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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0 学年北京市石景山区七年级（上）期末数学试卷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8 个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24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

选项中，只有一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把正确选项前的字母填在题后括号内） 

1．（3 分）﹣2 的倒数是（  ） 

A．2 B．﹣2 C．  D．﹣  

2．（3 分）如果向东走 2km，记作+2km，那么﹣3km 表示（  ） 

A．向东走 3km B．向南走 3km C．向西走 3km D．向北走 3km 

3．（3 分）用﹣a 表示的一定是（  ） 

A．正数 B．负数 C．正数或负数 D．以上都不对 

4．（3 分）2009 年 1 至 11 月我国商品房销售面积为 7 亿 5 千万（750 000 000）

平方米．7 亿 5 千万用科学记数法可表示为（  ） 

A．75×107 B．7.5×108 C．7.5×107 D．75×108 

5．（3 分）x=﹣1 是下列哪个方程的解（  ） 

A．1+x=2 B．1﹣x=2 C．x﹣2=1 D．x+2=﹣1 

6．（3 分）下列各项是同类项的是（  ） 

A．ab2 与 a2b B．xy 与 2y C．ab 与  D．5ab 与 6ab2 

7．（3 分）如图所示的几何体，从上面看所得到的图形是（  ） 

 

A．  B．  C．  D．  

8．（3 分）在墙壁上固定一根横放的木条，则至少需要（  ）枚钉子． 

A．l B．2 C．3 D．随便多少枚 

二、填空题（本大题共 6 个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18 分．把答案填在题中横线

上） 

9．（3 分）单项式﹣5xy 的系数是     ，次数是     ． 

10．（3 分）53°25'×3=     °     ′． 

11．（3 分）数 a、b 在数轴上的位置如图所示，化简 a﹣|b﹣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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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分）已知代数式 x+2y 的值是 3，则代数式 2x+4y+1 的值是     ． 

13．（3 分）如图是一个正方体的平面展开图，每个面内都标注了文字，则标注

了“兵”的面在展开前所对的面是     （填文字）． 

 

14．（3 分）用火柴棍象如图这样搭三角形：找出规律并猜想搭 7 个三角形需要     

根火柴棍． 

 

三、操作题（本题 4 分，把答案填在题中横线上） 

15．（4 分）一辆货车从百货大楼出发负责送货，向东走了 4 千米到达小明家，

继续走了 1 千米到达小红家，又向西走了 10 千米到达小刚家，最后回到百货

大楼． 

（1）以百货大楼为原点，以向东的方向为正方向，用 1 个单位长度表示 1 千米，

请你在数轴上表示出小明、小红、小刚家的位置； 

 

（2）小明家与小刚家相距多远？ 

四、计算题（本大题共 4 个小题，每小题 5 分，共 20 分．写出计算过程） 

16．（5 分）23﹣（﹣6）+5﹣|﹣5| 

17．（5 分） ． 

18．（5 分） ． 

19．（5 分）计算：﹣34÷（﹣27）﹣[（﹣2）×（﹣ ）+（﹣2）3]． 

五、解方程（本大题共 2 个小题，每小题 5 分，共 10 分．写出解题过程） 

20．（5 分）7x+（3x﹣8）=x﹣2（7﹣3x） 

21．（5 分） ． 

六、列方程解应用题（本题 5 分，写出解答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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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分）美国总统选举于 2008 年 11 月 4 日落幕．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以巨

大优势击败共和党对手麦凯恩，成为美国第 44 任总统，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

位黑人总统．两人共获得选举人票 501 张，奥巴马赢得票数比麦凯恩赢得票

数的 2 倍还多 12 张，请计算奥巴马赢得的选举人票数． 

七、解答题（本大题共 3 个小题，每小题 5 分，共 15 分） 

23．（5 分）已知关于 x 的一元一次方程 3kx+k=8 的解是 x=1，求 k 的值． 

24．（5 分）“囧”（jiong）是近时期网络流行语，像一个人脸郁闷的神情．如图所

示，一张边长为 20 的正方形的纸片，剪去两个一样的小直角三角形和一个长

方形得到一个“囧”字图案（阴影部分）． 

设剪去的小长方形长和宽分别为 x、y，剪去的两个小直角三角形的两直角边长

也分别为 x、y． 

（1）用含有 x、y 的代数式表示图中“囧”的面积； 

（2）当 y= x=4 时，求此时“囧”的面积． 

 

25．（5 分）如图所示，OE，OD 分别平分∠AOB 和∠BOC，且∠AOB=90°； 

（1）如果∠BOC=40°，求∠EOD 的度数； 

（2）如果∠EOD=70°，求∠BOC 的度数． 

 

八、阅读理解题（本题满分 4 分，请依据自己的能力在下面两题中选择一题作

答，两题都作不多记分） 

26．（4 分）定义新运算“⊗”，规则是 A⊗B=A2﹣A×B，在这个定义下： 

（1）计算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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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 ，求 x 的值． 

27．国家规定个人发表文章、出版图书所得稿费的纳税计算方法是： 

①稿费不高于 800 元的不纳税； 

②稿费高于 800 元，而低于 4000 元的应缴纳超过 800 元的那部分稿费的 14%的

税； 

③稿费为 4000 元或高于 4000 元的应缴纳全部稿费的 11%的税． 

试根据上述纳税的计算方法作答： 

（1）若王老师获得的稿费为 2400 元，则应纳税     元，若王老师获得的稿

费为 4000 元，则应纳税     元； 

（2）若王老师获稿费后纳税 420 元，求这笔稿费是多少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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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0 学年北京市石景山区七年级（上）期末数学试

卷 

参考答案与试题解析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8 个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24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

选项中，只有一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把正确选项前的字母填在题后括号内） 

1．（3 分）﹣2 的倒数是（  ） 

A．2 B．﹣2 C．  D．﹣  

【分析】根据倒数的定义，若两个数的乘积是 1，我们就称这两个数互为倒数． 

【解答】解：∵﹣2×（ ）=1， 

∴﹣2 的倒数是﹣ ． 

故选：D． 

【点评】主要考查倒数的概念及性质．倒数的定义：若两个数的乘积是 1，我们

就称这两个数互为倒数，属于基础题． 

2．（3 分）如果向东走 2km，记作+2km，那么﹣3km 表示（  ） 

A．向东走 3km B．向南走 3km C．向西走 3km D．向北走 3km 

【分析】此题主要用正负数来表示具有意义相反的两种量：向东走记为正，则向

西走就记为负，直接得出结论即可． 

【解答】解：如果向东走 2km 表示+2km，那么﹣3km 表示向西走 3km． 

故选：C． 

【点评】此题主要考查正负数的意义，正数与负数表示意义相反的两种量，看清

规定哪一个为正，则和它意义相反的就为负． 

3．（3 分）用﹣a 表示的一定是（  ） 

A．正数 B．负数 C．正数或负数 D．以上都不对 

【分析】﹣a 表示的有可能是 A 中说的正数，有可能 B 中说的负数，有可能 C 中

说的正数或负数． 

【解答】解：﹣a 表示的有可能是 A 中说的正数，有可能 B 中说的负数，有可能

C 中说的正数或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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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选：D． 

【点评】本题考查了代数式，考查了实数范围内的数的正负以及表达情况． 

4．（3 分）2009 年 1 至 11 月我国商品房销售面积为 7 亿 5 千万（750 000 000）

平方米．7 亿 5 千万用科学记数法可表示为（  ） 

A．75×107 B．7.5×108 C．7.5×107 D．75×108 

【分析】科学记数法的表示形式为 a×10n的形式，其中 1≤|a|＜10，n 为整数．确

定 n 的值时，要看把原数变成 a 时，小数点移动了多少位，n 的绝对值与小数

点移动的位数相同．当原数绝对值＞1 时，n 是正数；当原数的绝对值＜1 时，

n 是负数．注意先换算单位． 

【解答】解：7 亿 5 千万=750 000 000=7.5×107． 

故选：B． 

【点评】此题考查科学记数法的表示方法．科学记数法的表示形式为 a×10n 的

形式，其中 1≤|a|＜10，n 为整数，表示时关键要正确确定 a 的值以及 n 的

值． 

5．（3 分）x=﹣1 是下列哪个方程的解（  ） 

A．1+x=2 B．1﹣x=2 C．x﹣2=1 D．x+2=﹣1 

【分析】此题可把 x=﹣1 的值，代入选项中，看选项左右边的值是否相等，若相

等，则 x=﹣1 是方程的解． 

【解答】解：将 x=﹣1 分别代入 A、B、C、D 四个选项中 

A、左边=0≠2，错误； 

B、左边=2=右边，正确； 

C、左边=﹣3≠1，错误； 

D、左边=1≠﹣1 错误； 

故选：B． 

【点评】此题考查的是一元一次方程的解，可将 x 的值代入方程，然后观察方程

的值是否左边=右边． 

6．（3 分）下列各项是同类项的是（  ） 

A．ab2 与 a2b B．xy 与 2y C．ab 与  D．5ab 与 6ab2 

【分析】本题考查同类项的定义，所含字母相同且相同字母的指数也相同的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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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项，同类项与字母的顺序无关，几个常数项也是同类项． 

【解答】解：A、ab2 与 a2b 字母的指数不同，故不是同类项； 

B、xy 与 2y 所含字母不同，故不是同类项； 

C、符合同类项的定义，故是同类项； 

D、5ab 与 6ab2 字母的指数不同，故不是同类项． 

故选：C． 

【点评】同类项定义中的两个“相同”： 

（1）所含字母相同； 

（2）相同字母的指数相同，是易混点，还应注意同类项与字母的顺序无关，几

个常数项也是同类项． 

7．（3 分）如图所示的几何体，从上面看所得到的图形是（  ） 

 

A．  B．  C．  D．  

【分析】从上面看到的图叫做俯视图．根据图中正方体摆放的位置判定则可． 

【解答】解：从上面看下来，上面一行是 1 个正方体，中间一行是 2 个正方体，

下面一行是一个正方体，故选 C． 

【点评】本题考查了三种视图中的俯视图，比较简单． 

8．（3 分）在墙壁上固定一根横放的木条，则至少需要（  ）枚钉子． 

A．l B．2 C．3 D．随便多少枚 

【分析】根据公理“两点确定一条直线”，来解答即可． 

【解答】解：至少需要 2 根钉子． 

故选：B． 

【点评】解答此题不仅要根据公理，更要联系生活实际，以培养同学们的学以致

用的思维习惯． 

二、填空题（本大题共 6 个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18 分．把答案填在题中横线

上） 

9．（3 分）单项式﹣5xy 的系数是 ﹣5 ，次数是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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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根据单项式系数、次数的定义来求解．单项式中数字因数叫做单项式的

系数，所有字母的指数和叫做这个单项式的次数． 

【解答】解：根据单项式系数、次数的定义，单项式﹣5xy 的系数和次数分别是

﹣5，2． 

故答案为：﹣5，2． 

【点评】本题考查了单项式系数、次数的定义，确定单项式的系数和次数时，把

一个单项式分解成数字因数和字母因式的积，是找准单项式的系数和次数的

关键． 

10．（3 分）53°25'×3= 160 ° 15 ′． 

【分析】根据 1°=60′，度分分别相乘，满 60′进 1°即可得出结果． 

【解答】解：53°25′×3=160°15′， 

故答案为 160°15′． 

【点评】本题主要考查了度分秒的转换，注意以 60 为进制，比较简单． 

11．（3 分）数 a、b 在数轴上的位置如图所示，化简 a﹣|b﹣a|= b ． 

 

【分析】先由图判断 a、b 的符号，a＞0，b＜0，从而去掉绝对值进行计算即可． 

【解答】解：∵a＞0，b＜0， 

∴a﹣|b﹣a|=a+b﹣a=b． 

故答案为 b． 

【点评】本题考查了绝对值的性质、数轴，是基础知识比较简单． 

12．（3 分）已知代数式 x+2y 的值是 3，则代数式 2x+4y+1 的值是 7 ． 

【分析】把题中的代数式 2x+4y+1 变为 x+2y 的形式，再直接代入求解． 

【解答】解：∵x+2y=3， 

∴2x+4y+1=2（x+2y）+1 

=2×3+1=7． 

故答案为：7． 

【点评】代数式中的字母表示的数没有明确告知，而是隐含在题设中，首先应从

题设中获取代数式 x+2y 的值，然后利用“整体代入法”求代数式的值． 

13．（3 分）如图是一个正方体的平面展开图，每个面内都标注了文字，则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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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兵”的面在展开前所对的面是 庆 （填文字）． 

 

【分析】正方体的平面展开图中，相对面的特点是之间一定相隔一个正方形，据

此作答． 

【解答】解：∵正方体的平面展开图中，相对面的特点是之间一定相隔一个正方

形， 

∴在此正方体上与字母兵相对的面上的文字是庆． 

故答案为：庆． 

【点评】本题考查了正方体的展开图形，解题关键是从相对面入手进行分析及解

答问题，难度适中． 

14．（3 分）用火柴棍象如图这样搭三角形：找出规律并猜想搭 7 个三角形需要 

15 根火柴棍． 

 

【分析】易得第 1 个图形中火柴的根数为 3，得到其余图形中火柴的根数在 3 的

基础上增加几个 2 即可． 

【解答】解：∵一个三角形需要 3 根火柴， 

2 个三角形需要 3+2=5 根火柴， 

3 个三角形需要 3+2×2=7 根火柴， 

… 

7 个三角形需要 3+2×6=15 根火柴． 

故答案为：15． 

【点评】考查图形的变换规律；得到每个图形中火柴的根数与图形的个数的关系

是解决本题的关键． 

三、操作题（本题 4 分，把答案填在题中横线上） 

15．（4 分）一辆货车从百货大楼出发负责送货，向东走了 4 千米到达小明家，

继续走了 1 千米到达小红家，又向西走了 10 千米到达小刚家，最后回到百货

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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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百货大楼为原点，以向东的方向为正方向，用 1 个单位长度表示 1 千米，

请你在数轴上表示出小明、小红、小刚家的位置； 

 

（2）小明家与小刚家相距多远？ 

【分析】根据数轴的作法可得（1），进而根据在数轴上确定两点的距离方法求得

小明家与小刚家相距多远． 

【解答】解：（1）如图： 

 

（6 分） 

（2）根据（1）可得：小明家与小刚家相距 4﹣（﹣5）=9（千米）． 

【点评】本题考查在同一坐标轴上点的位置的确定及其距离的计算方法，从而考

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阅读理解能力． 

四、计算题（本大题共 4 个小题，每小题 5 分，共 20 分．写出计算过程） 

16．（5 分）23﹣（﹣6）+5﹣|﹣5| 

【分析】先去绝对值，再进行有理数的加减运算，求出答案即可． 

【解答】解：原式=23+6+5﹣5 

=29． 

【点评】本题考查了有理数的混合运算，减去一个数等于加上这个数的相反数． 

17．（5 分） ． 

【分析】根据有理数的乘法法则进行运算，先判断出积的符号，再计算绝对值． 

【解答】解： =0.36×2=0.72． 

【点评】考查了多个有理数相乘的法则：①几个不等于 0 的数相乘，积的符号由

负因数的个数决定，当负因数有奇数个时，积为负；当负因数有偶数个时，

积为正．②几个数相乘，有一个因数为 0，积就为 0． 

18．（5 分） ． 

【分析】首先计算括号内的乘方运算，然后计算括号内的乘法，减法，最后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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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法． 

【解答】解：原式=﹣ ×[﹣9×（﹣ ）﹣2]=﹣ × =﹣1． 

【点评】本题主要考查了有理数的混合运算，正确理解运算顺序是解决本题的关

键． 

19．（5 分）计算：﹣34÷（﹣27）﹣[（﹣2）×（﹣ ）+（﹣2）3]． 

【分析】首先计算乘方以及括号内的式子，然后进行加法计算即可． 

【解答】解：原式=﹣81÷（﹣27）﹣[ ﹣8]， 

=3+ ， 

= ． 

【点评】本题主要考查了有理数的混合运算，正确理解运算顺序是解决本题的关

键． 

五、解方程（本大题共 2 个小题，每小题 5 分，共 10 分．写出解题过程） 

20．（5 分）7x+（3x﹣8）=x﹣2（7﹣3x） 

【分析】首先去括号得出 7x+3x﹣8=x﹣14+6x，再移项，合并同类项，最后系数

化成 1 即可得到答案． 

【解答】解：去括号得： 

7x+3x﹣8=x﹣14+6x， 

移项，合并同类项，得： 

3x=﹣6， 

x=﹣2， 

∴原方程的解是 x=﹣2． 

【点评】本题主要考查对解一元一次方程，去括号，等式的性质等知识点的理解

和掌握，能根据等式的性质正确解方程是解此题的关键． 

21．（5 分） ． 

【分析】这是一个带分母的方程，所以要先去分母，再去括号，最后移项，化系

数为 1，从而得到方程的解． 

【解答】解：方程两边同乘以 12，去分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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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x+2）﹣3（2x﹣1）=12（2 分） 

去括号，得 

4x+8﹣6x+3=12（4 分） 

移项，合并同类项，得 

x=﹣ （5 分） 

所以原方程的解是 x=﹣ ． 

【点评】去分母时，方程两端同乘各分母的最小公倍数时，不要漏乘没有分母的

项，同时要把分子（如果是一个多项式）作为一个整体加上括号． 

六、列方程解应用题（本题 5 分，写出解答过程） 

22．（5 分）美国总统选举于 2008 年 11 月 4 日落幕．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以巨

大优势击败共和党对手麦凯恩，成为美国第 44 任总统，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

位黑人总统．两人共获得选举人票 501 张，奥巴马赢得票数比麦凯恩赢得票

数的 2 倍还多 12 张，请计算奥巴马赢得的选举人票数． 

【分析】设奥巴马赢得的选举人票数为 x 张，由已知再用 x 表示出麦凯恩赢得的

选举人票数，其相等关系为，二人总票数等于 501，列方程求解． 

【解答】解：设奥巴马赢得的选举人票数为 x 张， 

则麦凯恩赢得的选举人票数为 张． 

据题意，得 x+ =501， 

解方程，得 x=338， 

答：奥巴马赢得的选举人票数为 338 张． 

【点评】此题考查的是一元一次方程的应用，关键是设一人为 x，再用 x 表示出

另一个人，也可用二元一次方程组解． 

七、解答题（本大题共 3 个小题，每小题 5 分，共 15 分） 

23．（5 分）已知关于 x 的一元一次方程 3kx+k=8 的解是 x=1，求 k 的值． 

【分析】此题可将 x=1 代入方程，得出关于 k 的一元一次方程，解方程即可得出

k 的值． 

【解答】解：把 x=1 代入原方程得：3k+k=8 

解得：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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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的值为 2． 

【点评】此题考查的是一元一次方程的解法，将已知的 x 的值代入得到关于 k 的

方程是关键． 

24．（5 分）“囧”（jiong）是近时期网络流行语，像一个人脸郁闷的神情．如图所

示，一张边长为 20 的正方形的纸片，剪去两个一样的小直角三角形和一个长

方形得到一个“囧”字图案（阴影部分）． 

设剪去的小长方形长和宽分别为 x、y，剪去的两个小直角三角形的两直角边长

也分别为 x、y． 

（1）用含有 x、y 的代数式表示图中“囧”的面积； 

（2）当 y= x=4 时，求此时“囧”的面积． 

 

【分析】（1）“囧”的面积等于边长为 20 的正方形的面积﹣小三角形的面积×2

﹣长方形的面积，据此列代数式并化简； 

（2）由 y= x=4，求出 x、y 的值，再代入（1）列出的代数式即求出此时“囧”的

面积． 

【解答】解：（1）由已知得“囧”的面积为： 

20×20﹣ xy×2﹣xy=400﹣2xy； 

 

（2）当 时，x=8，y=4， 

S=400﹣2×8×4=336， 

所以此时“囧”的面积为 336． 

【点评】此题考查的知识点是列代数式及代数式求值，关键是根据已知先列出代

数式，再代入求值． 

25．（5 分）如图所示，OE，OD 分别平分∠AOB 和∠BOC，且∠AOB=90°； 

（1）如果∠BOC=40°，求∠EOD 的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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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EOD=70°，求∠BOC 的度数． 

 

【分析】根据图示找出所求各角之间的关系，∠EOD=∠EOB+∠BOD，利用角平

分线的性质，求出这两个角的度数，即可求结果． 

【解答】解：（1）根据题意： 

∵OE，OD 分别平分∠AOB 和∠BOC，且∠AOB=90°， 

∴∠EOB= ∠AOB= ×90°=45° 

∠BOD= ∠BOC= ×40°=20° 

所以：∠EOD=∠EOB+∠BOD=65°； 

 

（2）根据题意： 

∠EOB= ∠AOB= ×90°=45° 

∠BOD=∠EOD﹣∠EOB=70°﹣45°=25° 

所以：∠BOC=2∠BOD=50°． 

故答案为 65°、50°． 

【点评】首先确定各角之间的关系，利用角平分线的性质来求． 

八、阅读理解题（本题满分 4 分，请依据自己的能力在下面两题中选择一题作

答，两题都作不多记分） 

26．（4 分）定义新运算“⊗”，规则是 A⊗B=A2﹣A×B，在这个定义下： 

（1）计算 3⊗2； 

（2） 如果 ，求 x 的值． 

【分析】首先理解新公式的意义，根据 A⊗B=A2﹣A×B 转化 3⊗2=32﹣3×2 和﹣2

⊗x=2x+4，计算即可． 

【解答】解：（1）3⊗2=3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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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2） ， 

x= ， 

答：x 的值是﹣ ． 

【点评】本题主要考查对解一元一次方程，有理数的混合运算等知识点的理解和

掌握，能正确地利用公式进行计算是解此题的关键． 

27．国家规定个人发表文章、出版图书所得稿费的纳税计算方法是： 

①稿费不高于 800 元的不纳税； 

②稿费高于 800 元，而低于 4000 元的应缴纳超过 800 元的那部分稿费的 14%的

税； 

③稿费为 4000 元或高于 4000 元的应缴纳全部稿费的 11%的税． 

试根据上述纳税的计算方法作答： 

（1）若王老师获得的稿费为 2400 元，则应纳税 224 元，若王老师获得的稿

费为 4000 元，则应纳税 440 元； 

（2）若王老师获稿费后纳税 420 元，求这笔稿费是多少元？ 

【分析】本题列出了不同的判断条件，要将本题中的稿费金额按照三种不同的条

件进行分类讨论，然后再根据等量关系列方程求解． 

【解答】解：（1）若王老师获得的稿费为 2400 元，则应纳税 224 元，若王老师

获得的稿费为 4000 元，则应纳税 440 元； 

（2）因为王老师纳税 420 元，所以由（1）可知王老师的这笔稿费高于 800 元，

而低于 4000 元， 

设王老师的这笔稿费为 x 元，根据题意得：14%（x﹣800）=420 

x=3800 元． 

答：王老师的这笔稿费为 3800 元． 

【点评】解题关键是要读懂题目的意思，依据题目给出的不同条件进行判断，然

后分类讨论，再根据题目给出的条件，找出合适的等量关系，列出方程，求

解． 

声明：试题解析著作权属所有，未经书面 同意，不得复制发布 

日期：2018/12/13 19: 56: 32；用户：金雨教育；邮箱：30959 3466@qq. com ；学号：335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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