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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语中考师生

为了更好地应对上海市最新出台的中考政策,为了使学生和教师使用起来更实用,为了

体现上海中考最新的题型和重点,从而使考点解析更加全面,我们研究了最新的考试大纲和

要求打造了这本《上海中考总动员———数学(挑战满分版)》.
在编写的过程中,我们本着“学生最容易学习理解”和“教师最方便教学解答”的原则,广

泛听取了上海市各大学校不同层次的学校和培训机构的教师、学生及家长的宝贵意见,努力

使本书丰富、创新、完善,目的就是使读者能“学有所用,用有所得”,在复习考试的过程中以

最少的精力赢得最强大的竞争力.本书具有以下几大特点:

第一,复习方案更科学.为了应对上海市中考可能出现的题型、考点等变化,同时遵循学

生理解和接受内容的基本规律,我们按照循序渐进、逐步强化的模式编排内容,使读者能在

有限的复习时间里获得“有效学习”.
第二,基础训练更全面.“不遗漏任何一个小知识点,不忽略任何一个可能会出现的小考

点”是我们为读者整理基础考点的原则之一,只有全面覆盖每个考点,才有可能为读者在中

考中获得满分来增加筹码.
第三,专题训练题目更有针对性.这部分内容也可以称之为“仿真训练”,我们将历年中

考模拟题、真题分模块进行系统的专项整理,站在出题人的角度进行“题型分析”,并给出“方

法指导”,再辅以“典型考题”,使读者能够熟练掌握该题型,做到举一反三.
第四,全真模拟试卷更有实战性.中考数学模拟试卷是根据近几年中考或模拟试卷进行

编排的,涵盖了全书各考点中的重点、难点,习题有代表性和针对性,使同学们通过解答这些

试题获得最大的收益,为中考做好充分的准备.
第五,附赠自主招生试卷和推优生面试题更超值.这部分内容是为初三优等生准备重点

高中自主招生复习所用,重在强化置身著名高中自主招生测试的真切体验和适应能力.
另外,《上海中考总动员———数学(考点全解版)》是本书的基础版,与本书配合使用效果

会更好.书中若有任何知识内容或编辑差错之处,敬请读者原谅并指正,以使我们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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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与 式

测试1 实数的有关概念与运算

1.下列各数中,最小的是 (  )

A.0 B.1 C.-1 D.- 2

0
O

2.5
A

3.6
B

4.7
C

5.8
D

第2题

2.如图,数轴上有O,A,B,C,D 五点,根据图中各点所表

示的数,判断 18在数轴上的位置会落在下列哪一线段上?
(  )

A.OA B.AB C.BC D.CD

3.将(-5)0,(-3)3,(-cos30°)-2,这三个实数按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正确的顺序是

(  )

A.(- 3)3<(- 5)0<(-cos30°)-2 B.(-cos30°)-2<(- 5)0<(- 3)3

C.(- 5)0<(- 3)3<(-cos30°)-2 D.(-cos30°)-2<(- 3)3<(- 5)0

4.实数 10的整数部分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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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实数1
2

的倒数是    .

6.数轴上A、B 两点对应的实数分别是 2和2,若点A 关于点B 的对称点为点C,则点C 所

对应的实数为    .

7.计算: 3-2 =      .(结果保留根号)

a 0 b

第8题

8.实数a,b在数轴上对应点的位置如图所示,则|a|    |b|
(填“>”“<”或“=”).
9.对于两个不相等的实数a、b,定义一种新的运算如下,

a*b= a+b
a-b

(a+b>0),如:3*2= 3+2
3-2 = 5

,那么6*(5*4)=    .

10.已知a、b为两个连续的整数,且a< 28<b,则a+b=    .

11.对实数a、b,定义运算☆如下:a☆b=
ab(a>b,a≠0)

a-b(a≤b,a≠0){ ,例如2☆3=2-3=18
,则

[2☆(-4)]×[(-4)☆(-2)]=    .
12.计算

(1)22+ -1 - 9    (2)(-1)0+|2- 3|+2sin60°

(3)20160-3tan30°+ -13
æ

è
ç

ö

ø
÷

-2

-|3-2| (4)|-3|-(5-π)0+ 1
4

æ

è
ç

ö

ø
÷

-1

+(-1)3



数与式

测试2 整式与因式分解

1.当a>0时,下列关于幂的运算正确的是 (  )

A.a0=1    B.a-1=-a  C.(-a)2=-a2  D.a
1
2=1a2

2.下列计算正确的是 (  )

A.3a+2a=6a B.a2+a3=a5 C.a6÷a2=a4 D.(a2)3=a5

3.观察下列关于x的单项式,探究其规律:x,3x2,5x3,7x4,9x5,11x6,…按照上述规律,第

2015个单项式是 (  )

A.2015x2015 B.4029x2014 C.4029x2015 D.4031x2015

4.观察下列各式及其展开式:
(a+b)2=a2+2ab+b2

(a+b)3=a3+3a2b+3ab2+b3

(a+b)4=a4+4a3b+6a2b2+4ab3+b4

(a+b)5=a5+5a4b+10a3b2+10a2b3+5ab4+b5

…
请你猜想(a+b)10的展开式第三项的系数是 (  )

A.36 B.45 C.55 D.66
5.计算:3a3·a2-2a7÷a2=    .
6.分解因式

(1)-x3+2x2-x=    .
(2)a3b-4ab=    .
(3)ab-a=    .
(4)2x2y-8y=    .
(5)-2x2y+12xy-18y=    .
(6)x2-1=    .
(7)ax2-7ax+6a=    .
7.若(x+2)(x-1)=x2+mx+n,则m+n的值为多少?

8.已知x-y= 3,求代数式(x+1)2-2x+y(y-2x)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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