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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是国内题型教学研究先行者之一,精心研究数十载,在数学期刊上发表数学及心

理学论文近十篇,1986年由原河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学代数题型分析》一书.笔者认为

学好初中数学的基本技巧在于“明确知识点的结构特征,掌握知识点的应用功能特征”.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学数学题型教学实际上是数学关系结构———数学模型———的教

学,它具有结构性、综合性、自调性、监控性、有序性的特征,能促使学习者充分运用观察、实

验、比较、分析、综合、归纳、抽象、概括等基本数学思维方法,通过系列题组去认知数学模

型,由此获得数学基本概念、方法及基本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高层次的基本应用系

列题组的纵向类比和综合应用系列题组的横向概括,强化学习者对数学模型及解题模型本

质的理解,从而达到建立科学的“解题思维模型”.尤其是题型教学的开放性,使得已有思维

模式不断更新、合理,达到教学的预期目的.

近十余年来笔者潜心研究课改教材及中考命题,积近三十年教学之结晶,特向广大初

中学子及教学同仁推荐“必考基础题型大全”与“必考压轴题型大全”两套丛书.

前者 全面概括、总结了必考知识点及其应用功能特征,精心选择、科学归纳了各种类型

的基础题,题型最全,并做了较为详尽的思路解析及题型解法归类总结.牢固掌握此部分题

型的解法,即可较完美地达到教学基本要求.

后者 汇编了多学科内外知识点构成的拓展综合题、中考压轴题.这是一批具有一定综

合性、创新性,蕴含了典型数学思想的“好题”.掌握此部分题型的解法,即可达到教学的较

高要求.

两套丛书均附有近年中考考点大观全集,收集了近年全国中考试题,旨在使

同学们及时明确中考动态,尽早地备战中考.必考压轴题具有一定的挑战性,供有能力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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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攻坚.同时对试题与解答分块编辑,同学们可以作为自测试题,参照中考标准,衡量自我,

找出差距,继续开拓进取.

教育的实质是让每个学生的生活更美好,每天都有进步,并从进步中感受到快乐.

本书与人教版最新修订版教材同步,相信读者学完每节课、同步阅读本书同节相应题

型后,一定能无师自通,“横扫”作业,品尝“会做”的成就感.本书可供学生阶段复习及中考

前系统复习时使用.笔者由衷希望这两套题型大全能助学生进步,使学生体会到成功的

快乐!

李道中

2013年9月



001    

�	
························

阅读前,通过目录了解知识点的结构特征

阅读后,通过目录明确知识点的功能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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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与三角形有关的角 7……………………………………………………………

 1.2.1 三角形的内角 7…………………………………………………………………
题型A 有关“一般三角形角度解证型”的应用问题 7……………………
题型B 有关“直角三角形角度解证型”的应用问题 8……………………
题型C 有关“联系实际求解型”的应用问题 9……………………………

 1.2.2 三角形的外角 9…………………………………………………………………
题型A 有关“外角定理求解型”的应用问题 9……………………………
题型B 有关“外角定理证明型”的应用问题 10…………………………
题型C 有关“内外角平分线型”的应用问题 11…………………………
题型D 有关“构造三角形外角型”的应用问题 11………………………
题型E 有关“联系实际求解型”的应用问题 12…………………………



初
中
数
学
必
考
基
础
题
型
大
全(

八
年
级)

002    

1.3 多边形及其内角和 12……………………………………………………………

 1.3.1 多边形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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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 角 形

 1.1 与三角形有关的线段 

1.1.1 三角形的边

  题型 A　有关“概念识别判断型”的应用问题

����!

三角形———由不在同一条直线上的三条线段首尾顺次相接所组成的图形叫做三角形.
【解说】
(1)三角形的三条边是线段(不是直线、射线).
(2)三角形的三条边不在同一条直线上,三角形是一个封闭图形.
(3)三角形的顶点用大写字母表示,不能用小写字母表示.

A

B C

D E

图1 1 1

【例1】 若有一条公共边的两个三角形称为一对“共边三角形”,则
如图1 1 1所示的以BC 为公共边的“共边三角形”有(  ).

A.2对     B.3对    C.4对    D.6对

【解析】 图中以BC 为公共边的“共边三角形”有:△ABC,△DBC,

△EBC,所以有3对“共边三角形”,故应选B.

  题型 B　有关“图形分类判断型”的应用问题

����!

(1)三角形分类

① 按角分类:三角形
直角三角形

斜三角形
锐角三角形

钝角三角形{
{

② 按边分类:三角形
等腰三角形

底和腰不相等的等腰三角形

等边三角形{
不等边三角形

{
(2)有两条边相等的三角形叫做等腰三角形,有三条边相等的三角形叫做等边三

角形.
【解说】 明确对三角形进行分类的标准,在分类时要先确定是按边分类还是按角

分类,不能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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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2】 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①等腰三角形是等边三角形;②三角形按边分类可分为等腰三角形、等边三角形和不

等边三角形;③等腰三角形至少有两边相等;④三角形按角分类应分为锐角三角形、直角三

角形和钝角三角形.
A.①② B.①③④ C.③④ D.①②④
【解析】 选项①错误,等边三角形一定是等腰三角形;选项②错误,三角形按边分类可

分为等腰三角形和不等边三角形;选项③④正确,故应选C.

  题型 C　有关“三角形计数判断型”的应用问题

����!

这是一类从几何图形中数出三角形个数的应用问题.
【解说】 注意有序思想的应用.

1

A

B CD

E

F

图1 1 2

【例3】 在图1 1 2中,以∠1为内角的三角形共有

个,它在相应的三角形中所对的边是 ;以AE 为边的所有三角

形有 ,它在相应的三角形中所对的角是 .
【解析】 以∠1为内角的三角形共有2个,它在相应的三角形中

所对的边是EF 和DC;以AE 为边的所有三角形有△AEF、△AEB,
它在相应的三角形中所对的角是∠AFE,∠ABE.

  题型 D　有关“三边关系定理求解型”的应用问题

����!

三角形边长关系定理———三角形任意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任意两边之差小于第

三边.
【解说】
(1)“三角形边长关系定理”的应用问题,主要包括:
① 三角形能否存在的判断问题;
② 三角形三边数量范围的判断问题;
③ 三角形周长求解问题;
④ 三角形边长不等关系证明问题等.

(2)判断三条线段能否构成三角形首先判断出最大边,然后用较小两边之和与最

大边比较,若较小两边之和大于最大边,则能组成三角形,否则不能组成三

角形.
(3)较复杂的比较大小可采用“作差法”,即比较甲数-乙数,若甲数-乙数>0,则

甲数>乙数;若甲数-乙数<0,则甲数<乙数;若甲数-乙数=0,则甲数=乙

数.若已知三角形两边a、b(a>b),确定第三边x 的范围,一般建立不等式组

解之:a-b<x<a+b(本学期第九章将要学到).
(4)结合分类讨论思想、不等式变换思想、构造法思想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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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4】 一个三角形的两条边长分别为3cm和7cm,第三边为整数,这样的三角形有

(  ).
A.4个 B.5个 C.6个 D.7个

【解析】 设第三边长为xcm(x 为整数).因为据三角形边长关系定理,有7-3<x<
7+3,解得4<x<10.

又因为x 为整数,所以x=5、6、7、8、9.故应选B.

  题型 E　有关“三角形边长解证型”的应用问题

����!

这是一类依据“三角形边长不等关系定理”判断、解证的应用问题.
【解说】 证明线段和差不等问题,一般须依据三角形边长不等定理,必要时还要

构造出三角形.

【例5】(已知三角形边长解证型问题) 已知a、b、c是△ABC 的三边,其中a=2,b=
5,且三角形的周长是偶数.

(1)求c的值;(2)判断△ABC 的形状.
【解析】 (1)因为a+b=2+5=7,所以b-a=5-2=3,所以b-a<c<a+b,即3<c<7.
又因为三角形的周长为偶数,即a+b+c是偶数,所以c只能是5.
(2)因为b=c=5,所以△ABC 是等腰三角形.

1.1.2 三角形的高、中线与角平分线

  题型 A　有关“高线解证型”的应用问题

����!

A

A

AB D C B

B

(O)D

D

C C

E
E

O

O

F
F

图1 1 3

(1)三角形的高———从三角形的顶点向它的对边所在直线作垂线,顶点与垂足之

间的线段,叫做三角形的高.
(2)高线作图:依据三角形高线定义作图.
【解说】
(1)三角形的高线是“从三角形的

一个顶 点 向 它 的 对 边 所 在 直

线作垂 线”,注 意:是“对 边 所

在直线”,因此,锐角三角形的

三条高均在其内部;钝角三角

形有一条高在形内(钝角所对

边上的高),另外两条高在形外;直角三角形两直角边上的高,即相应的两条直

角边.如图1 1 3.
(2)三角形三条高相交于一点.
(3)三角形面积关系公式:在△ABC 中,三边a、b、c及其高ha、hb、hc,则a·ha=

b·hb=c·hc.(注:这个公式常用于在同一个三角形中,已知两条或三条高的

面积问题.这种思想方法称之为“面积解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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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D

E

图1 1 4

  【例6】 如图1 1 4所示,在△ABC 中,AD⊥BC,BE⊥AC,

BC=12,AC=8,AD=6,求BE 的长.
【解析】 据“三角形面积关系公式”有,AD·BC=AC·BE,所

以BE=12×6÷8=9.

  题型 B　有关 “中线解证型”的应用问题

����!

A

B D C

E

O

F

图1 1 5

三角形的中线———连接一个顶点和它对边中点的线段叫做三角形的中线.
【解说】
(1)三角形有三条中线,如图1 1 5,D、E、F 分别是BC、AC、

AB 的中点,则线段AD、BE、CF 是△ABC 的中线.
(2)三角形三条中线都在三角形的内部,且交于一点.
(3)三角形中线有两大功能:
① 三角形中线平分相应边,即两线段相等,有助于线段的等量代换;
② 三角形中线平分相应边,把三角形分成两个面积相等的三角形(等底同高的两

三角形面积相等).

A

B C

D

图1 1 6

【例7】(线段求解型问题) 在△ABC 中,AB=AC,BD 是△ABC 的中

线,且将△ABC 的周长分为12cm和15cm两部分,求三角形各边的长.
【解析】 如图1 1 6,设AB=AC=2x,因为D 是AC 的中点,

所以AD=CD=
1
2AC=x.①当AB+AD=15,BC+CD=12,

即2x+x=15,x+BC=12时,解得x=5,BC=7.②
当AB+AD=12,BC+CD=15时,即2x+x=12,x+BC=15时,
解得x=4,BC=11.故三角形各边的长分别为10cm,10cm,7cm或8cm,8cm,11cm.

A

B CD

E
F

图1 1 7

【例8】(面积解证型问题) 如图1 1 7,在△ABC 中,已知点D、
E、F 分别为BC、AD、CE 的中点,且S△ABC=4cm2,求阴影部分的

面积.
【解析】 据“三角形中线等分三角形面积”有,

S△ABD=
1
2S△ABC,S△ACD=

1
2S△ABC,S△BDE=

1
2S△ABD,

S△CDE=
1
2S△ACD,所以S△BEF=S阴影=

1
2S△BCE=

1
4S△ABC=1cm2.

  题型 C　有关 “角平分线解证型”的应用问题

����!

三角形的角平分线———在三角形中,一个内角的平分线和对边相交,这个内角的

顶点和交点之间的线段叫做三角形的角平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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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D

EF

O

图1 1 8

【解说】
(1)这是三角形角平分线等分角功能的应用问题.一个角的角

平分线是射线,三角形的角平分线是一条线段.
(2)三角形的角平分线都在形内,相交于一点,如图1 1 8.
(3)借助角平分线进行角度计算时,有时需要结合方程思想

求解.

A

B D C

E
O F

图1 1 9

【例9】(角平分线说理型问题) 如图1 1 9,△ABC 中,AD 是

△ABC 的角平分线,DE∥AC,DF∥AB,EF 交AD 于点O,请问:DO
是△DEF 的角平分线吗? 说明理由.

【解析】 DO 是△DEF 的角平分线.理由如下:
因为AD 是△ABC 的角平分线,所以∠DAB=∠DAC(角平分线

的定义).
又因为DE∥AC,DF∥AB,所以∠DAB=∠ADF,∠DAC=∠ADE(两直线平行,

内错角相等),
所以∠ADE=∠ADF(等量代换),所以DO 是△DEF 的角平分线.

  题型 D　有关“三线作图型”的应用问题

����!

这是一类有关三角形的三边上的高、中线及三个内角平分线作图的应用问题.
【解说】
(1)高线作图:过三角形的顶点向对边或对边的延长线作垂线,所得垂线段为该边

上的高.锐角三角形的高均在形内;直角三角形的高:两直角边互为相应直角

边上的高;钝角三角形两锐角对边上的高在形外.
(2)中线作图:连接顶点与对边中点的线段长,是线段,不是射线也不是直线.
(3)角平分线作图:用尺规或量角器平分内角,与对边交点间的线段长.尺规作图

的画法可简记为“画弧、画弧”.

【例10】 如图1 1 10,△ABC 的三条主要线段画得对吗? 为什么?

A

B C

D

A

B CE

A

B C

D

(1) (2) (3)

图1 1 10

【解析】 (1)角平分线画得不对,因为三角形的角平分线是线段不是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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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线画得不对,因为三角形的中线是线段不是直线.
(3)高线画得不对,因为三角形BC 边上的高线是经过点A 向BC 所在直线,即BC 的

延长线作垂线(设垂足为D),点A 到D 的垂线段的长.

1.1.3 三角形的稳定性

  题型 A　有关“图形稳定性识别型”的应用问题

����!

三角形的稳定性———三角形的形状是固定不变的,这就是三角形的稳定性.
【解说】 只有三角形才具有稳定性.

【例11】 (1)如图1 1 11所示的图形中哪些具有稳定性? (2)对不具备稳定性的

图形,请适当地添加线段,使之具有稳定性.

(a) (b) (c)

(d) (e) (f)

图1 1 11

【解析】 (1)图形(a)、(d)、(f)具有稳定性;图形(b)、(c)、(e)不具有稳定性.
(2)对图形(b)、(c)、(e)中的四边形,连接其对角线构成三角形即可.

  题型 B　有关 “三角形稳定性型”的应用问题

����!

三角形的稳定性在生产和生活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解说】 此类问题主要有两类:一是说明实际应用的数学道理;二是连接多边形

的对角线,构造出三角形,使图形具有稳定性.

图1 1 12

【例12】 如图1 1 12所示,木工师傅做完门框后,为防止变形,常
常像图中那样钉上两条斜拉的木条,这样做的数学道理是 .

【解析】 原门框是四边形,不具有稳定性,钉上斜拉木条后,变成三

角形具有稳定性,所以门框也就固定了.应填:三角形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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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型 C　有关 “多边形不稳定性型”的应用问题

����!

多边形的不稳定性———多边形的形状不是固定不变的,这就是多边形的不稳定性.
【解说】
(1)连接多边形的对角线,构造出三角形.
(2)过n 边形的一个顶点可以作(n-3)条对角线,因此,一个n(n≥3)边形至少要

加(n-3)条线段才具有稳定性.

【例13】 要使四边形木架(用四根木条钉成)不变形,至少要再钉上几根木条? 五边

形和六边形木架呢(图1 1 13)?

�D��� �D��� �D���

图1 1 13

【解析】 要使四边形木架(用四根木条钉成)不变形,至少要再钉上1根木条,五边形

木架至少要再钉上2根木条,六边形木架至少要再钉上3根木条.

 1.2 与三角形有关的角 

1.2.1 三角形的内角

  题型 A　有关 “一般三角形角度解证型”的应用问题

����!

三角形内角和定理———三角形的内角和等于180°.
【解说】
(1)三角形内角和定理反映了三角形三个内角和的定值特征,同时也反映了三个

内角之间的等量关系式,因此,该定理是列方程求解角的度数的重要依据.
(2)该定理又是一个基础定理,它派生出“三角形的外角定理”.

【例1】 ∠A、∠B、∠C 是△ABC 的三个内角,且分别满足下列条件,求∠A、∠B、

∠C 的度数.
(1)∠A-∠B=16°,∠C=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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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B∶∠C=2∶3∶4.
【解析】 (1)设∠A=x°,∠B=y°,因为∠A+∠B+∠C=180°,

所以
x-y=16,

x+y+54=180.{ 解得
x=71,

y=55.{ 所以∠A=71°,∠B=55°,∠C=54°.

(2)设∠A=2x°,∠B=3x°,∠C=4x°,则据∠A+∠B+∠C=180°,得2x+3x+4x
=180,解得x=20.

所以2x=40,3x=60,4x=80.即∠A=40°,∠B=60°,∠C=80°.

A

O

B C
1
2

3 4

图1 2 1

【例2】 如图1 2 1,已知:△ABC 中,∠ABC 和∠ACB 的平分线相

交于点O.求证:∠BOC=90°+
1
2∠A.

【解析】 因为BO、CO 分别平分∠ABC 和∠ACB,

所以∠1=
1
2∠ABC,∠3=

1
2∠ACB.

在△ABC 中,∠ABC+∠ACB=180°-∠A.在△BOC 中,∠BOC=

180°-(∠1+∠3)=180°-
1
2
(∠ABC+∠ACB)=180°-

1
2
(180°-∠A)=90°+

1
2∠A.

  题型 B　有关 “直角三角形角度解证型”的应用问题

����!

三角形内角和定理推论———直角三角形两锐角互余.
【解说】
(1)直角三角形角度特征:直角三角形两锐角之和为定值90°.
(2)有关直角三角形角度解证问题不必再借助“三角形内角和定理”,直接可依据

“直角三角形两锐角互余”定理.

【例3】 在△ABC 中,∠ABC=∠C,BD 是AC 边上的高,∠ABD=30°,则∠C 的度

数是多少?
【解析】 由于题意“BD 是AC 边上的高”,并没有指明是锐角三角形还是钝角三角形

AC 边上的高,因而须分类讨论.
当△ABC 为锐角三角形时,如图1 2 2(1),因为BD 是AC 边上的高(已知),所以

∠ADB=90°(垂直定义).
A

B C

D
A

B C

D

(1) (2)
图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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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因为∠ABD=30°(已知),所以∠A=90°-∠ABD=90°-30°=60°(直角三角形两

锐角互余).
又因为∠A+∠ABC+∠C=180°(三角形内角和定理),所以∠ABC+∠C=120°.
又因为∠ABC=∠C,所以∠C=60°.
当△ABC 为钝角三角形时,如图1 2 2(2).在Rt△ABD 中,因为∠ABD=30°,所以

∠BAD=60°,所以∠BAC=120°.
又因为∠BAC+∠ABC+∠C=180°,所以∠ABC+∠C=60°.又因为∠ABC=∠C,

所以∠C=30°.

  题型 C　有关 “联系实际求解型”的应用问题

����!

这是一类与三角形内角和定理有关的求解、说理型的联系实际的应用问题.
【解说】 化归为三角形内角和的求解计算.

A B

C

D

图1 2 3

【例4】 一个零件的形状如1 2 3,按规定∠A 应等于90°,∠B、∠D
应分别等于30°和20°,李师傅测得∠BCD=142°,就断定这个零件不合格,你
能说出其中的道理吗?

【解析】 连接BD.因为∠A=90°,∠ABC=30°,∠ADC=20°,
所以∠A+∠ABC+∠ADC=90°+30°+20°=140°.
所以根据三角形内角和等于180°,可得∠A+∠ADB+∠ABD=180°,
所以∠CDB+∠CBD=180°-140°=40°.
又因为∠BCD+∠CDB+∠CBD=180°,
所以∠BCD=180°-40°=140°.这说明若零件合格,则∠BCD=140°,而李师傅测得

∠BCD=142°,所以可以断定该零件不合格.

1.2.2 三角形的外角

  题型 A　有关 “外角定理求解型”的应用问题

����!

三角形外角定理———三角形的一个外角等于与它不相邻的两个内角的和.
【解说】
(1)三角形外角定理是三角形角度计算、证明的重要依据,尤其是外角定理的推论

是证明角度不等的重要依据(另一依据是:“三角形中大边对大角,小边对小

角”).
(2)三角形的每一个顶点处有两个外角,这两个角是对顶角,通常只取其中一个.
(3)三角形的三个外角和等于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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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P

图1 2 4

  【例5】(直角三角形外角型问题) 如图1 2 4,在锐角△ABC
中,CD、BE 分别是AB、AC 边上的高,且CD、BE 相交于点P,若
∠A=50°,则∠BPC 的度数是多少?

【解析】 因为CD⊥AB,∠A=50°,所以∠ECP=90°-∠A=
40°,所以∠BPC=∠PEC+∠ECP=90°+40°=130°.

  题型 B　有关 “外角定理证明型”的应用问题

����!

三角形外角定理推论———三角形的一个外角大于与它不相邻的任何一个内角.
【解说】
(1)“三角形外角定理推论”是证明角度不等关系的重要依据.当角不在同一个三

角形中时,常常通过作辅线段使之转化到同一个三角形中再证明.
(2)涉及直线形的角度计算,必须注意借助三角形内角和及外角定理的应用,外角

定理的一个功能特征是沟通两个不同三角形的“媒介”,因为此时这个角是这

两个不同的三角形共同的外角.

A

E

C D

GF
O

B
1
2

3
4

图1 2 5

【例6】(相等证明型问题) 如图1 2 5,已知DO 平分∠ADC,

BO 平分∠ABC.求证:∠A+∠C=2∠O.
【解析】 在△ABF 中,∠AFO=∠A+∠1,
在△DOF 中,∠AFO=∠O+∠3,所以∠A+∠1=∠O+∠3.①
同理可证∠C+∠4=∠O+∠2.②
①+②得∠A+∠1+∠C+∠4=∠O+∠3+∠O+∠2.
又因为 DO 平分∠ADC,BO 平分∠ABC,所以∠1=∠2,∠3=

∠4,所以∠A+∠C=2∠O.

A

O

B C

EF

DG

图1 2 6

【例7】(外角、内角和定理应用) 如图1 2 6,已知△ABC 中,三条

内角平分线AD、BE、CF 相交于点O,OG⊥BC.求证:∠BOD=∠GOC.
【解析】 因为∠BOD 是△ABO 的外角,
所以∠BOD=∠BAO+∠ABO.
因为AD 平分∠BAC,BE 平分∠ABC,

所以∠BAO=
1
2∠BAC,∠ABO=

1
2∠ABC,

所以∠BOD=
1
2
(∠BAC+∠ABC).

又因为∠BAC+∠ABC=180°-∠ACB,所以∠BOD=90°-
1
2∠ACB.

因为CF 平分∠ACB,所以∠OCG=
1
2∠ACB.

又因为OG⊥BC,所以∠OGC=90°,∠GOC=90°-
1
2∠ACB,所以∠BOD=∠G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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