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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本节开始，我们将进一步认识一些特殊的四边形，并探究这些四

边形的一些基本性质和判定．

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许多四边形．观察下列图片，从中找出四边形，并

就它们的共同特性和不同特性，和大家交流你的看法．

教室

　　

瓷砖图案

　　

伸缩门

　　

晾衣架

上面图片中的四边形可以归类为以下四种：

我们把两组对边分别平行的四边形叫做平行四边形（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ｏｇｒａｍ）．连

接平行四边形不相邻的两个顶点的线段叫做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ｄｉａｇｏｎａｌ）．

两条对角线的交点叫做平行四边形的中心（ｃｅｎｔｅｒ）．

图２２ １ １

如图２２ １ １，四边形犃犅犆犇是平行四边形，记作

“犃犅犆犇”，读作 “平行四边形 犃犅犆犇”．线段 犃犆，

犅犇为犃犅犆犇的两条对角线，点犗为它的中心．

１．如图２２ １ ２，在半透明的纸上画一个犃犅犆犇，再复制一个．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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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图形完全重合，用大头针钉在中心处．使下面的图形不动，将上面的图

形绕中心犗旋转１８０°．这两个图形能完全重合吗？平行四边形是不是中心

对称图形？如果是中心对称图形，哪个点是它的对称中心？被对角线分成的

三角形中，关于点犗成中心对称的三角形有几对？

图２２ １ ２

２．在上面的活动过程中，你发现了犃犅犆犇的对边犃犇 与犆犅，犃犅与

犆犇 之间具有怎样的数量关系？对角∠犅犃犇与∠犇犆犅，∠犃犅犆与∠犆犇犃之

间具有怎样的数量关系？线段犗犃 与犗犆，犗犅 与犗犇 之间具有怎样的数

量关系？

３．把你的发现写出来，说明理由，并将结果与大家交流．

通过探究，可发现：

　　平行四边形是中心对称图形，它的对称中心是两条对角线的交点．

同时，我们还发现平行四边形的对边相等，对角相等，对角线互相

平分．

我们先来证明平行四边形的对边相等，对角相等．

已知：如图２２ １ ３，四边形犃犅犆犇是平行四边形．

求证：（１）犃犇＝犆犅，犃犅＝犆犇．

（２）∠犅犃犇＝∠犇犆犅，∠犃犅犆＝∠犆犇犃．

图２２ １ ３

　　　　　　

图２２ １ ４

证明：如图２２ １ ４，连接犅犇．在△犃犅犇和△犆犇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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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犃犇∥犆犅，犃犅∥犆犇，

∴　∠犃犅犇＝∠犆犇犅，∠犃犇犅＝∠犆犅犇．

又∵　犅犇＝犇犅，

∴　△犃犅犇≌△犆犇犅．

∴　犃犇＝犆犅，犃犅＝犆犇，∠犅犃犇＝∠犇犆犅．

∵　∠犃犅犇＝∠犆犇犅，∠犃犇犅＝∠犆犅犇，

∴　∠犃犅犇＋∠犆犅犇＝∠犆犇犅＋∠犃犇犅，

即　∠犃犅犆＝∠犆犇犃．

平行四边形的性质定理

　　 平行四边形的对边相等，对角相等．

已知：如图２２ １ ５，犃犅犆犇 的周长为２２ｃｍ，△犃犅犇 的周长为

１８ｃｍ．求对角线犅犇的长．

图２２ １ ５

例１　已知：如图２２ １ ６，在犃犅犆犇 中，∠犅＋∠犇＝２６０°．求∠犃，

∠犆的度数．

图２２ １ ６

解：在犃犅犆犇中，

∵　∠犅＝∠犇，∠犅＋∠犇＝２６０°，

∴　∠犅＝∠犇＝
２６０°

２
＝１３０°．

又∵　犃犇∥犆犅，

∴　∠犃＝１８０°－∠犅＝１８０°－１３０°＝５０°．

∴　∠犆＝∠犃＝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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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题）

１．在 犃犅犆犇 中，犃犅 ＝３，犃犇 ＝２． 求

犃犅犆犇的周长．

２．如 图，在 犃犅犆犇 中，犃犆 平 分 ∠犇犃犅，

犃犅＝３．求犃犅犆犇的周长．

３．在犃犅犆犇 中，∠犃，∠犅 的度数之比为

５∶４．求∠犆的度数．

Ａ 组

１．已知一个平行四边形，其相邻两角的差是４０°．求平行四边形各角的

度数．

２．求平行四边形四个内角的度数的和．

３．如图，在犃犅犆犇 中，犆犈⊥犅犃，交犅犃 延长线于点犈，∠犈犃犇＝４６°．

求∠犅犆犈和∠犇的度数．

（第３题）

　　　　

（第４题）

４．如图，在犃犅犆犇中，点犈，犉在对角线犅犇 上，且犅犈＝犇犉．猜想犃犈

与犆犉有怎样的数量关系，并对你的猜想给予证明．

Ｂ 组

１．已知：如图，在犃犅犆犇中，犈为犅犆的中点，犇犈与犃犅 的延长线相交

于点犉．求证：犅为犃犉 的中点．

（第１题）
　　　　

（第２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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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已知：如图，在犃犅犆犇 中，犈，犉分别是犅犆，犃犇 上的点，且犅犈＝

犇犉．求证：犃犈＝犆犉．

由上节课的探究过程，我们还发现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互相平分．

现在，我们来证明这个结论．

图２２ １ ７

已知：如图２２ １ ７，在犃犅犆犇 中，对角

线犃犆，犅犇相交于点犗．

求证：犗犃＝犗犆，犗犅＝犗犇．

证明：在△犃犗犅和△犆犗犇中，

∵　四边形犃犅犆犇是平行四边形，

∴　∠犅犃犗＝∠犇犆犗，犃犅＝犆犇．

又∵　∠犃犗犅＝∠犆犗犇，

∴　△犃犗犅≌△犆犗犇．

∴　犗犃＝犗犆，犗犅＝犗犇．

平行四边形的性质定理

　　 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互相平分．

例２　已知：如图２２ １ ８，犗 为犃犅犆犇 两条对角线的交点，犃犆＝

２４ｍｍ，犅犇＝３８ｍｍ，犅犆＝２８ｍｍ．求△犗犃犇的周长．

图２２ １ ８

解：在犃犅犆犇中，

∵　犃犆＝２４ｍｍ，犅犇＝３８ｍｍ，

∴　犃犗＝
犃犆
２
＝
２４
２
＝１２（ｍｍ），

犇犗＝
犅犇
２
＝
３８
２
＝１９（ｍｍ）．

又∵　犅犆＝２８ｍｍ，

∴　犃犇＝犅犆＝２８ｍｍ．

∴　△犗犃犇的周长＝犃犗＋犗犇＋犃犇＝１２＋１９＋２８＝５９（ｍｍ）．

例３　已知：如图２２ １ ９，在犃犅犆犇中，对角线犃犆，犅犇相交于点犗，

直线犈犉过点犗，交犇犃于点犈，交犅犆于点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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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２２ １ ９

求证：犗犈＝犗犉，犃犈＝犆犉，犇犈＝犅犉．

证明：∵　四边形犃犅犆犇是平行四边形，且

对角线犃犆与犅犇 相交于点犗，

∴　犗犃＝犗犆，∠犈犃犗＝∠犉犆犗．

又∵　∠犃犗犈＝∠犆犗犉，

∴　△犃犗犈≌△犆犗犉．

∴　犗犈＝犗犉，犃犈＝犆犉．

又∵　犃犇＝犆犅，

∴　犇犈＝犃犇－犃犈＝犆犅－犆犉＝犅犉．

１．如图，在犃犅犆犇 中，犃犅＝５ｃｍ，犃犆＝６ｃｍ，犅犇＝８ｃｍ．求

△犃犗犅和△犃犗犇的周长．

（第１题）

　　　　

（第２题）

２．如图，犃犅犆犇的对角线犃犆，犅犇相交于点犗，过点犗的直线分别

交犃犇 和犅犆于点犈，犉，犃犅犆犇的面积为２４．求图中阴影部分的面积．

Ａ 组

１．如图，犃犅犆犇的周长是３８，对角线犃犆，犅犇 相交于点犗，△犃犗犇 与

△犃犗犅的周长之差是５．求犃犅的长．

（第１题）

　　　　

（第２题）

２．如图，在犃犅犆犇中，犈是犃犇 的中点，∠犃犅犈＝∠犈犅犆，犃犅＝２．求

犃犅犆犇的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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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题）

３．已知：如图，犃犅犆犇 的对角线犃犆，犅犇 相

交于点犗，犃犈⊥犅犇，犆犉⊥犅犇，垂足分别为

犈，犉．求证：犗犈＝犗犉．

Ｂ 组

１．已知：如图，犃犅犆犇 的对角线犃犆，犅犇 相交于点犗，犕 是犗犃 的中

点，犖 为犗犆的中点．求证：犅犕＝犇犖，犅犕∥犇犖．

（第１题）

　　　　　

（第２题）

２．已知：如图，犈为犃犅犆犇的边犃犇 的延长线上一点，且犃犇＝犇犈，犈犅

交犇犆于点犉．求证：犇犉＝犉犆．



第二十二章　345 １２３　　

　　我们已经知道平行四边形的对边相等，对角相等，对角线互相平

分．反过来，对边相等（或对角相等，或对角线互相平分）的四边形是不

是平行四边形呢？

小明用下列方法得到一个四边形犃犅犆犇．

　　画两条互相平行的直

线，在这两条直线上分别截

取线段犃犅＝犆犇，连接犃犇，

犅犆，得四边形犃犅犆犇．

（１）将线段犃犅沿犅犆 方向平行移动，线段犃犅与犆犇 能不能重合？你

认为这样得到的四边形犃犅犆犇是不是平行四边形？

（２）由此，你发现了什么结果？与大家交流．

我们发现：一组对边平行且相等的四边形是平行四边形．

现在，我们来证明这个结论．

已知：如图２２ ２ １，在四边形犃犅犆犇中，犃犇∥犅犆，且犃犇＝犅犆．

求证：四边形犃犅犆犇是平行四边形．

图２２ ２ １

　　　　　

图２２ ２ ２

证明：如图２２ ２ ２，连接犅犇．

在△犃犅犇和△犆犇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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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犃犇∥犅犆，

∴　∠犃犇犅＝∠犆犅犇．

　

为证明另两条边

平行，可借助内错角

相等．为此需构造相

应的全等三角形．

∵　犃犇＝犆犅，犅犇＝犇犅，

∴　△犃犅犇≌△犆犇犅．

∴　∠犃犅犇＝∠犆犇犅．

∴　犃犅∥犇犆．

∴　四边形犃犅犆犇是平行四边形．

平行四边形的判定定理

　　 一组对边平行且相等的四边形是平行四边形．

　图２２ ２ ３

例１　已知：如图２２ ２ ３，在犃犅犆犇 中，犈 为

犅犃 延长线上一点，犉 为犇犆 延长线上一点，

且犃犈＝犆犉，连接犅犉，犇犈．

求证：四边形犅犉犇犈是平行四边形．

证明：∵　四边形犃犅犆犇是平行四边形，

∴　犃犅∥犆犇，犃犅＝犆犇．

又∵　犃犈＝犆犉，

∴　犅犈＝犅犃＋犃犈＝犇犆＋犆犉＝犇犉，

且　犅犈∥犇犉．

∴　四边形犅犉犇犈是平行四边形．

　图２２ ２ ４

例２　求证：平行线间的距离处处相等．

已知：如图２２ ２ ４，犈犉∥犕犖，犃，犅

为直线犈犉 上任意两点，犃犇⊥犕犖，垂足

为犇，犅犆⊥犕犖，垂足为犆．

求证：犃犇＝犅犆．

证明：∵　犃犇⊥犕犖，犅犆⊥犕犖，

∴　犃犇∥犅犆．

又∵　犈犉∥犕犖，

∴　四边形犃犇犆犅为平行四边形．

∴　犃犇＝犅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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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行四边形的定义，也是判定一个四边形为平行四边形的依据．

（第２题）

　　１．两组对角分别相等的四边形是平行四边形吗？

为什么？

２．将两块全等的含３０°角的三角尺按如图的方式

摆放在一起，则四边形犃犅犆犇 是平行四边形吗？请尝

试用多种方法说明理由．

Ａ 组

１．如图，在犃犅犆犇中，延长犃犅到点犈，延长犆犇到点犉，使犅犈＝犇犉．

猜想线段犃犆与犈犉 之间的关系，并证明自己的猜想．

（第１题）

　　　　　　　

（第２题）　

２．已知：如图，把△犃犅犆绕边犅犆 的中点犗 旋转１８０°得到△犇犆犅．求证：

四边形犃犆犇犅是平行四边形．

（第３题）

３．已知：如图，犅犇是犃犅犆犇的对角线，点犈

和点犉 在犅犇 上，且犅犈＝犇犉．求证：四边

形犃犈犆犉是平行四边形．

Ｂ 组

１．已知：如图，△犃犅犆是等边三角形，点犇，犉分别在线段犅犆，犃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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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犆＝犈犉，∠犈犉犅＝６０°．求证：四边形犈犇犆犉是平行四边形．

（第１题）

　　　　　　

（第２题）

２．已知：如图，在四边形犃犅犆犇中，犃犇∥犅犆，犃犈⊥犃犇，交犅犇于点犈，

犆犉⊥犅犆，交犅犇于点犉，且犃犈＝犆犉．求证：四边形犃犅犆犇是平行四

边形．

小亮和小芳分别按下列方法得到了各自的四边形．

小亮的做法

　　用４根木条搭成如图所示

的四边形，其中，犃犅＝犆犇，

犃犆＝犅犇．

小芳的做法

　　画两条直线相交于点犗，截取

犗犃＝犗犆，犗犅＝犗犇；连接 犃犅，

犅犆，犆犇，犇犃，得到四边形犃犅犆犇．

你认为他们得到的四边形是平行四边形吗？提出猜想，并试着说明

理由．

我们发现，两组对边分别相等的四边形是平行四边形，两条对角线互相

平分的四边形是平行四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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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先来证明两组对边分别相等的四边形是平行四边形．

图２２ ２ ５

　　已知：如图２２ ２ ５，在四边形犃犅犆犇中，

犃犅＝犆犇，犃犇＝犆犅．

求证：四边形犃犅犆犇是平行四边形．

证明：如图２２ ２ ６，连接犅犇．

在△犃犅犇和△犆犇犅中，

图２２ ２ ６

∵　犃犅＝犆犇，犃犇＝犆犅，犅犇＝犇犅，

∴　△犃犅犇≌△犆犇犅．

∴　∠犃犅犇＝∠犆犇犅，∠犃犇犅＝∠犆犅犇．

∴　犃犅∥犆犇，犃犇∥犆犅．

∴　四边形犃犅犆犇是平行四边形．

证明：两条对角线互相平分的四边形是平行四边形．

平行四边形的判定定理

　　
两组对边分别相等的四边形是平行四边形．

两条对角线互相平分的四边形是平行四边形．

图２２ ２ ７

例３　已知：如图２２ ２ ７，犃犅犆犇 的两

条对角线犃犆，犅犇相交于点犗，犈，犉

分别为犗犃，犗犆的中点．

求证：四边形犈犅犉犇是平行四边形．

证明：∵　四边形 犃犅犆犇 是平行四

边形，

∴　犗犃＝犗犆，犗犅＝犗犇．

∵　犈，犉分别为犗犃，犗犆的中点，

∴　犗犈＝犗犉．

∴　四边形犈犅犉犇是平行四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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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例３的已知条件中，如果犈，犉 不再为犗犃，犗犆 的中点，请你

谈谈：

（１）点犈，犉分别在犗犃，犗犆上，怎样确定点犈和点犉 的位置，可使

得四边形犈犅犉犇是平行四边形？

（２）点犈，犉分别在犗犃，犗犆的延长线上，怎样确定点犈和点犉 的位

置，可使得四边形犈犅犉犇是平行四边形？

　　１．已知：如图，在四边形犃犅犆犇中，对角线犃犆，犅犇相交于点犗．仅

从下列条件中任意选取两项作为已知条件，能够判定四边形犃犅犆犇是平行

四边形的有哪些？

①犃犅∥犆犇；②犅犆＝犃犇；③犃犅＝犆犇；

④犅犆∥犃犇；⑤犗犃＝犗犆；⑥犗犅＝犗犇．

（第１题）

　　　　　　　

（第２题）

２．已知：如图，犃犆为犃犅犆犇的对角线，犇犈⊥犃犆，犅犉⊥犃犆，垂足

分别为犈，犉．求证：四边形犇犈犅犉是平行四边形．

Ａ 组

１．已知：如图，犇，犈 分别为△犃犅犆的边 犃犅 和边 犃犆的中点，延长

犇犈到点犉，使犈犉＝犇犈，连接犆犉．求证：四边形犅犆犉犇 是平行四

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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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题）

　　　　　　

（第２题）

２．如图，已知三点犃，犅，犆．画平行四边形，使其三个顶点分别是点犃，

犅，犆．

（第３题）

３．如图，在犃犅犆犇中，犈为犅犆 边上一点．试在

犃犇边上找一点犉，使四边形犃犈犆犉是平行四边

形，并说明理由．

Ｂ 组

１．已知：如图，在犃犅犆犇的各边犃犅，犅犆，犆犇，犇犃上分别取点犓，犔，

犕，犖，使犃犓＝犆犕，犅犔＝犇犖．求证：四边形犓犔犕犖 是平行四边形．

（第１题）

　　　　　　　

（第２题）

２．已知：如图，犃犅犆犇 的对角线犃犆，犅犇 相交于点犗，犈犉 过点犗 交

犃犇 于点犈，交犅犆于点犉，犌是犗犃 的中点，犎 是犗犆 的中点．求证：

四边形犈犌犉犎 是平行四边形．



１３０　　 数学　八年级下册

　　三角形的中位线是三角形中的重要线段．这条线段具有怎样的性

质呢？

　图２２ ３ １

连接三角形两边中点的线段，叫做三角形的中

位线（ｍｅｄｉａｎｌｉｎｅ）．

如图２２ ３ １，犇，犈分别为△犃犅犆的两边犃犅，

犃犆的中点，线段犇犈就是△犃犅犆的一条中位线．

一个三角形有三条中位线．

１．如图２２ ３ ２，在△犃犅犆中，画出它的三条中位线犇犈，犇犉，犈犉．

沿中位线剪出四个小三角形，将它们叠合在一起，它们能完全重合吗？你发

现三角形的中位线犇犈与犅犆具有怎样的位置关系和数量关系？

图２２ ３ ２

　　　　　　　　

图２２ ３ ３

２．如图２２ ３ ３，犇犈是△犃犅犆的中位线，将△犃犇犈以点犈 为中心，

顺时针旋转１８０°，使点犃和点犆 重合．四边形犇犅犆犉是平行四边形吗？由

此发现的犇犈与犅犆的位置关系和数量关系与上面的发现是否相同？

通过探究，我们发现：三角形的中位线平行于第三边，且等于第三边的

一半．

现在，我们来证明这个结论．

已知：如图２２ ３ ４，犇，犈分别为△犃犅犆的边犃犅，犃犆的中点．

求证：犇犈∥犅犆，且犇犈＝
１

２
犅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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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２ ３ ４

证明：延长 犇犈 到点犉，使 犈犉＝犇犈．连

接犆犉．

在△犃犇犈和△犆犉犈中，

∵　犃犈＝犆犈，∠犃犈犇＝∠犆犈犉，犇犈＝犉犈，

∴　△犃犇犈≌△犆犉犈．

∴　犃犇＝犆犉，∠犃＝∠犈犆犉．

∴　犃犇∥犆犉，

即　犅犇∥犆犉．

又∵　犅犇＝犃犇＝犆犉，

∴　四边形犇犅犆犉是平行四边形．

∴　犇犈∥犅犆，且犇犉＝犅犆．

∴　犇犈＝
１

２
犇犉＝

１

２
犅犆．

三角形的中位线定理

　　 三角形的中位线平行于第三边，并且等于第三边的一半．

如图２２ ３ ５，在△犃犅犆中，犇，犈，犉分别为犃犅，犅犆，犃犆的中点，

犃犆＝１２，犅犆＝１６．求四边形犇犈犆犉的周长．

图２２ ３ ５

例　已知：如图２２ ３ ６，在四边形犃犅犆犇中，犃犇＝犅犆，犘为对角线犅犇

的中点，犕 为犇犆的中点，犖 为犃犅 的中点．

求证：△犘犕犖 是等腰三角形．



１３２　　 数学　八年级下册

图２２ ３ ６

证明：在△犃犅犇中，

∵　犖，犘分别为犃犅，犅犇的中点，

∴　犘犖＝
１

２
犃犇．

同理　犘犕＝
１

２
犅犆．

又∵　犃犇＝犅犆，

∴　犘犖＝犘犕．

∴　△犘犕犖 是等腰三角形．

　 （第２题）

１．三角形三边的长分别为５，９，１２．求连接各

边中点所构成的三角形的周长．

２．如 图，犈犉 为 △犃犅犆 的 中 位 线，犅犇 平 分

∠犃犅犆，交犈犉于点犇，犃犅＝４，犅犆＝６．求犇犉的长．

Ａ 组

１．如图，犃，犅两点被池塘隔开，不能直接测量它们之间的距离．测量员

在岸边选一点犆，连接犃犆，犅犆，并分别找到犃犆和犅犆 的中点犕，犖．

由犕犖 的长度即可知道犃，犅两点间的距离．

（１）说出上述测量方法中的道理．

（２）若测得犕犖＝２０ｍ，求犃，犅两点间的距离．

（第１题）

　　　　　　　　　

（第２题）

２．如图，△犆犇犈是△犃犅犆沿犃犆 方向平移得到的，延长犃犅，犈犇 相交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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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犉．请指出图中有哪些相等的线段，有哪些平行的线段．

Ｂ 组

１．如图，在四边形犃犅犆犇 中，犈，犉，犌，犎 分别为犃犅，犅犆，犆犇，犇犃

的中点．请猜想四边形犈犉犌犎 的形状，并证明自己的猜想．

（第１题）

　　　　　　　

（第２题）

２．已知：如图，在四边形犃犅犆犇 中，犃犆与犅犇 相交于点犈，犅犇＝犃犆，

犕，犖 分别为犃犇，犅犆的中点，犕犖 分别交犃犆，犅犇 于点犉，犌．求

证：犈犉＝犈犌．



１３４　　 数学　八年级下册

　　矩形是特殊的平行四边形，它是否具有比平行四边形更特殊的性

质，又如何来判断一个四边形是不是矩形呢？

我们把有一个角是直角的平行四边形叫做矩形（ｒｅｃｔａｎｇｌｅ）．

表面为矩形的物体广泛存在于实际生活中．

　　　　　　　　

图２２ ４ １

１．如图２２ ４ １，剪出一个矩形纸片犃犅犆犇，点

犗是这个矩形的中心．请你用折叠的方法，验证它是轴

对称图形．矩形有几条对称轴，它们都经过矩形的中

心吗？

２．四边形具有不稳定性，即当一个四边形的四条

边长保持不变时，它的形状却是可以改变的．如图２２ ４ ２，使一个平行四

边形保持四条边长不变，而将一个内角α由钝角先变成直角，再变成锐角．

图２２ ４ ２

在这个过程中：

（１）这个四边形总是平行四边形吗？

（２）当α＝９０°时，其余三个内角各是多少度的角？

（３）当α＝９０°时，两条对角线的长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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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探究，可知：

　　 矩形既是中心对称图形，也是轴对称图形．

我们还发现：矩形的四个角都是直角，两条对角线相等．

１．求证：矩形的四个角都是直角．

２．求证：矩形的两条对角线相等．

矩形的性质定理

　　
矩形的四个内角都是直角．

矩形的两条对角线相等．

例１　如图２２ ４ ３，矩形犃犅犆犇两条对角线相交于点犗，∠犃犗犇＝１２０°，

犃犅＝４ｃｍ．求矩形对角线的长．

图２２ ４ ３

解：∵　四边形犃犅犆犇是矩形，

∴　犃犆＝犅犇，犃犗＝犗犆＝犅犗＝犗犇．

∵　∠犃犗犇＝１２０°，

∴　∠犃犗犅＝６０°．

∴　△犃犗犅是等边三角形．

∴　犃犗＝犅犗＝犃犅＝４ｃｍ，

犃犆＝犃犗＋犗犆＝犃犗＋犗犅＝８（ｃｍ），

即矩形犃犅犆犇对角线的长为８ｃｍ．

　 （第２题）

１．矩形具有而一般平行四边形不一定具有的性

质是　　　　　　　　　．

２．如图，四边形犃犅犆犇为矩形．指出图中相等

的线段和角．



１３６　　 数学　八年级下册

Ａ 组

１．已知矩形犃犅犆犇的边犃犅＝４，犅犆＝５．求对角线犃犆的长．

２．已知：如图，犈为矩形犃犅犆犇 的边犃犇 的中点，连接犅犈，犆犈．求证：

△犈犅犆是等腰三角形．

（第２题）

　　　　　　　　

（第３题）

３．如图，在矩形犃犅犆犇 中，犈 为犃犇 上一点，犈犉⊥犆犈，交犃犅 于点犉，

犇犈＝２，矩形的周长为１６，且犆犈＝犈犉．求犃犈的长．

Ｂ 组

１．已知：如图，在矩形犃犅犆犇 中，对角线犃犆，犅犇 相交于点犗，过点犅

作犅犈∥犃犆，交犇犆的延长线于点犈．求证：犅犇＝犅犈．

（第１题）

　　　　　　

（第２题）

２．如图，在矩形犃犅犆犇中，犃犅＝３，犃犇＝４，犘为犃犇 上一点，过点犘作

犘犈⊥犃犆，犘犉⊥犅犇，垂足分别为犈，犉．求犘犈＋犘犉的值．

　 （第３题）

３．如图，在矩形犃犅犆犇 中，犃犅＝３，犃犇＝

４，犈为犆犇 的中点，连接犃犈并延长，交

犅犆 的延长线于点犉，连接 犇犉．求 犇犉

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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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一起探究矩形的判定条件．

１．我们已经知道，矩形的四个角都是直角．反过来，一个四边形有几

个角是直角，就能判断它是矩形呢？观察图２２ ４ ４，提出你的猜想．

图２２ ４ ４

２．矩形的对角线相等．反过来，对角线相等的平行四边形是矩形吗？

请你画一个对角线相等的平行四边形，观察所画图形并提出猜想．

通过探究，我们发现：

有三个角是直角的四边形是矩形；

对角线相等的平行四边形是矩形．

求证：有三个角是直角的四边形是矩形．

现在，我们来证明对角线相等的平行四边形是矩形．

　图２２ ４ ５

已知：如图２２ ４ ５，在犃犅犆犇中，

犃犆＝犅犇．

求证：犃犅犆犇是矩形．

证明：∵　四边形犃犅犆犇是平行四边形，

∴　犃犇∥犅犆，犃犇＝犅犆．

在△犃犅犇和△犅犃犆中，

∵　犃犇＝犅犆，犃犅＝犃犅，犃犆＝犅犇，

∴　△犃犅犇≌△犅犃犆．

∴　∠犇犃犅＝∠犆犅犃．

又∵　犃犇∥犅犆，



１３８　　 数学　八年级下册

∴　∠犇犃犅＋∠犆犅犃＝１８０°．

∴　∠犇犃犅＝∠犆犅犃＝９０°．

∴　犃犅犆犇是矩形．

矩形的判定定理

　　 有三个角是直角的四边形是矩形．

对角线相等的平行四边形是矩形．

　图２２ ４ ６

例２　已知：如图２２ ４ ６，在矩形犃犅犆犇 中，

犈，犉，犌，犎 分别为犗犃，犗犅，犗犆，犗犇

的中点．

求证：四边形犈犉犌犎 是矩形．

证明：∵　四边形犃犅犆犇是矩形，

∴　犃犆＝犅犇，且犗犃＝犗犆，

犗犅＝犗犇．

∴　犗犃＝犗犆＝犗犅＝犗犇．

又∵　犈，犉，犌，犎 分别为犗犃，犗犅，犗犆，犗犇的中点，

∴　犗犈＝犗犌＝犗犉＝犗犎．

∴　四边形犈犉犌犎 是平行四边形．

又∵　犈犌＝犗犈＋犗犌＝犗犉＋犗犎＝犎犉，

∴　四边形犈犉犌犎 是矩形．

在上述问题中，如果四边形犃犅犆犇是平行四边形，那么四边形犈犉犌犎

是平行四边形吗？

１．指出下列说法是否正确．

（１）有一个角为直角的四边形是矩形．

（２）两条对角线相等的四边形是矩形．

（３）两条对角线互相垂直的四边形是矩形．



第二十二章　345 １３９　　

（４）四个角皆为直角的四边形是矩形．

（第２题）

２．已知：如图，在△犃犅犆 中，犃犅＝犃犆，犇

为犅犆 的中点，四边形犃犈犇犅 为平行四边形．求

证：四边形犃犈犆犇是矩形．

Ａ 组

１．已知矩形的对角线长为１０ｃｍ，求顺次连接矩形四边中点所得的四边形

的周长．

（第２题）

２．如图，矩形犃犅犆犇 的两条对角线犃犆，犅犇 的夹

角为６０°，犃犆＋犃犅＝１２．求犃犆和犃犅 的长．

３．小亮想检验一块木板是不是矩形．现仅有一根足

够长的细绳，你能想办法帮他进行检验吗？请说

明理由．

Ｂ 组

１．已知：如图，在△犃犅犆中，犃犅＝犃犆，犃犇⊥犅犆，垂足为犇，犃犖 是△犃犅犆

外角∠犆犃犕 的平分线，犆犈⊥犃犖，垂足为犈．求证：四边形犃犇犆犈是

矩形．

（第１题）

　　　　　　　　

（第２题）

２．如图，在矩形犃犅犆犇 中，犃犆，犅犇 相交于点犗，犃犈 平分∠犅犃犇，交

犅犆于点犈，∠犆犃犈＝１５°．求∠犅犗犈的度数．



１４０　　 数学　八年级下册

　　菱形也是一种特殊的平行四边形．它有怎样的性质，又如何进行识

别呢？

从下列图片中抽象出如图２２ ５ １的图形．观察这些图形，它们有什

么共同的特征呢？

图２２ ５ １

通过观察和验证，图２２ ５ １（１），（２），（３）皆为平行四边形，而且有

一组邻边相等．我们把有一组邻边相等的平行四边形叫做菱形（ｒｈｏｍｂｕｓ）．

菱形作为特殊的平行四边形，除了具有平行四边形的所有性质外，还有

哪些特殊的性质呢？

１．如图２２ ５ ２，将一个菱形纸片犃犅犆犇按图示方法折叠后，再展开：

图２２ ５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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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说明两条折痕的交点犗恰为菱形的中心．

（２）菱形犃犅犆犇是轴对称图形吗？如果它是轴对称图形，那么它有几

条对称轴，都是哪些直线？

图２２ ５ ３

２．如图２２ ５ ３，四边形犃犅犆犇是菱形．

（１）菱形 犃犅犆犇 的四条边有怎样的数量

关系？

（２）菱形犃犅犆犇的两条对角线有怎样的位置

关系？

通过上述探究活动，我们发现：

　　 菱形既是中心对称图形，也是轴对称图形．

同时，我们还发现：菱形的四条边相等；菱形的两条对角线互相垂直，

且每条对角线平分一组对角．

现在，我们来证明这个结论．

图２２ ５ ４

已知：如图２２ ５ ４，四边形犃犅犆犇 是菱

形，犃犅＝犃犇．

求证：（１）犃犅＝犅犆＝犆犇＝犇犃．

（２）犃犆⊥犇犅．

（３）∠犃犇犅＝ ∠犆犇犅，∠犃犅犇＝ ∠犆犅犇，

∠犇犃犆＝∠犅犃犆，∠犇犆犃＝∠犅犆犃．

证明：（１）∵　四边形犃犅犆犇是菱形，

∴　犃犅＝犆犇，犃犇＝犆犅．

又∵　犃犅＝犃犇，

∴　犃犅＝犅犆＝犆犇＝犇犃．

（２）在△犃犇犗和△犆犇犗中，

∵　犇犃＝犇犆，犇犗＝犇犗，犃犗＝犆犗，

∴　△犃犇犗≌△犆犇犗．

∴　∠犃犗犇＝∠犆犗犇．

∵　∠犃犗犇＋∠犆犗犇＝１８０°，

∴　∠犃犗犇＝∠犆犗犇＝９０°．

∴　犃犆⊥犇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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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犃犇犗≌△犆犇犗，

∴　∠犃犇犅＝∠犆犇犅，∠犇犃犆＝∠犇犆犃．

∵　犃犅∥犆犇，犃犇∥犆犅，

∴　∠犃犇犅＝∠犆犅犇，∠犆犇犅＝∠犃犅犇，

∠犇犃犆＝∠犅犆犃，∠犇犆犃＝∠犅犃犆．

∴　∠犃犇犅＝∠犆犇犅，∠犃犅犇＝∠犆犅犇，

　　∠犇犃犆＝∠犅犃犆，∠犇犆犃＝∠犅犆犃．

菱形的性质定理

　　菱形的四条边都相等，两条对角线互相垂直，且每条对角线平分一

组对角．

例１　如图２２ ５ ５，菱形犃犅犆犇的周长为１６ｃｍ，∠犃犅犆＝１２０°．求对角

线犅犇和犃犆的长．

解：∵　犃犅＋犅犆＋犆犇＋犃犇＝１６ｃｍ，

∴　犃犅＝犅犆＝犆犇＝犃犇＝
１
４
×１６＝４（ｃｍ）．

　图２２ ５ ５

∵　犅犇平分∠犃犅犆，∠犃犅犆＝１２０°，

∴　∠犃犅犇＝６０°．

∴　△犃犅犇是等边三角形．

∴　犅犇＝犃犅＝４ｃｍ．

在Ｒｔ△犃犗犅中，犗犅＝２ｃｍ，

犃犗＝ 犃犅２－犗犅槡 ２＝ ４２－２槡 ２＝槡１２＝２槡３（ｃｍ），

犃犆＝２犃犗＝４槡３（ｃｍ）．

（第２题）

１．已知菱形的边长和一条对角线的长均为２ｃｍ．

求这个菱形的面积．

２．菱形犗犃犅犆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的位置如图所

示，∠犃犗犆＝４５°，犗犆＝槡２．求点犅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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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１题）

Ａ 组

１．如图，在菱形犃犅犆犇中，犃犆，犅犇为对角线，∠犅犃犆＝

５０°．求菱形犃犅犆犇各内角的度数．

２．在菱形犃犅犆犇中，对角线犃犆＝８，犅犇＝６．求菱形的

周长．

（第３题）

３．如图，菱形犃犅犆犇的边长为２ｃｍ，犈为犃犅 的中

点，且犇犈⊥犃犅．求菱形犃犅犆犇的面积．

Ｂ 组

１．如图，菱形犃犅犆犇的对角线犃犆，犅犇相交于点犗，且犃犆＝６ｃｍ，犅犇＝

８ｃｍ，犃犈⊥犅犆，垂足为犈．求犃犈的长．

（第１题）

　　　　　

（第２题）

（第３题）

２．如图，菱形犃犅犆犇 的对角线相交于点犗，延长犃犅 至

点犈，使犅犈＝犅犆，连接犆犈．

（１）求证：犅犇＝犈犆．

（２）求证：犛菱形犃犅犆犇＝犛△犃犈犆．

３．如图，四边形犃犅犆犇是菱形，犃，犅两点的坐标分别为

（０，４），（－３，０）．求点犇，犆的坐标．

我们已经知道，菱形的四条边都相等，两条对角线互相垂直．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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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四边形的四条边都相等，那么能不能判断这个四边形是菱形呢？如

果一个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互相垂直，那么能不能判断这个平行四边形是菱

形呢？

　图２２ ５ ６

如图２２ ５ ６，画两条等长的线段犃犅，犃犇，分

别以点犅，犇 为圆心，犃犅 为半径画弧，两弧相交于

点犆．连接犅犆，犆犇，得到四边形犃犅犆犇．

四边形犃犅犆犇是菱形吗？

事实上，我们有：四条边相等的四边形是菱形．

现在，我们来证明这个结论．

已知：如图２２ ５ ７，在四边形犃犅犆犇中，犃犅＝犅犆＝犆犇＝犇犃．

　图２２ ５ ７

求证：四边形犃犅犆犇是菱形．

证明：∵　犃犅＝犆犇，且犅犆＝犃犇，

∴　四边形犃犅犆犇是平行四边形．

又∵　犃犅＝犃犇，

∴　四边形犃犅犆犇是菱形．

菱形的判定定理

　　 四条边相等的四边形是菱形．

　图２２ ５ ８

如图２２ ５ ８，犃犅犆犇 的两条对角线犃犆，犅犇

互相垂直，犗是这两条对角线的交点．

（１）你 能 说 明 图 中 的 Ｒｔ△犃犅犗，Ｒｔ△犆犅犗，

Ｒｔ△犆犇犗，Ｒｔ△犃犇犗都是全等的吗？

（２）平行四边形犃犅犆犇的四条边都相等吗？

（３）请证明你的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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菱形的判定定理

　　 两条对角线互相垂直的平行四边形是菱形!

另外，“每条对角线平分一组对角的四边形是菱形”也是正确的，只是

用起来不太方便，所以不把它作为定理．同学们可以自己试着证明．

　图２２ ５ ９

例２　已知：如图２２ ５ ９，在△犃犅犆 中，犃犇 是

∠犅犃犆的平分线，犇犈∥犃犆，交 犃犅 于点犈，

犇犉∥犃犅，交犃犆于点犉．

求证：四边形犃犈犇犉是菱形．

证明：∵　犇犈∥犃犆，犇犉∥犃犅，

∴　四边形犃犈犇犉是平行四边形．

∴　∠１＝∠３．

又∵　∠１＝∠２，

∴　∠２＝∠３．

∴　犃犈＝犇犈．

∴　四边形犃犈犇犉是菱形．

１．如图，在△犃犅犆中，犃犅＝犃犆，画出点犃关于犅犆的对称点犃′．请

用两种不同的方法证明四边形犃犅犃′犆是菱形．

（第１题）

　　　　　　

（第２题）

２．如图，在犃犅犆犇中，∠犇＝６０°，以顶点犃为圆心，犃犅为半径画

弧，交犅犆于点犈，交犃犇于点犉．请你指出图中的等腰三角形、平行四边

形和菱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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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组

１．如图，犈是菱形犃犅犆犇 的边犃犇 的中点，犈犉⊥犅犇于点犎，交犅犆延长

线于点犉，交犇犆于点犌．求证：犇犆与犈犉 互相平分．

（第１题）

　　　　　　　

（第２题）

２．已知：如图，在犃犅犆犇中，犗为对角线犃犆 的中点，过点犗作犃犆 的

垂线与边犃犇，犅犆分别交于点犈，犉．求证：四边形犃犉犆犈是菱形．

（第３题）

３．已知：如图，四边形犃犅犆犇 是菱形，两条对

角线交于点犗，犇犈 为∠犃犇犅 的平分线，交

犃犆于点犈，犇犉 为∠犆犇犅 的平分线，交犃犆

于点犉，连接犅犈，犅犉．求证：四边形犇犈犅犉

是菱形．

Ｂ 组

１．如图，在菱形犃犅犆犇中，∠犅犃犇＝６０°，犕 为犃犅 的中点，犘为对角线

犃犆上的一个动点，犘犕＋犘犅的最小值是３．求犃犅的长．

（第１题）

　　　

（第２题）

２．如图，绿丝带下部重叠部分是什么图形？请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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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方形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种图形．本节将探究正方形的性质、

判定方法及其应用．

有一组邻边相等且有一个角是直角的平行四边形叫做正方形（ｓｑｕａｒｅ）．

１．正方形是不是轴对称图形？如果是轴对称图形，那么它有几条对称

轴，都是哪些直线？

２．结合图２２ ６ １，谈谈正方形与平行四边形、矩形和菱形的关系．

图２２ ６ １

３．正方形都具有哪些性质？

正方形是中心对称图形，它的中心是对称中心．正方形还是轴对称图

形，它有四条对称轴：两条对角线和每组对边中点连线所在直线．

　　 正方形具有平行四边形、矩形和菱形的一切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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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定一个四边形是正方形，只要判定这个四边形既是矩形又是菱形

即可．

　图２２ ６ ２

例１　已知：如图２２ ６ ２，在正方形犃犅犆犇中，点犈在

对角线犃犆上．

求证：犅犈＝犇犈．

证明：在△犃犈犇和△犃犈犅中，

∵　犃犇＝犃犅，犃犈＝犃犈，

∠犇犃犆＝∠犅犃犆＝４５°，

∴　△犃犈犇≌△犃犈犅，

∴　犅犈＝犇犈．

　图２２ ６ ３

例２　已知：如图２２ ６ ３，在正方形 犃犅犆犇 中，

△犅犆犈是等边三角形．

求证：∠犈犃犇＝∠犈犇犃＝１５°．

证明：∵　∠犈犅犆＝∠犈犆犅＝∠犆犈犅＝６０°，

∴　△犃犅犈，△犇犆犈 是 等 腰 三 角 形，

∠犃犅犈＝∠犇犆犈＝３０°．

∴　∠犅犃犈＝∠犅犈犃＝∠犆犇犈＝∠犆犈犇＝７５°．

∴　∠犈犃犇＝∠犈犇犃＝９０°－７５°＝１５°．

图２２ ６ ４

已知：如图２２ ６ ４，点犈，犉，犕，犖 分别在正方

形犃犅犆犇四条边上，且犃犈＝犅犉＝犆犕＝犇犖．求证：四边

形犈犉犕犖 是正方形．

１．如图，正方形犃犅犆犇的对角线犃犆为菱形犃犈犉犆的一边．求∠犉犃犅

的度数．

（第１题）

　　　　　

（第２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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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如图，把一张矩形纸片折叠，把重叠部分剪下来，展开后可以得到

一个怎样的四边形？为什么？

　 （第１题）

Ａ 组

１．如图，如果正方形 犃犅犆犇 旋转后能与正方形

犆犉犈犇 重合，那么图形所在的平面上可以作为旋

转中心的点共有多少个？请指出它们的位置．

２．已知：如图，四边形 犃犅犆犇 和犅犌犉犈 都是正方

形．求证：犃犈＝犆犌．

（第２题）

　　　　　　　

（第３题）

３．已知：如图，正方形犃犅犆犇的两条对角线相交于点犗，点犕，犖 分别在

犗犃，犗犇上，且 犕犖∥犃犇．请探究线段犇犕 和犆犖 之间的数量关系，

写出结论并给出证明．

Ｂ 组

１．如图，犈是正方形犃犅犆犇 的边犅犆 的延长线上一点，且犆犈＝犅犇，犃犈

交犇犆于点犉．求∠犃犉犆的度数．

（第１题）

　　　　　　　

（第２题）

２．已知：如图，正方形犃犅犆犇的两条对角线相交于点犗，犈为犗犆上一点，

犃犕⊥犅犈，垂足为犕，犃犕 与犇犅 相交于点犉．求证：犗犈＝犗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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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节我们探究多边形的内角和、外角和，以及它们的简单应用．

如图２２ ７ １，观察这些图形，它们都是平面上由线段首尾顺次相接所

组成的．

图２２ ７ １

平面上，由不在同一条直线上的线段首尾顺次相接组成的图形，叫做多

边形（ｐｏｌｙｇｏｎ）．

连接多边形不相邻两个顶点的线段叫做多边形的对角线．多边形有几条

边就叫做几边形．三边形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三角形．

图２２ ７ ２所示的五边形，我们把它记作五边形犃犅犆犇犈．用类似的方

法可以记其他多边形．多边形的边、顶点、内角、外角的意义和三角形

相同．

　

一个多边形如果总在

它的任何一条边所在直线

的同一侧，这个多边形就

叫做凸多边形．我们只研

究凸多边形．
图２２ ７ ２

下面我们探究多边形的内角和及外角和．

１．已知三角形的内角和为１８０°．你能猜想四边形、五边形、六边形等

多边形的内角和分别是多少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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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以四边形为例，如何将求四边形内角和的问题转化，利用三角形内

角和定理求多边形的内角和？

３．将多边形分割成不重叠的三角形，求四、五、六边形的内角和，猜

想狀边形的内角和，并将结果填入下表．

多边形 图形（分割成三角形）
分割出的三

角形的个数

多边形的

内角和

四边形

五边形

六边形

狀边形

我们发现，狀边形的内角和等于（狀－２）×１８０°．

现在，我们来证明这个结论．

　 图２２ ７ ３

已知：如图２２ ７ ３，狀边形犃１犃２犃３…犃狀－１犃狀．

求证：狀 边形 犃１犃２犃３…犃狀－１犃狀的内角和等于

（狀－２）×１８０°．

证明：连 接 犃１犃犻（犻＝３，４，…，狀－１），得 到

△犃１犃犻－１犃犻（犻＝３，４，…，狀－１，狀），共有（狀－２）个三

角形．

∵　△犃１犃犻－１犃犻（犻＝３，４，…，狀－１，狀）的内角和等于１８０°，

∴　狀 边形犃１犃２犃３…犃狀－１犃狀的内角和 ＝ △犃１犃２犃３ 的内角和 ＋

△犃１犃３犃４的内角和＋…＋△犃１犃狀－１犃狀 的内角和＝（狀－２）×１８０°．

多边形的内角和定理

　　 狀边形的内角和等于（狀－２）×１８０°（狀≥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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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边形的每个顶点处，取这个多边形的一个外角，这些外角的和叫做

这个多边形的外角和．

利用狀边形的内角和定理，求狀边形的外角和．

多边形的外角和定理

　　 多边形的外角和等于３６０°．

例１　已知一个多边形，它的内角和与外角和相等，这个多边形是几边形？

解：设多边形的边数为狀，那么它的内角和等于（狀－２）×１８０°，外角

和等于３６０°．由题意，得

（狀－２）×１８０°＝３６０°．

解这个方程，得

狀＝４．

所以，这个多边形是四边形．

例２　如图２２ ７ ４，小亮从点犗处出发，前进５ｍ后向右转２０°，再前进

５ｍ后又向右转２０°，这样走狀次后恰好回到点犗 处．

图２２ ７ ４

（１）小亮走出的这个狀边形的每个内角是多少

度，内角和是多少度？

（２）小亮走出的这个狀边形的周长是多少米？

解：（１）这个狀边形的每个内角为

１８０°－２０°＝１６０°．

因为多边形外角和等于３６０°，所以

狀×２０°＝３６０°．

解得狀＝１８．

所以，这个狀边形的内角和＝（１８－２）×１８０°＝２８８０°．

（２）５×１８＝９０（ｍ），所以，小亮走出的这个狀边形的周长为

９０ｍ．



第二十二章　345 １５３　　

１．在５４０°，７２０°，９６０°中，哪个角度不可能是多边形的内角和？

２．在四边形犃犅犆犇中，如果∠犃＋∠犆＋∠犇＝２８０°，那么∠犅的度数

是多少？

３．一个多边形的内角和等于１０８０°，这个多边形的边数是多少？

４．内角和等于外角和的２倍的多边形是几边形？

Ａ 组

１．一个五边形有三个内角是直角，另两个内角都等于狀°．求狀的值．

２．一个狀边形的外角和与内角和的度数之比为２∶７．求狀的值．

３．过某个多边形一个顶点的对角线有１０条．求这个多边形的内角和．

（第５题）

４．在四边形犃犅犆犇中，已知∠犃∶∠犅∶∠犆∶∠犇＝

１∶２∶３∶４．求∠犇的度数．

５．如图所示的模板，规定：犃犅，犆犇 的延长线应相

交成８０°的角．因交点不在板上，不便测量，工人

师傅测得 ∠犅犃犈＝１２２°，∠犇犆犉＝１５５°．此时

犃犅，犆犇的延长线相交所成的角是否符合规定？

为什么？

　 （第２题）

Ｂ 组

１．四边形的四个内角可以都是锐角吗，可以都是钝角

吗？为什么？

２．如图，在四边形犃犅犆犇 中，∠犃＝∠犆＝９０°，犅犈

平分∠犃犅犆，犇犉平分∠犃犇犆．犅犈 与犇犉 有怎样

的位置关系？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