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 呼 和 浩 特 市 中 考 试 卷

数学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10小题,每小题3分,共30分)

1.A 2.D 3.B 4.D 5.D

6.C 7.A 8.C 9.B 10.C

二、填空题(本大题共6小题,每小题3分,共18分)

11.xy(x+2)(x-2)

12. -8

13.12π,216

14.0.8a,5
8

15. 3,2+ 7

16.0,1,0,1

三、解答题(本大题共8小题,共72分)

17.(10分)

(1)(5分)解:原式=3-25÷ 5+1

=3-2+1

=2

(2)(5分)解:
1.5(20x+10y)=15000

1.2(110x+120y)=97200{ 化简得
2x+y=1000　①

11x+12y=8100②{
①×12-②得:13x=3900

解得x=300

把x=300代入①得:y=400

∴　方程组的解为:
x=300

y=400{

18.(8分)(1)证明:∵　BE∥DF

∴　∠BEC=∠DFA

∴　∠AEB=∠CFD

又∵　四边形ABCD 是平行四边形

∴　AB■CD

∴　∠BAE=∠DCF

∴　ΔABE ≌ΔCDF

(2)四边形BEDF 分别是平行四边形与菱形

19.(10分)解:(1)将一年级20名同学成绩整理如下表:

成绩 25 30 37 39 43 49 50

人数 1 2 4 2 5 4 2

所以a=41.1,b=43,c=42.5,m=55%,n=65%

从表中优秀率看,二年级样本优秀率达到65%高于一年级的55%,所以估计二年级

学生的优秀率高,所以用优秀率评价,估计二年级学生掌握党史知识较好.

(2)∵　样本合格率为:37
40×100%　　∴　估计总体的合格率大约为:37

40×100%

∴　估计参加测试的两个年级合格学生约为:1240×
37
40×100%=1147人

∴　估计超过了1000人.

(3)一年级满分有2人,设为 A、B,二年级满分有3人,设为1、2、3

则从这5人中选取2人的所有情况为:AB,A1,A2,A3,B1,B2,B3,12,13,23,共

有10种

∴　可求得两人在同一年级的概率为:p=
4
10=

2
5

20.(8分)解:如图,过C、D 分别作CP⊥MN、DQ⊥MN 垂足为P、Q

设河宽为x 米.

由题意知,ΔACP 为等腰直角三角形

∴　AP=CP=x,BP=x-20

在RtΔBDQ 中,∠BDQ=55°

∴　tan55°=
BQ
DQ=

x-20+60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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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55°·x=x+40

∴　(tan55°-1)·x=40

∴　x=
40

tan55°-1

所以河宽为
40

tan55°-1
米

21.(7分)解:(1)　主叫时间　,　　计费　　

方式一:y=
58 0<x≤150

58+0.25(x-150) x>150{
方式二:y=

88 0<x≤350

88+0.19(x-350) x>350{
(2)大致图象如下:

由图可知:当主叫时间在270分钟以内选方式一,270分钟时两种方式相同,超过270

分钟选方式二

22.(7分)解:设去年 A足球售价为x 元/个,则B足球售价为(x+12)元/个

由题意得:2880
x =

3
2

·2400
x+12

96
x=

120
x+12

96(x+12)=120x

∴　x=48

经检验,x=48是原分式方程的解且符合题意

∴　A足球售价为48元/个,B足球售价为60元/个

设今年购进B足球的个数为a 个,则有

(50-a)×48×(1+5%)+a×60×(1-10%)≤(2880+2400)×
1
2

∴　50.4×50-50.4a+54a≤2640

3.6a≤120

a≤
100
3

∴　最多可购进33个B足球

23. (10分)(1)证明:如图,设P 是☉O 上点A、B 以外任意一点

图1

过点P 作PP′⊥AB,交☉O 于点P′,垂足为M

若 M 与圆心 O不重合

连接OP,OP′

在ΔOPP′中

∵　OP=OP′

∴　ΔOPP′ 是等腰三角形

又PP′⊥AB

∴　PM=MP′

则AB 是PP′的垂直平分线

若 M 与圆心 O重合,显然AB 是PP′的垂直平分线

这就是说,对于圆上任意一点P,在圆上都有关于直线AB 的对称点P′,因此☉O 是

以直径AB 所在直线为对称轴的轴对称图形

(2)①证明:设☉O 半径为r

由πr2=4π 可得r=2　　∴　AB=4

连接AC,则∠BCA=90°

∵　C 是切点,连接OC

图2

∴　OC⊥CD

∵　BD⊥CD

∴　OC∥BD

∴　∠OCB=∠DBC

而∠OCB=∠OBC

∴　∠DBC=∠O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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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BCA=∠BDC=90°

∴　ΔACB ∽ΔCDB

∴　
BC
AB=

BD
BC

∴　BC2=AB·BD=4BD

∴　
1
2BC2=2BD

②证明:由①证明可知 ∠CBD=∠OBC 与切点C 的位置无关

又OD⊥BC

∴　可证得BD=OB

又∵　ΔOCB 是等腰三角形

∴　BC 与OD 互相垂直平分

又 ∠BDC=90°

∴　四边形BOCD 是边长为2的正方形

∴　OD=22

24.(12分)解:(1)顶点式为:y=a(x+
k
2a

)2+
4ah-k2

4a
,下方,　<　

(2)若设x1<x2 且不等于顶点横坐标

则A、B 两点位置可能有以下三种情况

图1
①当A、B 都在对称轴左侧时,由于在对称轴左侧,函数值随x 的

增大而减小,所以点A 在x 轴上方,点B 在x 轴下方,顶点M

在点B 下方,所以抛物线顶点必在x 轴下方.如图1所示

图2

②当A、B 都在对称轴右侧时,由于在对称轴右侧,函数值随x 的

增大而增大,所以点B 在x 轴上方,点A 在x 轴下方,顶点M

在点A 下方,所以抛物线顶点必在x 轴下方.如图2所示

③当A、B 在对称轴两侧时,由于A、B 分布在

图3

x 轴两侧,所以不管A、B 哪个点在x 轴下

方,都可以根据抛物线的对称性将其中一个

点对称到对称轴另一侧的抛物线上,同①或

②,可以说明抛物线顶点必在x 轴下方.如

图3所示

(3)证明:令y=ax2+(b-c)x+(a+b+c),a>0

当x1=0时,y1=a+b+c;

当x2=-1时,y2=2(a+c).

而(a+c)(a+b+c)<0

∴　y1·y2<0

∴　y=ax2+(b-c)x+(a+b+c)上存在两点(-1,2a+2c),(0,a+b+c)分别

位于x 轴两侧

∴　由(1)(2)可知,y=ax2+(b-c)x+(a+b+c)顶点在x 轴下方,

即
4a(a+b+c)-(b-c)2

4a <0

又a>0

∴　4a(a+b+c)-(b-c)2<0

即:(b-c)2>4a(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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