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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小考、月考到大考”丛书出版以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他们不仅对我们的工作给予

了充分的肯定,而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改进意见.我们把读者的支持化为工作的动力.在已出

版的“从小考、月考到大考———名校初中数学试卷集(基础卷)”的基础上,我们增加了“(金卷)

从小考、月考到大考———名校初中数学试卷集(提高卷)”和“从小考、月考到大考———一课一

卷:随堂检测”两个系列.其中,“从小考、月考到大考———一课一卷:随堂检测”的每一卷都可以

裁剪,方便老师对学生进行检测.
为使“从小考、月考到大考”丛书能充分体现教育部《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年版)》

的最新精神,吸纳新课改、新中考的最新成果,我们在测试的内容及导向上做了进一步革新与

尝试,即尽量消除对知识的死记硬背,而着重于培养学生的理解、运用能力,全面提高学生

素质.
为使“从小考、月考到大考”丛书能成为学生课前预习、课堂练习、课后复习的高效平台,我

们围绕丛书内容的同步性、基础性、新颖性、前瞻性、拓展性和试卷种类的完整性,进行了全面

而系统的整理,力求“推陈出新”,以期达到试卷种类到位,题型和题量到位,教学适用性到位.
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并不是说要取消考试或取消测试,而是改进考查的方法,关键是怎么

考、考什么.本套丛书所选测试题具有典型性、启发性和新颖性.既有培养解题技巧的常规题

目,又有培养创造性思维能力的探索性题目.遵循初中学生的学习规律和心理特征,在题目安

排上注重由浅入深、由简到繁、由易到难.同时还有适当的循环,螺旋上升,系统性强,前后

连贯.
解题多少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在于“多思”,解题质量的高低、解题方法的优劣,则完全取

决于“善思”的程度.希望使用本套丛书的广大初中同学,能从中学会“多思”,并达到“善思”,从

而掌握解题思想、方法和技巧,熟练地解答各类数学题.
参加本套书编写的童纪元、毛玉忠、黄洋、张冠洁、吴智敏、杨小彬、李海燕、唐虹、石静、刘

嵩、侯玉梅、唐梅、郭彩霞、王献利、姚一萌、扎颖、孙艳、刘杰、张永飞、马慧、王海红、邱天、项辉、

郭春利、张春花、郭伟、刘海涛、贾海燕、顾春霞、李世魁、秦书锋、王江波、石蓉、喜悦、钟春风、谢

正国、柏任俊、张晶强、李茂蓓、热比古丽·艾沙、李曹群、彭光进、林秀敏、李秀琴、常玉香、祈育

才、彭颖心等老师既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又有很高的教学及科研水平.他们为初中同学学会解

答数学题铺设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训练途径.对他们的辛勤劳动我们表示由衷的敬意.
祝青少年朋友健康成长,快乐学习.

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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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    姓名:    成绩:

随堂检测卷1
三角形的边

(考试时间45分钟 满分100分)

一、选择题(每小题6分,共30分)

1.下列长度的三条线段能组成三角形的是(  ).

A.1cm,2cm,3.5cm B.4cm,5cm,9cm

C.5cm,8cm,15cm D.6cm,8cm,9cm

2.已知在△ABC 中,AB=6,BC=4,那么边AC 的长可能是(  ).

A.11 B.5 C.2 D.1

3.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有(  ).
(1)等边三角形是等腰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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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形的两边之差大于第三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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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 B.2个 C.3个 D.4个

4.已知等腰三角形的一边长等于4,一边长等于9,它的周长是(  ).

A.17 B.22 C.17或22 D.13

5.一个三角形的三边长分别为x,2,3,那么x 的取值范围是(  ).

A.2<x<3 B.2<x<5

C.x>2 D.1<x<5

二、填空题(每小题6分,共30分)

6.三角形两边之和 第三边,两边之差 第三边.

7.若三角形的周长是60cm,且三条边的比为3∶4∶5,则三边长分别为  .

8.在△ABC 中,有两边长分别为12和15,则另一条边x 的取值范围为 .

9.已知△ABC 的周长是偶数,且a=2,b=7,则此三角形的周长是 .

10.a,b,c是三角形的三边,化简 a-b-c + b-a-c + c-a-b = .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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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解答题(每小题20分,共40分)

11.用一条长为18cm的细绳围成一个等腰三角形.
(1)如果腰长是底边的2倍,那么各边的长是多少?

(2)能围成有一边的长为4cm的等腰三角形吗? 为什么?

12.如图,线段AB、CD 相交于点O,能否比较AB+CD 与AD+BC 的大小? 请加以说明.

O

D

C B

A

 第12题图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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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    姓名:    成绩:

随堂检测卷2
三角形的高、中线与角平分线

(考试时间45分钟 满分100分)

一、选择题(每小题6分,共30分)

1.下列四个图形中,线段BE 是△ABC 的高的是(  ).

A. B. C. D.

A

B C

E E

E EA A AB

B

B
C

C C

2.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直角三角形只有一条高 B.三角形的三条中线相交于一点

C.三角形的三条高相交于一点 D.三角形的角平分线是射线

3.下列图形中具有稳定性的是(  ).

A.正方形 B.长方形 C.三角形 D.平行四边形

4.如果一个三角形的三条高的交点恰是三角形的一个顶点,那么这个三角形是(  ).

A.锐角三角形 B.钝角三角形

C.直角三角形 D.不能确定

CB

A

B�

 第5题图

5.如图所示,在△ABC 中,∠ACB=90°,把△ABC 沿直线AC 翻折180°,

使点B 落在点B'的位置,则线段AC(  ).

A.是边BB'上的中线

B.是边BB'上的高

C.是∠BAB'的角平分线

D.以上三种性质都有

二、填空题(每小题6分,共30分)

6.为使一扇木门不变形,在木门的背面钉一根木条,这样做使用的数学原理是      

          .

7.若AD、BE 分别是△ABC 的高,AD=4,BC=6,AC=5,则BE= .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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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如图,AE 是△ABC 的中线,已知EC=6,DE=2,则BD 的长是 .

A

B CD E

第8题图

      

A

B C

DE

第10题图

9.在△ABC 中,D 是BC 上的点,且BD∶DC=2∶1,若△ACD 的面积为12,则△ABC 的面

积为 .

10.如图,BD 是△ABC 的角平分线,DE∥BC,∠DBC=20°,则∠AED 是 .

三、解答题(每小题20分,共40分)

11.如图,CM 是△ABC 的中线,△BCM 的周长比△ACM 的周长大3cm,BC=8cm,求AC 的长.

M

A

B C

 第11题图

12.(1)如图(1)所示,△ABC 的中线AD、BE 交于点M,分别量一量线段AM 和MD、线段

BM 和ME 的长,从中你能发现什么结论?

CB

A

E E

D

M

CB

A

E

FF D

A

B C

(1) (2) (3)

O

第12题图

(2)如图(2)所示,△ABC 的角平分线BE、CF 交于点O,请量一量点O 到△ABC 三边的

距离,从中你能发现什么结论?

(3)将一个三角形各边的中点顺次连接可得到一个新的三角形,我们通常将它称为“中点三

角形”,如图(3)所示,△DEF 是△ABC 的中点三角形.通过观察,请说明△DEF 的三边

与原△ABC 的三边有怎样的位置关系(例如DE 与AC)? 通过度量,请再说明△DEF 的

边及角与原△ABC 的边及角之间有怎样的数量关系(例如DE 与AC,∠A 与∠DEF)?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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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    姓名:    成绩:

随堂检测卷3
三角形的内角

(考试时间45分钟 满分100分)

一、选择题(每小题6分,共30分)

1.在△ABC 中,∠A、∠B 都是锐角,则∠C 是(  ).

A.锐角 B.直角 C.钝角 D.以上都有可能

2.已知在△ABC 中,∠A=60°,∠C=80°,则∠B=(  ).

A.60° B.30° C.20° D.40°

3.在△ABC 中,∠A∶∠B∶∠C=3∶4∶5,则∠C 等于(  ).

A.45° B.60° C.75° D.90°

1

2

 第4题图

4.如图,将一块三角板的直角顶点放在直尺的一边上,当∠2=38°
时,∠1=(  ).

A.52° B.38°

C.42° D.60°

5.三角形的三个内角中,锐角的个数不少于(  ).

A.1个 B.2个 C.3个 D.不确定

二、填空题(每小题6分,共30分)

6.在△ABC 中,若∠A+∠B=∠C,则此三角形为 三角形.

7.在△ABC 中,∠A=60°,∠B=2∠C,∠C= .

8.直角三角形两锐角的平分线相交所成钝角的度数是 .

9.如图,直线l1∥l2,∠1=40°,∠2=65°,则∠3= .

1
2

3

l1

l2

第9题图

      

A

O P N

第10题图

10.如图,已知点P 是射线ON 上一动点(即P 可在射线ON 上运动),∠AON=30°,

(1)当∠A= 时,△AOP 为直角三角形;

(2)当∠A 满足 时,△AOP 为钝角三角形.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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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解答题(每小题20分,共40分)

11.在△ABC 中,∠A=∠B+30°,∠B=∠C+15°,求△ABC 的各内角的度数.

12.如图,C 岛在A 岛的北偏东50°的方向,B 岛在A 岛的北偏东80°的方向,C 岛在B 岛的北

偏西40°方向.从C 岛看A,B 两岛的视角∠ACB 是多少度?

C

B

A

E
D

�
�

 第12题图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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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    姓名:    成绩:

随堂检测卷4
三角形的外角

(考试时间45分钟 满分100分)

一、选择题(每小题6分,共30分)

BA

C

D

 第1题图

1.如图,在△ABC 中,∠B=40°,∠C=30°,延长BA 至点D,则∠CAD
的大小为(  ).
A.110° B.80°
C.70° D.60°

2.若三角形的一个外角小于与它相邻的内角,则这个三角形是(  ).
A.直角三角形 B.锐角三角形

C.钝角三角形 D.无法确定

3.给出下列命题:
(1)三角形的一个外角小于它的一个内角

(2)若一个三角形的三个内角之比为1∶3∶4,它肯定是直角三角形

(3)三角形的最小内角不能大于60°
(4)三角形的一个外角等于和它不相邻的两个内角的和

其中真命题的个数是(  ).
A.1个 B.2个 C.3个 D.4个

4.将一副直角三角板如图所示放置,使含30°角的三角板的一条直角边和含45°角的三角板的

一条直角边重合,则∠1的度数为(  ).
A.45° B.60° C.75° D.85°

1

第4题图

      

l1

l2

l3
l4

1
2

3 4

56
7

 第5题图

5.如图,有四条互相不平行的直线l1,l2,l3,l4所截出的七个角.关于这七个角的度数关系,下
列等式正确的是(  ).
A.∠2=∠4+∠7 B.∠3=∠1+∠6
C.∠2+∠3+∠5=360° D.∠1+∠4+∠6=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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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x+20° x+80°

 第6题图

二、填空题(每小题6分,共30分)

6.如图,x= .
7.在△ABC 中,与∠B 相邻的外角等于140°,则∠A+∠C= .
8.如图,点 D 在△ABC 边BC 的延长线上,CE 平分∠ACD,∠A=
80°,∠B=40°,则∠ACE 的大小是 .

A

B C
D

E

第8题图

   

A
B

C

D

E F

第9题图

   

A B

C D

M

N

第10题图

9.将一副直角三角板如图所示摆放,点C 在EF 上,AC 经过点D.已知∠A=∠EDF=90°,

∠B=45°,∠E=30°,∠BCE=40°,则∠CDF= .
10.如图,AB∥CD,BC 与AD 相交于点M,N 是射线CD 上的一点.若∠B=65°,∠MDN=
135°,则∠AMB= .

三、解答题(每小题20分,共40分)

11.如图,在△ABC 中,∠CBF 是它的一个外角,E 是边AC 上一点,延长BC 到D,连接DE.
求证:∠CBF>∠D.

F

E

D

BA

C

 第11题图

12.如图,在△ABC 中,∠B=47°,三角形的外角∠DAC 和∠ACF 的平分线交于点E,求

A

B C

D

E

F

 第12题图

∠AEC 的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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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班级:    姓名:    成绩:

随堂检测卷5
多边形

(考试时间45分钟 满分100分)

一、选择题(每小题6分,共30分)

A

B C

D

 第1题图

1.如图,下面四边形的表示方法:① 四边形ABCD;② 四边形ACBD;

③ 四边形ABDC;④ 四边形ADCB.其中正确的有(  ).

A.1种 B.2种

C.3种 D.4种

2.下列图形中,是正多边形的是(  ).

A.直角三角形 B.等腰三角形

C.长方形 D.正方形

3.四边形没有稳定性,当四边形形状改变时,发生变化的是(  ).

A.四边形的边长 B.四边形的周长

C.四边形的某些角的大小 D.四边形的内角和

4.九边形的对角线有(  ).

A.25条 B.31条 C.27条 D.30条

5.把一张形状是多边形的纸片剪去其中某一个角,剩下的部分是一个四边形,则这张纸片原

来的形状不可能是(  ).

A.六边形 B.五边形 C.四边形 D.三角形

二、填空题(每小题6分,共30分)

6.在平面内,由一些线段 相接组成的 叫作多

边形.

7.从五边形的一个顶点出发可以画 条对角线,把五边形分成了 个三角形;五

A

B C

D

E F

G

HK

 第9题图

边形共有 条对角线.

8.以线段a=7,b=8,c=9,d=11为边作四边形,可作 个.

9.如图,木工师傅从边长为90cm的正三角形木板上锯出一正六边形木块,

那么正六边形木板的边长为 cm.

10.如图所示,把同样大小的黑色棋子摆放在正多边形的边上,按照这样的

规律摆下去,则第6个图形需要黑色棋子的个数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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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题图

三、解答题(每小题20分,共40分)

11.用两个一样大小的含30°角的三角板可以拼成多少个形状不同的四边形? 请画图说明.

12.如图,在四边形 ABCD 中,对角线 AC 与BD 相交于点P,请添加一个条件,使四边形

ABCD的面积S四边形ABCD=
1
2AC·BD,并给予证明.

A B

C

D
P

 第12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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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    姓名:    成绩:

随堂检测卷6
多边形的内角和与外角和

(考试时间45分钟 满分100分)

一、选择题(每小题6分,共30分)

1.七边形内角和的度数是(  ).

A.1080° B.1260° C.1620° D.900°

2.下列多边形中,内角和与外角和相等的是(  ).

A.四边形 B.五边形 C.六边形 D.八边形

3.一个多边形的每个外角都等于72°,则这个多边形的边数为(  ).

A.5 B.6 C.7 D.8

4.已知正n 边形的一个内角为135°,则边数n 的值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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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一个多边形截去一个角后,形成另一个多边形的内角和为720°,那么原多边形的边数为(  ).

A.5 B.5或6 C.5或7 D.5或6或7

二、填空题(每小题6分,共30分)

6.如图所示,x= .

2x°

x°

150°

120°

第6题图

      

1

2
A B

C
D

M

N

l

第9题图

7.若一个四边形的四个角之比为1∶2∶3∶4,则它的角分别为 .

8.多边形的边数每增加1,它的内角和就增加 ,外角和 .

9.如图,在四边形ABCD 中,∠A=45°.直线l与边AB、AD 分别相交于点M、N,则∠1+∠2

= .

10.已知一个多边形的内角和与外角和的差为1080°,则这个多边形是 边形.

·310·



�
�
UK�"	��3


三、解答题(每小题20分,共40分)

11.如图,已知在四边形ABCD 中,∠ABC 和∠BCD 的平分线交于点O.

求证:∠BOC=
1
2
(∠A+∠D).

A

B C

D

O

 第11题图

12.一个多边形截去一个角(不过顶点)后,所形成的一个多边形的内角和是2520°,求原多边

形的边数.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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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    姓名:    成绩:

随堂检测卷1
全等三角形

(考试时间45分钟 满分100分)

一、选择题(每小题6分,共30分)

1.如图,图中两个三角形经过翻折能完全重合,下列写法正确的是(  ).

A.△ABE≌△AFB B.△ABE≌△ABF

C.△ABE≌△FBA D.△ABE≌△FAB

AB

E

F

第1题图

      

50°

58° 72°

a

b

c

c

a

第2题图

2.已知如图所示的两个三角形全等,则∠α=(  ).

A.72° B.60° C.58° D.50°

3.用两个全等的三角形一定不能拼出的图形是(  ).

A.等腰三角形 B.直角梯形 C.正方形 D.长方形

A B

CD

 第4题图

4.如图,△ABD≌CDB,若AB∥CD,则AB 的对应边是(  ).

A.DB B.BC

C.CD D.AD

5.下列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

① 全等三角形的对应边相等;② 全等三角形的对应角相等;

③ 全等三角形的周长相等;④ 周长相等的两个三角形全等;

⑤ 全等三角形的面积相等;⑥ 面积相等的两个三角形全等.

A.④⑤ B.④⑥ C.③⑥ D.③④⑤⑥

二、填空题(每小题6分,共30分)

6.全等三角形的性质:全等三角形的 相等, 相等.

7.如图,△ABC≌△DEC,写出所有的对应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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