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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年 级 教 学 质 量 监 测

数 学

本试卷分第Ⅰ卷（选择题）和第Ⅱ卷（非选择题）两部分，共 6页，满分

100分，考试时间 90分钟

注意事项：

1．答卷前，考生首先检查答题卡是否整洁无缺损，之后务必用黑色签字笔在答题卡

指定位置填写自己的学校、班级、姓名及座位号，在右上角的信息栏填写自己的

考号，并用 2B 铅笔填涂相应的信息点．

2．选择题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 2B 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

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它答案，答案不能答在试卷上，不按要求填涂

的，答案无效．

3．非选择题必须用黑色签字笔作答，答案必须写在答题卡各题目指定区域内相应位

置上，请注意每题答题空间，预先合理安排，如需改动，先划掉原来的答案，然

后再写上新的答案．不准使用铅笔和涂改液，不按以上要求作答的答案无效．

4．考生必须保持答题卡的整洁，不折叠，不破损．考试结束后，将答题卡交回．

5．允许使用计算器．

第Ⅰ卷 选择题（36分）

一、选择题（本题有 12 小题，每小题 3分，共 36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

项中，只有一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正确的选项用铅笔涂在答题卡上．．．．．．．．．．．．．．．．）

1．如图的几何体是由五个同样大小的正方体搭成的，其主视图是（ ）

A． B． C． D．

【考点】简单组合体的三视图．菁优网版权所有

【分析】根据从正面看得到的视图是主视图，可得答案．

【解答】解：从正面看第一层是三个正方形，第二层左边一个正方形，故 A符合题意，
故选：A．
【难易度】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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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本题考查了简单组合体的三视图，从正面看得到的视图是主视图．

2．一元二次方程 x2﹣9=0的解是（ ）

A． x=﹣3 B． x=3 C． x1=3，x2=﹣3 D．x=8

【考点】解一元二次方程-直接开平方法．菁优网版权所有

【分析】首先把﹣9移到方程的右边，然后两边直接开平方即可．
【解答】解：x2﹣9=0，
移项得：x2=9，
两边直接开平方得：x=±3，
故选：C．
【难易度】易

【点评】此题主要考查了直接开方法解一元二次方程，解这类问题要移项，把所含未知数

的项移到等号的左边，把常数项移项等号的右边，化成 x2=a（a≥0）的形式，利用数的开
方直接求解．

3．点（2，﹣2）是反比例函数 y= 的图象上的一点，则 k=（ ）

A． ﹣1 B． C．﹣4 D．﹣

【考点】反比例函数图象上点的坐标特征．菁优网版权所有

【分析】直接把点（2，﹣2）代入反比例函数 y= ，求出 k的值即可．

【解答】解：∵点（2，﹣2）是反比例函数 y= 的图象上的一点，

∴﹣2= ，解得 k=﹣4．

故选 C．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查的是反比例函数图象上点的坐标特点，熟知反比例函数图象上各点的坐

标一定适合此函数的解析式是解答此题的关键．

4．下列关于 x的一元二次方程有实数根的是（ ）

A． x2+1=0 B．x2+x+1=0 C．x2﹣x+1=0 D．x2﹣x﹣1=0

【考点】根的判别式．菁优网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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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分别计算各选项的判别式△值，然后和 0比较大小，再根据一元二次方程根与系
数的关系就可以找出符合题意的选项．

【解答】解：A、△=﹣4＜0，方程没有实数根；
B、△=1-4=-3<0，方程没有实数根；
C、△=1﹣4=﹣3＜0，方程没有实数根；
D、△=1+4=5＞0，方程有两个不相等的实数根．
故选 D．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查了根的判别式，一元二次方程 ax2+bx+c=0（a≠0）的根与△=b2﹣4ac有
如下关系：

（1）△＞0⇔方程有两个不相等的实数根；

（2）△=0⇔方程有两个相等的实数根；

（3）△＜0⇔方程没有实数根．

5．一个口袋中有 2个红球，3个白球，这些球除色外都相同，从口袋中随机摸出一个球，

这个球是红球的概率是（ ）

A． B． C． D．

【考点】概率公式．菁优网版权所有

【分析】由一个口袋中有 2个红球，3个白球，这些球除色外都相同，直接利用概率公式
求解即可求得答案．

【解答】解：∵一个口袋中有 2个红球，3个白球，这些球除颜色外都相同，

∴从口袋中随机摸出一个球，这个球是红球的概率是： = ．

故选 A．
【难易度】易

【点评】此题考查了概率公式的应用．用到的知识点为：概率=所求情况数与总情况数之
比．

6．顺次连结对角线相等的四边形的四边中点所得图形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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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正方形 B．矩形 C．菱形 D．以上都不对

【考点】菱形的判定；三角形中位线定理．菁优网版权所有

【分析】画出图形，由三角形中位线的性质，再根据有一组邻边相等的平行四边形是菱形

得出答案．

【解答】已知，如图：

E、F、G、H分别是四边形 ABCD各边 AB、BC、CD、DA的中点，对角线 AC=BD，
求证：四边形 EFGH是菱形．
证明：∵E、F、G、H分别是四边形 ABCD各边 AB、BC、CD、DA的中点，
∴EH∥FG，EH=FG，
∴四边形 EFGH是平行四边形，

又∵EF= AC，EH= AC，AC=BD，

∴EH=EF，
∴平行四边形 EFGH是菱形，
∴四边形 EFGH是菱形．
故选 C．

【难易度】易

【点评】菱形的判别方法是说明一个四边形为菱形的理论依据，常用三种方法：

①定义；
②四边相等；
③对角线互相垂直平分．具体选择哪种方法需要根据已知条件来确定．

7．如图，在菱形 ABCD中，BD=6，AC=8，则菱形 ABCD

的周长为（ ）

A．20 B．16

C．25 D． 30

【考点】菱形的性质．菁优网版权所有

【分析】根据菱形对角线互相垂直平分的性质，可以求得 BO=OD，AO=OC，在 Rt△AOB
中，根据勾股定理可以求得 AB的长，即可求菱形 ABCD的周长．
【解答】解：菱形对角线互相垂直平分，

∴BO=OD=3，AO=OC=4，

∴AB= =5，

∴菱形的周长=4AB=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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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选 A．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查了勾股定理在直角三角形中的运用，考查了菱形各边长相等的性质，

本题中根据勾股定理计算 AB的长是解题的关键．

8．下列命题中，假命题的是（ ）

A． 四边形的外角和等于内角和

B． 对角线互相垂直的平行四边形是菱形

C． 矩形的四个角都是直角

D． 相似三角形的周长比等于相似比的平方

【考点】命题与定理．菁优网版权所有

【分析】利用四边形的内角和和外角和、平行四边形的判定、矩形的性质及相似三角形的

性质分别判断后即可确定正确的选项．

【解答】解：A、四边形的外角和和内角和均为 360°，正确，为真命题；
B、对角线互相垂直的平行四边形是菱形，正确，为真命题；
C、矩形的四个角都是直角，正确，为真命题；
D、相似三角形的周长的比等于相似比，故错误，为假命题，
故选 D．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查了命题与定理的知识，解题的关键是了解四边形的内角和和外角和、平

行四边形的判定、矩形的性质及相似三角形的性质，难度不大．

9．如图，平行于 BC的直线 DE把△ABC分成的两部分面积相等，则 =（ ）

A． B． C D．

【考点】相似三角形的判定与性质．菁优网版权所有

【分析】如图，证明△ADE∽△ABC，得到 ；

证明 = ，求出 即可解决问题．

【解答】解：∵DE∥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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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ABC，

∴ ；

∵平行于 BC的直线 DE把△ABC分成的两部分面积相等，

∴ = ，

∴ = ，

故选 D．

【难易度】中等

【点评】该题主要考查了相似三角形的判定及其性质的应用问题；解题的关键是牢固掌握

相似三角形的判定及其性质．

10． 已知
1 ( 0),
3

a c e a c eb d f
b d f b d f

 
      

 
则 （ ）

A． B．
1
3

C． D．
2
3

【考点】比例的性质；分式的化简求值．菁优网版权所有

【专题】计算题．

【分析】由 = = =
1
3
，可得 b=3a，d=3c，f=3e，代入可求得 的值．

【解答】解：∵ = = =
1
3
，

∴b=3a，d=3c，f=3e，

∴ =
1
3
，

故选 B．
【难易度】中等

【点评】本题主要考查比例的性质，由条件得出 b=2a，d=2c，f=2e，利用整体思想求得结
果是解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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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下列命题中，

①有一组邻边互相垂直的菱形是正方形

②若 2x=3y，则

③若（﹣1，a）、（2，b）是双曲线 y= 上的两点，则 a＞b

正确的有（ ）个

A．1 B．2 C．3 D．0

【考点】命题与定理．菁优网版权所有

【分析】根据正方形的判定对①进行判断；根据比例性质对②进行判断；根据反比例函数

的性质对③进行判断．

【解答】解：①有一组邻边互相垂直的菱形是正方形，所以①选项正确；

②若 2x=3y，则 = ，所以②选项错误；

③若（﹣1，a）、（2，b）是双曲线 y= 上的两点，则 a

＜b，所以③选项错误．
故选 A．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查了命题与定理：判断一件事情的语句，叫做命题．许多命题都是由题设

和结论两部分组成，题设是已知事项，结论是由已知事项推出的事项，一个命题可以写成

“如果…那么…”形式．有些命题的正确性是用推理证实的，这样的真命题叫做定理．

12. 如图，菱形 ABCD 中，AB=2，∠A=120°，点 P，Q，K 分别为线段 BC，CD，BD 上的任

意一点，则 PK+QK 的最小值为（ ）

A． 2 B． 3

C． 22 D． 32

【考点】轴对称-最短路线问题；菱形的性质．菁优网版权所有

【专题】压轴题；探究型．

【分析】先根据四边形 ABCD是菱形可知，AD∥BC，由∠A=120°可知∠B=60°，作点 P
关于直线 BD的对称点 Pʹ，连接 PʹQ，PC，则 PʹQ的长即为 PK+QK的最小值，由图可知，
当点 Q与点 C重合，CPʹ⊥AB时 PK+QK的值最小，再在 Rt△BCPʹ中利用锐角三角函数
的定义求出 PʹC的长即可．
【解答】解：∵四边形 ABCD是菱形，
∴AD∥BC，
∵∠A=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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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80°﹣∠A=180°﹣120°=60°，
作点 P关于直线 BD的对称点 Pʹ，连接 PʹQ，PʹC，则 PʹQ的长即为 PK+QK的最小值，由
图可知，当点 Q与点 C重合，CPʹ⊥AB时 PK+QK的值最小，
在 Rt△BCPʹ中，
∵BC=AB=2，∠B=60°，

∴PʹQ=CPʹ=BC•sinB=2× = ．

故选：B．

【难易度】难

【点评】本题考查的是轴对称﹣最短路线问题及菱形的性质，根据题意作出辅助线，构造

出直角三角形是解答此题的关键．

第Ⅱ卷 非选择题

二、填空题：（本题有 4小题，每小题 3分，共 12 分．把答案填在答题卡上．．．．．．．．．）．．

13．若 x=﹣2是关于 x的一元二次方程 x2+3x+m+1=0的一个解，则 m= .

【考点】一元二次方程的解．菁优网版权所有

【分析】先把 x=-2代入方程，可得关于 m的一元一次方程，解即可。
【解答】解：把 x=-2代入方程，得

4-6+m+1=0
解得 m=1
故答案是：1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查了一元二次方程的解，解题的关键是代入并正确的计算，难度不大。

14．一个暗箱里放有 a个除颜色外完全相同的球，这 a个球中红球只有3个．若每次将球

搅匀后，任意摸出 1个球记下颜色再放回暗箱．通过大量重复摸球试验后发现，摸到

红球的频率稳定在 20%附近，那么可以推算出 a的值大约是 .

【考点】利用频率估算概率．菁优网版权所有

【分析】在同样条件下，大量反复试验时，随机事件发生的频率逐渐稳定在概率附件，可

以从比例关系入手，列出方程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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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解：由题意可得， %20%1003


a
解得 15a 个

故答案是：15
【难易度】中等

【点评】本题利用了用大量试验得到的频率可以估计事件的概率。关键是根据红球的频率

得到相应的等量关系。

15．如图，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直线 l∥x轴，且直线 l分别与反比例函数 y= （x＞0）

和 y=﹣（x＜0）的图象交于点 P、Q，连结 PO、QO，则△POQ的面积为 .

【考点】反比例函数系数 k的几何意义．菁优网版权所有

【专题】计算题．

【分析】根据反比例函数比例系数 k的几何意义得到 S△OQM=4，S△OPM=3，然后利用
S△POQ=S△OQM+S△OPM进行计算．

【解答】解：如图，

∵直线 l∥x轴，

∴S△OQM= ×|﹣8|=4，S△OPM= ×|6|=3，

∴S△POQ=S△OQM+S△OPM=7．
故答案为 7．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考查了反比例函数比例系数 k的几何意义：在反比例函数 y= 图象中任取一

点，过这一个点向 x轴和 y轴分别作垂线，与坐标轴围成的矩形的面积是定值|k|．



中小学课外辅导领军品牌

SZ.ZY.COM 第 10页（共 6 页）

16．如图，已知正方形 ABCD的边长为 4，

点 E、F分别在边 AB，BC上，

且 AE=BF=1，则 OC= .

【考点】全等三角形的判定与性质；正方形的性质；相似三角形的判定与性质．菁优网版权所有

【分析】首先证明△BEC≌△CFD，即可证明 OC⊥DF，然后利用直角三角新的面积公式
即可求得 OC的长．
【解答】解：∵正方形 ABCD中，AB=BC=CD=4，∠B=∠DCF，
又∵AE=BF，

∴BE=CF=4﹣1=3，DF= = =5，

则在直角△BEC和直角△CFD中，

，

∴△BEC≌△CFD，
∴∠BEC=∠CFD，
又∵直角△BCE中，∠BEC+∠BCE=90°，
∴∠CFD+∠BCE=90°，
∴∠FOC=90°，即 OC⊥DF，

∴S△CDF= CD•CF= OC•DF，

∴OC= = = ．

故答案是： ．

【难易度】中等

【点评】本题考查了正方形的性质，以及全等三角形的判定与性质，证明△BEC≌△CFD
是解题的关键．

三、解答题（本大题有 7题,共 5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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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分）解方程：x2+6x﹣7=0

【考点】解一元二次方程-因式分解法．菁优网版权所有

【分析】首先把一元二次方程 x2+6x﹣7=0转化成两个一元一次方程的乘积，即（x+7）（x
﹣1）=0，然后解一元一次方程即可．
【解答】解：∵x2+6x﹣7=0，
∴（x+7）（x﹣1）=0，
∴x1=﹣7或 x2=1．
【难易度】易

【点评】本题主要考查了因式分解法解一元二次方程的知识，解答本题的关键是掌握因式

分解法解一元二次方程的步骤，此题难度不大．

18．（6分）一个不透明的口袋里装有分别标有汉字“美”、“丽”、“南”、“山”的

四个小球，除汉字不同之外，小球没有任何区别，每次摸球前先搅拌均匀再摸球．

（1）若从中任取一个球，求摸出球上的汉字刚好是“美”的概率；

（2）甲从中任取一球，不放回，再从中任取一球，请用树状图或列表法，求甲取出

的两个球上的汉字恰能组成“美丽”或“南山”的概率；

【考点】列表法与树状图法．菁优网版权所有

【分析】（1）由一个不透明的口袋里装有分别标有汉字“美”、“丽”、“南”、“山”的四个小
球，除汉字不同之外，小球没有任何区别，直接利用概率公式求解即可求得答案；

（2）首先根据题意画出树状图，然后由树状图求得所有等可能的结果与取出的两个球上
的汉字恰能组成“美丽”或“南山”的情况，再利用概率公式即可求得答案；
（3）首先根据题意画出树状图，然后由树状图求得所有等可能的结果与取出的两个球上
的汉字恰能组成“美丽”或“南山”的情况，再利用概率公式即可求得答案．
【解答】解：（1）∵有汉字“美”、“丽”、“南”、“山”的四个小球，任取一球，共有 4种不
同结果，

∴球上汉字是“美”的概率为 P= ；

（2）列表如下：
美 丽 南 山

美 ﹣﹣﹣ （丽，美） （南，美） （山，美）

丽 （美，丽） ﹣﹣﹣ （南，丽） （山，丽）

南 （美，南） （丽，南） ﹣﹣﹣ （山，南）

山 （美，山） （丽，山） （南，山） ﹣﹣﹣

所有等可能的情况有 12种，其中取出的两个球上的汉字恰能组成“美丽”或“南山”的情况有
4种，

则 P1= = ；

【难易度】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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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此题考查的是用列表法或树状图法求概率．列表法可以不重复不遗漏的列出所有

可能的结果，适合于两步完成的事件；树状图法适合两步或两步以上完成的事件；解题时

要注意此题是放回实验还是不放回实验．用到的知识点为：概率=所求情况数与总情况数
之比．

19．（6 分）如图，阳光下，小亮的身高如图中线段 AB 所示，他在地面上的影子如图中线

段 BC 所示，线段 DE 表示旗杆的高，线段 FG 表示一堵高墙．

（1）请你在图中画出旗杆在同一时刻阳光照射下形成的影子；

（2）如果小亮的身高 AB=1.6m，他的影子 BC=2.4m，旗杆的高 DE=15m，旗杆与高墙的

距离 EG=16m，请求出旗杆的影子落在墙上的长度．

【考点】相似三角形的应用；平行投影．菁优网版权所有

【分析】（1）连接 AC，过 D点作 AC的平行线即可；
（2）过M作MN⊥DE于 N，利用相似三角形列出比例式求出旗杆的高度即可．
【解答】解：（1）如图：线段MG和 GE就表示旗杆在阳光下形成的影子．

（2）过M作MN⊥DE于 N，
设旗杆的影子落在墙上的长度为 x，由题意得：△DMN∽△ACB，

∴

又∵AB=1.6，BC=2.4，
DN=DE﹣NE=15﹣x
MN=EG=16

∴

解得：x= ，

答：旗杆的影子落在墙上的长度为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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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易度】中等

【点评】本题考查了相似三角形的知识，解题的关键是正确的构造直角三角形．

20．（8分）如图，已知菱形 ABCD中，对角线 AC、BD

相交于点 O，过点 C作 CE∥BD，过点 D作 DE∥AC，

CE与 DE相交于点 E．

（1）求证：四边形 CODE是矩形．

（2）若 AB=5，AC=6，求四边形 CODE的周长．

【考点】菱形的性质；矩形的判定．菁优网版权所有

【分析】（1）如图，首先证明∠COD=90°；然后证明∠OCE=∠ODE=90°，即可解决问题．
（2）如图，首先证明 CO=AO=3，∠AOB=90°；运用勾股定理求出 BO，即可解决问题．
【解答】解：（1）如图，∵四边形 ABCD为菱形，
∴∠COD=90°；而 CE∥BD，DE∥AC，
∴∠OCE=∠ODE=90°，
∴四边形 CODE是矩形．
（2）∵四边形 ABCD为菱形，

∴AO=OC= AC=3，OD=OB，∠AOB=90°，

由勾股定理得：

BO2=AB2﹣AO2，而 AB=5，
∴DO=BO=4，
∴四边形 CODE的周长=2（3+4）=14．

【难易度】中等

【点评】该题主要考查了菱形的性质、矩形的性质、勾股定理等几何知识点及其应用问题；

解题的关键是牢固掌握菱形的性质、矩形的性质，这是灵活运用解题的基础和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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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分）A市某楼盘准备以每平方米 6000 元的均价对外销售，由于国务院有关房地产

的新政策出台后，购房者持币观望，房地产开发商为了加快资金周转，对价格经过两

次下调后，决定以每平方米 4860 元的均价开盘销售.

（1）求平均每次下调的百分率.

（2）某人准备以开盘价均价购买一套 100 平方米的住房，开发商给予以下两种优惠方案

以供选择：①打 9.8 折销售；②不打折，一次性送装修费每平方米 80 元，请通过计

算说明哪种方案更优惠？

【考点】一元二次方程的应用．

【专题】增长率问题；优选方案问题；压轴题。

【分析】（1）根据题意设平均每次下调的百分率为 x，列出一元二次方程，解方程即可得
出答案；

（2）分别计算两种方案的优惠价格，比较后发现方案①更优惠。

【解答】解：（1）设平均每次下调的百分率为 ，则

，

解得： （舍去）.

∴ 平均每次下调的百分率为 10%.
（2）方案①可优惠：

（元），

方案②可优惠： （元），

∴ 方案①更优惠.

【难易度】中等

【点评】本题主要考察一元二次方程的实际应用，阶梯关键是要读懂题目的意思，根据

题目给出的条件，找出合适的等量关系，列出方程，再求解，属于中档题。

22．（9分）如图，Rt△ABO的顶点 A是双曲线 y1= 与直线 y2=﹣x﹣（k+1）在第二象限

的交点．AB⊥x轴于 B，且 S△ABO= ．

（1）求这两个函数的解析式；

（2）求△AOC的面积．

（3）直接写出使 y1＞y2成立的 x的取值范围

【考点】反比例函数与一次函数的交点问题．菁优网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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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1）先根据反比例函数的图象所在的象限判断出 k的符号，在由△ABO的面积
求出 k的值，进而可得出两个函数的解析式；
（2）把两函数的解析式组成方程组，求出 x、y的值，即可得出 A、C两点的坐标，再由
一次函数的解析式求出直线与 x轴的交点，由 S△AOC=S△AOD+S△COD进行解答即可．

（3）直接根据一次函数与反比例函数的交点坐标求出一次函数的值大于反比例函数的值 x
的取值范围即可．

【解答】解：（1）∵反比例函数 y= 的图象在二、四象限，

∴k＜0，

∵S△ABO=|k|= ，

∴k=﹣3，

∴反比例函数的解析式为：y=﹣ ，

一次函数的解析式为：y=﹣x﹣（﹣3+1），即 y=﹣x+2；
（2）∵把一次函数与反比例函数的解析式组成方程组，

得 ，

解得 ， ，

∴A（﹣1，3），C（3，﹣1）；
∵一次函数的解析式为：y=﹣x+2，
∴令 y=0，则﹣x+2=0，即 x=2，
∴直线 AC与 x轴的交点 D（2，0），
∵A（﹣1，3），C（3，﹣1），

∴S△AOC=S△AOD+S△COD= ×2×（3+1）=4；

（3）∵两个函数图象的两个交点坐标是 A（﹣1，3），C（3，﹣1），
∴（3）-1＜x＜0或 x＞3 （只写对一个不等式给 1分）
【难易度】中等

【点评】本题考查的是反比例函数与一次函数的交点问题，待定系数法求一次函数及反比

例函数的解析式，能根据△ABO的面积求出 k的值是解答此题的关键．

23．（10分）如图，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四边形 ABCD是平行四边形，AD＝6，若 OA、

OB的长是关于 x的一元二次方程 01272  xx 的两个根，且 OA＞OB.

（1）求 OA、OB的长.

（2）若点 E为 x轴上的点，且 S△AOE＝
3
16
，求经过 D、E两点的直线解析式，并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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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AOE与△AOD是否相似.

（3）若点M在平面直角坐标系内，则在直线 AB上是否存在点 F，使以 A、C、F、

M为顶点的四边形为菱形？若存在，直接写出 F点的坐标，若不存在，请说明

理由.

【考点】相似三角形的判定与性质；解一元二次方程-因式分解法；待定系数法求一次函数
解析式；平行四边形的性质；菱形的性质．菁优网版权所有

【专题】综合题；压轴题．

【分析】（1）解一元二次方程求出 OA，OB的长度；
（2）先根据三角形的面积求出点 E的坐标，并根据平行四边形的对边相等的性质求出点
D的坐标，然后利用待定系数法求解直线的解析式；分别求出两三角形夹直角的两对应边
的比，如果相等，则两三角形相似，否则不相似；

（3）根据菱形的性质，分 AC与 AF是邻边并且点 F在射线 AB上与射线 BA上两种情况，
以及 AC与 AF分别是对角线的情况分别进行求解计算．
【解答】解：（1）x2﹣7x+12=0，
（x﹣3）（x﹣4）=0，
∴x﹣3=0，x﹣4=0，
解得 x1=3，x2=4，
∵OA＞OB，
∴OA=4，OB=3，
（2）根据题意，设 E（x，0），则

S△AOE= ×OA×x= ×4x= ，

解得 x= ，

∴E（ ，0）或（﹣ ，0），

∵四边形 ABCD是平行四边形，
∴点 D的坐标是（6，4），
设经过 D、E两点的直线的解析式为 y=kx+b，

则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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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得 ，

∴解析式为 y= x﹣ ；

② ，

解得 ，

解析式为：y= x+ ，

在△AOE与△DAO中， = = ，

= = ，

∴ = ，

又∵∠AOE=∠OAD=90°，
∴△AOE∽△DAO；

（3）根据计算的数据，OB=OC=3，
∴AO平分∠BAC，
①AC、AF是邻边，点 F在射线 AB上时，AF=AC=5，
所以点 F与 B重合，
即 F（﹣3，0），
②AC、AF是邻边，点 F在射线 BA上时，M应在直线 AD上，且 FC垂直平分 AM，
点 F（3，8）．

③AC是对角线时，做 AC垂直平分线 L，AC解析式为 y=﹣ x+4，直线 L过（ ，2），

且 k值为 （平面内互相垂直的两条直线 k值乘积为﹣1），

L解析式为 y= x+ ，联立直线 L与直线 AB求交点，

∴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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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AF是对角线时，过 C做 AB垂线，垂足为 N，根据等积法求出 CN= ，勾股定理得出，

AN= ，做 A关于 N的对称点即为 F，AF= ，过 F做 y轴垂线，垂足为 G，FG= × = ，

∴F（﹣ ， ）．

综上所述，满足条件的点有四个：F1（﹣3，0）；F2（3，8）；F3（﹣ ，﹣ ）；F4

（﹣ ， ）．

【难易度】难

【点评】本题考查了解一元二次方程，相似三角形的性质与判定，待定系数法求函数解析

式，综合性较强，（3）求点 F要根据 AC与 AF是邻边与对角线的情况进行讨论，不要漏
解．

卓越·万蝶教育数学组四位老师均毕业于重点大学数学专业，多年的一对一教

学经验，对深圳中考有独到的研究，能够准确把握深圳中考动态，掌握重难点

以及考点，所带学生考入四大名校者不计其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