝（ 槡３００００３－１８０００）米３．答：完成这项工程需要土石（ 槡３００００３－
１８０００）米３．　２２．解：作犅犇⊥犃犆于犇，由题意可知，∠犅犃犆＝４５°，∠犃犅犆
＝１０５°，∴∠犃犆犅＝１８０°－∠犅犃犆－∠犃犅犆＝３０°，在Ｒｔ△犃犅犇中，犅犇＝犃犅
·ｓｉｎ∠犅犃犇＝２０×槡２２ 槡＝１０２（海里），在Ｒｔ△犅犆犇中，犅犆＝犅犇

ｓｉｎ∠犅犆犇＝

槡１０２
１
２

槡＝２０２（海里）．答：此时船犆与船犅的距离是槡２０２海里．

自我评价（Ｂ卷）

１．５１３　２．
３
２　３．

槡５
３　４．槡３５　５．

２
３槡３　６．

３
４　７．２４　８．

４
５　９．Ａ　１０．Ｃ　１１．Ｃ　

１２．Ｂ　１３．Ｂ　１４．Ｄ　１５．解：作犃犈⊥犅犆，犇犉⊥犅犆，垂足分别为犈，犉，在Ｒｔ△犃犅犈中，
ｔａｎ犅＝犃犈犅犈，∴犅犈＝

犃犈
ｔａｎ犅＝

６
ｔａｎ５５°．∵犅犈＝犉犆，∴犅犆＝２犅犈＋犃犇＝２×

６
ｔａｎ５５°＋１６≈

２４．４（ｃｍ）．∴燕尾槽的里口宽犅犆约为２４．４ｃｍ．　１６．（１）犅（４，３）；（２）ｃｏｓ∠犅犃犗＝２５槡５　
１７．解：过点犆作犆犇⊥犃犅于点犇，设犆犇＝狓ｍ．在Ｒｔ△犆犅犇中，∵
∠犆犅犇＝４５°，∴ｔａｎ４５°＝犆犇犅犇＝

狓
犅犇，∴犅犇＝

狓
ｔａｎ４５°＝狓．在Ｒｔ△犃犆犇

中，∵∠犆犃犇＝３０°∴ｔａｎ３０°＝犆犇犃犇＝
狓
狓＋４，∴狓 槡＝２３＋２≈５．５（ｍ）．

答：生命所在点犆的深度约是５．５ｍ．　１８．解：如图，过点犃作犃犉⊥犇犈于犉，则四边形
犃犅犈犉为矩形，∴犃犉＝犅犈，犈犉＝犃犅＝３，设犇犈＝狓，在Ｒｔ△犆犇犈中，

犆犈＝犇犈
ｔａｎ∠犇犆犈＝

犇犈
ｔａｎ６０°＝

槡３
３狓．在Ｒｔ△犃犅犆中，∵

犃犅
犅犆＝

１
槡３，犃犅＝３，

∴犅犆 槡＝３３．在Ｒｔ△犃犉犇中，犇犉＝犇犈－犈犉＝狓－３，∴犃犉＝
犇犉

ｔａｎ∠犇犃犉＝
狓－３
ｔａｎ３０°槡＝３狓（ ）－３．因为犃犉＝犅犈＝犅犆＋犆犈，所以

槡３狓（ ）槡－３＝３３＋槡３３狓，解得狓＝９．答：树犇犈的高度为９米．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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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

·

学习方法指导丛书

·

数学九年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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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章　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

２．１　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①
１．Ｃ　２．Ｂ　３．Ｄ　４．４　５．相交　６．（１）狉＝３；（２）３＜狉＜４；（３）狉＝４或５；（４）狉＞４且狉≠５
７．解：∵∠犆＝９０°，犃犆＝３ｃｍ，犅犆＝４ｃｍ，∴犃犅＝５ｃｍ．作犆犇⊥犃犅于犇，则１２犃犆·犅犆＝
１
２犃犅·犆犇，犆犇＝

犃犆·犅犆
犃犅＝１２５ｃｍ．（１）∵犆犇＝２．４ｃｍ，狉＝２ｃｍ，∴犆犇＞狉，∴直线犃犅与⊙犆

相离．（２）∵犆犇＝２．４ｃｍ，狉＝２．４ｃｍ，∴犆犇＝狉，∴直线犃犅与⊙犆相切．（３）∵犆犇＝２．４ｃｍ，

狉＝３ｃｍ，∴犆犇＜狉，∴直线犃犅与⊙犆相交．　８．由题意：２狉－７＝０犱｛－４＝０，狉＝７２，犱＝４，∵犱＞狉，
∴⊙犗与直线犾相离．　９．犚＝６０１３或５＜犚≤１２
２．１　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②
１．Ｄ　２．Ｄ　３．Ｂ　４．设⊙犗的半径为狉，作犗犇⊥犃犙，垂足为犇，证明△犗犅犃≌△犗犇犃，得
犗犇＝犗犅＝狉，∴犃犙与⊙犗相切．　５．解：连结犗犅，则犗犅＝犗犃，∴∠犗犅犆＝∠犃．∵犆犈＝
犅犈，∴∠犈犅犆＝∠犈犆犅＝∠犃犆犗．∵犗犆⊥犗犃，∴∠犃＋∠犃犆犗＝９０°．∴∠犗犅犆＋∠犈犅犆＝
９０°，∴∠犗犅犈＝９０°，即犗犅⊥犅犈，∴犅犈与⊙犗相切．　６．学校会受到噪音的影响，因为点犃
到犕犖的最短距离为８０米，小于１００米；影响时间为２４秒．
２．１　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③
１．Ｃ　２．Ｃ　３．Ａ　４．Ｃ　５．Ｄ　６．证明：（１）连结犗犆，则犗犆＝犗犃，即∠犃＝∠犗犆犃．∵
犆犇是⊙犗的切线，∴∠犗犆犇＝９０°，∴∠犃＝∠犗犆犃＝１２０°－９０°＝３０°，∴∠犇＝３０°，即∠犃＝
∠犇，∴犆犃＝犆犇．　（２）设⊙犗的半径为犚，在Ｒｔ△犗犆犇中，∠犇＝３０°，∴犗犇＝２犗犆，即犚＋
１０＝２犚，∴犚＝１０．∴⊙犗的半径为１０．　７．（１）３０°＜α＜９０°；（２）α＝３０°；（３）０°＜α＜３０°
２．２　切线长定理
１．４　２．３　３．６０　４．Ｄ　５．Ｃ　６．Ａ　７．Ｃ　８．解：∵犃犆是⊙犗的直径，∴∠犃犅犆＝
９０°，∵∠犃犆犅＝６０°，∴∠犆犃犅＝３０°，∵⊙犗的半径为６，∴犃犆＝１２，犅犆＝６，∴犃犅 槡＝６３，∵
犘犃，犘犅切⊙犗于犃，犅，∴犘犃＝犘犅，∠犆犃犘＝９０°，∴∠犅犃犘＝６０°，∴△犘犃犅为等边三角
形，∴△犘犃犅的周长为槡１８３．　９．解：（１）∵犈犃，犈犇都是⊙犗的切线，犃，犇为切点，∴犈犃
＝犈犇，同理犉犇＝犉犅，犘犃＝犘犅，∴△犘犈犉的周长＝犘犈＋犘犉＋犈犉＝犘犈＋犈犃＋犘犉＋犅犉＝
犘犃＋犘犅＝２犘犃＝８；（２）∵犘犈＝１３，犘犉＝１２，犈犉＝５，∴犘犉２＋犈犉２＝犘犈２，∴△犘犈犉为直角
三角形，∴∠犈犉犘＝９０°，∵犘犃＝犘犅＝１２×△犘犈犉周长，故有犘犃＝犘犅＝

１
２（１３＋１２＋５）＝

１５，∴犉犅＝犘犅－犘犉＝１５－１２＝３．∵∠犈犉犅＝∠犉犇犗＝∠犉犅犗＝９０°，∴四边形犗犇犉犅为矩
形．∵犗犇＝犗犅，∴四边形犗犇犉犅为正方形，∴犗犅＝犅犉＝３，即⊙犗的半径是３．

４



２．３　三角形的内切圆

１．Ａ　２．Ａ　３．Ａ　４．Ｂ　５．Ｄ　６．２３　７．证明：画犗犇⊥犅犆于犇，犗犈⊥犃犅于犈，犗犉⊥
犃犆于犉，∵⊙犗截△犃犅犆三边所得的弦长相等，∴犗犇＝犗犈＝犗犉，∴点犗是∠犃犅犆，
∠犃犆犅的角平分线的交点，∴犗是△犃犅犆的内心．　８．解：（１）连结犅犐，证∠犈犅犐＝∠犅犐犈，
∴犐犈＝犅犈；（２）证△犈犅犇∽△犈犃犅，得犇犈犅犈＝

犅犈
犃犈，∴犅犈

２＝犇犈·犃犈．犅犈＝犐犈＝４，犃犈＝８代
入，∴犇犈＝２．
自我评价（Ａ卷）

１．相离　２．３　３．２．５；１　４．相交　５．１　６．１００π　７．５２　８．１０５°　９．槡２２　１０．Ｄ　
１１．Ｃ　１２．Ｂ　１３．Ｃ　１４．Ｃ　１５．Ａ　１６．Ａ　１７．Ａ　１８．Ｃ　１９．
证明：连结犗犈，∵犗犅＝犗犈，∴∠犅＝∠犗犈犅．∵犃犅＝犃犆，∴∠犅＝∠犆．
∴∠犗犈犅＝∠犆．∴犗犈∥犃犆．∵犈犉⊥犃犆，∴犗犈⊥犈犉．∴直线犈犉是
⊙犗的切线．　２０．解：（１）证明：连结犗犜，∵犗犃＝犗犜，∴∠犗犃犜＝
∠犗犜犃，又∵犃犜平分∠犅犃犇，∴∠犇犃犜＝∠犗犃犜，∴∠犇犃犜＝
∠犗犜犃，∴犗犜∥犃犆，又∵犆犜⊥犃犆，∴犆犜⊥犗犜，∴犆犜为⊙犗的切线．
（２）过犗作犗犈⊥犃犇于犈，则犃犈＝犇犈，又∵∠犗犈犆＝∠犈犆犜＝∠犗犜犆＝
９０°，∴四边形犗犜犆犈为矩形．∵犆犜槡＝３，∴犗犈槡＝３，又∵犗犃＝２，∴在
Ｒｔ△犗犃犈中，犃犈＝犗犃２－犗犈槡 ２＝２２－（槡３）槡 ２＝１，∴犃犇＝２犃犈＝２．　
２１．解：（１）∵∠犃犗犅＝９０°，∴犃犅是直径，且犃犅＝５，在Ｒｔ△犃犗犅中，由
勾股定理可得：犅犗＝犃犅２－犃犗槡 ２＝５２－３槡 ２＝４，∴犅点的坐标为
（０，－４）；（２）∵犅犇是⊙犆的切线，犆犅是⊙犆的半径，∴犅犇⊥犃犅，即∠犃犅犇＝９０°，∴∠犇犃犅
＋∠犃犇犅＝９０°，又∵∠犅犇犗＋∠犗犅犇＝９０°，∴∠犇犃犅＝∠犇犅犗，∵∠犃犗犅＝∠犅犗犇＝９０°，
∴△犃犅犗∽△犅犇犗，∴犗犃犗犅＝

犗犅
犗犇，∴犗犇＝

犗犅２
犗犃＝

４２
３＝

１６
３，∴犇的坐标为

１６
３，（ ）０，设直线犅犇

的解析式为狔＝犽狓＋犫（犽≠０，犽、犫为常数），则有
１６
３犽＋犫＝０
犫
烅
烄
烆＝－４

，∴犽＝
３
４

犫
烅
烄
烆＝－４

，∴直线犅犇的解析

式为狔＝３４狓－４．
自我评价（Ｂ卷）
１．∠犃犅犆＝９０°　２．４　３．５０°　４．槡１８３　５．２６°　６．３　７．６　８．槡２３－１　９．Ｂ　１０．Ｂ
　１１．Ｂ　１２．Ｂ　１３．Ｄ　１４．Ｂ　１５．解：（１）证明：∵犅犉是⊙犗的切线，犃犅是⊙犗的直径，∴
犅犉⊥犃犅．∵犆犇⊥犃犅，∴犆犇∥犅犉．（２）∵犃犅是圆犗的直径，∴∠犃犇犅＝９０°．∵⊙犗的半径为５，
∴犃犅＝１０．∵∠犅犃犇＝∠犅犆犇，∴ｃｏｓ∠犅犃犇＝ｃｏｓ∠犅犆犇＝４５＝

犃犇
犃犅．∴犃犇＝

４
５×１０＝８．　１６．

解：（１）证明：连结犗犇，∵犗犇＝犗犃，∴∠犗犇犃＝∠犗犃犇．∵犇犈是⊙犗的切线，∴∠犗犇犈＝
９０°　犗犇⊥犇犈．又∵犇犈⊥犈犉，∴犗犇∥犈犉，∴∠犗犇犃＝∠犇犃犈，∴∠犇犃犈＝∠犗犃犇，∴犃犇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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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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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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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分∠犆犃犈．（２）∵犃犆是⊙犗直径∴∠犃犇犆＝９０°．由（１）知：∠犇犃犈＝∠犗犃犇，∠犃犈犇＝
∠犃犇犆，∴△犃犇犆∽△犃犈犇，∴犃犇犃犈＝

犃犆
犃犇，∴在Ｒｔ△犃犇犈中，犇犈＝４，犃犈＝２，∴犃犇 槡＝２５，

∴槡２５２＝犃犆槡２５，∴犃犆＝１０，∴⊙犗的半径是５．　１７．解：（１）∠犃犗犅＝６０°，犗犕＝５，可求出犕

到犗犃的距离为５２槡３，大于圆犕的半径，∴犗犃与⊙犕不相切；（２）当犗犃与⊙犕相切时，设
切点为犖，犗犕＝５，犕犖＝２．５，得∠犖犗犕＝３０°，∴射线犗犃需绕点犗顺时针旋转３０°．
１８．（１）证明：连结犗犇，则∠犗犃犈＝∠犗犇犈，∵犘犆⊥犃犅，∴∠犗犃犈＋∠犆犈犃＝９０°．∵犘犇＝犘犈，
∴∠犆犈犃＝∠犘犈犇＝∠犘犇犈．∴∠犗犇犈＋∠犘犇犈＝９０°．即犘犇是⊙犗的切线．

　　　

（２）解：①设犘犆与⊙犗交于犉点，连结犗犉，∵犘犆⊥犃犅，∴在Ｒｔ△犆犉犗中，犆犉＝
犗犉２－犗犆槡 ２．∵⊙犗的半径为４，犗犆＝狓，∴犆犉＝１６－狓槡 ２．∵犘犇２＝（８＋１６－狓槡 ２）（８－
１６－狓槡 ２）＝４８＋狓２，∴狔＝狓２＋４８．②当狓＝１时，狔＝４９，即犘犇＝犘犈＝７，犗犆＝１，∴犈犆＝１，
犃犆＝３．∴ｔａｎ∠犅犃犇＝犈犆犃犆＝

１
３．

第３章　三视图与表面展形图

３．２　简单几何体的三视图①
１．长对正、高平齐、宽相等　２．正方形　３．直三棱柱　直六棱柱　直四棱柱　直四棱柱　
４．Ａ　５．Ｂ　６．Ｃ
７．解：

８．Ｂ
３．２　简单几何体的三视图②
１．长方形　２．俯　３．①②③　４．Ｃ　５．Ｂ　６．Ａ　７．Ｂ　８．图略

６



９．解：

３．２　简单几何体的三视图③
１．Ｂ　２．Ｄ　３．Ａ　４．Ｂ　５．略　６．（１）略　（２）２４
３．３　由三视图描述几何体
１．Ｂ　２．Ｃ　３．Ｃ　４．Ｃ　５．Ｂ
６．（１）直三棱柱　（２）这个几何体的表面积＝（６×８÷２）×２＋（６＋８＋１０）×４＝１４４ｃｍ２　
７．解：该几何体的形状是直四棱柱（写直棱柱，四棱柱，棱柱也正确）．由三视图知，棱柱底面菱
形的对角线长分别为４ｃｍ，３ｃｍ．∴菱形的边长为５２ｃｍ，棱柱的侧面积＝

５
２×８×４＝８０（ｃｍ

２）．

３．４　简单几何体的表面展开图①
１．Ｂ　２．Ｃ　３．Ａ　４．直三棱柱　５．４　６．１　７．－２　８．解：这是一个直四棱柱，犛底＝６
×６＝３６ｃｍ２，犛侧＝２４×３０＝７２０ｃｍ２，犛表＝犛侧＋２犛底＝７９２ｃｍ２，犞＝犛底犺＝３６×３０＝１０８０ｃｍ３
９．１３
３．４　简单几何体的表面展开图②
１．Ｂ　２．Ｂ　３．Ｃ　４．６π　５．４π　６．７２π　７．略　８．设圆柱的底面半径为狉，由题意，得
２π狉２＋２π狉×５＝２８π，即狉２＋５狉－１４＝０，狉＝２或狉＝－７（舍去），所以圆柱的底面半径为２ｃｍ．
９．Ｂ
３．４　简单几何体的表面展开图③
１．Ｂ　２．Ｂ　３．Ｄ　４．３　５．１８０　６．４８π　７．３　８．解：（１）由题意，得１８０＝狉犚×３６０，∴
狉
犚＝

１
２，即底面半径狉与母线犚之比为１∶２　（２）∵犚

２＝犺２＋狉２，∴４狉２＝（槡３３）２＋狉２，狉＝３，

犚＝６，∴犛全＝π×３×６＋π×３２＝２７πｃｍ２　９．解：（１）侧面展开图的圆心角θ＝狉犾×３６０°＝
１０
４０

×３６０°＝９０°　犛全＝π狉犾＋π狉２＝π×１０×４０＋π×１０２＝５００πｃｍ２．　（２）如
右图，由圆锥的侧面展开图可见，甲虫从犃点出发沿着圆锥侧面绕行到母
线犛犃的中点犅所走的最短路线是线段犃犅的长．在Ｒｔ△犃犛犅中，犛犃＝４０，
犛犅＝２０，∴犃犅 槡＝２０５（ｃｍ），∴甲虫爬行的最短距离是槡２０５ｃｍ．
自我评价（Ａ卷）
１．三角形　２．主视图　３．１８　４．８个或７个或６个　５．６　６．Ａ　７．Ａ　８．Ｃ　９．Ａ　

１０．Ｂ　１１．
主视图 左视图 俯视图

　１２．解：∵犛圆锥侧＝π·犅犆·犃犆，犛圆柱侧＝２π·犅犆·犆犇，又

∵犛圆锥侧＝犛圆柱侧，∴π·犅犆·犃犆＝２π·犅犆·犆犇，∴犃犆＝２犆犇．∵犃犅犆犇是矩形，∴犆犇＝犃犅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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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犃犆＝２犆犇＝２，在Ｒｔ△犃犅犆中，犅犆＝犃犆２－犃犅槡 ２ 槡＝３，∴犅犆槡＝３．　１３．（１）４；　

（２） 　１４．（槡１２３＋３６）ｃｍ２

自我评价（Ｂ卷）
１．球　２．２π　３．８　４．７２　５．槡１０５　６．Ｂ　７．Ｄ　８．Ａ　９．Ｄ　１０．Ｂ　１１．略　
１２．解：由题意得犇犉＝５，犛表＝３×４＋（３＋４＋５）×２＝３６ｃｍ２　１３．解：（１）∵犺槡＝２２，狉＝１，
∴犾＝（槡２２）２＋１槡 ２＝３　∴扇形的面积等于圆锥的侧面积为π狉犾＝π×１×３＝３π；　（２）由题
意，得２π狉＝犾＋犾，∴犾狉＝π　１４．（１）长方体上面放着一个正方体　（２）几何体的表面积为４
×６×２＋（６×２＋２×２）×２＋（４×２＋２×２）×２＝１０４ｃｍ２．

２０１６年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模拟卷１

一、选择题
１．Ｂ　２．Ｄ　３．Ｄ　４．Ｄ　５．Ａ　６．Ｃ　７．Ａ　８．Ａ　９．Ａ　１０．Ａ　１１．Ｃ　１２．Ｄ
二、填空题
１３．（２狓－１）（２狓＋１）　１４．－１　１５．６００　１６．４０°　１７．槡５５　１８．槡８２
三、解答题
１９．解：原式＝狓２＋２狓＋１－２狓＋１＝狓２＋２．当狓槡＝３时，原式＝（槡３）２＋２＝５．　２０．解：（１）
利用格点三角形，作出犃犆＝５，如图１，△犃犅犆为所求的三角形；（２）作宽为３的矩形，如图
２，四边形犃犅犇犈为所求的四边形．

２１．解：（１）∵反比例函数狔＝犽狓（犽为常数，犽≠０）的图象经过点犃（２，３），∴３＝
犽
２，∴犽＝６，

∴这个函数的解析式为：狔＝６狓．　（２）∵当狓＝－１时，狔＝－６，当狓＝－３时，狔＝－２，∴当
－３＜狓＜－１时，狔的取值范围是－６＜狔＜－２．　２２．解：（１）１１÷５．５％＝２００（人）　∴在这
次调查中，参与调查活动的顾客共有２００人．　（２）获得２０元购物券的人数为：２００－１２２－
３７－１１＝３０（人），图略．　（３）３７×５＋３０×２０＋１１×５０２００ ×２０００＝１３３５０（元）　∴若商场每天
约有２０００人摸奖，估计商场一天送出的购物券总金额是１３３５０元．　２３．解：（１）设⊙犗的半

８



径为狉．∵直径犃犅⊥犇犈，∴犆犈＝１２犇犈槡＝３．∵犇犈平分犃犗，∴犆犗＝
１
２犃犗＝

１
２犗犈．在Ｒｔ△犗犆犈中，犆犗

２＋犆犈２＝犗犈２　即１
２（）狉２

＋（槡３）２
＝狉２　解得狉＝２，∴⊙犗的半径为２．　（２）连结犗犉　在Ｒｔ△犇犆犘中，
∵∠犇犘犆＝４５°　∴∠犇＝９０°－４５°＝４５°　∴∠犈犗犉＝２∠犇＝９０°　∵
犛扇形犗犈犉＝９０３６０×π×２

２＝π，犛△犗犈犉＝１２犗犈×犗犉＝
１
２×２×２＝２，∴犛阴影＝π－２．　２４．解：（１）

根据题意得：狔＝（３０＋狓－２０）（２３０－１０狓）＝－１０狓２＋１３０狓＋２３００，（０＜狓≤１０，且狓为正整
数）；　（２）当狔＝２５２０时，得－１０狓２＋１３０狓＋２３００＝２５２０，解得狓１＝２，狓２＝１１（不合题意，舍
去），当狓＝２时，３０＋狓＝３２（元）　答：每件玩具的售价定为３２元时，月销售利润恰为２５２０
元．　（３）狔＝－１０狓２＋１３０狓＋２３００＝－１０（狓－６．５）２＋２７２２．５，∴当狓＝６．５时，狔有最大值
为２７２２．５，∵０＜狓≤１０，且狓为正整数，∴当狓＝６时，３０＋狓＝３６，狔＝２７２０（元），当狓＝７时，
３０＋狓＝３７，狔＝２７２０（元），答：每件玩具的售价定为３６元或３７元时，每个月可获得最大利
润，最大的月利润是２７２０元．　２５．（１）证明：在矩形犃犅犆犇中，∠犃＝
∠犇＝９０°　又∵△犅犆犈≌△犅犉犈　∴∠犅犉犈＝∠犃＝９０°，∴∠２＋∠１
＝∠犇犉犈＋∠１＝９０°，∴∠２＝∠犇犉犈，∴△犃犅犉∽△犇犉犈．（２）因
△犅犈犉也与△犃犅犉相似　∵∠１＝∠４＋∠３　∴∠１≠∠３　∴∠２＝
∠３　又∵∠３＝∠４　∴∠２＝∠３＝∠４＝３０°　∴犆犇犅犆＝

犃犅
犅犉＝ｃｏｓ３０°＝

槡３
２，∴

犅犆
犆犇＝

槡２３
３．　２６．解：（１）狔＝３狓＋３，当狓＝０时，狔＝３，当狔＝０时，狓＝－１，

∴犃（－１，０），犅（０，３），设直线犅犇的解析式为：狔＝犽狓＋犫，把犅（０，３），犇（３，０）代入得，
犫＝３
３犽＋犫｛ ＝０，解得

犽＝－１
犫｛＝３，∴直线犅犇的解析式为：狔＝－狓＋３．由题意得，犆（１，０），设抛物线

的解析式为：狔＝犪（狓－１）（狓－３），把犅（０，３）代入得犪＝１，∴抛物线的解析式为：狔＝狓２－４狓
＋３．（２）抛物线的解析式为：狔＝狓２－４狓＋３＝（狓－２）２－１，∴抛物线的对称轴为直线狓＝２，
顶点坐标为（２，－１）．直线犅犇∶狔＝－狓＋３与抛物线的对称轴交于点犕，令狓＝２，得狔＝１，
∴犕（２，１）．设对称轴与狓轴交点为点犉，则犆犉＝犉犇＝犕犉＝１，∴△犕犆犇为等腰直角三角
形．∵以点犖、犅、犇为顶点的三角形与△犕犆犇相似，∴△犅犖犇为等腰直角三角形．如答图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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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若犅犇为斜边，则易知此时直角顶点为原点犗，∴犖１（０，０）；（Ⅱ）若犅犇为直角边，犅为
直角顶点，则点犖在狓轴负半轴上，∵犗犅＝犗犇＝犗犖２＝３，∴犖２（－３，０）；（Ⅲ）若犅犇为直
角边，犇为直角顶点，则点犖在狔轴负半轴上，∵犗犅＝犗犇＝犗犖３＝３，∴犖３（０，－３）．∴满足
条件的点犖坐标为：（０，０），（－３，０）或（０，－３）．（３）假设存在点犘，使犛△犘犅犇＝６，设点犘坐标为
（犿，狀）．（Ⅰ）当点犘位于直线犅犇上方且在第一象限时，如答图２所示：过点犘作犘犈⊥狓轴于点
犈，则犘犈＝狀，犇犈＝犿－３．犛△犘犅犇＝犛梯形犘犈犗犅－犛△犅犗犇－犛△犘犇犈＝（３＋狀）犿÷２－３×３÷２－
（犿－３）狀÷２＝６，化简得：犿＋狀＝７①，∵犘（犿，狀）在抛物线上，∴狀＝犿２－４犿＋３，代入①式
整理得：犿２－３犿－４＝０，解得：犿１＝４，犿２＝－１（舍去），∴狀１＝３，∴犘１（４，３），同理犘在第二
象限时，求得犘２（－１，８）；（Ⅱ）当点犘位于直线犅犇下方时，如答图３所示：过点犘作犘犈⊥狔
轴于点犈，则犘犈＝犿，犗犈＝－狀，犅犈＝３－狀．犛△犘犅犇＝犛梯形犘犈犗犇＋犛△犅犗犇－犛△犘犅犈＝１２（３＋犿）·

（－狀）＋１２×３×３－
１
２（３－狀）·犿＝６　化简得：犿＋狀＝－１②，∵犘（犿，狀）在抛物线上，∴狀＝

犿２－４犿＋３代入②式　整理得：犿２－３犿＋４＝０，Δ＝－７＜０，此方程无实数解，故此时点犘
不存在．综上所述，在抛物线上存在点犘，使犛△犘犅犇＝６，点犘的坐标为（４，３）或（－１，８）．

２０１６年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模拟卷２

一、选择题
１．Ａ　２．Ａ　３．Ｄ　４．Ａ　５．Ｄ　６．Ｂ　７．Ｃ　８．Ｃ　９．Ａ　１０．Ｄ　１１．Ａ　１２．Ｂ
二、填空题
１３．１４４　１４．狔＝－（狓＋２）２　１５．π　１６．乙　１７．６　１８．１
三、解答题
１９．解：原式＝１

狓２－狓－
狓－２
狓（ ）－１２·狓－１狓－２＝

１
狓狓（ ）－１－１

狓－１＝
１－狓

狓狓（ ）－１＝－１狓　当狓＝－
１
２

时，原式＝２．　２０．解：（１）犃１（４，４），犅１（２，０），犆１（８，１）；（２）如图：

（３）△犃犅犆的面积为１１．　２１．解：（１）１８，１２，０．３６；（２）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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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４）（０．２４＋０．１２）×３５０＝１２６人．　２２．（１）∵犆犉∥犃犅，∴∠犇犃犈＝∠犈犆犉，∵犈是
犃犆的中点，∴犃犈＝犆犈，∵∠犃犈犇＝∠犆犈犉，∴△犃犈犇≌△犆犈犉，∴犃犇＝犆犉，∴四边形
犃犇犆犉是平行四边形．∵∠犃犆犅＝９０°，犇是犃犅的中点，∴犇犆＝１２犃犅＝犃犇，∴四边形犃犇
犆犉是菱形．（２）犃犆＝犅犆或∠犅＝４５°等（答案不唯一，只写出一个即可）　２３．解：（１）交换函
数为狔＝－４３狓＋４，图象与狓，狔轴的交点分别为（３，０），（０，４），∴与坐标轴围成的三角形周

长为３＋４＋３２＋４槡 ２＝１２．　（２）一次函数狔＝犪狓＋犫图象与狔轴交点为（０，犫），该函数的交
换函数狔＝犫狓＋犪图象与狔轴交点为（０，犪），可求得这两个函数图象的交点为（１，犪＋犫），∴所
求的三角形面积为１２×（犪－犫）×１＝２．　２４．（１）证明：连结犗犇，犅犆
相交于点犉．∵犃犅为⊙犗的直径，∴犅犆⊥犃犆．∵犇犈⊥犃犆，∴犅犆／／
犇犈．∵犇为弧犅犆的中点，∴犗犇⊥犅犆，∴犗犇⊥犇犈，∴犇犈是⊙犗的切
线．　（２）由（１）可得四边形犆犉犇犈为矩形，∴犆犈＝犇犉．∵犅犆⊥犃犆，
ｃｏｓ∠犃＝３５，∴设犃犆＝３犽，犃犅＝５犽，则犗犇＝２．５犽．∵犇为弧犅犆的中

点，∴犆犉＝犅犉，∴犗犉＝１２犃犆＝１．５犽，∴犇犉＝２．５犽－１．５犽＝４，犽＝４，∴犃犅＝５犽＝２０．　２５．
解：（１）设２０１１年底到２０１４年底年均增长率为狓，由题意得：２５０１＋（ ）狓２＝３６０，解得狓＝０．２
＝２０％或狓＝－２．２（舍去）．∴该小区到２０１４年底电动自行车将达到３６０×（１＋２０％）＝４３２
辆．（２）设新建露天车位犪个，则新建室内车位（１０－犪）个．由题意得，犪≥５犪≤２（１０－犪烅烄烆 ），５≤犪≤

２０
３，∵犪为整数，∴犪＝５或６．设建造停车位的费用为狑元，则狑＝８００犪＋２０００（１０－犪）＝－
１２００犪＋２００００，∵犽＝－１２００＜０，∴狑值随着犪的增大而减小，∴当犪＝６时，狑最小＝２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６＝１２８００元．∴该小区建造停车位的最低费用是１．２８万元，费用最低的建造方案是：
建造室内车位４个，露天车位６个．　２６．解：（１）设抛物线解析式为狔＝狋（狓－１）２＋犽．当狋＝

槡５＋２时，犃（槡２＋１，４），把（槡２＋１，４），（０，３）代入抛物线得，２狋＋犽＝４狋＋犽烅烄烆 ＝３
，狋＝１犽烅
烄
烆＝２

，∴抛物线的解

析式为狔＝（狓－１）２＋２，即狔＝狓２－２狓＋３．　（２）画犇犎⊥狓轴于犎，则犇犎＝犅犎＝犿２－２犿
＋３，犆犎＝犿－狀，∵犅犆＝４，∴犿２－２犿＋３＋犿－狀＝４，即狀＝犿２－犿－１．　（３）①当∠犃犈犇

１１

参考答案　　　　　



新课标

·

学习方法指导丛书

·

数学九年级

·

下册

＝∠犃犆犅＝９０°，即犇犈∥犅犆时，有△犃犈犇∽△犃犆犅，此时犇，犈关于
抛物线的对称轴对称，∴犿＋狀＝２，∵狀＝犿２－犿－１，∴２－犿＝犿２－
犿－１，犿槡＝３或犿 槡＝－３（舍去），∴狀 槡＝２－３，∴犪 槡＝６－３；②当
∠犃犇犈＝∠犃犆犅＝９０°时，∠犃＝∠犃，有△犃犇犈∽△犃犆犅．画犇犕⊥
犃犆于犕，∵∠犃＝４５°，∴∠犃犈犇＝∠犃＝４５°，∴犃犕＝犕犈＝犇犕＝
犿－狀，∵犕犈＝（犿２－２犿＋３）－（狀２－２狀＋３）＝（犿－狀）（犿＋狀－２）＝
犿－狀，犿≠狀，∴犿＋狀－２＝１，狀＝３－犿，３－犿＝犿２－犿－１，犿＝２或犿＝－２（舍去），∴狀＝１，
犪＝５．综上，当犪 槡＝６－３或犪＝５时，△犃犇犈与△犃犆犅相似．

２０１６年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模拟卷３

一、选择题
１．Ｃ　２．Ｄ　３．Ａ　４．Ｂ　５．Ｄ　６．Ｃ　７．Ｄ　８．Ｃ　９．Ｄ　１０．Ｃ　１１．Ｃ　１２．Ｂ
二、填空题
１３．－５２　１４．２０π　１５．４　１６．－５　１７．２０　１８．狔＝－

６
狓

三、解答题
１９．解：原式＝２狓２－狓－２狓＋１＋（狓２＋２狓＋１）＋１＝２狓２－狓－２狓＋１＋狓２＋２狓＋１＋１＝３狓２
－狓＋３．∵３狓２－狓－４＝０，∴３狓２－狓＝４，原式＝（３狓２－狓）＋３＝４＋３＝７．　２０．解：（１）如图，
四边形犃犅犆犇就是所求的图形（２）如图所示，直线犃犈即为所求．

（第２０题） 　　　　 （第２１题）

２１．解：（１）犪＝５０，如图　（２）５２％　（３）４．８×１０＋６×５０＋９×３０＋１２×９＋２４×１１００ ＝７．５（万
元）　故被调查的消费者平均每人年收入为７．５万元．　２２．解：由题意，得犆犇∥犃犅，　∴
∠犆犃犗＝∠犃犆犇＝６０°，∠犆犅犃＝∠犅犆犇＝３０°．在Ｒｔ△犃犗犆中，∠犆犃犗＝６０°，犆犗＝２７００米，
则犃犗＝犆犗

ｔａｎ６０°＝２７００×
１
槡３ 槡＝９００３；在Ｒｔ△犆犗犅中，∠犆犅犃＝３０°，犆犗＝２７００米，则犅犗＝

犆犗
ｔａｎ３０° 槡 槡＝２７００×３＝２７００３∴犃犅＝犅犗－犃犗 槡＝１８００３．答：隧道犃犅的长为 槡１８００３米．　
２３．（１）证明：连结犅犇．∵犃犇是⊙犗的直径，∴∠犃犅犇＝９０°．设∠犅犃犇＝∠１，∴∠１＋∠犇

２１



＝９０°．∵∠犆＝∠犇，∠犆＝∠犅犃犈，∴∠犇＝∠犅犃犈．∴∠１＋
∠犅犃犈＝９０°．即∠犇犃犈＝９０°．∵犃犇是⊙犗的直径，∴直线犃犈
是⊙犗的切线．　（２）过点犅作犅犉⊥犃犈于点犉，则∠犅犉犈＝９０°．
∵犈犅＝犃犅，∴∠犈＝∠犅犃犈，犈犉＝１２犃犈＝

１
２×２４＝１２．∵

∠犅犉犈＝９０°，ｃｏｓ犈＝４５，∴犈犅＝
犈犉
ｃｏｓ犈＝

５
４×１２＝１５．∴犃犅＝１５．由（１）知∠犇＝∠犅犃犈，又

∠犈＝∠犅犃犈，∴∠犇＝∠犈．∵∠犃犅犇＝９０°，∴ｃｏｓ犇＝犅犇犃犇＝
４
５．设犅犇＝４犽，则犃犇＝５犽．在

Ｒｔ△犃犅犇中，犃犅＝犃犇２－犅犇槡 ２＝３犽＝１５，∴犽＝５．∴犃犇＝２５，∴⊙犗的半径为２５２．　

２４．解：（１）设商场第一次购进狓个玩具，由题意，得６８０００２狓－３２０００狓＝１０，解得狓＝２００，经检
验，狓＝２００是原方程的根，且符合题意，２狓＋狓＝２×２００＋２００＝６００　所以商场两次共购进
这种玩具６００个　（２）设售价为狔元，有题意，得２００（狔－１６０）＋４００（狔－１７０）６８０００＋３２０００ ≥２０％　解得

狔≥２００　答：每件售价至少２００元．　２５．解：（１）∵犿，狀是正实数，且满足犿＋狀＝犿狀，∴犿狀
＋１＝犿，即犿狀＝犿－１　∴“完美点”犘犿，

犿（ ）狀在直线狔＝狓－１上　
（２）∵点犃（０，５）与点犕都在直线狔＝－狓＋犫上，∴犫＝５，∴直线狔
＝－狓＋５，与狔轴交点犃（０，５），与狓轴交点为犇（５，０），∴犗犃＝犗犇
＝５，∴∠犕犃犗＝４５°，设直线狔＝狓－１与狔轴的交点为犈，同理可得
∠犃犈犅＝４５°，∴犈犆⊥犃犇．∵点犅，犆是“完美点”，且点犅在线段
犃犕上，犃犕 槡＝４２，∴犅，犆在直线狔＝狓－１上，且犕在第一象限
内．画犕犎⊥狔轴于犎，则犕犎＝犃犎＝４，∴犕（４，１），解直线狔＝狓－１与狔＝－狓＋５的交点
得犅（３，２），∵犕犆槡＝３，犅犕槡＝２，∴犅犆＝（槡３）２－（槡２）槡 ２＝１，∴△犕犅犆的面积为１２×犅犕

×犅犆＝槡２２　２６．解：（１）抛物线狔＝－狓２＋犫狓＋犮经过犃（－１，０），犆（０，４）两点，∴
－１－犫＋犮＝０
犮烅
烄
烆＝４

，∴犫＝３犮烅
烄
烆＝４

，∴抛物线的解析式狔＝－狓２＋３狓＋４；　（２）令－狓２＋３狓＋４＝０，解

得狓＝－１或４，∴犅（４，０），设直线犅犆的解析式为狔＝犽狓＋犪，∴４犽＋犪＝０犪烅
烄
烆＝４

，∴犽＝－１犪烅
烄
烆＝４

，直

线犅犆的解析式为狔＝－狓＋４，设犘（狋，－狋２＋３狋＋４），则犙（狋，－狋＋４），∴犿＝犘犙＝－狋２＋３狋
＋４－（－狋＋４）＝－狋２＋４狋＝－（狋－２）２＋４，∴当狋＝２时，犿的最大值为４；　（３）∵抛物线上
一点犇的纵坐标为犿的最大值，∴－狓２＋３狓＋４＝４，解得狓＝０（舍）或３，∴犇（３，４），过点犇
作犇犎⊥犅犆于犎，过点犈作犈犉⊥狓轴于犉，在△犆犇犅中，犆犇＝３，犆犅 槡＝４２，∠犇犆犅＝４５°，

∴犆犎＝犇犎＝槡３２２，∴犅犎＝犆犅－犆犎＝槡５２２，∵∠犇犅犈＝∠犆犅犗＝４５°，∴∠犇犅犆＝∠犈犅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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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

·

学习方法指导丛书

·

数学九年级

·

下册

∴ｔａｎ∠犇犅犆＝犇犎犎犅＝
犈犉
犅犉＝

３
５．设犈犉＝３犪，∴犅犉＝５犪，∴犗犉＝５犪－４，∴犉（４－５犪，０），犈（４－

５犪，３犪）∵点犈在抛物线上，∴３犪＝－（４－５犪）２＋３（４－５犪）＋４，解得犪＝０（舍）或２２２５，

∴犈－２５，
６６（ ）５５．

２０１６年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模拟卷４

一、选择题
１．Ｄ　２．Ａ　３．Ｂ　４．Ｄ　５．Ｃ　６．Ａ　７．Ｂ　８．Ｃ　９．Ａ　１０．Ｄ　１１．Ｃ　１２．Ａ
二、填空题
１３．２　１４．３（犪＋３）（犪－３）　１５．４５°　１６．１．８　１７．－２≤狓≤０或狓≥２　１８．６２
三、解答题

１９．解：原式＝１＋３－２－１－４＝－３　２０．解：原式＝犪－１犪＋２·
（犪＋２）（犪－２）
（犪－１）２ ·（犪＋１）（犪－１）

＝（犪－２）（犪＋１）＝犪２－犪－２　当犪２－犪＝０时，原式＝－２．　２１．解：（１）画树状图或列表（略）

∴犘（两个球都是白球）＝２６＝
１
３　（２）设应添加狓个红球，由题意得

１＋狓
３＋狓＝

２
３　解得狓＝３

（经检验是原方程的解）　答：应添加３个红球．　２２．解：（１）∵狔＝－１２狓－２，令狔＝０，得狓
＝－４，即犃（－４，０）．令狓＝０，得狔＝－２，即犅（０，－２），∴犗犃＝４，犗犅＝２．又∵犘为犃犅的中
点，∴犘（－２，－１）　（２）∵∠犃犗犅＝９０°，犘为犃犅的中点，∴犗犘＝１２犃犅＝犃犘　∵犘犆⊥狓轴，

∴犗犆＝犃犆＝２　又∵ｔａｎ∠犃犗犙＝１２，∴
犙犆
犆犗＝

１
２，∴犙（－２，１）．把犙（－２，１）代入狔＝

犽
狓，得犽

＝－２．　（３）证明：由（１）（２）可知犗犘＝犃犘＝犃犙＝犗犙槡＝５，四边形是菱形．　２３．（１）证明：
∵∠犅犇犆＝∠犈，∠犅犇犆＝∠犆犃犅，∴∠犈＝∠犆犃犅，∵犈犉⊥犃犆于点犉，即∠犃犉犈＝９０°∴
∠犈＋∠犈犃犉＝９０°，∴∠犆犃犅＋∠犈犃犉＝９０°，即∠犈犃犗＝９０°，∴犃犈是⊙犗切线　（２）∵
∠犈＝∠犅犇犆，∴ｓｉｎ∠犈＝ｓｉｎ∠犅犇犆＝３５∴Ｒｔ△犃犈犉中，

犃犉
犃犈＝

３
５，且犃犈＝１０　∴犃犉＝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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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犗犉⊥犃犆于点犉，∴犃犆＝２犃犉＝１２　２４．解：（１）犮＝５．　（２）由（１）知，犗犆＝５，令狔＝０，即
－１２０狓

２＋５＝０，解得狓１＝１０，狓２＝－１０．∴地毯的总长度为：犃犅＋２犗犆＝２０＋２×５＝３０，∴３０

×１．５×２０＝９００（元）．答：购买地毯需要９００元．　（３）可设犌的坐标为犿，－１２０犿
２（ ）＋５，其

中犿＞０，则犈犉＝２犿，犌犉＝－１２０犿
２＋５．由已知得：２（犈犉＋犌犉）＝２７．５，即２

２犿－１２０犿
２（ ）＋５＝２７．５，解得：犿１＝５，犿２＝３５（不合题意，舍去）．把犿１＝５代入－１２０犿

２＋５，

得，等式＝－１２０×５
２＋５＝３．７５．∴点犌的坐标是（５，３．７５）．∴犈犉＝１０，犌犉＝３．７５．在犚狋

△犈犉犌中，ｔａｎ∠犌犈犉＝犌犉犈犉＝
３．７５
１０＝０．３７５．　２５．（１）证明：连结犅犇，∵犃犅＝犃犇，∠犃＝

３６°，∴∠犃犅犇＝∠犃犇犅＝７２°，△犃犅犇为等腰三角形　∵犃犅∥犆犇，∴∠犆犇犅＝∠犃犅犇＝
７２°，∵∠犆＝７２°，∴∠犆犇犅＝∠犆，∴△犅犇犆为等腰三角形　∵∠犃犅犇＝∠犆犇犅，∠犆＝
∠犃犇犅，∴△犃犅犇∽△犅犇犆，∴四边形犃犅犆犇为好玩四边形．　（２）①在好玩四边形犃犅犆犇
中，犃犅＝犃犇＝４，犅犆＝犅犇＝２，　∴△犃犅犇∽△犅犇犆，∴∠犃犅犇＝∠犆犇犅，犆犇犇犅＝

犇犅
犃犅，∴犆犇

∥犃犅，犇犆＝１．画犅犈⊥犆犇于犈，犆犉⊥犃犅的延长线于犉，∵犅犆＝

犅犇，∴犅犉＝犆犈＝犇犈＝１２，犆犉＝犅犈＝
槡１５
２　∴四边形犃犅犆犇

的面积为
（１＋４）×槡１５２

２ ＝槡５１５
４　②由△犃犅犇∽△犅犇犆，得犗犆犗犃

＝犇犆犃犅＝
１
４，∴犃犗＝

４
５犃犆＝

４
５ 槡１５（ ）２

２
＋４＋（ ）１２槡 ２

＝槡８６５　（３）９　２６．解：（１）ｓｉｎ∠犆犘犅＝

槡２
２　（２）∵∠犆犘犅＝４５°，∴∠犆犙犉＝∠犘犙犗＝４５°，∴犉犆＝犉犙，设犉犆＝犉犙＝犪　则犗犉＝犪
＋３，连结犗犆，在Ｒｔ△犗犆犉中，犉犆２＋犗犉２＝犗犆２犪２＋（犪＋３）２＝４２２犪２＋６犪＝７∴犛矩形犆犈犌犉
＝２犆犉×犉犗＝２犪（犪＋３）＝７　（３）不变　∵犃犅垂直平分犆犈，∴犘犆＝犘犈，且∠犆犘犅＝
∠犈犘犎＝４５°，∴犘犈⊥犆犇，∴犘犇２＋犘犆２＝犘犇２＋犘犈２＝犇犈２　∵∠犘犆犎＝４５°，∴︵犇犈＝９０°，
∴犇犗⊥犈犗，∴犇犈槡＝２犗犇 槡＝４２∴犘犇２＋犘犆２＝３２　（４）当点犘
在直径犃犅上时，犛△犘犇犈＝１２犘犇×犘犈＝

１
２犘犇×犘犆＝４犘犇×犘犆

＝８　又犘犇２＋犘犆２＝３２　∴犆犇２＝（犘犇＋犘犆）２＝３２＋１６＝４８
犆犇 槡＝４３　当点犘在犃犅延长线上，同理可得：∴犆犇２＝（犘犇－
犘犆）２＝３２－１６＝１６犆犇＝４　综上，犆犇的长为槡４３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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