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2015 学年北京十五中七年级（上）期中数学试卷（B 卷）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20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

有一项是符合题意的）．

1．某市 2009年元旦的最高气温为 2℃，最低气温为﹣8℃，那么这天的最高气温比最低气

温高（ ）

A． ﹣10℃ B． ﹣6℃ C． 6℃ D． 10℃

2．地球与太阳之间的距离约为 149600000千米，将 149600000用科学记数法表示应为（ ）

A． 1496×103 B． 14.96×102 C． 1.496×108 D． 0.1496×109

3． 的相反数是（ ）

A． ﹣3 B． 3 C． D．

4．关于多项式﹣2x2y+3xy﹣1，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 次数是 3 B． 常数项是 1 C． 次数是 5 D． 三次项是 2x2y

5．下列计算正确的是（ ）

A． 7a+a=7a2 B． 5y﹣3y=2
C． 3x2y﹣2x2y=x2y D． 3a+2b=5ab

6．代数式 2x+7 与﹣3互为相反数，则 x值为（ ）

A． 2 B． ﹣2 C． 5 D． ﹣5

7．若 x=1是方程 2x+m﹣6=0的解，则 m的值是（ ）

A． ﹣4 B． 4 C． ﹣8 D． 8

8．根据等式性质 5=3x﹣2可变形为（ ）

A． ﹣3x=2﹣5 B． ﹣3x=﹣2+5 C． 5﹣2=3x D． 5+2=3x

9．规定一种新的运算：a△b=a•b﹣a﹣b+1，比如 3△4=3×4﹣3﹣4+1=6．则（﹣3）△x的
值为（ ）

A． ﹣4x+4 B． ﹣4x﹣2 C． ﹣x+1 D． ﹣2x+2

10．若 a+b+c=0，且 a＞b＞c，以下结论：

①a＞0，c＞0；
②关于 x的方程 ax+b+c=0的解为 x=1；

③ + + + 的值为 0或 2；

其中正确结论的个数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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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0 B． 1 C． 2 D． 3

二、填空题（本大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20 分）．

11．计算：﹣4+3= ．

12．比较大小：﹣ ﹣1．

13．若单项式 2xmy与 是同类项，则 m= ．

14．某商店上月收入为 a元，本月的收入比上月的 2倍还多 10元，本月的收入是

元．

15．几个人共同种一批树苗，如果每人种 5棵，则剩下 3棵树苗未种；如果每人种 6棵，则

缺少 4棵树苗．若设参与种树的人数为 x人，则所列方程为 ．

16．若 a2+ab=3，ab+b2=1，则 a2﹣b2的值为 ．

17．若|y﹣3|+（x+2）2=0，则 xy的值为 ．

18．实数 a、b在数轴上的位置如图所示，则化简|a﹣b|+a的结果为 ．

19．在数轴上，到表示数 2的点距离是 3的点表示的数是 ．

20．有一个正六面体骰子，放在桌面上，将骰子沿如图所示的顺时针方向滚动，每滚动 90°
算一次，则滚动第 2014次后，骰子朝下一面的点数是 ．

三、计算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4 分，共 20 分）

21．﹣12+6+5﹣10．

22．﹣（﹣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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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 ） ．

24．﹣（ + ﹣ ）×24．

25． ．

四、解方程（组）（本大题共 4 小题，每小题 4 分，共 16 分）

26．2（x+1）=4．

27．解方程： ﹣2= ．

28．解方程组：

29．|x﹣2|=1．

五、解答题（本大题共 3 小题，每小题 4 分，共 12 分）

30．若方程 3x+2a=12和方程 3x﹣4=2的解相同，求 a的值．

31．先化简再求值：5a2﹣2（2a2﹣1）﹣3，其中 a=2．

32．先化简再求值：4x2﹣xy﹣（ y2+2x2）+2（3xy﹣ y2），其中 x=﹣5，y= ．

六、列方程解应用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6 分，共 12 分）

33．甲、乙两地相距 1120千米，一列快车从甲城出发 120千米后，另一列动车从乙城出发

开往甲城，2个小时后两车相遇．若快车平均每小时行驶的路程比动车平均每小时行驶的路

程的一半多 5千米，动车平均每小时行驶多少千米？

34．某商店需要购进甲、乙两种商品共 160件，其进价和售价如下表：（注：利润=售价﹣

进价）

甲 乙

进价（元/件） 15 35
售价（元/件） 20 45
若商店计划销售完这批商品后能使利润达到 1100元，问甲、乙两种商品应分别购进多少件？

          www.beidajiaoyu.org  名师一对一培优  咨询热线：400-616818-2  

北京中考高考直播 QQ 群：868658724  咨询热线：400-616818-2  010-62526900 



七、附加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5 分，共 10 分）

35．下面由火柴棒拼出的一列图形中，第 n个图形由 n个正方形组成，通过观察可以发现：

（1）第 4个图形中火柴棒的根数是 ；

（2）第 n个图形中火柴棒的根数是 ．

36．已知代数式M=（a+b+1）x3+（2a﹣b）x2+（a+3b）x﹣5是关于 x的二次多项式．

（1）若关于 y的方程 3（a+b）y=ky﹣8的解是 y=4，求 k的值；

（2）若当 x=2时，代数式M的值为﹣39，求当 x=﹣1时，代数式M的值．

2014-2015 学年北京十五中七年级（上）期中数学试卷（B

卷）
参考答案与试题解析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20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

有一项是符合题意的）．

1．某市 2009年元旦的最高气温为 2℃，最低气温为﹣8℃，那么这天的最高气温比最低气

温高（ ）

A． ﹣10℃ B． ﹣6℃ C． 6℃ D． 10℃

考点： 有理数的减法．

专题： 应用题．

分析： 这天的最高气温比最低气温高多少，即是求最高气温与最低气温的差．

解答： 解：∵2﹣（﹣8）=10，
∴这天的最高气温比最低气温高 10℃．

故选：D．
点评： 本题考查了有理数的意义和实际应用，运算过程中应注意有理数的减法法则．

2．地球与太阳之间的距离约为 149600000千米，将 149600000用科学记数法表示应为（ ）

A． 1496×103 B． 14.96×102 C． 1.496×108 D． 0.1496×109

考点： 科学记数法—表示较大的数．

分析： 根据科学记数法表示数的方法得到 149600000=1.496×108．
解答： 解：149600000=1.496×108．
故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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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本题考查了科学记数法﹣表示较大的数：用 a×10n形式表示数的方法叫科学记数法．也

考查了乘方的意义．

3． 的相反数是（ ）

A． ﹣3 B． 3 C． D．

考点： 相反数．

分析： 求一个数的相反数，即在这个数的前面加负号．

解答： 解：根据相反数的定义，得 的相反数是 ．

故选 D．
点评： 本题考查的是相反数的求法．

4．关于多项式﹣2x2y+3xy﹣1，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 次数是 3 B． 常数项是 1 C． 次数是 5 D． 三次项是 2x2y

考点： 多项式．

分析： 根据多项式的项的系数和次数定义判断即可．

解答： 解：多项式﹣2x2y+3xy﹣1，次数是 3，常数项是﹣1，三次项是﹣2x2y，
故选 A．
点评： 本题考查了多项式的项的系数和次数定义的掌握情况．解题的关键是弄清多项式次

数是多项式中次数最高的项的次数．

5．下列计算正确的是（ ）

A． 7a+a=7a2 B． 5y﹣3y=2
C． 3x2y﹣2x2y=x2y D． 3a+2b=5ab

考点： 合并同类项．

分析： 根据合并同类项，系数相加字母及指数不变，可得答案．

解答： 解：A、系数相加字母及指数不变，故 A错误；

B、系数相加字母及指数不变，故 B错误；

C、系数相加字母及指数不变，故 C正确；

D、不是同类项不能合并，故 D错误；

故选：C．
点评： 本题考查了合并同类项，合并同类项系数相加字母部分不变．

6．代数式 2x+7 与﹣3互为相反数，则 x值为（ ）

A． 2 B． ﹣2 C． 5 D． ﹣5

考点： 解一元一次方程；相反数．

专题： 计算题．

分析： 利用互为相反数两数之和为 0列出方程，求出方程的解得到 x的值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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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 解：根据题意得：2x+7﹣3=0，
解得：x=﹣2，
故选 B
点评： 此题考查了解一元一次方程，其步骤为：去分母，去括号，移项合并，把未知数系

数化为 1，求出解．

7．若 x=1是方程 2x+m﹣6=0的解，则 m的值是（ ）

A． ﹣4 B． 4 C． ﹣8 D． 8

考点： 一元一次方程的解．

分析： 根据一元一次方程的解的定义，将 x=1代入已知方程，列出关于 m的新方程，通过

解新方程来求 m的值．

解答： 解：根据题意，得

2×1+m﹣6=0，即﹣4+m=0，
解得 m=4．
故选 B．
点评： 本题考查了一元一次方程的解的定义．解题时，需要理解方程的解的定义，就是能

够使方程左右两边相等的未知数的值．

8．根据等式性质 5=3x﹣2可变形为（ ）

A． ﹣3x=2﹣5 B． ﹣3x=﹣2+5 C． 5﹣2=3x D． 5+2=3x

考点： 等式的性质．

分析： 根据等式的性质得出﹣3x=﹣2﹣5，5+2=3x，再选出即可．

解答： 解：5=3x﹣2，
﹣3x=﹣2﹣5，5+2=3x，
故选 D．
点评： 本题考查了等式的性质的应用，主要考查学生的理解能力和判断能力．等式的性质

是：①等式的两边都加上（或都减去）同一个数或同一个整式，所对的仍是等式，②等式

的两边都乘以（或都除以）同一个不等于 0的数，所对的仍是等式．

9．规定一种新的运算：a△b=a•b﹣a﹣b+1，比如 3△4=3×4﹣3﹣4+1=6．则（﹣3）△x的
值为（ ）

A． ﹣4x+4 B． ﹣4x﹣2 C． ﹣x+1 D． ﹣2x+2

考点： 有理数的混合运算．

专题： 新定义．

分析： 利用题中的新定义得到原式=﹣3x+3﹣x+1，化简计算即可得到结果．

解答： 解：根据题意得：

（﹣3）△x
=﹣3x+3﹣x+1
=﹣4x+4．
故选：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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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此题考查了有理数的混合运算，此题是定义新运算题型．直接把对应的数字代入所

给的式子可求出所要的结果．解题关键是对号入座不要找错对应关系．

10．若 a+b+c=0，且 a＞b＞c，以下结论：

①a＞0，c＞0；
②关于 x的方程 ax+b+c=0的解为 x=1；

③ + + + 的值为 0或 2；

其中正确结论的个数是（ ）

A． 0 B． 1 C． 2 D． 3

考点： 一元一次方程的解；有理数的加法；有理数的除法．

分析： 根据已知条件可以得到：a＞b＞0＞c，据此对①②③进行解答并作出判断即可．

解答： 解：∵a+b+c=0，且 a＞b＞c，
∴a＞b＞0＞c，
①应该是 c＜0，故①错误；

②把 x=1代入 ax+b+c=0得到 a+b+c=0，则关于 x的方程 ax+b+c=0的解为 x=1，故②正确；

③原式=1+1﹣1﹣1=0．故③错误．

故选：B．
点评： 本题考查了一元一次方程的解的定义，有理数的加法和有理数的除法．根据题意得

到 a、b、c与 0的关系是解题的难点．

二、填空题（本大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20 分）．

11．计算：﹣4+3= ﹣1 ．

考点： 有理数的加法．

分析： 由绝对值不等的异号加减，取绝对值较大的加数符号，并用较大的绝对值减去较小

的绝对值．互为相反数的两个数相加得 0，即可求得答案．

解答： 解：﹣4+3=﹣1，故答案为：﹣1．
点评： 此题考查了有理数的加法．注意在进行有理数加法运算时，首先判断两个加数的符

号：是同号还是异号，是否有 0，从而确定用哪一条法则．在应用过程中，要牢记“先符号，

后绝对值”．

12．比较大小：﹣ ＞ ﹣1．

考点： 有理数大小比较．

分析： 根据两个负数，绝对值大的其值反而小比较大小．

解答： 解：因为|﹣ |= ＜|﹣1|=1，

所以﹣ ﹣1．

故答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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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此题主要考查了有理数大小比较，本题用到的知识点为：两个负数，绝对值大的反

而小．

13．若单项式 2xmy与 是同类项，则 m= 2 ．

考点： 同类项．

分析： 根据同类项的定义即所含字母相同，相同字母的指数相同进行计算即可．

解答： 解：∵单项式 2xmy与 是同类项，

∴m=2；
故答案为：2．
点评： 此题考查了同类项，熟记同类项的定义是解题的关键，是一道基础题．

14．某商店上月收入为 a元，本月的收入比上月的 2倍还多 10元，本月的收入是

2a+10 元．

考点： 列代数式．

专题： 应用题．

分析： 由已知，本月的收入比上月的 2倍即 2a，还多 10元即再加上 10元，就是本月的收

入．

解答： 解：根据题意得：

本月的收入为：2a+10（元）．

故答案为：2a+10．
点评： 此题考查了学生根据意义列代数式的掌握，关键是分析理解题意．

15．几个人共同种一批树苗，如果每人种 5棵，则剩下 3棵树苗未种；如果每人种 6棵，则

缺少 4棵树苗．若设参与种树的人数为 x人，则所列方程为 5x+3=6x﹣4 ．

考点： 由实际问题抽象出一元一次方程．

分析： 根据题意可得等量关系：每人种 5棵，x人种的树苗数+3=每人种 6棵时，x人种的

树苗数﹣4，根据等量关系列出方程即可．

解答： 解：设参与种树的人数为 x人，由题意得：

5x+3=6x﹣4，
故答案为：5x+3=6x﹣4．
点评： 此题主要考查了由实际问题抽象出一元一次方程，关键是正确理解题意，找出题目

中的等量关系，列出方程．

16．若 a2+ab=3，ab+b2=1，则 a2﹣b2的值为 2 ．

考点： 整式的加减．

专题： 计算题．

分析： 已知两等式左右两边相减即可求出所求式子的值．

解答： 解：∵a2+ab=3，ab+b2=1，

          www.beidajiaoyu.org  名师一对一培优  咨询热线：400-616818-2  

北京中考高考直播 QQ 群：868658724  咨询热线：400-616818-2  010-62526900 



∴a2﹣b2=（a2+ab）﹣（ab+b2）=3﹣1=2，
故答案为：2
点评： 此题考查了整式的加减，熟练掌握运算法则是解本题的关键．

17．若|y﹣3|+（x+2）2=0，则 xy的值为 ﹣8 ．

考点： 非负数的性质：偶次方；非负数的性质：绝对值．

分析： 根据非负数的性质列出方程求出 x、y的值，代入所求代数式计算即可．

解答： 解：根据题意得： ，

解得： ，

则 xy=﹣8．
故答案是：﹣8．
点评： 本题考查了非负数的性质：几个非负数的和为 0时，这几个非负数都为 0．

18．实数 a、b在数轴上的位置如图所示，则化简|a﹣b|+a的结果为 b ．

考点： 实数与数轴．

分析： 根据实数 a、b在数轴上的位置判断出其取值范围，再根据绝对值的性质去掉绝对值

符号，进而可得出结论．

解答： 解：由数轴可得：a＜0＜b，
则 a﹣b＜0，
|a﹣b|+a=b﹣a+a=b．
故答案为：b．
点评： 本题考查的是实数与数轴，熟知实数与数轴上各点是一一对应关系是解答此题的关

键．

19．在数轴上，到表示数 2的点距离是 3的点表示的数是 5或﹣1 ．

考点： 数轴．

分析： 在数轴上找出表示数 2的点，向左数三个单位就得到数﹣1，向右数三个单位就得到

5．充分运用数轴，加强直观性．

解答： 解：在数轴上，到表示数 2的点距离是 3的点表示的数是有两个：2+3=5；2﹣3=﹣
1．
点评： 找准起点，表示数 2的点．再向左、向右找出到表示数 2的点距离是 3的点．

20．有一个正六面体骰子，放在桌面上，将骰子沿如图所示的顺时针方向滚动，每滚动 90°
算一次，则滚动第 2014次后，骰子朝下一面的点数是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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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 专题：正方体相对两个面上的文字；规律型：图形的变化类．

专题： 规律型．

分析： 观察图象知道点数三和点数四相对，点数二和点数五相对且四次一循环，从而确定

答案．

解答： 解：观察图象知道点数三和点数四相对，点数二和点数五相对且四次一循环，

∵2014÷4=503…2，
∴滚动第 2014次后与第二次相同，

∴朝下的点数为 3，
故答案为：3．
点评： 本题考查了正方体相对两个面上的文字及图形的变化类问题，解题的关键是发现规

律．

三、计算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4 分，共 20 分）

21．﹣12+6+5﹣10．

考点： 有理数的加减混合运算．

分析： 根据有理数的加法法则，先运用加法的交换律交换加数的位置，然后利用加法的结

合律将两个加数相加．

解答： 解：﹣12+6+5﹣10
=﹣12﹣10+6+5
=﹣22+11
=﹣11．
点评： 本题考查了有理数加减混合计算，关键是根据有理数的加法法则及加法的交换律、

结合律计算．

22．﹣（﹣ ）﹣（+ ）+（﹣ ）+（﹣ ）

考点： 有理数的加减混合运算．

分析： 根据有理数的加法法则，先运用加法的交换律交换加数的位置，然后利用加法的结

合律将两个加数相加．

解答： 解：

=

=﹣1．
点评： 本题考查了有理数加减混合计算，关键是根据有理数的加法法则及加法的交换律、

结合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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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 ） ．

考点： 有理数的除法；有理数的乘法．

分析： 根据有理数的乘法、除法，即可解答．

解答： 解：

=

= ．

点评： 本题考查了有理数的乘法、除法，解决本题的关键是熟记有理数的乘法、除法的法

则．

24．﹣（ + ﹣ ）×24．

考点： 有理数的乘法．

分析： 根据有理数乘法的分配律，即可解答．

解答： 解：﹣

=﹣[ ]

=﹣（9+4﹣18）
=5．
点评： 本题考查了有理数的乘法，解决本题的关键是利用乘法的分配律进行简化计算．

25． ．

考点： 有理数的混合运算．

分析： 按照有理数混合运算的顺序，先乘除后算加减，有括号的先算括号里面的．

解答： 解：

=5÷[2.5﹣1.25]×0.4
=5÷1.25×0.4
=4×0.4
=1.6．
点评： 本题考查的是有理数的运算能力．注意：要正确掌握运算顺序，在混合运算中要特

别注意运算顺序：先三级，后二级，再一级；有括号的先算括号里面的；同级运算按从左到

右的顺序．

四、解方程（组）（本大题共 4 小题，每小题 4 分，共 1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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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x+1）=4．

考点： 解一元一次方程．

专题： 计算题．

分析： 方程去括号，移项合并，把 x系数化为 1，即可求出解．

解答： 解：去括号得：2x+2=4，
移项合并得：2x=2，
解得：x=1．
点评： 此题考查了解一元一次方程，其步骤为：去分母，去括号，移项合并，把未知数系

数化为 1，求出解．

27．解方程： ﹣2= ．

考点： 解一元一次方程．

专题： 计算题．

分析： 方程去分母，去括号，移项合并，把 x系数化为 1，即可求出解．

解答： 解：去分母得：3（x+3）﹣12=2（2x﹣1），
去括号得：3x+9﹣12=4x﹣2，
解得：x=﹣1．
点评： 此题考查了解一元一次方程，其步骤为：去分母，去括号，移项合并，把未知数系

数化为 1，求出解．

28．解方程组：

考点： 解二元一次方程组．

分析： 此题用代入法较简单．

解答： 解：由（1），得 x=2y． （3）
把（3）代入（2），得 3•2y+2y=8，
解得 y=1．
把 y=1代入（3），得 x=2．

∴原方程组的解是 ．

点评： 一要注意方程组的解的定义；

二要熟练解方程组的基本方法：代入消元法和加减消元法．

29．|x﹣2|=1．

考点： 含绝对值符号的一元一次方程．

分析： 从 x≥2和 x＜2两种情况进行讨论，运用一元一次方程的解法解出方程即可．

解答： 解：当 x﹣2≥0，即 x≥2时，

方程可化为：x﹣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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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得 x=3；
当 x﹣2＜0，即 x＜2时，

方程可化为：x﹣2=﹣1，
解得 x=1，
∴|x﹣2|=1的解是 x=3或 x=1．
点评： 本题考查的是含绝对值符号的一元一次方程的解法，掌握绝对值的性质、正确进行

方程的变形是解题的关键，注意分情况讨论思想的运用．

五、解答题（本大题共 3 小题，每小题 4 分，共 12 分）

30．若方程 3x+2a=12和方程 3x﹣4=2的解相同，求 a的值．

考点： 同解方程．

分析： 根据方程 3x+2a=12 和方程 3x﹣4=2的解相同，可先求出 3x﹣4=2的解，再把解代

入方程 3x+2a=12，可得 a的值．

解答： 解：3x﹣4=2
x=2，
∵方程 3x+2a=12和方程 3x﹣4=2的解相同，

把 x=2代入 3x+2a=12得
6+2a=12，
a=3．
点评： 本题考查了同解方程，求出第二个方程的解，把解代入第一个方程，可求 2的值．a

31．先化简再求值：5a2﹣2（2a2﹣1）﹣3，其中 a=2．

考点： 整式的加减—化简求值．

专题： 计算题．

分析： 原式去括号合并得到最简结果，把 a的值代入计算即可求出值．

解答： 解：原式=5a2﹣4a2+2﹣3=a2﹣1，
当 a=2时，原式=4﹣1=3．
点评： 此题考查了整式的加减﹣化简求值，熟练掌握运算法则是解本题的关键．

32．先化简再求值：4x2﹣xy﹣（ y2+2x2）+2（3xy﹣ y2），其中 x=﹣5，y= ．

考点： 整式的加减—化简求值．

专题： 计算题．

分析： 原式去括号合并得到最简结果，把 x与 y的值代入计算即可求出值．

解答： 解：原式=4x2﹣xy﹣ y2﹣2x2+6xy﹣ y2=2x2﹣2y2+5xy，

当 x=﹣5，y= 时，原式=50﹣ ﹣ =37．

点评： 此题考查了整式的加减﹣化简求值，熟练掌握运算法则是解本题的关键．

六、列方程解应用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6 分，共 1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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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甲、乙两地相距 1120千米，一列快车从甲城出发 120千米后，另一列动车从乙城出发

开往甲城，2个小时后两车相遇．若快车平均每小时行驶的路程比动车平均每小时行驶的路

程的一半多 5千米，动车平均每小时行驶多少千米？

考点： 一元一次方程的应用．

分析： 首先设动车平均每小时行驶 x千米，则快车平均每小时行驶（ x+5）千米，进而表

示出两车行驶的距离得出方程，求出即可．

解答： 解：设动车平均每小时行驶 x千米，则快车平均每小时行驶（ x+5）千米，

依据题意得出：120+2x+2（ x+5）=1120

解得：x=330，
答：动车平均每小时行驶 330千米．

点评： 此题考查了一元一次方程的应用，培养了学生应用数学解决生活中实际问题的能力，

根据已知表示出两车行驶的总路程是解题关键．

34．某商店需要购进甲、乙两种商品共 160件，其进价和售价如下表：（注：利润=售价﹣

进价）

甲 乙

进价（元/件） 15 35
售价（元/件） 20 45
若商店计划销售完这批商品后能使利润达到 1100元，问甲、乙两种商品应分别购进多少件？

考点： 二元一次方程组的应用．

专题： 优选方案问题；压轴题．

分析： 利用图表假设出两种商品的进价，得出它们的和为 160件，也可表示出利润，得出

二元方程组求出即可．

解答： 解：设甲种商品应购进 x件，乙种商品应购进 y件，依题意得：

，

解得： ，

答：甲种商品应购进 100件，乙种商品应购进 60件．

点评： 此题主要考查了二元一次方程组的应用，假设出未知数寻找出题目中的等量关系是

解决问题的关键．

七、附加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5 分，共 10 分）

35．下面由火柴棒拼出的一列图形中，第 n个图形由 n个正方形组成，通过观察可以发现：

          www.beidajiaoyu.org  名师一对一培优  咨询热线：400-616818-2  

北京中考高考直播 QQ 群：868658724  咨询热线：400-616818-2  010-62526900 



（1）第 4个图形中火柴棒的根数是 13 ；

（2）第 n个图形中火柴棒的根数是 3n+1 ．

考点： 规律型：图形的变化类．

分析： 拼 1个正方形中火柴棒的根数是 4，拼 2个正方形中火柴棒的根数是（4×2﹣1），拼

3个正方形中火柴棒的根数是（4×3﹣2），拼 4个正方形中火柴棒的根数是（4×4﹣3）…拼 n
个正方形中火柴棒的根数是[4n﹣（n﹣1）]．
解答： 解：（1）第 1个图形中火柴棒的根数是：4
第 2个图形中火柴棒的根数是：4×2﹣1=7
第 3个图形中火柴棒的根数是：4×3﹣2=10
第 4个图形中火柴棒的根数是：4×4﹣3=13．

（2）第 n个图形中火柴棒的根数是：4n﹣（n﹣1）=3n+1．
点评： 注意结合图形，发现蕴含的规律，找出解决问题的途径．注意由特殊到一般的分析

方法．

36．已知代数式M=（a+b+1）x3+（2a﹣b）x2+（a+3b）x﹣5是关于 x的二次多项式．

（1）若关于 y的方程 3（a+b）y=ky﹣8的解是 y=4，求 k的值；

（2）若当 x=2时，代数式M的值为﹣39，求当 x=﹣1时，代数式M的值．

考点： 代数式求值；多项式；一元一次方程的解．

分析： （1）根据二次多项式的定义表示出 a、b的关系，再把 y=4代入方程得到关于 k的
一元一次方程，然后求解即可；

（2）把 x=2代入M得到一个关于 a、b的方程，然后联立 a+b=﹣1解方程组求出 a、b的值，

然后求出M，再把 x=﹣1代入M进行计算即可得解．

解答： 解：（1）∵代数式M=（a+b+1）x3+（2a﹣b）x2+（a+3b）x﹣5是关于 x的二次多

项式，

∴a+b+1=0，且 2a﹣b≠0，
∵关于 y的方程 3（a+b）y=ky﹣8的解是 y=4，
∴3（a+b）×4=4k﹣8，
∵a+b=﹣1，
∴3×（﹣1）×4=4k﹣8，
解得 k=﹣1；

（2）∵当 x=2时，代数式M=（2a﹣b）x2+（a+3b）x﹣5的值为﹣39，
∴将 x=2代入，得 4（2a﹣b）+2（a+3b）﹣5=﹣39，
整理，得 10a+2b=﹣34，

，

由②，得 5a+b=﹣17③，

③﹣①，得 4a=﹣16，
系数化为 1，得 a=﹣4，
把 a=﹣4代入①，解得 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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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方程组的解为 ，

∴M=[2×（﹣4）﹣3]x2+（﹣4+3×3）x﹣5=﹣11x2+5x﹣5．
将 x=﹣1代入，得﹣11×（﹣1）2+5×（﹣1）﹣5=﹣21．
点评： 本题考查了代数式求值，多项式以及一元一次方程的解的定义，根据“二次多项式”
的定义得到 a+b=﹣1是解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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