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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数学　八年级下册

　　在各种媒体上，我们经常看到统计数据和统计图表．你知道这些数据

和图表是怎么得到的吗？本节课，我们将初步认识统计的一般过程和方法．

为了解全班同学对体育课的喜欢程度，我们按下面的程序进行调查，记

录调查的数据，并对调查数据进行简单的整理，看看有什么结果．

为了使调查客观公正，便于数据汇总，建议使用调查表（只需在选项代

号上画 “√”），并用统计表和统计图表示结果．

　　 　调查表

问题选项 代号

喜　欢 Ａ

比较喜欢 Ｂ

一　般 Ｃ

不喜欢 Ｄ

　　

　　　　　　　　　　统计表

选项 画 “正”字计数 人数／名 百分比

Ａ

Ｂ

Ｃ

Ｄ

合　计

例如，对某班５０人进行调查，按其结果绘制成的统计图如图１８ １ １

和图１８ １ ２所示．



第十八章　!"#$%&'( ３　　　　

图１８ １ １

　

图１８ １ ２

１．在上面的问题中，除了问卷调查外，还可以使用其他什么调查方法？

２．用画 “正”字的方法统计各选项的人数是一种常用的统计方法，且

不易出错．你还有其他更省时的统计方法吗？

３．如果要调查某学校八年级全体学生对体育课的喜欢程度，应该怎样

调查？

４．由统计调查结果你了解到了哪些信息？

了解某班全体同学对体育课的喜欢程度，可以进行全面调查．了解某学

校全体八年级学生对体育课的喜欢程度，为了节省时间和人力，可以采用抽

样调查．在这些问题中，都可以通过实际调查获得数据，利用表格整理数

据，通过计算百分比了解有多大比例的学生喜欢体育课．

统计的一般过程可以用下面框图所示的步骤进行．

解决下面的问题需要哪些数据？说明调查范围和调查方法．

（１）了解你所在班全体男生立定跳远的成绩．其中，优秀、达标和不达

标的各有多少人？

（２）调查你所在学校全体同学星期日收看电视的时间．了解收看时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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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小时以内、１小时到２小时之间、超过２小时的各有多少人．

（３）２０１０年，我国进行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了解各省、自治区和

直辖市的人口分布情况．

Ａ 组

１．４名同学分别阅读同一段文章，记录每人１分钟阅读的字数，并用适当

的表格和统计图表示数据．

２．我国的陆地面积约为９６０万平方千米．请你查阅资料，了解其他５个国

家的陆地面积，并填表．

国　家 俄罗斯 加拿大 中国 美国 巴西 澳大利亚

陆地面积／万平方千米 ９６０

Ｂ 组

１．调查你班全体同学的出生月份，填写统计表，并回答问题．

出生月份 人数／名 出生月份 人数／名 出生月份 人数／名

１月 ５月 ９月

２月 ６月 １０月

３月 ７月 １１月

４月 ８月 １２月

（１）采用哪种方法调查最方便、最省时间？

（２）各月份出生的人数是否有明显的差异？

（３）收集其他某班同学的出生月份．汇总两个班的数据，计算各月份出

生的人数及其所占的百分比，看看有什么结果．

２．请你举出一些需要用数据才能得出结论或作出判断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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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许多实际问题，需要通过调查收集数据，用数据来作出判断．但

当要调查的对象太多或调查具有某种破坏性时，该怎样进行调查呢？

２００８年８月，第二十九届奥运会在我国北

京成功举办，我国运动健儿取得了５１枚金牌的

优异成绩．其中，跳水、体操、举重、羽毛球

和乒乓球等都是我国的优势项目，获得的奖牌

较多．

１．对跳水、体操、举重、羽毛球和乒乓球这五项比赛，采用适当的方

式，调查全班同学中每个人最爱观看的比赛项目（每人只选一项），将汇总的

结果填入下表，并指出最爱观看哪个比赛项目的人最多．

比赛项目 跳水 体操 举重 羽毛球 乒乓球

最爱观看的人数／名

　　２．如果要了解某学校３０００名学生最爱观看哪一个比赛项目的情况，

请试着设计一个调查方案．

像问题１这样，对全体对象进行调查，叫做普查（ｔｈｏｒｏｕｇｈｓｕｒｖｅｙ）．

对于问题２，虽然能进行普查，但要调查的人太多了，既费时又费力．

我们可以抽取一部分学生，对这部分学生进行调查，得出一个估计结果．比

如按１０％的比例确定各班要调查的人数，分别进行调查．

例　从八年级（一）班５０名学生中选择５名（１０％）学生，要求每名学生被选

到的机会相同．请设计抽样方案．

解：对５０名学生按１～５０分别进行编号，并将号码写在５０张卡片上．

方案一：把卡片装在一个盒子中，混合后，从中抽取５张卡片，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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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５个号码，选出对应这５个号码的学生．

方案二：从１～１０号卡片中任意抽出１张，比如抽到３号，那么对

应３号、１３号、２３号、３３号、４３号的这５名同学入选．

我们把要考察对象的全体叫做总体（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把组成总体的每一个

对象叫做个体（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从总体中抽取部分个体进行调查，这种调查方

式叫做抽样调查（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这部分个体叫做总体的一个样

本（ｓａｍｐｌｅ）．样本中包含个体的数目叫做样本容量（ｓａｍｐｌｅｓｉｚｅ）．我们把能

保证总体中每个个体有相同的机会被抽到的抽样调查称为简单随机抽

样（ｓｉｍｐｌｅｒａｎｄｏｍ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在上述问题２中，我们关心的是学生最爱观看的比赛项目，总体是

３０００名学生选择的项目，每名学生选择的项目都是一个个体，按１０％的比

例确定被调查的３００名学生选择的项目构成样本，样本容量为３００．

１．中央电视台对 “春节联欢晚会”的收视情况进行调查，得出该节目

的收视率为９０％．这个结果是怎么得到的？

２．能用普查的方式了解一批节能灯泡的寿命吗？

一般来说，普查能够得到总体全面、准确的信息．但有的总体中个体的

数目很大，普查工作量太大；有的受条件限制，无法进行普查；有的调查具

有破坏性（如测试一批灯泡的寿命，了解炮弹的杀伤力等都是具有破坏性的

试验），不宜进行普查．这时，多采用抽样调查，通过样本来了解总体．

１．为了解某市八年级５０００名学生的平均身高，应采用什么方法进行

调查？如果按５％的比例进行抽样调查，请指出调查的总体、个体、样本及

样本容量．

２．下列调查分别采用了哪种调查方式？请指出每个问题中的总体和个

体．如果是抽样调查的，再指出总体的样本．

（１）某家用电器厂对６月份出厂的电冰箱逐一进行质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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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为了解全年级同学的体能状况，对全年级学号为偶数的同学进行

１分钟跳绳的测试，记录其１分钟跳绳的次数．

（３）为了解全校八年级学生的睡眠状况，从八年级每个班选４名学生，

调查他们每天的睡眠时间．

Ａ 组

１．下列调查分别采用了哪种调查方式？

（１）为了解全班同学的视力情况，对全班同学进行调查．

（２）为了解全校同学的视力情况，在每个班任意选择５名同学进行调查．

（３）为了解某本书稿中 “的”字出现的次数，利用计算机的查找功能，

对整本书稿逐一进行查找．

（４）为了解某本书中 “了”字出现的次数，随机选择６页进行查找．

２．下列问题分别适合用哪种方式进行调查？

（１）工厂对准备出厂的一批轿车的刹车系统进行测试．

（２）了解某市九年级全体学生的体育达标情况．

（３）某质检部门调查某罐头厂生产的一批罐头的质量．

（４）对某厂生产的摩托车头盔进行防撞击性能测试．

Ｂ 组

１．某校八年级有８００名学生，从中随机抽取了１００名学生进行立定跳远测

试．指出下列说法中哪些是正确的．

（１）这种调查方式是抽样调查．

（２）８００名学生是总体．

（３）每名学生的立定跳远成绩是个体．

（４）这１００名学生的立定跳远成绩是总体的一个样本．

（５）１００名学生是样本容量．

２．某市为了分析全市９６００名初中毕业生的中考数学考试成绩，共抽取１５本

试卷进行调查，其中每本试卷都是３０份．该调查的样本容量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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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台为了解电视节目的收视率，经常采用抽样调查．

（１）四名同学对一家电视台某体育节目的收视率进行调查，他们采用的

调查方式及结果如下：

小红 我调查了全班４０名同学，有１０人收看了这个节目．

小亮 我在火车站调查了５０人，只有２人收看了这个节目．

小强
我在爸爸工作的大学调查了１００名大学生，其中有

４０人收看了这个节目．

小刚
我利用互联网调查，共有２００人作了回答，其中有

３０人收看了这个节目．

　　 （２）电视台根据不同年龄段、不同文化背景，按一定的比例确定了

１０００人，就是否收看了该节目进行了电话访问，其中有３５人收看了这个

节目．

将小红等人和电视台的调查结果以及估计的收视率整理成下表：

调查者 小红 小亮 小强 小刚 电视台

调查的总人数／名 ４０ ５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０

收看节目的人数／名 １０ ２ ４０ ３０ ３５

估计的收视率 ２５％ ４％ ４０％ １５％ ３．５％

　　１．为什么用不同的调查方式估计的收视率差别很大？

２．你认为谁的调查，样本对总体的代表性较好，估计的收视率更准

确些？

３．抽样调查应该注意什么？

４．抽样调查的优点和缺点各是什么？

由于条件的限制，对有些问题只能进行抽样调查．抽样调查的优点是节

省时间，比较经济．但是，抽样调查只考察了总体中的一部分个体，调查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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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如普查准确．为了得到较为准确的结果，调查的个体不能太少．

电视台的调查，考虑了不同年龄段、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节目喜好的差

异，按比例进行抽样，样本中的人数比例和总体比较一致，样本对总体的代

表性较好，估计的收视率结果可信度要高一些．

某学校初、高中六个年级共有３０００名学生．为了解其视力情况，现采

用抽样调查．各年级学生人数如下表所示．

年级 七年级 八年级 九年级 高一 高二 高三 合计

人数／名 ５６０ ５２０ ５００ ５００ ４８０ ４４０ ３０００

调查人数／名

（１）如果按１０％的比例抽样，样本容量是多少？

（２）考虑到不同年级学生的视力差异，为了保证样本有较好的代表性，

各年级分别应调查多少人？将结果填写在上面的表中．

（３）如果要从你所在的班抽取５人进行调查，请设计一个抽样方案，保

证每人有相同的机会被抽到．

１．为了解某学校七至九年级学生每天的睡眠时间，下列抽样调查的样

本，哪些代表性较好，哪些缺乏代表性？

（１）选择九年级一个班进行调查．

（２）选择全校学号为５的倍数的同学进行调查．

（３）选择全校男生进行调查．

（４）对所有班级按１０％的比例，用抽签的方法确定被调查者．

２．在互联网上，经常有对人们所关注的一些问题进行的调查，你认为

这种调查的代表性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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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组

１．下列抽样调查的总体和样本分别是什么？样本的代表性如何？

（１）为了估计某家庭一年中平均每月的用电量，调查该家庭７月份的用

电量．

（２）为了估计一台电冰箱工作２４ｈ的耗电量，调查它１ｈ的耗电量．

（３）某饮料厂生产瓶装果汁，为了解一周内生产的果汁的维生素Ｃ含量

是否达标，每天按一定的时间间隔抽取１０瓶进行检验．

（４）为了估计全国初中生的平均身高和体重，在某省会城市某中学选择

了１００名八年级的学生进行调查．

２．下面的结论分别是通过哪种调查方式得到的？

（１）某品牌电视机的平均使用寿命为１０年．

（２）某型号电池的连续使用时间为２０ｈ．

（３）一次数学水平测试，某班的优秀率为２０％．

（４）在一本书稿中共发现２０处错误．

（５）在英文单词中，字母Ｅ的使用频率最高，大约为１３％．

Ｂ 组

１．下列哪些调查的样本缺乏代表性？

（１）在医院里调查老年人的健康状况．

（２）在公园里调查老年人的健康状况．

（３）为了解一批苹果的平均质量，任意拿出２０个，称它们的质量．

２．某县共种植小麦３００００公顷，其中山区、丘陵、平原种植面积的比为

１∶２∶３．为了估计每公顷小麦的平均产量，请你设计一个代表性较好的

抽样调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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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调查或试验收集到的数据一般数量较大且无序，为了得到有用

的信息，需要对数据进行分类（组）整理，利用统计表或统计图表示数据

的特征．

目前，中学生的视力状况不容乐观．据有关调查，初中生视力不良率达

５０％以上，高中生视力不良率达７０％以上．

调查问卷表

你的视力（圈出相应的字母即可）

Ａ．正常

Ｂ．轻度近视（度数≤３００）

Ｃ．中度近视（３００＜度数≤６００）

Ｄ．高度近视（度数＞６００）

某学校有３０００名学生，采用抽样调查

的方式，使用调查问卷对１００名学生的视

力状况进行调查，结果如下：

ＡＢＡＡＢＢＡＣＢＡＢＣＡＡＡ ＡＢＣＡＡ ＡＢＡＣＢ

ＣＡＡＢＢ ＡＡＢＢＣＣＢＡＡＢ ＡＢＢＡＤ ＢＡＣＡＢ

ＡＢＣＡＡ ＡＡＢＢＡＢＡＣＡＤ ＡＢＢＡＡ ＡＢＣＣＡ

ＢＡＡＡＢＣＡＢＣＡＢＢＡＡＡ ＡＢＢＣＡ ＡＡＢＢＣ

（１）你想了解关于视力情况的哪些信息？如何整理数据以获得这些

信息？

（２）什么样的统计图可以直观地表示数据信息？

这些数据经整理可得：

视力状况 画 “正”字计数 人数／名 百分比

Ａ 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 ４８ ４８％

Ｂ 正正正正正正 ３４ ３４％

Ｃ 正正正 １６ １６％

Ｄ ２ ２％

合计 １００ １００％

　　为了直观地表示数据信息，可以用图１８ ３ １和图１８ ３ ２所示的条

形统计图（ｂａｒｇｒａｐｈ）和扇形统计图（ｓｅｃｔｏｒ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ｔ）来分别表示不同



书书书

１２　　　 数学　八年级下册

视力状况的人数分布，以及不同视力状况人数的比例．

图１８ ３ １ 图１８ ３ ２

我们常用圆和扇形来表示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即用圆表示整体，各个扇

形的大小表示各部分所占的百分比．

画扇形统计图的关键是确定各扇形圆心角的度数．这里，各不同视力状

况对应扇形的圆心角度数分别为：

Ａ（正常）３６０°×４８％＝１７２．８°， Ｂ（轻度近视）３６０°×３４％＝１２２．４°，

Ｃ（中度近视）３６０°×１６％＝５７．６°，Ｄ（高度近视）３６０°×２％＝７．２°．

根据扇形圆心角的度数，利用量角器画出各扇形，并标注各类别的名

称（图例）及相应的百分比．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１日，我国进行了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登记工作．我国

大陆３１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及现役军人总人口为１２６５８３万人．２０１０年

１１月１日，我国进行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登记工作，上述总人口为

１３３９７２万人．两次普查人口年龄构成分别如图１８ ３ ３和图１８ ３ ４

所示．

２０００年人口年龄构成统计图　　　　　　　　２０１０年人口年龄构成统计图

图１８ ３ ３

　　

图１８ ３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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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根据图形提供的信息，将下表填写完整．

年龄分组 ０～１４岁 １５岁～６４岁 ６５岁及以上 总人口／万人

２０００年

１１月１日

人口／万人 １２６５８３

百分比

２０１０年

１１月１日

人口／万人 １３３９７２

百分比

（２）描述１０年间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情况．

目前我国城市的空气质量正在逐步改善．小明为了解某城市的空气质量

状况，从互联网上查询到该城市连续３０天空气污染指数的数据如下：

１０５ ８５ ５５ ３８ ６３ ５２ ５１ ６０ ７５ ７８

４５ ４８ ７０ １００ ６９ １０６ ９２ １３３ ６８ ８８

７２ ５５ ４６ ６７ ９６ ８０ １０２ ８６ ６５ ７６

　　这里，规定空气污染指数在０～５０之间的为优，在５１～１００之间的为

良，在１０１～１５０之间的为轻微污染，在１５１～２００之间的为轻度污染．

整理数据，填写下面的统计表，并描述你获得的空气质量信息．

空气质量 优 良 轻微污染 轻度污染 合　计

天数／天

百分比

Ａ 组

１．有资料显示，某城市在６０天内每天发生的火灾事故次数如下所示：

０　１　２　６　５　４　０　１　２　３　０　２　４　１　３　０　２　３　１　４

２　０　１　２　０　２　１　３　０　３　２　１　０　３　２　６　０　１　０　０

３　１　４　０　３　２　４　０　３　１　３　０　５　４　２　６　０　１　０　１

按发生火灾的次数分类，统计日发生火灾次数分别为０次、１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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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数，分别用统计表和统计图表示数据．

２．现在全世界一年消耗的能源折合１８０亿吨标准煤．各种能源所提供的能

量如下表：

能源 提供能量的百分比 折合标准煤／亿吨

煤炭 ２８％

石油 ３８％

天然气 ２１％

核能 ６％

水电 ７％

（１）借助计算器，计算一年消耗的各种能源折合多少亿吨标准煤（结果精

确到０．１亿吨），并填表．

（２）借助计算器，计算消耗的各种能源对应的扇形圆心角的度数（结果精

确到０．１°）．

（３）画扇形统计图表示数据．

Ｂ 组

１．我们居住的地球上有七大洲，各大洲面积之和约为１５０００万平方千米．

根据图形提供的信息，解决下面的问题．

（１）设计适当的表格表示数据资料．

（２）画扇形统计图表示各大洲所占面积的百分比．

（３）用文字语言描述数据资料信息．

２．查阅资料，了解地球上四大洋的面积及其所占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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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统计年鉴资料显示，２００３年～２０１０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

数据如下表所示．（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年份 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元 年份 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元

２００３ ８４７２ ２００７ １３７８６

２００４ ９４２２ ２００８ １５７８１

２００５ １０４９３ ２００９ １７１７５

２００６ １１７５９ ２０１０ １９１０９

　　根据数据资料绘制的统计图如图１８ ３ ５所示．

图１８ ３ ５

像图１８ ３ ５这样的图形叫做折线统计图．折线统计图主要反映数据

的变化趋势．图１８ ３ ５直观地反映了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逐年快速

增长的趋势．

某学校八年级进行了一次数学水平测试，测试成绩由高到低分为 Ａ，

Ｂ，Ｃ，Ｄ四个等级．为了分析男生和女生的数学水平是否有差异，随机抽

取了男生和女生各６０名．根据其测试成绩绘制成的统计图如图１８ ３ ６和

１８ ３ ７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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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８ ３ ６ 图１８ ３ ７

（１）请根据统计图所反映的信息填写下表．

性别
Ａ Ｂ Ｃ Ｄ 总和

人数／名 百分比 人数／名 百分比 人数／名 百分比 人数／名 百分比 人数／名

男

女

合计

　　 （２）结合统计图表，谈谈该校八年级男生和女生在数学水平上呈现的

特点．

　　条形统计图、扇形统计图和折线统计图分别适合表示数据的哪些特征？

用统计表可以按某种顺序系统条理地排列数据，便于阅读和检查，便于

计算和分析．用统计图表示数据资料，形象直观，各类数据个数的多少、所

占百分比、数量的变化规律及趋势等，一目了然．

　　家电商场销售某品牌的空调机，去年销售１０００台，今年销售１５００台．

依据销售数据绘制的统计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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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１）图（１）和图（２）哪个能较准确地反映空调机销量的增长情况？

（２）不能准确反映空调机销量增长情况的，其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Ａ 组

１．北京一年四季分明，而昆明则四季如春．依据两个城市历年１２个月的月

平均气温资料绘制的折线统计图如下：

（第１题）

（１）从总体上看，两个城市月平均气温有怎样的变化趋势？它们之间最

明显的差别是什么？

（２）北京月平均气温最低的是　　　月，月平均气温最高的是　　　月；

昆明月平均气温最低的是　　　月，月平均气温最高的是　　　月．

（３）北京和昆明月平均气温差别最大的是　　　月，月平均气温最接近

的是　　　月．

２．中国运动员从１９８４年至２０１２年已参加了８届奥运会，获得的奖牌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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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统计表所示：（未含港、澳、台地区）

届别 第２３届 第２４届 第２５届 第２６届 第２７届 第２８届 第２９届 第３０届 合计

金牌／枚 １５ ５ １６ １６ ２８ ３２ ５１ ３８

银牌／枚 ８ １１ ２２ ２２ １６ １７ ２１ ２７

铜牌／枚 ９ １２ １６ １２ １５ １４ ２８ ２３

合计／枚

（１）分别统计中国运动员在各届奥运会上获得的奖牌总数及在８届奥运

会上获得的金、银、铜牌的总数，并填表．

（２）画扇形统计图表示８届奥运会上获得的金、银、铜牌总数占奖牌总

数的比例．

（３）画折线统计图表示８届奥运会上获得的奖牌的变化情况．

Ｂ 组

　　某地区教育部门为了解中小学生的视力情况，从该地区小学、初中

和高中三个学段中各随机抽取３００名学生（男、女生各１５０名）作视力调

查，根据男、女生视力不良的调查数据绘制成如图（１）所示的统计图．

（１） （２）

（１）分别计算各学段男、女生视力不良率．

（２）请在图（２）中分别画出三个学段男、女生视力不良率的折线统计图．

（３）该地区中小学生的视力不良率随着年级的升高有什么变化趋势？男

生和女生的视力情况有什么明显的差异？



第十八章　!"#$%&'( １９　　　

利用 犕犻犮狉狅狊狅犳狋犈狓犮犲犾绘制扇形统计图

以实例进行说明．

假设对某学校八年级共２４０名学生的到校方式进行调查，统计结果

如下：

到校方式 步行 骑自行车 乘公交车 其他方式 合计

人数／名 ７２ ９６ ６０ １２ ２４０

百分比 ３０％ ４０％ ２５％ ５％ １００％

　　画扇形统计图直观表示不同方式到校人数的百分比．

打开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７界面，在单元格Ａ１～Ｂ４中输入数据，选

中数据区域，然后点击 “插入”，在图表菜单栏选 “饼图”，如图（１）．将

光标移到图形上，右击鼠标，出现下拉菜单后，选择 “添加数据标签”，

完成绘图过程，如图（２）．在绘图过程中，可以选中某个扇形，右击鼠标，

在下拉菜单中选择 “设置数据点格式”更改填充颜色、设置边框线条等．

（１）

　

（２）

用类似的方式可以画条形统计图和折线统计图，有条件的同学可以试

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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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统计中，我们关心总体中所有个体某个数量指标的分布情况．当

这个数量指标取连续变化的值时，应该如何整理和表示数据呢？

为了倡导节约能源，自２０１２年７月起，我国对居民用电采用阶梯电价．

为了使大多数家庭不增加电费支出，事前就需要了解居民全年月平均用电量

的分布情况，制订一个合理的方案．

随机调查了某城市５０户居民全年月平均用电量（单位：千瓦时），数据

如下：

１５５ １９８ １７５ １５８ １５８ １２４ １５４ １４８ １６９ １２０

１９０ １３３ １６０ ２１５ １７２ １２６ １４５ １３０ １３１ １１８

１０８ １５７ １４５ １６５ １２２ １０６ １６５ １５０ １３６ １４４

１４０ １５９ １１０ １３４ １７０ １６８ １６２ １７０ ２０５ １８６

１８２ １５６ １３８ １８７ １００ １４２ １６８ ２１８ １７５ １４６

　　按以下步骤整理数据，并用统计图表表示数据．

（１）确定数据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在这５０个数据中，最小值为１００，最大值为２１８．

（２）确定数据分组的组数和组距．

分组的组数没有固定的标准，数据个数在１００以内时，一般分为５～１０

组．数据个数越多，分组的个数也应多一些．采用等距分组，分为６组较

合适．

因为２１８－１００＝１１８，１１８÷６≈１９．７，所以分组如下：

１００≤狓＜１２０，１２０≤狓＜１４０，１４０≤狓＜１６０，…，２００≤狓＜２２０．

其中，狓为居民全年月平均用电量．

每组两个端点之间的距离称为组距．这里的组距为２０．

（３）列频数（频率）分布表．

各组中数据的个数叫做频数（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频数与数据总个数的比值叫

做频率（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在表格中用画 “正”字的方式统计各组的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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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相应的频率，就得到频数分布表（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ｔａｂｌｅ）．

全年月平均用电量／千瓦时 画 “正”字计数 频数 频率

１００≤狓＜１２０ 正 ５ １０％

１２０≤狓＜１４０ 正正 １０ ２０％

１４０≤狓＜１６０ 正正正 １５ ３０％

１６０≤狓＜１８０ 正正 １２ ２４％

１８０≤狓＜２００ 正 ５ １０％

２００≤狓＜２２０ ３ ６％

合计 ５０ １００％

　　 （４）画频数分布直方图．

用横轴表示全年月平均用电量，纵轴表示频数，用小长方形的高表示各

组的频数，画如图１８ ４ １所示的图形，直观表示全年月平均用电量的分

布情况．我们把这样的图形叫做频数分布直方图（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

图１８ ４ １

档次
全年月平均用

电量／千瓦时

电价／

（元／千瓦时）

第一档 ０～１８０ ０．５２

第二档 １８１～２８０ ０．５５

第三档 大于２８０ ０．８２

（１）观察统计图表，全年月平均用

电量在哪个范围内分布的户数较多？

（２）某省的阶梯电价方案如表所示．

就这５０户居民来说，各档用电量的户数

分别占多大比例？你认为这个阶梯电价

方案合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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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统计表或统计图中可看出，全年月平均用电量狓在１２０≤狓＜１８０内

的户数较多，共有１０＋１５＋１２＝３７（户），占７４％；全年月平均用电量小于

１８０千瓦时的有４２户，占８４％，即第一档全年月平均用电量覆盖了大多数

居民家庭．

某学校八年级共有狀名男生．现测量他们的身高（单位：ｃｍ．结果精确

到１ｃｍ），依据数据绘制的频数分布直方图如图所示（为了避免有些数据落

在分组的界限上，对作为分点的数保留一位小数）．

（１）数据个数狀为多少，数据的大致分布范围在哪两数之间？

（２）组距和组数各为多少？

（３）频数最大的组为哪一组？该组的频数和频率各为多少？

（４）根据频数分布直方图提供的信息，填写下表．

身高／ｃｍ １４８～１５６ １５７～１６５ １６６～１７４

人数／名

频率

（５）学校要给八年级男生订购校服，男生的校服按上表分组方式设计了

小、中、大三个型号，对订购各号码校服的数量提出你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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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某校举行科技知识竞赛,100名参赛同学最后得分(得分取整数)的频数

分布直方图如图所示(频数轴刻度等间隔).根据图中的信息写出下面问

题的结果.

(第1题)

(1)标注频数轴上的刻度.
(2)得分在61分~70分的人数为    ; 得分在71分以上的人数

为    .
(3)如果得分大于80分定为优秀,那么优秀率为    .

2.英国物理学家卡文迪许在18世纪测量地球的密度(单位:g/cm3)时,重

复测量29次,得到如下数据:

5.05 5.61 5.88 5.07 5.26 5.55 5.36 5.29

5.38 5.65 5.57 5.53 5.62 5.29 5.44 5.34

5.79 5.10 5.27 5.39 5.42 5.47 5.63 5.34

5.46 5.30 5.75 5.68 5.86
(1)数据中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各为多少?
(2)整理数据时,如果组距取0.2,应该分几组,如何分组? 如果组距

取0.1,又应该分几组,如何分组?
(3)以上两种分组方式,哪种能较好地反映测量数据的分布?
(4)按下表的分组,统计各组的频数.

密度/(g/cm3) 5.0~5.2 5.2~5.4 5.4~5.6 5.6~5.8 5.8~6.0 合计

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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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知识结构

二、总结与反思

用统计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主要过程为：收集、整理和表示数据，通过

对数据的分析和计算，获取有用的信息，作出合理的判断和决策．真实的数

据能提供科学信息．许多科学结论都是通过分析数据而得到的，借助数据提

供的信息而作出的判断才比较可信．因此，统计无所不在，无处不用．

１．收集数据常用的方式有调查、试验、查阅资料等．当要考察的个体

很多，调查具有破坏性，限于时间和费用等因素而无法一一进行调查时，多

采用抽样调查．

２．整理数据就是按一定的方式，对数据进行分类或分组，统计各

类（组）数据的个数，计算相应的频率，描述数据的分布规律．统计图可以直

观表示数据的特征．常用的统计图有条形统计图、扇形统计图、折线统计图

和直方图．

３．统计最核心的思想是用样本推断总体．由于抽样调查只考察部分个

体的情况，所以采用不同的样本，得到的结果一般也不相同，即统计结果具

有不确定性．要想得到总体较准确的结果，在保证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的

前提下，样本容量要适当大一些．

４．（１）举例说明，如何抽样才能使样本对总体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２）整理数据的一般步骤有哪些？

（３）条形统计图、扇形统计图、折线统计图、直方图分别表示数据哪方

面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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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组

１．有关部门规定：初中学生每天的睡眠时间不得少于９小时．请对你班的

同学作一次调查，了解有多大比例的学生每天睡眠不足９小时．

（１）调查的问题是什么？

（２）调查的范围有多大？怎样进行调查？

（３）共调查多少人？每天睡眠时间不足９小时的有多少人，占多大百

分比？

２．某乡镇有８０００户家庭，请分别指出下列调查的总体和样本．

（１）抽样调查２００户家庭的人口．

（２）抽样调查１００户家庭的年实际收入．

（３）抽样调查１００户家庭的年消费支出金额．

３．解决下列问题需要哪些数据，采用什么样的调查方式能得到这些数据？

（１）学校召开运动会，要统一购买运动鞋．你所在班各种号码的鞋各要

买多少双？

（２）你所在班全体同学的视力情况如何？

（３）去年植树节某单位种下的树木的成活率是多少？

（４）一张选定的报纸上大约有多少个字？

４．小亮随意选取了１０期电脑体育彩票的中奖号码，结果如下：

４９２４２８８　１０４１７４９　２７５６３４５　９４３７０６３　５４１５２０５

４３８２４７７　０２５７１９６　５１４７６５３　０４１７７６９　３６５２８９１

（１）统计数字０～９分别出现的次数，计算各数字出现的频率．

（２）各数字出现的频率差异大吗？如果选１００期中奖号码的７００个数字

进行统计，你认为各数字出现的频率有什么规律？

５．小明家的电表在３月底至９月底的读数（取整千瓦时）如下表：

记录时间 ３月底 ４月底 ５月底 ６月底 ７月底 ８月底 ９月底

电表读数 １７５０ １８５０ １９６０ ２１１０ ２３６０ ２６００ ２７２０

（１）计算小明家４，５，６，７，８，９月份的用电量，并填写统计表．

月　份 ４月 ５月 ６月 ７月 ８月 ９月

用电量／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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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画条形统计图表示各月的用电量．

（３）画折线统计图表示各月用电量的变化情况．

（４）解释用电量变化的主要原因．

６．２０００年６月，人类基因组计划中的ＤＮＡ全序列草图完成，人类将拥有

一本记录着自身生老病死及遗传进化全部信息的 “天书”．这本天书是由

四个字符Ａ，Ｔ，Ｃ，Ｇ按一定顺序排成的长约３０亿个字符的序列，这

四个字符表示四种碱基．下表所示的是两个类型的ＤＮＡ序列片段．

Ａ类

ＡＴＧＧＣＣＧＡＴＣＧＧＣＴＧＧＡＡＧＧＡＡＣＡＡＡＴＡＧＧＣＧＧＡＡＴＴＡＡＧＧＡ

ＡＧＧＣＧＴＴＣＴＣＧＣＴＴＴＣＧＡＣＡＡＧＧＡＧＧＣＧＧＡＣＣＡＴＡＧＧＡＧＧＣＧＧ

ＡＴＴＡＧＧＡＡＣＧＧＴＴＡＴＧＡＧＧＡＡＧＴＴＡ

Ｂ类

ＧＴＴＡＧＡＴＴＴＡＡＣＧＴＴＴＴＴＴＡＴＧＧＡＡＴＴＴＡＴＧＧＡＡＴＴＡＴＡＡＡＴ

ＴＴＡＡＡＡＡＴＴＴＡＴＡＴＴＴＴＴＴＡＧＧＴＡＡＧＴＡＡＴＣＣＡＡＣＧＴＴＴＴＴＡ

ＴＴＡＣＴＴＴＴＴＡＡＡＡＴＴＡＡＡＴＡＴＴＴＡＴＴ

统计这两个基因片断中字符Ａ，Ｔ，Ｃ，Ｇ出现的频数，比较它们的主要

差异．

Ｂ 组

１．面粉厂生产的面粉，规定每袋的标准质量为５０ｋｇ．采用自动装袋工艺，

一袋面粉的实际质量和标准质量有一定的误差．任选４０袋称得其质

量（单位：ｋｇ）如下：

４８．５　５０．０　４９．０　５０．０　５１．０　５０．０　４９．５　５０．５　５０．０　５１．０

４９．５　４９．５　５０．０　５０．５　４９．０　５０．５　５０．０　５１．０　５０．０　４９．５

４９．５　５０．５　５０．５　５０．０　５０．０　５０．５　４９．０　５０．０　５１．０　４９．５

５０．０　５０．０　５０．５　５０．０　４９．５　５１．５　４９．５　４８．５　５１．０　５１．５

（１）计算每袋面粉的质量与标准质量的差．统计各类误差的面粉袋数，

并填写统计表：

误差／ｋｇ －１．５ －１．０ －０．５ ０ ０．５ １．０ １．５

袋　数

百分比

（２）画条形统计图表示数据，描述误差分布的特点．

２．某医院记录了一周内６０名病人在门诊看病时等候的时间（单位：ｍｉｎ），

并对记录数据进行分组统计，结果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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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狋／ｍｉｎ ０＜狋≤１０ １０＜狋≤２０２０＜狋≤３０３０＜狋≤４０４０＜狋≤５０５０＜狋≤６０

频数 ７ １７ １３ 狓 ７ ６

频率

（１）求狓的值，计算各组的频率并填表．

（２）绘制频数分布直方图．

（３）估计在这家医院看病的病人等候时间超过３０ｍｉｎ的百分比．

３．小明就班级内所有同学的到校方式进行了一次调查．图（１）和图（２）是根

据整理后的数据绘制的两幅不完整的统计图．

（１）

　　　　

!"

#"

$%

30%
50%

（２）

（第３题）

请你根据图中提供的信息，解答以下问题：

（１）该班共有多少名学生？

（２）该班有多少名学生乘车到校？

（３）在图（１）中，将表示 “乘车”的部分补充完整．

４．对４８个橘子的维生素Ｃ含量（单位：ｍｇ）进行测量，数据如下：

２６．２２８．０２９．６２８．３２６．６３０．３２８．５２９．８２６．８３０．４２９．２２８．７

２９．７３０．０３０．２２９．４３１．６２７．０３０．５３２．８３１．３３０．０２９．９２７．１

３１．６２９．８３０．５２８．６３０．７３０．８２９．２３１．４２８．３３２．７３０．４３１．８

２７．５２８．４３０．６２９．６２７．６３０．９３２．０２９．２３１．５２７．８３２．４２８．９

确定适当的分组个数，整理数据，列频数分布表，画频数分布直方图，

描述数据的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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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组

犓 值 频数 频率

犓＜１８

１８≤犓＜２０

２０≤犓＜２２

２２≤犓＜２４

２４≤犓＜２６

犓≥２６

１．（１）每人测量自己的身高（结果精确到

０．０１ｍ）和体重（结果精确到０．１ｋｇ）．

（２）按公式犓＝
体重
（身高）２

，计算犓的值．

（３）汇总全班数据，按右表中的分组，分别

计算各组的频数和频率．

（４）你的犓 值在哪组？如果犓＜１７，那么

你要注意补充营养，加强体育锻炼；

如果犓≥２６，那么你要控制饮食，加

强体育锻炼．

（５）请根据（３）中计算出的结果，对全班同学提出健康建议．

２．下表是我国某两个城市月平均降水量（单位：ｍｍ）统计表：

月份 １月 ２月 ３月 ４月 ５月 ６月 ７月 ８月 ９月 １０月１１月１２月

甲市 １０ １５ ２０ ３０ ６０ １３０ ２００ ２１０ ７０ ３５ ２０ １５

乙市 ２０ ４０ ８０ １６０ ２９０ ２８０ ２５０ ２４０ ２００ １１０ ３５ ２０

（１）在下面网格图中画折线统计图表示两市各月份降水量的变化情况．

（２）从总体看，两个城市月平均降水量之间最明显的差别是什么？

（３）两市月平均降水量差别最大的月份是　　　　月，月平均降水量最

接近的月份是　　　　月．

（第２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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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数轴后，数轴上点的位置可以用一个实数来表示．平面上点的

位置该如何表示呢？

如图１９ １ １，每个同学在教室里都有一个确定的座位．按照列在前、

行在后的顺序，每个座位都可以用一对数来表示．例如，在下面部分同学的

座次表中，小明在第３列第５行，可以用一对数（３，５）来表示他的座位

位置．

图１９ １ １

按照上面的表示方法，讨论下面的问题：

（１）小强的座位应该用哪对数来表示？小亮和小红的座位呢？

（２）一对数（１，４）表示的是哪个同学的座位？

（３）两对数（５，３）和（３，５）表示的座位相同吗？它们分别表示哪两个同

学的座位？

（４）每个同学的座位都能用一对数来表示吗？

图１９ １ ２是中国象棋棋盘的示意图，部分黑棋的棋子摆在这些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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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９ １ ２

点上，每个交叉点的位置按照先列后行的顺序

都可以用一对数来表示．

（１）分别用三对数表示 “车”“马” “炮”

所在的位置．

（２）两对数（５，３）和（７，４）分别表示哪两

枚棋子的位置？

（３）象棋规则规定： “车”只能沿直线行

走，一次可以走任意格．请你用四对数来描述

“车”的行走路线：犃→犅→犆→犇．

由上可知，在平面内，物体的位置可以用一对数（列左行右）来表示．

但在航海、航空和测量中，通常又用 “方位角和距离”来表示物体的

位置．

从某个参照点看物体，视线与正北（或正南）方向射线的夹角称为方位

角（ａｚｉｍｕｔｈａｎｇｌｅ）．

图１９ １ ３

如图１９ １ ３，在某个时刻，一艘货轮

在导航灯北偏东６０°的方向上，且距离导航

灯１０ｋｍ．

（１）如何用方位角和距离描述导航灯相

对于货轮的位置？

（２）在同一时刻，一艘客轮在导航灯北

偏西３０°的方向上，且距离导航灯５ｋｍ 处．请你在图中标出这艘客轮的

位置．

采用 “方位角和距离”来表示物体位置的方法，要明确参照点．选择不

同的参照点表示同一个物体的位置，结果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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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在电脑办公软件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ｃｅｌ的界面上，每个单元格的位置可以

用一个字母和一个数字确定．如图，单元格 Ａ１，Ｂ１，Ｃ１，Ｄ１中的内容分

别为 “姓名”“数学”“语文”“英语”．

（１）请你指出Ａ２，Ｂ３，Ｃ４，Ｄ５单元格中的内容．

（２）分别指出王涛的数学成绩和张磊的英语成绩所在的单元格．

（第１题）

　　　　

（第２题）

２．如图，如何描述小明家相对于学校的位置？学校相对于小明家的位

置又该怎样描述？

　 （第１题）

１．如图，国际象棋棋盘由纵横各８格，颜色深浅

交错排列的６４个小方格组成，棋子可以在这

些方格中移动．列和行分别用字母和数字标

记，按照先列后行的顺序， “白车”所在方格

犃的位置可用（犮，３）表示．

（１）按照上述规定， “白后”和 “黑车”所在

方格的位置应该如何表示呢？

（２）如果从左到右的８列也分别用数字１到８

标记，那么如何表示 “白后”和 “黑车”

的位置？

（３）国际象棋规则规定：“车”只能沿直线行走，一次可以走任意格．请

按（２）中规定，用四对数描述 “白车”的行走路线：犃→犅→犆→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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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如图，以学校为参照点，请用方位角和实际距离分别表示新华书店、少

年宫和超市的位置．

（第２题）

３．某校八年级师生到郊外进行夏令营活动，关于营地驻扎的信息如下：

１号营地在大本营北偏东３０°的方向上，距离大本营５００ｍ处；

２号营地在大本营北偏西４５°的方向上，距离大本营６００ｍ处；

３号营地在大本营南偏东６０°的方向上，距离大本营４００ｍ处．

根据以上信息，按１∶１００００的比例尺画出各营地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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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平面直角坐标系后，就可以用有序实数对来表示平面上点的位

置了．

图１９ ２ １是某城市部分街道的示意图．在繁星大道和中山路的交叉

口点犗处，小亮向交警叔叔问路．

图１９ ２ １

按照交警的指示，小亮能找到图书大厦吗？

如果约定以点犗 处为参照点，先说出向东（或向西）方向上的距离，

再说向北（或向南）方向上的距离，那么图书大厦附近的交叉路口就可以用

点犘（东３ｋｍ，北２ｋｍ）来表示．

如果我们把中山路看成一条数轴（向东的方向为正），把繁星大道看成另

一条数轴（向北的方向为正），把它们的交点犗看成两条数轴的公共原点，

以１ｋｍ作为数轴的单位长度，那么点犘的位置就可以用一对数（３，２）来表示．

在图１９ ２ １中，按照上面的规定，思考下列问题：

（１）点犃，犅，犆的位置应如何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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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你能在图中找到用（３，－１．５），（－２，２）表示的点的位置吗？

（３）街道所在平面上的任何一点，它的位置都可以用一对数表示出来

吗？举例说明．

如图１９ ２ ２，在平面内，画两条有公共原点且互相垂直的数轴，就构

成了平面直角坐标系（ｒｅｃｔａｎｇｕｌａｒ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ｉｎ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简称直角

坐标系．水平方向的数轴叫做狓轴（或横轴），取向右为正方向；竖直方向的

数轴叫做狔轴（或纵轴），取向上为正方向．狓轴与狔轴的公共原点叫做坐标

原点（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ｏｒｉｇｉｎ）．两条数轴统称为坐标轴（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ａｘｉｓ）．建立了

直角坐标系的这个平面叫做坐标平面（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ｐｌａｎｅ）．

图１９ ２ ２

　

图１９ ２ ３

如图１９ ２ ３，已知坐标平面上一点犃，怎样找到一对实数表示它的位

置呢？

从点犃分别向狓轴和狔轴作垂线，垂足在狓轴和狔轴上对应的点表示

的实数分别是狓０和 狔０．我们把有序实数对（狓０，狔０）称为点 犃 的 坐

标（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其中，狓０称为点犃的横坐标，狔０称为点犃的纵坐标．点犃

也记作犃（狓０，狔０）．

在图１９ ２ ３中，写出点犕，犖，犘，犙的坐标．

例１　如图１９ ２ ４，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描出点犃（０，４），犅（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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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２，－３），犇（－２，－３），犈（－４，２），并依次连接犃犅犆犇犈犃．

图１９ ２ ４

　　

图１９ ２ ５

解：在狔轴上描出表示４的点，即得犃（０，４）．

分别过狓轴上表示４的点和狔轴上表示２的点，作狓轴和狔轴的

垂线，两条垂线的交点就是点犅（４，２）．

同理，可以描出犆，犇，犈三点．

依次连接犃犅犆犇犈犃，得到图１９ ２ ５中所示的图形．

在坐标平面上，任意一点能用一对有序实数来表示吗？任意一对有序实

数能对应地在坐标平面上找到一个点吗？

实数与数轴上的点具有一一对应关系．由此可知，坐标平面上的点与有

序实数对具有一一对应关系，即坐标平面上任意一点都可以用唯一一对有序

实数来表示；反过来，任意一对有序实数都可以表示坐标平面上唯一一

个点．

１．某市植物园各主要景点位置如图所示．以南门为坐标原点，向东方

向为正的直线做横轴，向北方向为正的直线做纵轴，一小格的边长为单位长

度，建立直角坐标系．分别写出东门及各景点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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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题）

　　　

（第２题）

２．如图，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描出下列各点，并按犃→犅→犆→犇→犃

的顺序用线段把各点连接起来．

（１）犃（２，１），犅（－２，１），犆（－２，－２），犇（２，－２）．

（２）犃（２，２），犅（－２，－１），犆（－２，１），犇（２，－２）．

Ａ 组

１．在给出的直角坐标系中，写出犃，犅，犆，犇，犈，犉，犌各点的坐标．

（第１题）

　　　　　

（第２题）

２．某城市部分公共场所位置如图所示．以火车站所在位置为坐标原点，小

方格的边长为１个单位长度，建立直角坐标系，并分别写出各场所的

坐标．

３．先画出直角坐标系，再描出下列各点：

犃（５，３），犅（－２，６），犆（２，－３），

犇（－４，－３），犈（－３，０），犉（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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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组

１．小明家在学校北偏东６０°的方向上，距学校４ｋｍ；小芳家在学校的南

偏西４５°方向上，距学校３槡２ｋｍ．以学校所在的位置为坐标原点建立直

角坐标系，１ｋｍ为一个单位长度，分别求出小明

家和小芳家所在位置的坐标．

　 （第２题）

２．某邮递员投递区域街道如图所示．现在，他要

把一封邮件从邮政局所在地点犗 处尽快送到

犃 地．他选择的一条路径是

（０，０）→ （０，３）→ （４，３）→

（４，８）→ （７，８）．

（１）用彩笔在图中标出邮递员走的这条路径．

（２）用坐标写出由点犗 到点犃 的其他最短的

路径．

图１９ ２ ６

如图１９ ２ ６，平面直角坐标系的两条坐

标轴将平面分成了四个部分，从右上方的部分

说起，按逆时针方向，各部分依次叫做第一象

限、第二象限、第三象限和第四象限．坐标轴

上的点不属于任何一个象限．

图１９ ２ ７

如 图 １９ ２ ７ 所 示， 八 边 形

犃犅犆犇犈犉犌犎 与两条坐标轴的交点分别是

犕，犖，犘，犙四点．

（１）分别写出各点的坐标．

（２）观察各点坐标，你认为同一象限内

点的坐标的共同特点是什么？

（３）指出坐标轴上点的坐标的共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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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分别写出点犅（１，３）关于狓轴的对称点坐标，关于狔轴的对称点坐

标，关于原点的对称点坐标．关于狓轴，狔轴和原点的对称点的特征分别是

什么？

关于狓轴对称的两点，横坐标相等，纵坐标互为相反数；关于狔轴对

称的两点，横坐标互为相反数，纵坐标相等；关于原点对称的两点，横坐标

和纵坐标都互为相反数．

例２　建立直角坐标系，并解决下列问题．

（１）描出下列各点，并把各点依次连接成封闭图形．

犃（１，－１），犅（３，－１），犆（３，１），犇（１，１），犈（１，３），

犉（－１，３），犌（－１，１），犎（－３，１），犐（－３，－１），

犑（－１，－１），犓（－１，－３），犔（１，－３）．

（２）观察所得的图形，它是轴对称图形吗？如果是轴对称图形，画出

它的对称轴．

（３）在画出的图形中，分别写出关于狓轴，狔轴和原点的对称点．

图１９ ２ ８

解：（１）描点，连线后得到的图形如

图１９ ２ ８所示．

（２）这个图形是轴对称图形，它

有四条对称轴：狓轴，狔轴，

犾１，犾２．

（３）关于狓 轴的对称点分别是

点犃和点犇，点 犅 和点犆，

点犈 和点犔，点犉 和点犓，

点犌 和点犑，点 犎 和点犐．

关于狔 轴的对称点分别是

点犃和点犑，点犅和点犐，点犆和点犎，点犇和点犌，点犈

和点犉，点犔 和点犓．关于原点的对称点分别是点犃 和

点犌，点犅 和点犎，点犆 和点犐，点 犇 和点犑，点犈 和

点犓，点犉和点犔．

１．点犃（－３，４）在第 象限，到狓轴的距离为 ，到狔

轴的距离为 ，到原点的距离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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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点犅（３，－５）在第 象限，其关于狓轴的对称点的坐标为

，关于狔轴的对称点的坐标为　　　　，关于原点的对称点的坐标

为 ．

３．在直角坐标系中，点犃的坐标为（４，２）．

（１）分别画出点犃关于狓轴，狔轴和原点的对称点犅，犆，犇，并分别

写出点犅，犆，犇的坐标．

（２）四边形犃犅犇犆是轴对称图形吗？如果是轴对称图形，请画出它的

对称轴．

Ａ 组

１．若点犘（犪，－２犪）是第二象限内的点，则犪的取值范围是　　　　．

２．已知点犘（犪，犫）在第三象限，那么点犙（犪，－犫）在第　　　　象限，

点犕（－犪，犫）在第　　　　象限，点犖（－犪，－犫）在第　　　　象限．

３．已知直线犃犆垂直于狓轴，垂足为犆．点犃的坐标是（１，２）．写出点犆

的坐标．

４．建立直角坐标系，解决以下问题：

（１）画出下列各点，并把各点依次连接成封闭图形．

犃（－２，３），犅（２，３），犆（５，０），

犇（２，－３），犈（－２，－３），犉（－５，０）．

（２）指出上面各点所在的象限或坐标轴．

（３）分别写出上面各点关于狓轴，狔轴和原点的对称点．

Ｂ 组

１．如果点犕（犪，犫）在第四象限内，且犕 到狓轴和狔轴的距离相等，那么犪

和犫的关系是　　　　．

２．如果犕（犪，犫），犖（犮，犱）是平行于狓轴的一条直线上的两点，那么犫与

犱的关系是　　　　．

３．在长方形犃犅犆犇 中，点犃 的坐标为（－２，３），点犅 的坐标为（３，３），

犅犆＝８．求点犆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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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坐标平面中，图形上的点都有了相应的坐标．因此，建立适当

的直角坐标系，利用图形上点的坐标，能够方便地解决问题．

　图１９ ３ １

如图１９ ３ １，小亮画了一个四边形，想把它

的形状通过电话告诉小强，让小强也能准确地画出

相同的图形．

大家替他想想办法．

小明说：“建立直角坐标系，告诉这个四边形四个顶点的坐标就能画出

相同的图形．”

你认为小明的说法可行吗？说说理由．

在实际生活中，经常需要建立适当的直角坐标系，通过坐标来描述某个

图形的位置与形状．

已知一个边长为４的正方形．建立适当的直角坐标系，通过各顶点的坐

标来描述它的位置．

（１）图１９ ３ ２（１），（２），（３）分别是三名同学建立的直角坐标系，请

分别将四边形各顶点的坐标填写在下面的表格中．

直角坐标系 点犃坐标 点犅坐标 点犆坐标 点犇坐标

（１）

（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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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９ ３ ２

（２）这三种建立直角坐标系的方式各有什么优点？说出你的理由．

（３）你还能建立其他的直角坐标系吗？

建立不同的直角坐标系，同一个图形的顶点坐标也不同，应根据具体情

况建立适当的直角坐标系．

　图１９ ３ ３

如图１９ ３ ３，在等腰三角形犃犅犆中，底边犅犆＝４，

高犃犇＝６．

（１）请你在网格图中建立适当的直角坐标系，并写出

点犃，犅，犆的坐标．

（２）说明你选择这个直角坐标系的理由．

１．选择适当的方法，将图中图形的形状告诉你的同学，以便他们能画

出相同的图形．

（第１题）

　　　　　　

（第２题）

２．如图，已知等边三角形犃犅犆的边长为６．请你建立适当的直角坐标

系，并写出顶点犃，犅，犆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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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组

１．小敏画了一个如图所示的四边形．如果小红不看这个图形，小敏用什么

方法能让小红也画出同样的图形？

（第１题）

　　　　　　　

（第２题）

２．如图，在直角坐标系中，等腰直角三角形犗犃犅的斜边犗犅 的长为４个单

位长度．

（１）写出点犅的坐标．

　 （第３题）

（２）还可以怎样建立直角坐标系，使得各顶

点的坐标更为简单？

３．如图，请你建立适当的直角坐标系，用坐标

表示各个旅游景点的位置．

Ｂ 组

１．已知点犃 的坐标为（０，０），点犅 的坐标为（４，０），点犆 在狔 轴上，

△犃犅犆的面积为１０．求点犆的坐标，并在直角坐标系中画出符合条件

的三角形．

　 （第２题）

２．在一次夏令营活动中，老师将一份行动计划藏

在没有任何标记的点犆处，只告诉大家犃，犅

两处 各 是 一 棵 树，坐 标 分 别 为 （０，０），

（３０，１０），点 犆 的 坐 标 为 （２０，２０）（单

位：ｍ）．请确定点犆的位置，尽快找到这份

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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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将一个图形进行平移，作轴对称图形，会使

图形的位置发生变化；将图形进行伸缩，会使图形的形状和大小发生变

化．当一个图形的位置、形状或大小发生变化时，其顶点的坐标也相应

地发生变化．它们是怎样变化的呢？

将一个图形沿坐标轴方向平移后，对应顶点的坐标是如何变化的呢？

图１９ ４ １

１．在坐标平面上，一只蚂蚁从原点出发，

爬行的路径如图１９ ４ １所示．

（１）写出 犃，犅，犆，犇，犈 这五个点的

坐标．

（２）指出蚂蚁在各条线段上爬行的方向和

距离，并填写下表．

移动的路径 平移的方向和距离
坐标的变化

横坐标 纵坐标

犗（０，０）→犃（０，２） 向上平移２个单位长度 不变 加２

犃（０，２）→犅（　　）

犅（　　）→犆（　　）

犆（　　）→犇（　　）

犇（　　）→犈（　　）

２．在直角坐标系中，将一个图形沿坐标轴的方向平移时，各顶点的坐

标是否有相同的变化规律？

例　如图１９ ４ ２，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长方形犃犅犆犇各顶点的坐标分

别为犃（－２，１），犅（２，１），犆（２，３），犇（－２，３）．将长方形犃犅犆犇

沿狓轴的方向向右平移５个单位长度，得到长方形犃１犅１犆１犇１．请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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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９ ４ ２

长方形犃１犅１犆１犇１各顶点的坐标，

并指 出 对 应 顶 点 坐 标 的 变 化

规律．

解：将长方形犃犅犆犇沿狓轴的方

向向右平移５个单位长度，

各顶点移动的方向一致，移

动的距离都是５个单位长

度．因此，平移后的长方形

犃１犅１犆１犇１各顶点的坐标为：

犃１（３，１），犅１（７，１），犆１（７，３），犇１（３，３）．

顶点坐标的变化规律为：长方形犃１犅１犆１犇１各顶点的横坐标是将长

方形犃犅犆犇各顶点的横坐标都增加５，纵坐标不变而得到的．

１．在图１９ ４ ２中，将长方形犃犅犆犇沿狔轴的方向向下平移４个单位

长度，画出平移后的长方形，写出其各顶点的坐标，并说出图形平移前后对

应顶点的坐标是如何变化的．

２．在图１９ ４ ２中，将长方形犃犅犆犇先沿狓轴的方向向右平移６个单

位长度，再沿狔轴的方向向下平移５个单位长度，画出平移后的长方形，写

出其各顶点的坐标，并说出图形平移前后对应顶点的坐标是如何变化的．

在直角坐标系中，对于坐标平面上任意一点犘（狓，狔）．将它沿狓轴的

方向向右（或向左）平移犽个单位长度，相当于这个点的横坐标增加（或减少）

犽，纵坐标不变，即点犘（狓，狔）平移到点犘′（狓＋犽，狔）（或犘′（狓－犽，狔））；

将它沿狔轴的方向向上（或向下）平移犽个单位长度，相当于这个点的横坐标

不变，纵坐标增加（或减少）犽，即点犘（狓，狔）平移到点犘″（狓，狔＋犽）（或

犘″（狓，狔－犽））．

１．已知直角坐标系中一点犘（１，１），写出这个点向下平移２个单位长

度，再向左平移２个单位长度后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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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在 平 面 直 角 坐 标 系 中，已 知 线 段 犃犅 的 端 点犃 －３，（ ）３ ，

犅 －５，（ ）０ ，点犘（狓，狔）是线段犃犅上任意一点．根据线段的平移情况，写

出平移后点犃，犅，犘对应的坐标．

平移方向和距离 犃 －３，（ ）３ 犅 －５，（ ）０ 犘 狓，（ ）狔

向左平移４个单位长度

向下平移３个单位长度

向右平移２个单位长度，再向上平移４个单

位长度

向左平移３个单位长度，再向下平移５个单

位长度

Ａ 组

１．如图，将三角形①平移，与三角形②拼成一个长方形，正确的平移方法

是：先向　　　平移　　　单位长度，再向　　　平移　　　单位长度．

（第１题）

　　　

（第２题）

２．各三角形在直角坐标系中的位置如图所示．请你分别说明△犃１犅１犆１，

△犃２犅２犆２，△犃３犅３犆３是由△犃犅犆如何变化得来的，并指出它们各对应

顶点坐标之间的关系．

３．在直角坐标系中，四边形 犃犅犆犇 各顶点的坐标分别为犃 －３，（ ）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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犅 －２，（ ）－２ ，犆 －４，（ ）－３ ，犇 －５，（ ）－１ ．把这个四边形向上平移

４个单位长度，再向右平移６个单位长度后，得到四边形犃１犅１犆１犇１．写

出四边形犃１犅１犆１犇１的顶点坐标，并画出这个四边形．

Ｂ 组

１．在同一直角坐标系中，有四个三角形，其各顶点坐标如下表所示．

三角形 各顶点的坐标

△犃犅犆 犃 －２，（ ）３ 犅 －４，（ ）１ 犆 －１，（ ）０

△犃１犅１犆１ 犃１ ３，（ ）３ 犅１ １，（ ）１ 犆１ ４，（ ）０

△犃２犅２犆２ 犃２ －２，（ ）－１ 犅２ －４，（ ）－３ 犆２ －１，（ ）－４

△犃３犅３犆３ 犃３ ２，（ ）０ 犅３ ０，（ ）－２ 犆３ ３，（ ）－３

（１）在直角坐标系中画出这四个三角形．

（２）分别说明△犃１犅１犆１，△犃２犅２犆２，△犃３犅３犆３ 是由△犃犅犆经过怎样的

变化得到的．

２．在直角坐标系中，将点犘（狓，狔）向右平移１个单位长度，再向上平移

２个单位长度到点犘′．写出点犘′的坐标，并求犘犘′的长．

如果两个图形关于坐标轴成轴对称，那么各对应顶点的坐标之间有什么

关系呢？

A B
O

C y

x-6 -4 -2 2

4

6
-2

-4

2

4

图１９ ４ ３

如图１９ ４ ３，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

△犃犅犆各顶点的坐标分别为：

犃（－５，１），犅（－１，１），犆（－２，４）．

（１）分别把点犃，犅，犆 关于狓 轴和

狔轴的对称点的坐标填写在下表中．

△犃犅犆顶点坐标 犃 －５，（ ）１ 犅 －１，（ ）１ 犆 －２，（ ）４

关于狓轴的对称点 犃１（ ）　　　 犅１（ ）　　　 犆１（ ）　　　

关于狔轴的对称点 犃２（ ）　　　 犅２（ ）　　　 犆２（ ）　　　

（２）在图１９ ４ ３中作出与△犃犅犆关于狓轴成轴对称的△犃１犅１犆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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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狔轴成轴对称的△犃２犅２犆２．

（３）根据对应顶点坐标的变化规律，描述关于狓轴，狔轴成轴对称的两

个三角形对应顶点坐标之间的关系．

关于狓轴成轴对称的两个图形，各对应顶点的横坐标相等，纵坐标互

为相反数；关于狔轴成轴对称的两个图形，各对应顶点的横坐标互为相反

数，纵坐标相等．

将一个图形各顶点的横坐标和纵坐标都乘（或除以）相同的数，所得图形

与原图形之间的形状和大小有什么关系呢？

１．如图１９ ４ ４，在直角坐标系中，五边形犗犃犅犆犇各顶点的坐标分

别为：

犗（０，０），犃（０，２），犅（２，３），犆（４，２），犇（３，０）．

（１）将各顶点的横坐标和纵坐标都乘２，写出各对应点的坐标：

犗（０，０），犃１（ ）　　　 ，犅１（ ）　　　 ，犆１（ ）　　　 ，犇１（ ）　　　 ．

（２）在直角坐标系中，描出这些点并依次连接，得到的五边形

犗犃１犅１犆１犇１与五边形犗犃犅犆犇相比较，形状和大小有什么变化？

图１９ ４ ４

　　　

图１９ ４ ５

２．如图１９ ４ ５，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四边形犗犃犅犆各顶点的坐标

分别为：

犗（０，０），犃（２，６），犅（６，６），犆（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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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将各顶点的横坐标和纵坐标都乘
１
２
，写出各对应点的坐标：

犗（０，０），犃１（ ）　　　 ，犅１（ ）　　　 ，犆１（ ）　　　 ．

（２）在坐标系中描出这些点并依次连接各点，得到的四边形犗犃１犅１犆１

与四边形犗犃犅犆相比较，形状和大小有怎样的变化？

３．分别过每对对应顶点画直线，你能发现什么结果？

将一个图形各顶点的横坐标和纵坐标都乘犽（或
１
犽
，犽＞１），所得图形的

形状不变，各边扩大到原来的犽倍（或缩小为原来的
１
犽
），且连接各对应顶点

的直线相交于一点．

（第１题）

１．△犃犅犆 在直角坐标系中的位

置如图所示．

（１）作与△犃犅犆关于狓 轴成轴对

称的△犃１犅１犆１，并写出△犃１犅１犆１各顶

点的坐标．

（２）作与△犃犅犆关于狔轴成轴对

称的△犃２犅２犆２，并写出△犃２犅２犆２各顶

点的坐标．

２．已知△犃犅犆 的顶点坐标分别

为犃 ０，（ ）０ ，犅 ６，（ ）０ ，犆 ３，（ ）４．５ ，

△犃１犅１犆１的顶点坐标分别为犃１ ０，（ ）０ ，犅１ １２，（ ）０ ，犆１ ６，（ ）９ ，△犃２犅２犆２

的顶点坐标分别为犃２（０，０），犅２（４，０），犆２（２，３）．

（１）△犃１犅１犆１与△犃犅犆的形状和大小各有什么关系？

（２）△犃２犅２犆２与△犃犅犆的形状和大小各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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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组

１．在如图所示的直角坐标系中解决下列问题：

（１）将长方形犗犃犅犆的各顶点坐标都乘１．５，写出各对应点的坐标，并

在直角坐标系中画出放大后的四边形．

（２）将△犗犇犈的各顶点坐标都除以３，写出各对应点的坐标，并在直角

坐标系中画出缩小后的三角形．

（第１题）

y

x

A

B
C

O

2

4

-4 -2 2 4

-2

-4

（第２题）

２．如图．

（１）在直角坐标系中，分别描出点犃，犅，

犆关于原点犗 的对称点犃１，犅１，犆１，

写出点犃１，犅１，犆１的坐标，并分别依

次连接点犃，犅，犆和点犃１，犅１，犆１．

（２）描述△犃犅犆和△犃１犅１犆１ 各对应顶点

坐标之间的关系．

（３）△犃１犅１犆１ 是由△犃犅犆经怎样的变化

得到的？

Ｂ 组

　　在直角坐标系中，图案 “Ａ”经过变化后得到的相应图案如图（１）～

图（６）所示（虚线为原图案）．

（１）分别写出图（１）～图（６）中与点犗，犃，犅，犆，犇对应的点的坐标．

（２）说明图（１）～图（６）中的图案分别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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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图（１）～图（６）中的图案变化前后，其对应点的坐标之间各有什么关

系？（填写表格）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图号 图形的变化 对应点坐标的变化

（１） 向右平移３个单位长度 犘（狓，狔）→犘１（狓＋３，狔）

（２）

（３）

（４）

（５）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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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儿与直角坐标系

笛卡儿（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１５９６年～１６５０年）是法国的一位数学家．他在数

学上的杰出贡献是将代数与几何巧妙地联结在一起，

创造了 “解析几何”这门新的数学分支．

平面直角坐标系是笛卡儿将代数与几何联结起

来的桥梁，它使得平面图形中的点犘与有序实数对

（狓，狔）建立了一一对应的关系，从而能把形象的几

何图形和运动过程变成代数的形式，使得用代数方

法研究几何问题成为现实．

他用代数方法研究几何问题的一个基本思想就

是，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平面图形（直线和曲线）

可以看成是 “点”运动的轨迹，而点的坐标狓与狔

的不断变化，就使狓与狔具有了某种关系．通过研

究狓与狔的关系，可达到研究几何图形某些性质的

目的．

例如，他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考察了圆与方程的联系（如图），得到方

程狓２＋狔
２＝狉２．这个方程表示的就是以坐标原点犗为圆心、狉为半径的

圆．这样，就把圆这样一个静止不动的图形，转化成了点犘连续运动（绕

原点犗旋转，且到原点的距离为狉）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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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知识结构

二、总结与反思

确定平面上物体位置的方法有多种，建立平面直角坐标系是常用的方法

之一．建立了平面直角坐标系以后，平面上的点和有序实数对之间建立了一

一对应的关系，这样就为用数来研究图形提供了可能．因此，平面直角坐标

系是数形结合的重要桥梁，也是我们运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重要

工具．

１．平面直角坐标系．

平面直角坐标系是由两条具有公共原点且相互垂

直的数轴构成的．建立直角坐标系后，平面上任意一

点都可以用一组有序实数对来表示；反过来，任意一

组有序实数对都表示平面上一点．

２．图形上点的坐标．

对于给定的图形，通过建立适当的直角坐标系，利用图形上点的坐标，

能够方便地解决各类问题．

３．用坐标的变化研究图形的平移、轴对称和放缩．

设犿为正实数，（狓，狔）为图形上任意一点犘的坐标．

（１）如果将图形分别沿坐标轴向左、向右、向上和向下平移犿 个单位

长度，那么点犘（狓，狔）相应地变为犘１（　　，　　），犘２（　　，　　），

犘３（　　，　　），犘４（　　，　　）．

（２）如果分别作该图形关于狓轴和狔轴的轴对称图形，那么点犘（狓，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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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地变为犘１（　　，　　），犘２（　　，　　）．

（３）如果将图形对应顶点的坐标 犘 狓，（ ）狔 变化为犘１ 犽狓，犽（ ）狔 或

犘２
１
犽
狓，

１
犽（ ）狔 （犽＞１），那么图形各边　　　到原来的犽倍或　　　为原来

的１
犽
．

三、注意事项

１．同一个点在不同的直角坐标系中，其坐标一般也不相同．我们说一

个点的坐标，都是对某一个确定的坐标系来说的．

２．对一个图形，建立不同的直角坐标系，图形上点的坐标也不相同．

要根据图形的特点建立适当的坐标系，以使所求点的坐标尽可能简单．

（第１题）

Ａ 组

１．如图，犃，犅，犆，犇，犈，犉，犌，犎 分别

是直角坐标系中的点，分别写出各点的

坐标．

２．在直角坐标系中，描出下列各点，再把它

们依次连接成封闭图形，看看你得到的图

形像什么，并写出这些点关于坐标轴对称

的点的坐标．

（０，０）， （１，３）， （２，３）， （３，２），

（３，０），（１，－１），（２，－１），（１，－３），

（０，－１）， （－１，－３），（－２，－１）， （－１，－１）， （－３，０），

（－３，２），（－２，３），（－１，３）．

３．填空：

（１）若点犃在第二象限，且到狓轴的距离为２，到狔轴的距离为３，则

点犃的坐标为　　　．

（２）若点犃（犪，犫）在第二象限，则点犅（－犪，犫）在第　　　象限．

（３）点犘（－４，－２）到狓轴的距离是　　　，到狔轴的距离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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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若点犃（３，５）关于狓轴的对称点是犅（３，犿），则犿＝　　　．

（５）到狓轴和狔轴的距离都等于２的点有　　　个，坐标分别为　　　

　　　　　　　　　．

（６）在直角坐标系中，已知点犃的坐标为（２，３）．若将犗犃绕原点犗 逆

时针旋转９０°得到犗犃１，则点犃１的坐标为　　　　　．

４．在直角坐标系中描出下列各点：犃（０，５），犅（１，１），犆（５，０），

犇（１，－１），犈（０，－５），犉（－１，－１），犌（－５，０），犎（－１，１）．顺次

连接各点成为封闭图形．这个图形还可以看成由图形中的哪一部分经过

怎样的变化得到的？

５．如图．（１）写出图中标出的各点的坐标．

（２）画出所给图形关于狔轴对称的图形，并写出图中各点的对称点的

坐标．

（第５题）

　

（第６题）

６．小亮在某市动物园的门票上看到这个动物园的平面示意图（如图）．请你

借助刻度尺、量角器解决如下问题．

（１）填空：

①百鸟园在大门的北偏东　　　度的方向上，到大门的图上距离约

为 ｃｍ．

②大象馆在大门的北偏东　　　度的方向上，到大门的图上距离约

为 ｃｍ．

③狮子馆在大门的南偏东　　　度的方向上，到大门的图上距离约

为 ｃ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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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建立适当的直角坐标系，用坐标分别表示猴山、大象馆、狮子馆和

百鸟园在图中的位置．

７．一个长方形的两条边长分别为６和５，建立适当的坐标系，写出这个长

方形各顶点的坐标．

８．解答下列问题：

（１）在直角坐标系中，描出犃（－２，１），犅（－３，－５），犆（０，４）三点．

依次连接各点，得到△犃犅犆．

（２）将△犃犅犆向右平移，使其顶点犃移到点（１，１）．画出平移后的三角

形，并写出犅，犆两点平移后的坐标．

（３）△犃犅犆平移前后，对应点的坐标之间具有什么关系？

（第１０题）

９．在 直 角 坐 标 系 中，描 出 犃 （２，１），

犅（０，－３），犆（４，－４）三点，依次连接

各点得到△犃犅犆．分别作出与△犃犅犆关

于狓 轴和狔 轴对称的图形△犃１犅１犆１和

△犃２犅２犆２，并写出它们各顶点的坐标．

１０．如图．

（１）五边形犃犅犆犇犈各顶点坐标通过怎样

的变化后可得到五边形犃１犅１犆１犇１犈１？

（２）五边形犃犅犆犇犈各顶点坐标通过怎

样的变化后可得到五边形犃２犅２犆２犇２犈２？

１１．按要求解答下列问题：

（１）填表：

（狓，狔） （狓，－狔） （－狓，狔） （狓－２，狔）（狓＋２，狔－１） （２狓，２狔）

犃（１，１）

犅（１，３）

犆（４，３）

（２）在直角坐标系中，画出以上表中每一列三个点为顶点的三角形，然

后说明所得三角形与△犃犅犆的位置关系．



第十九章　)*+,-./ ５７　　　

Ｂ 组

１．已知点犘２狓－３，３－（ ）狓 到两个坐标轴的距离相等，试确定点犘的位置．

２．已知点犘（犪－１，２犪＋２）在第二象限内，求犪的取值范围，并在数轴上

表示．

３．如图，在直角坐标系中，一个平行四边形（虚线）经过不同的变化分别得

到图（１）～图（４）中的相应图形．

（１）分别写出图（１）～图（４）中点犃变化后的坐标．

（２）图（１）～图（４）中的图形分别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图形变化前后，其

对应点的坐标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１）

　　　

y

xO

2

-2

4

A( , )6 2

A2

-4

（２）

（３）

　　　

（４）

（第３题）

Ｃ 组

１．（１）在直角坐标系中，描出下列各点：

犃（０，１），犅（０，－１），犆（３，－１），犇（３，－２），犈（５，０），

犉（３，２），犌（３，１）．

依次连接各点，组成一个封闭图形，画出这个图形．

（２）对（１）中图形上所有顶点的坐标分别进行下列变化，指出图形的位置

或形状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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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变化 图形的位置或形状的变化

犘 犪，（ ）犫 →犘１ 犪＋２，犫（ ）－３
图形向右和向下分别平移２个单位长度和３个单位

长度，形状没变

犘 犪，（ ）犫 →犘２ －犪，（ ）犫

犘 犪，（ ）犫 →犘３ －犪，－（ ）犫

犘 犪，（ ）犫 →犘４ ２犪，２（ ）犫

犘 犪，（ ）犫 →犘５
１

２
犪，
１

２（ ）犫

２．在直角坐标系中，以原点为圆心，５为半径画圆，写出圆周上横坐标与

纵坐标都是整数的点的坐标．

３．在方格纸上设计一幅你喜欢的图案（花朵、小动物、房子等），建立适当

的直角坐标系，写出图案中关键点（影响图案形状及位置的点）的坐标，

并将图案放大适当的倍数．





６０　　　 数学　八年级下册

　　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常需要用量化的方式来描述一个事物的变化过

程，这会涉及一些量，其中，一些量是不变的，一些量是变化的．

我们知道，在一个匀速运动过程中，

路程＝速度×时间．

这里的路程、速度和时间就是三个不

同的量．这些量在不同的变化过程中会有

怎样的具体表现形式呢？

１．小明在上学的途中，骑自行车的平均速度为３００ｍ／ｍｉｎ．

（１）填写下表：

时间狋／ｍｉｎ ５ １０ ２０ ５５ …

路程狊／ｍ …

（２）在这个问题中，哪些量是不变的，哪些量是变化的？变化的量之间

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２．桃园村办企业去年的总收入是２５０００万元，计划从今年开始逐年增

加收入３５００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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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问题中，一共有几个量？其中哪些量是不变的，哪些量是变化

的？变化的量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３．类似地，请你再举出两个实际问题的例子，并分别说明它们各含有

几个不同的量，其中哪些量是不变的，哪些量是变化的．

在问题１中，共有三个量，其中平均速度３００ｍ／ｍｉｎ是不变的量，路

程和时间都是变化的量，它们之间满足关系狊＝３００狋．

在问题２中，共有四个量，即去年的总收入、从今年起每年增加的收

入、第几年和第几年的总收入．其中，去年的总收入２５０００万元和以后每

年增加的收入３５００万元都是不变的量，第几年和第几年的总收入都是变化

的量．如果用狀（狀取正整数）表示从今年起的第狀年，用犠 表示第狀年的总

收入，那么它们之间满足关系犠＝２５０００＋３５００狀．

在一个变化过程中，可以取不同数值的量叫做变量（ｖａｒｉａｂｌｅ），而数值

保持不变的量叫做常量（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请指出你自己举出的两个例子中的常量和变量．

在下列各问题中，分别各有几个量，其中哪些量是常量，哪些量是变

量？这些量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

（１）每张电影票的售价为１０元．某日共售出狓张票，票房收入为狔元．

（２）一台小型台秤最大称重为６ｋｇ，每添加０．１ｋｇ重

物，指针就转动６°的角．添加重物质量为犿ｋｇ时，指针

转动的角度为α．

（３）用１０ｍ长的绳子围成一个长方形．小明发现不

断改变长方形的长狓（ｍ）的大小，长方形的面积犛（ｍ２）就

随之有规律地发生变化．



６２　　　 数学　八年级下册

　　１．已知数犪比数犫的平方大１．

（１）填写下表：

犫 －３ －２ －０．５ ０ １ 槡３ ３ ５ １００

犪

（２）请指出问题中的常量和变量，并写出犪与犫之间的关系式．

２．已知一个梯形的高为１０，下底长是上底长的２倍．设这个梯形的上

底长为狓，面积为犛．请指出问题中的常量和变量，并写出犛与狓之间的关

系式．

Ａ 组

１．粮店在某一段时间内以２．４元／千克的价格出售同一种大米．在售米的过

程中，出售大米的质量记为犿（ｋｇ），获得的米款记为犠（元），其中，哪

些量是变量，哪些量是常量？

２．已知圆周率为π，一个圆的半径为狉，面积为犛．请指出问题中的常量和

变量，并写出犛与狉之间的关系式．

３．请举出含有相关变量的两个实例，并指出其中的常量与变量．

Ｂ 组

１．某中学八年级（二）班的同学，平均每人一学期要使用某种笔记本８本，

这种笔记本的售价是３元／本．狀名学生，一学期买这种笔记本的总金额

为犿元．请指出问题中的常量和变量，并写出犿与狀之间的关系式．

２．某地某一时刻的地面温度为１０℃，高度每增加１ｋｍ，温度下降４℃．

请指出问题中的常量和变量，并写出该地某一高度这一时刻的温度狔（℃）

与高度狓（ｋｍ）的关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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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数是刻画和研究变化过程中量与量之间关系的一种重要数学模

型，在现实生活中具有广泛的应用．现在，我们开始学习函数．

１．思考并解决下列问题：

（１）下表是欣欣报亭上半年的纯收入情况：

月份犜 １月 ２月 ３月 ４月 ５月 ６月

纯收入犛／元 ４５６０ ４７９０ ４４３０ ４２００ ４８７０ ４７３０

根据这个表格你能说出１月～６月，每个月的纯收入吗？

（２）图２０ ２ １是某市冬季某天的气温变化图．

图２０ ２ １

观察这个气温变化图，你能找到凌晨３时、上午９时和下午１６时对应

的温度吗？你能得到这天２４小时内任意时刻对应的温度吗？

（３）我们曾做过 “对折纸”的游戏：取一张纸，第１次对折，１页纸折

为２层；第２次对折，２层纸折为４层；第３次对折，４层纸折为８层……

用狀表示对折的次数，狆表示对折后的层数，请写出用狀表示狆 的表达式．

根据写出的表达式，是否可以得出任意次对折后的层数？

２．在上述三个问题中，分别指出其中的变量，并说明在同一个问题中，

当其中一个量变化时，另一个量是否也在相应地变化，当其中一个量取定一

个值时，另一个量是否也相应地取定一个值．

一般地，在某个变化过程中，有两个变量狓和狔．如果给定狓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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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就能相应地确定狔的一个值，那么，我们就说狔是狓的函数（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其中，狓叫做自变量（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如上面问题１（１）～（３）中，欣欣报亭的纯收入犛（元）是月份犜的函数，

犜是自变量；某市某一天的气温犜（℃）是时刻狋的函数，狋是自变量；折纸

的层数狆是折纸次数狀的函数，狀是自变量．

如果狔是狓的函数，那么我们也说狔与狓具有函数关系．

１．如果狔是狓 的函数，那么哪个量是自变量，哪个量是自变量的

函数？

２．在上面的 “观察与思考”中，我们认识了用 “数值表、图像、表达

式”三种方式分别表示的函数，请你再用这三种方式各举一个表示函数关系

的例子．

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下表是国家

统计局公布的近几年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的情况：

年　份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存款余额／亿元 １４１０５１ １６１５８７ １７２５３４ ２１７８８５ ２６０７７２ ３０３３０２

在这里，存款余额（亿元）与年份两个量之间是否具有函数关系？若具有

函数关系，请指出其中的自变量和关于自变量的函数．

２．海水受日月的引力而产生潮汐现象．海水早晨上涨的现象叫做潮，

黄昏上涨的现象叫做汐，潮与汐合称潮汐．某港口的某一天，从０时至

２４时的水位情况如图２０ ２ ２所示．变量犺与变量狋是否具有函数关系？

若具有函数关系，则哪个量是自变量，哪个量是这个自变量的函数？

图２０ 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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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下表给出了某年４月２４日至５月７日两周时间内某种疫情的数据：

日期 ４月２４日４月２５日４月２６日４月２７日４月２８日４月２９日４月３０日

新增病例 １２５ １８０ １５４ １６１ ２０３ ２０２ １６６

日期 ５月１日 ５月２日 ５月３日 ５月４日 ５月５日 ５月６日 ５月７日

新增病例 １８７ １７６ １８１ １６３ １６０ １３８ １５９

表中反映的两个量之间是否具有函数关系？如果具有函数关系，那么我

们可将其中哪个变量看做另一个变量的函数？

２．一列火车，以１９０ｋｍ／ｈ的速度从Ａ地开往Ｂ地．请写出行驶的路

程与行驶的时间之间的关系式，并指出其中哪个量是自变量，哪个量是自变

量的函数．

Ａ 组

１．如图，对于每一个确定的时刻，是否都能相应地确定一个温度？哪个变

量是另一个变量的函数？

（第１题）

　　　　

（第２题）

２．如图，在△犃犅犆中，犅犆＝８．如果犅犆边上的高犃犎＝狓在发生变化，

那么△犃犅犆的面积犛＝　　　　　　．在这个问题中，变量有　　　、

　　　，其中，　　　　可以看成　　　　的函数．

３．从Ａ地向Ｂ地打长途电话，按时收费，３分钟内收费２．４元，３分钟后，

每增加１分钟多收１元．某人在Ａ地向Ｂ地打电话共用了狋（狋≥３，狋为

整数）分钟，话费为犿元．请写出犿与狋之间的函数关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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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题）

Ｂ 组

１．一个小球在一个斜坡上由静止开始向下滚

动，其速度每秒增加２ｍ／ｓ．

（１）写出滚动的时间狋（ｓ）和小球的速度

狏（ｍ／ｓ）之间的函数关系式，并指出其

中的自变量和函数．

（２）当小球滚动了３．５ｓ时，其速度是

多少？

２．一台拖拉机在开始工作前，油箱中有油４０Ｌ，开始工作后，每小时耗油

６Ｌ．

（１）写出油箱中的剩余油量犠（Ｌ）与工作时间狋（ｈ）之间的函数关系式，

并指出其中的自变量和函数．

（２）工作３ｈ以后，油箱中的剩余油量为多少升？

函数的自变量可以在允许的范围内取值，超出这个范围可能失去意义，

这就是函数的自变量的取值范围问题．

１．前面讲到的 “欣欣报亭１月～６月的每月纯收入犛（元）是月份犜的

函数”，其中自变量犜可取哪些值？当犜＝１．５或犜＝７时，原问题有意

义吗？

２．“某市某一天的气温犜（℃）是时刻狋的函数”，其中自变量狋可取哪些

值？如果狋取第二天凌晨３时，原问题还有意义吗？

３．“折纸的层数狆是折纸次数狀的函数”，其中自变量狀可取哪些值？

当狀＝０．５时，原问题有没有意义？

实际上，在上述三个问题中，犜只能取１，２，３，４，５，６；狋可取这一

天０时～２４时中的任意值；狀只能取正整数．

求下列函数自变量狓的取值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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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狔＝２狓＋１；　 （２）狔＝
１

狓
；　 （３）狔＝ 狓槡 －１．

图２０ ２ ３

例　如图２０ ２ ３，等腰直角三角形犃犅犆的直

角边长与正方形犕犖犘犙 的边长均为１０ｃｍ，

边犆犃与边犕犖 在同一条直线上，点犃 与

点犕 重合．让△犃犅犆沿犕犖 方向运动，当

点犃与点犖 重合时停止运动．试写出运动

中两个图形重叠部分的面积狔（ｃｍ
２）与 犕犃

的长度狓（ｃｍ）之间的函数关系式，并指出自

变量的取值范围．

解：因为△犃犅犆 是等腰直角三角形，四边形 犕犖犘犙 是正方形，且

犃犆＝犅犆＝犙犕＝犕犖，所以运动中两个图形的重叠部分也是等腰

直角三角形．

由犕犃＝狓，得

狔＝
１

２
狓２，０≤狓≤１０．

函数的自变量的取值范围由两个条件所确定，一是使函数表达式有意

义，二是使所描述的实际问题有意义．

１．求下列函数自变量的取值范围：

（１）狔＝２狓
２＋７；　 （２）狔＝

２

狓（狓＋１）
；　 （３）狔＝

１

狓槡 －２
．

２．写出下列问题中的函数关系式及自变量的取值范围：

（１）某市民用电费标准为０．５２元／千瓦时，求电费狔（元）与用电量狓（千

瓦时）的函数关系式．

（２）已知一等腰三角形的面积为２０ｃｍ２．设它的底边长为狓（ｃｍ），求

底边上的高狔（ｃｍ）与狓的函数关系式．

１．求下列函数自变量的取值范围：

（１）狔＝２狓－５；　 （２）狔＝
２

狓２－１
；　 （３）狔＝ ２－槡 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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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一辆长途汽车，以６０ｋｍ／ｈ的平均速度，从甲地驶往相距２７０ｋｍ

的乙地．求汽车距乙地的路程狊（ｋｍ）与行驶时间狋（ｈ）的函数关系式，并指出

自变量的取值范围．

Ａ 组

求下列函数中自变量狓的取值范围：

（１）狔＝－狓；　　　　　　　　　（２）狔＝
１

２
狓＋

２
３狓
；

（３）狔＝
１

２狓－１
； （４）狔＝ 狓槡 ＋４．

Ｂ 组

１．求函数狔＝ 狓槡 －２－ 狓槡 ＋３自变量的取值范围．

２．某工厂生产某种产品，每件产品的生产成本为２５元，出厂价为５０元．

在生产过程中，平均每生产一件这种产品有０．５ｍ３的污水排出．为净化

环境，该厂购买了一套污水处理设备，每处理１ｍ３污水所需原材料费为

２元，每月排污设备耗费３００００元．

（１）请给出该厂每月的利润与产品件数的函数关系式．

（２）为保证盈利，该厂每月至少需生产并销售这种产品多少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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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数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可用来表达不同的问题情境，帮助我们分

析和解决问题．

我们知道，用表达式、图形和表格等都可以表示两个变量之间的函数关

系．现在，我们对这些表示方法作进一步的探究．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的速度（简称声速）与气温之间具有函数关系．某研究

者通过实验得到了如下一组关于气温狓与声速狔对应的数值：

狓／℃ －１０ －５ ０ ５ １０ １５ ２０

狔／（ｍ／ｓ） ３２５．３６ ３２８．３６ ３３１．３６ ３３４．３６ ３３７．３６ ３４０．３６ ３４３．３６

这是用数值表的形式来表达声速狔与气温狓之间的函数关系．

１．以横轴表示气温，每５℃为一个单位长度，纵轴表示声速，每１００ｍ／ｓ

为一个单位长度，建立直角坐标系．以表格中给出的气温和声速的数值为点的横

坐标和纵坐标，在直角坐标系中描点，连线（用平滑的曲线连点），画出图形．

２．观察表格中数值，不难发现：气温每升高（或降低）５℃，对应的声

速增加（或减少）３ｍ／ｓ．根据这个特点，求声速狔（ｍ／ｓ）和气温狓（℃）之间的

函数关系式．

图２０ ３ １

通过上面的 “做一做”，我们发现在这个问

题中，声速与气温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

既可以用数值表表示，也可以用图２０ ３ １中

的图像表示，还可以用函数表达式狔＝
３

５
狓＋

３３１．３６来表示．

数值表、图像、表达式是函数关系的三种

不同表达形式，它们分别表现出具体、形象直

观和便于抽象应用的特点．

一般地，我们把一个函数的自变量狓的值与对应的函数狔 的值分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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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点的横坐标和纵坐标，在直角坐标系中描点，所有这些点组成的图形就叫

做这个函数的图像（ｉｍａｇｅ）．如图２０ ３ １中的图形就是函数狔＝
３

５
狓＋

３３１．３６的图像．

观察可知，函数狔＝
３

５
狓＋３３１．３６的图像为一条直线．

由函数的数值表、图像和表达式三种方法给出的函数关系各有怎样的

特点？

例　在直角坐标系中，画出函数狔＝２狓＋１的图像．

解：（１）取值．根据函数表达式，取自变量的一些值，得出函数的对应

值，按这些对应值列表：

　图２０ ３ ２

狓 －２ －１ ０ １ ２

狔 －３ －１ １ ３ ５

（２）描点．根据自变量和函数的数

值表，在直角坐标系中描点．

（３）连线．用平滑的曲线将这些点

连接起来，即得函数的图像，

如图２０ ３ ２．

　图２０ ３ ３

　　用计算器可以求出任何一个非负数的算术平方根，

显示器显示的结果随输入数的变化而变化．设输入的数

为狓，显示的结果为狔，程序如图２０ ３ ３所示．

（１）请写出狔与狓之间的函数关系式，并指出自变

量的取值范围．

（２）根据函数关系式，填写表格：

狓 ０ １ ４ ９ １６

狔

（３）借助这些对应的数值画出这个函数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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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下表是某年一条河流自８月１日至８月１０日的水位记录：

日　期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水位／ｍ ７．３ ７．５ ８．４ ８．６ ９．１ ８．８ ８．１ ７．３ ６．９ ６．４

（１）试画出这个函数的图像．

（２）观察图像，判断从哪天起水位开始全面回落．

２．小莉的父母出去散步，从家走了２０ｍｉｎ到达离家９００ｍ的一个报

亭，母亲随即按原速度返回，父亲看了１０ｍｉｎ报纸后，用了１５ｍｉｎ返回

家．请根据关于父亲或母亲距家的路程狔（ｍ）和离家时间狓（ｍｉｎ）的函数图像

回答：

（１）哪幅图像表示父亲距家的路程狔与离家时间狓的关系？

（２）哪幅图像表示母亲距家的路程狔与离家时间狓的关系？

（３）余下的那幅图像是关于小莉的，请讲述一段与之相符的故事．

（１）

　

（２）

　

（３）

（第２题）

Ａ 组

１．某菜市场西红柿标价是２元／千克．购买狓ｋｇ西红柿，应付费狔元．

（１）写出狔与狓的函数关系式，并指出自变量的取值范围．

（２）请画出这个函数的图像．

２．一辆机动车行驶在路途中．出发时，油箱内存油４０Ｌ．行驶若干小时后

司机停车吃饭，饭后继续行驶一段时间后到某加油站准备加油．图中表

示的是该过程中油箱里剩余油量犙（Ｌ）与行驶时间狋（ｈ）之间的函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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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２题）

（１）行驶几小时后司机开始吃饭？吃饭用了

多长时间？

（２）饭后行驶几小时到加油站？到加油站时

油箱内还有多少油？

（３）在饭前与饭后的行驶过程中，汽车每小

时的耗油量相同吗？请说明理由．

３．小亮家与学校相距１５００ｍ．一天，他步行去上学，最初以某一速度匀

速行进，途中遇到熟人小强，说话耽误了几分钟．与小强告别后他就改

为匀速慢跑，终于准时到校．设小亮从家出发后所用的时间为狋（ｍｉｎ），

行进的路程为狊（ｍ）．

（１）在下列图像中，哪幅能表示上述过程？

（２）从其他两个图像中任选一个，写出与图像相应的实际情景．

（１）

　　

（２）

　　

（３）
（第３题）

Ｂ 组

１．一辆汽车，以９０ｋｍ／ｈ的速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用狋（ｈ）表示它行驶的

时间，用狊（ｋｍ）表示它行驶的路程．

（１）写出狊与狋的函数关系式，并指出自变量狋的取值范围．

（２）根据狋的值，在下表中填写狊相应的值，并画出函数的图像．

狋／ｈ ０．４ ０．８ １ １．５ ２ ４

狊／ｋｍ

　 （第２题）

２．在用表达式和图像这两种方式表达玩具车以

１ｍ／ｓ的速度匀速行驶的过程时，得到了表达式

狔＝狓和如图所示的图像．

（１）请你从图像上任意找出５个点，并写出这

５个点的坐标．

（２）说明你得到的５个点的坐标可分别使得表

达式狔＝狓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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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任意写出满足表达式狔＝狓的三组有序正数对，说明分别以这三组

有序正数对为坐标的三个点都在图中所示的图像上．

艾宾浩斯保持曲线

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体验：学过的知识会遗忘．但遗忘有什么规律吗？

德国著名心理学家艾宾浩斯（ＨｅｒｍａｎｎＥｂｂｉｎｇｈａｕｓ，１８５０年～１９０９年）

对此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认为，输入的信息在人经过认真学习后，就成

为人的短时记忆．但是如果不经过及时复习，这些记住的东西就会遗忘．

艾宾浩斯采用了无意义的音节（例如ＳＵＷ，ＸＩＱ等）作为记忆的材料进行

试验，获得如下相关数据：

时间 刚记忆完２０分钟后１小时后９小时后 １天后 ２天后 ６天后 ３０天后

记忆量 １００％ ５８．２％ ４４．２％ ３５．８％ ３３．７％ ２７．８％ ２５．４％ ２１．１％

并根据上表绘制了一条曲线，如下图．

这就是著名的艾宾浩斯保持曲线．这条曲线告诉我们：遗忘的进程是

不均衡的，但是有显著的规律，这就是先快后慢．你看，在前面几小时里

遗忘的速度是多么快呀！到６天以后，遗忘的速度就变得很慢．这条曲线

给我们什么启示呢？这就是：学习的知识如果不及时复习，一天后大约只

能记住开始的三分之一！因此，我们要尊重科学，及时复习，与遗忘抗

争，巩固记忆．

你不妨与小组的同学们进行一次试验：你们分成甲、乙两组，同时学

习同一段课文．甲组下午复习一次，乙组不复习．第二天测试，分别计算

出两组平均的记忆保持量，亲自体验一下艾宾浩斯保持曲线给世人的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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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实际问题和数学问题都表现为两个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因

此，学会建立函数模型，并用函数模型解决问题，是十分重要的．

常用的温度计量标准有两种，一种是摄氏温度（℃），另一

种是华氏温度（!）．中央气象台天气预报中的气温，用的就是
摄氏温度．

已知摄氏温度值和华氏温度值有下表所示的对应关系：

摄氏温度／℃ ０ １０ ２０ ３０ ４０ ５０

华氏温度／! ３２ ５０ ６８ ８６ １０４ １２２

（１）当摄氏温度为３０℃时，华氏温度为多少？

（２）当摄氏温度为３６℃时，由数值表能直接求出华氏温度吗？试写出这

两种温度计量之间关系的函数表达式，并求摄氏温度为３６℃时的华氏温度．

（３）当华氏温度为１４０!时，摄氏温度为多少？

大家都熟悉奥运会的标志图案———五环图．在上

面三个环中填入三个连续的偶数，在下面的两个环中

填入两个连续的奇数，使得这三个连续偶数的和等于

这两个连续奇数的和（如图中已经填好的２，４，６和

５，７）．请你按照要求再填写两组数．

１．请和同学交流各自填写的数组是什么．满足要求的数组有很多吗？

２．如果用２狓－２，２狓，２狓＋２表示三个连续的偶数，用２狔－１和２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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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两个连续的奇数，你能写出表示所有数组规律的函数表达式吗？用你得

到的函数表达式能确定出满足要求的任意一组数吗？

实际上，上述问题中的函数表达式为狔＝
３

２
狓．为保证狓，狔都为整数，

狓必须取偶数．如当狓＝２０时，狔＝３０，满足条件的一组数是：偶数３８，

４０，４２；奇数５９，６１．

１．一支２０ｃｍ长的蜡烛，点燃后，每小时燃烧５ｃｍ．在图２０ ４ １

中，哪幅图像能大致刻画出这支蜡烛点燃后剩下的长度犺（ｃｍ）与点燃时间

狋（ｈ）之间的函数关系？请说明理由．

（１）

　　

（２）

　　

（３）

图２０ ４ １

２．一等腰三角形的周长为１２ｃｍ，设其底边长为狔ｃｍ，腰长为狓ｃｍ．

（１）写出狔与狓的函数关系式，并指出自变量狓的取值范围．

（２）画出这个函数的图像．

１．某人以４ｋｍ／ｈ的速度步行锻炼身体．请写出他的步行路程狊（ｋｍ）

和步行时间狋（ｈ）之间的函数关系式，指出自变量的取值范围，并画出函数

图像．

（第２题）

２．某批发部对经销的一种电子元件调查后

发现，一天的盈利狔（元）与这天的销售量狓（个）

之间的函数关系的图像如图所示．请观察图像并

回答：

（１）一天售出这种电子元件多少个时盈利最

多，最多盈利是多少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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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这种电子元件一天卖出多少个时不赔不赚？

Ａ 组

１．图中曲线表示的是某工厂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１１年一种产品的年产量与年份的

函数关系，由此你能对生产情况作出哪些判断？

（第１题）

２．如图，这是一幅关于学生的平均体重（ｋｇ）和年龄（岁）之间关系的图像．

（１）在哪个年龄段，女生的平均体重略高于男生的平均体重？

（２）从哪个年龄开始，男生的平均体重就超过了女生的平均体重？

（第２题）

３．某公园购进了一批平均高度为１．８ｍ的某种树苗．为了掌握这种树苗的

生长情况，树苗栽种后，园林工作者对其进行了６年的观测，并记录了

每年末这种树的平均高度，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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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后时间／年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树高／ｍ １．８ ２．６ ３．４ ４．０ ４．５ ４．８ ５．０

（１）画出树高（ｍ）与栽种后的时间（年）之间的函数图像．

（２）从第几年开始，这种树生长变得缓慢？

Ｂ 组

　　某市规定如下用水收费标准：每户每月的用水量不超过６ｍ３时，水

费按照犪元／立方米收费；超过６ｍ３时，不超过的部分仍按犪元／立方米

收费，超过的部分按犮元／立方米（犮＞犪）收费．该市小明家今年３月份和

４月份的用水量、水费如下表所示：

月份 用水量／ｍ３ 水费／元

３月 ５ ７．５

４月 ９ １６．２

（１）求犪，犮的值．

（２）设某户１个月的用水量为狓（ｍ３），应交水费为狔（元）．

①分别写出用水量不超过６ｍ３和超过６ｍ３时，狔与狓之间的函数关

系式．

②已知一户５月份的用水量为８ｍ３，求该户５月份的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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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知识结构

二、总结与反思

在本章，我们学习了常量和变量、函数及其表达形式、画函数的图像等

内容．在本章的学习过程中，我们利用建立函数模型的方法解决了变化过程

中的相关问题，这突出体现了函数思想以及数形结合方法的应用，有利于我

们抽象能力的发展和应用意识的培养．

１．变量和常量．

在一个变化过程中，可以取不同数值的量是变量，始终取一个固定数值

的量就是常量．

请举例说明一个变化过程中的常量和变量．

２．函数．

在函数概念中，特别强调了三个要素：有一个变化过程；变量之间的对

应关系；当自变量取定一个数值时，对应的函数值唯一确定．

３．函数的表示形式．

可以用表达式、数值表格和图像来表示两个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

请举例说明这三种表达形式以及它们的特点．

４．画函数图像的一般步骤：

（１）列表；（２）描点；（３）连线．

三、注意事项

在研究函数的问题时，自变量的取值范围应注意以下两点：

（１）自变量的取值要符合实际问题．

（２）自变量的取值要使函数表达式自身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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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组

１．某超市，橙子标价为３元／千克．设购买这种橙子狓ｋｇ，付费狔元．

（１）请指出这个过程中的常量和变量．

（２）请写出狔与狓之间的函数关系式，并指出自变量的取值范围．

　 （第２题）

２．如图，在△犃犅犆 中，犅犆＝１６，高 犃犇＝１０．

动点犆′由点犆 沿犆犅 向点犅 移动（不与点犅重

合）．设犆犆′的长为狓，△犃犅犆′的面积为犛．

（１）在这个过程中，哪些量是常量，哪些量是

变量？

（２）请写出犛与狓 之间的函数关系式，并指出

自变量狓的取值范围．

（３）当狓分别取１０，５，３时，计算出相应的犛的值．

３．下列说法中，哪些是正确的？

（１）在匀速运动公式狊＝狏狋中，狊是狋的函数，狏是常量．

（２）在球的体积公式犞＝
４

３
π犚

３中，４
３
是常量，π，犚，犞 均为变量．

（３）入射光线照射到平面镜上，如果入射角的角度为α，反射角的角度

为β，那么β是α的函数．

（４）同一种物质，其质量是体积的函数．

４．下表是某校高中毕业生升入高等学校人数比率的统计表：

年份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升学率 ４３．３％ ４９．９％ ４８．６％ ４６．１％ ６３．８％ ７３．２％ ７８．８％ ８３．５％

（１）其中有哪些变量？

（２）可以把其中的哪个变量看做另一个变量的函数？

５．如图，线段犾１，犾２分别表示的是小兰和小惠在一次短跑比赛过程中，路

程狊与时间狋的函数图像．

（１）这项短跑的距离是多少米？

（２）这次赛跑中谁起跑慢了，慢了多少时间？

（３）小兰与小惠谁跑得快？

（４）小兰与小惠跑完全程各用了多少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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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５题）

　　　　

（第６题）

６．人体正常体温在３６．５℃左右，但是在一天中的不同时刻，体温也不尽相

同．如图，该图像反映了一天２４小时中，小明体温变化的情况．

（１）小明在这一天中，体温最高的时刻是几时，体温最低的时刻是几时？

（２）体温由高到低变化的是哪个时段？

（３）请指出这一天内小明体温变化的范围．

７．小刚的妈妈购买了一张公交车ＩＣ卡（Ａ卡），首次充值３０元．公交公司

规定：Ａ卡持有人每乘车一次，划卡扣除０．８０元．设乘车次数为狓，那

么Ａ卡余额狔（元）与狓（次）的关系该怎样表示？它们是函数关系吗？如

果是函数关系，那么狓的取值范围是什么？

８．在种植某品种土豆的过程中，当钾肥和磷肥施用量恰当时，土豆的产量

狔（吨／公顷）与氮肥施用量狓（吨／公顷）有以下关系：

狓／（吨／公顷） ０ ３４ ６７ １０１ １３５

狔／（吨／公顷） １５．１８ ２１．３６ ２５．７２ ３２．２９ ３４．０３

狓／（吨／公顷） ２０２ ２５９ ３３６ ４０４ ４７１

狔／（吨／公顷） ３９．４５ ４３．１５ ４３．４６ ４０．８３ ３０．７５

（１）试用图像表示上面的函数关系．（建议狓轴与狔轴采用１０∶１的单位

长度）

（２）是否施用氮肥越多，土豆产量越高？

（３）要使土豆产量在４０吨／公顷以上，应怎样选择氮肥的施用量？

Ｂ 组

１．某校八年级登山小组以犪ｋｍ／ｈ的速度开始登山，走了一段时间后休息

了一会儿．由于山路逐渐变陡，所以休息后就以犫ｋｍ／ｈ的速度继续前

进．一段时间后到达山顶，吃午饭并原地活动．午休后，又以犮ｋｍ／ｈ的

速度下山（犫＜犪＜犮），中间再也没有休息过，一直返回山脚．此次登山活

动，整个过程中所走的路程狊（ｋｍ）与所用时间狋（ｈ）之间的函数关系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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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大致是下列中的哪一个？

（１）

　　

（２）

　　

（３）

　　

（４）

（第１题）

２．一圆锥的高是２０ｃｍ，当底面半径狉（ｃｍ）由１ｃｍ变化到１０ｃｍ时，圆锥

的体积犞（ｃｍ３）也在变化．

（１）请写出犞 与狉之间的函数关系式，并指出自变量的取值范围．

（２）完成下表：

狉／ｃｍ １ ３ ５ ９ １０

犞／ｃｍ３ ６０π

３．暑假期间，舅舅开车带小明去旅游，６时４０分出发，９时５０分到达景

点．小明每隔１０ｍｉｎ读一次计程器，记录下来，制成下表：

时刻 路程／ｋｍ 时刻 路程／ｋｍ 时刻 路程／ｋｍ 时刻 路程／ｋｍ

６：４０ ０ ７：３０ ６３ ８：２０ １０５ ９：１０ １２２

６：５０ ６ ７：４０ ８０ ８：３０ １０８ ９：２０ １３５

７：００ １５ ７：５０ ９６ ８：４０ １１０ ９：３０ １４８

７：１０ ３１ ８：００ ９９ ８：５０ １１２ ９：４０ １６２

７：２０ ４７ ８：１０ １０２ ９：００ １１５ ９：５０ １７８

（１）从家到旅游点全程共有多少千米？汽车行驶了多长时间？

（２）画出行驶过程中路程随时间变化的函数图像．

（３）汽车在哪个时间段内行驶得最快，在哪个时间段内行驶得最慢？

Ｃ 组

１．小惠调查了一个冷食批零（批发与零售兼营）供应点，发现雪糕的日销售

量与当日的最高气温密切相关：当最高气温低于１５℃时，日销量约为

１箱（２０根）；当最高气温为２０℃时，日销量约为３箱；当最高气温为

２５℃时，日销量约为８箱；当最高气温在２８℃时，日销量约为１５箱；

当最高气温为３０℃时，日销量约为２５箱；当最高气温为３５℃时，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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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约为３８箱；当最高气温为３９℃时，日销量约为６０箱．

（１）这项调查反映了哪两个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你能用什么方法表示

这一问题中的函数关系？

（２）据气象预报，明日最高气温为３３℃．这个供应点进多少箱雪糕比较

合适？

２．下图是人体每小时排出的汗液量和尿液量随环境温度变化的曲线．请观

察图像，然后回答：

（第２题）

（１）随着环境温度的升高，汗液量和尿液量分别有什么变化？

（２）大约在什么环境温度时，汗液量与尿液量大体相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