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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0 学年北京市石景山区八年级（上）期末数学试卷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10 个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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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式 有意义，x 的取值范围是（  ） 

A．x≠2 B．x≠﹣2 C．x=2 D．x=﹣2 

2．（3 分）若三角形的三条边长分别为 4，5，x，则 x 的取值范围是（  ） 

A．4＜x＜5 B．0＜x＜9 C．1＜x＜9 D．﹣1＜x＜9 

3．（3 分）在下列各式子中，正确的是（  ） 

A． =2 B． =﹣0.2  

C．  D．  

4．（3 分）分式 的最简公分母是（  ） 

A．（a2﹣b2）（a+b）（a﹣b） B．（a2﹣b2）（a+b）  

C．（a2﹣b2）（b﹣a） D．a2﹣b2 

5．（3 分）m 是一个无理数，且满足 3＜m＜4，则 m 的值可能是（  ） 

A．  B．3  C．  D．  

6．（3 分）若|a﹣b+3|与 互为相反数，则（a+b）2009 的值为（  ） 

A．1 B．﹣1 C．2009 D．﹣2009 

7．（3 分）下列事件中是必然事件的是（  ） 

A．买一张电影票，座位号正好是偶数  

B．期末考试，班里的数学课代表数学成绩一定得满分  

C．打开电视 CCTV﹣5 频道，正在播放 NBA 篮球比赛  

D．从 1 个白球和 2 个红球中任意拿出两个球，一定有一个红球 

8．（3 分）小伟掷一个质地均匀的正方体骰子，骰子的六个面上分别刻有 1 到 6

的点数．则向上的一面的点数大于 4 的概率为（  ） 

A．  B．  C．  D．  

9．（3 分）尺规作图作∠AOB 的平分线方法如下：以 O 为圆心，任意长为半径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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弧交 OA，OB 于 C，D，再分别以点 C，D 为圆心，以大于 CD 长为半径画弧，

两弧交于点 P，作射线 OP 由作法得△OCP≌△ODP 的根据是（  ） 

 

A．SAS B．ASA C．AAS D．SSS 

10．（3 分）如图，Rt△ABC 中，∠ACB=90°，∠A=50°，将其折叠，使点 A 落在边

CB 上 A′处，折痕为 CD，则∠A′DB=（  ） 

 

A．40° B．30° C．20° D．10° 

二、填空题（本大题共 5 个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15 分，把答案填在题中横线

上） 

11．（3 分）约分： =     ． 

12．（3 分）如果最简二次根式 与 是同类二次根式，则 x=     ． 

13．（3 分）有一块边长为 24 米的正方形绿地，如图所示，在绿地旁边 B 处有健

身器材，由于居住在 A 处的居民践踏了绿地，小明想在 A 处树立一个标牌“少

走 ▇米，踏之何忍 ”请你计算后帮小明在标牌的 ▇填上适当的数字

为：     ． 

 

http://www.beidajiaoyu.org/


     北达旗下北京中考网：Www.beidajiaoyu.org/zhongkao  北达中考全托家教辅导：010-62526900  

北达全日制课程：中考复读  外地回京中考  名校目标班  品牌家教一对一中考培优 

14．（3 分）如图在等腰 Rt△ABC 中，∠C=90°，AC=BC，AD 平分∠BAC 交 BC 于 D，

DE⊥AB 于 E，若 AB=10，则△BDE 的周长等于     ． 

 

15．（3 分）小明用下面的方法求出方程 的解，请你仿照他的方法，求

出方程 的解，并把你的解答过程填写在下面的表格中．  

方程 换元法得新方程 解新方程 检验 求原方程的解 

 令 ， 

则 2t﹣3=0 

  ， 

所以  

 令 

，则 

   

三、解答题（本大题共 4 个小题，每小题 5 分，共 20 分） 

16．（5 分）计算： ． 

17．（5 分）计算： ． 

18．（5 分）先化简，再求值： ，其中 x= +1． 

19．（5 分）解方程 ． 

四、列方程解应用题（本题 6 分） 

20．（6 分）自从上次龟兔赛跑乌龟大胜兔子以后，它就成了动物界的体育明星，

可是偏偏有一只蚂蚁不服气，于是它给乌龟下了一封挑战书．比赛结束后，

蚂蚁并没有取胜，已知乌龟的速度是蚂蚁的 1.2 倍，它比蚂蚁提前 1 分钟跑到

终点，请你求出它们各自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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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画图题（本题 5 分） 

21．（5 分）（1）如图，在图 1 的网格纸上，画出所给图形关于直线 l 对称的图形； 

（2）若每个小正方形的边长都为 1，请在图 2 中画一个格点三角形（顶点都在

格点上），使其面积与图①中你所画的图形的面积相等，并且是一个轴对称图

形． 

 

六、解答题（本大题共 3 个小题，每小题 6 分，共 18 分） 

22．（6 分）已知：如图，B、E、F、C 四点在同一条直线上，AB=DC，BE=CF，∠

B=∠C． 

求证：OA=OD． 

 

23．（6 分）已知：△ABC 为等边三角形，点 M 是射线 BC 上任意一点，点 N 是

射线 CA 上任意一点，且 BM=CN，直线 BN 与 AM 相交于 Q 点 

（1）观察图中是否有全等三角形？若有，直接写出：     ；（写出一对即可） 

（2）求∠BQM 的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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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 分）已知：如图，AD 是△BAC 的角平分线，BE⊥AD 交 AD 的延长线于点

E，EF∥AC 交 AB 于点 F，AE=8，EF=5．求 BE 的长． 

 

七、探究题（本题 6 分） 

25．（6 分）已知：点 O 到△ABC 的两边 AB，AC 所在直线的距离相等，且 OB=OC． 

（1）如图 1，若点 O 在边 BC 上，求证：AB=AC； 

（2）如图 2，若点 O 在△ABC 的内部，求证：AB=AC； 

（3）若点 O 在△ABC 的外部，AB=AC 成立吗？请画出图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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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0 学年北京市石景山区八年级（上）期末数学试

卷 

参考答案与试题解析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10 个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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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式 有意义，x 的取值范围是（  ） 

A．x≠2 B．x≠﹣2 C．x=2 D．x=﹣2 

【分析】根据分式有意义的条件：分母不等于 0，即可求解． 

【解答】解：根据题意得：x+2≠0， 

解得：x≠﹣2． 

故选：B． 

【点评】本题主要考查了分式有意义的条件，正确理解条件是解题的关键． 

2．（3 分）若三角形的三条边长分别为 4，5，x，则 x 的取值范围是（  ） 

A．4＜x＜5 B．0＜x＜9 C．1＜x＜9 D．﹣1＜x＜9 

【分析】根据三角形三边关系：①任意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②任意两边之差小

于第三边，即可得出第三边的取值范围． 

【解答】解：∵三角形的两边长分别为 4 和 5， 

∴第三边长 x 的取值范围是：5﹣4＜x＜5+4， 

即：1＜x＜9， 

故选：C． 

【点评】此题主要考查了三角形三边关系，熟练掌握三角形的三边关系定理是解

决问题的关键． 

3．（3 分）在下列各式子中，正确的是（  ） 

A． =2 B． =﹣0.2  

C．  D．  

【分析】根据立方根的定义得 =﹣2， =﹣0.2；根据算术平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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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义有 =2，利用平方根的定义有 =2． 

【解答】解：A、 =﹣2，所以 A 选项不正确； 

B、 =﹣0.2，所以 B 选项正确； 

C、 =2，所以 C 选项不正确； 

D、 =2，所以 D 选项不正确． 

故选：B． 

【点评】本题考查了立方根的定义：如果一个数的立方等于 a，那么这个数叫 a

的立方根，记作 ．也考查了算术平方根的定义． 

4．（3 分）分式 的最简公分母是（  ） 

A．（a2﹣b2）（a+b）（a﹣b） B．（a2﹣b2）（a+b）  

C．（a2﹣b2）（b﹣a） D．a2﹣b2 

【分析】要求分式的最简公分母，即取各分母系数的最小公倍数与字母因式的最

高次幂的积． 

【解答】解： 分母是 a+b， 分母分解后是（a+b）（a﹣b）， 分母可

变形为﹣（a﹣b），所以最简公分母是 的分母，即 a2﹣b2．故选 D． 

【点评】确定最简公分母的方法是：（1）取各分母系数的最小公倍数；（2）凡单

独出现的字母连同它的指数作为最简公分母的一个因式；（3）同底数幂取次

数最高的，得到的因式的积就是最简公分母． 

5．（3 分）m 是一个无理数，且满足 3＜m＜4，则 m 的值可能是（  ） 

A．  B．3  C．  D．  

【分析】按要求找到 3 到 4 之间的无理数须使被开方数大于 9 小于 16 即可求解． 

【解答】解：∵a 满足 3＜m＜4， 

设 m= （n＞0）．则 9＜b＜16， 

∴n 可以取 10、11、12、13、14、15，； 

∴只有 C 符合． 

故选：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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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本题主要考查了无理数的估算，解题关键是确定无理数的整数部分即可

解决问题． 

6．（3 分）若|a﹣b+3|与 互为相反数，则（a+b）2009 的值为（  ） 

A．1 B．﹣1 C．2009 D．﹣2009 

【分析】根据相反数的定义可知|a﹣b+3|与 =0，两个非负数相加为 0，意

味着每个式子都为 0，可得关于 a、b 的方程组，解方程组求出 a、b，代入所

求代数式计算即可． 

【解答】解：由题意得：|a﹣b+3|与 =0， 

所以得： ， 

解得： ， 

则（a+b）2009=（﹣1）2009=﹣1． 

故选：B． 

【点评】此题主要考查了非负数的性质，其中注意掌握绝对值和二次根式的非负

性．根据它们的非负性求解． 

7．（3 分）下列事件中是必然事件的是（  ） 

A．买一张电影票，座位号正好是偶数  

B．期末考试，班里的数学课代表数学成绩一定得满分  

C．打开电视 CCTV﹣5 频道，正在播放 NBA 篮球比赛  

D．从 1 个白球和 2 个红球中任意拿出两个球，一定有一个红球 

【分析】找到一定会发生的事件的选项即可． 

【解答】解：A、B、C、中的事件均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属于随机事件，

故不符合题意； 

D、一定发生，是必然事件，符合题意． 

故选：D． 

【点评】考查随机事件的相关知识；掌握必然事件是在一定条件下一定会发生的

事件是解决本题的关键． 

8．（3 分）小伟掷一个质地均匀的正方体骰子，骰子的六个面上分别刻有 1 到 6

的点数．则向上的一面的点数大于 4 的概率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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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分析】让骰子中大于 4 的数个数除以数的总个数即为所求的概率． 

【解答】解：根据等可能条件下的概率的公式可得：小伟掷一个质地均匀的正方

体骰子，骰子的六个面上分别刻有 1 到 6 的点数，则向上的一面的点数大于 4

的概率为 ． 

故选：B． 

【点评】用到的知识点为：概率等于所求情况数与总情况数之比． 

9．（3 分）尺规作图作∠AOB 的平分线方法如下：以 O 为圆心，任意长为半径画

弧交 OA，OB 于 C，D，再分别以点 C，D 为圆心，以大于 CD 长为半径画弧，

两弧交于点 P，作射线 OP 由作法得△OCP≌△ODP 的根据是（  ） 

 

A．SAS B．ASA C．AAS D．SSS 

【分析】认真阅读作法，从角平分线的作法得出△OCP 与△ODP 的两边分别相等，

加上公共边相等，于是两个三角形符合 SSS 判定方法要求的条件，答案可得． 

【解答】解：以 O 为圆心，任意长为半径画弧交 OA，OB 于 C，D，即 OC=OD； 

以点 C，D 为圆心，以大于 CD 长为半径画弧，两弧交于点 P，即 CP=DP； 

∴在△OCP 和△ODP 中 

， 

∴△OCP≌△ODP（SSS）． 

故选：D． 

【点评】本题考查三角形全等的判定方法，判定两个三角形全等的一般方法有：

SSS、SAS、ASA、AAS、HL． 

注意：AAA、SSA 不能判定两个三角形全等，判定两个三角形全等时，必须有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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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与，若有两边一角对应相等时，角必须是两边的夹角． 

10．（3 分）如图，Rt△ABC 中，∠ACB=90°，∠A=50°，将其折叠，使点 A 落在边

CB 上 A′处，折痕为 CD，则∠A′DB=（  ） 

 

A．40° B．30° C．20° D．10° 

【分析】由三角形的一个外角等于与它不相邻的两个内角的和，得∠A′DB=∠CA'D

﹣∠B，又折叠前后图形的形状和大小不变，∠CA'D=∠A=50°，易求∠B=90°

﹣∠A=40°，从而求出∠A′DB的度数． 

【解答】解：∵Rt△ABC 中，∠ACB=90°，∠A=50°， 

∴∠B=90°﹣50°=40°， 

∵将其折叠，使点 A 落在边 CB 上 A′处，折痕为 CD，则∠CA'D=∠A， 

∵∠CA'D 是△A'BD 的外角， 

∴∠A′DB=∠CA'D﹣∠B=50°﹣40°=10°． 

故选：D． 

【点评】本题考查图形的折叠变化及三角形的外角性质．关键是要理解折叠是一

种对称变换，它属于轴对称，根据轴对称的性质，折叠前后图形的形状和大

小不变，只是位置变化．解答此题的关键是要明白图形折叠后与折叠前所对

应的角相等． 

二、填空题（本大题共 5 个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15 分，把答案填在题中横线

上） 

11．（3 分）约分： = ﹣  ． 

【分析】首先确定分子与分母的公因式，系数是分子与分母的系数的最大公约数，

相同的字母，取最小的次数作为公因式的字母的次数，确定公因式以后，把

公因式约去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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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解：原式=﹣ =﹣ ． 

故答案是：﹣ ． 

【点评】本题考查了约分，约分的依据是分时的基本性质，确定公因式是关键． 

12．（3 分）如果最简二次根式 与 是同类二次根式，则 x= 4 ． 

【分析】由于最简二次根式 与 是同类二次根式，根据同类二次根式的定

义即可得到关于 x 的方程，解方程即可求解． 

【解答】解：∵最简二次根式 与 是同类二次根式， 

∴2x﹣5=3， 

∴x=4． 

故答案为：4． 

【点评】此题主要考查了同类二次根式的定义，同类二次根式是化为最简二次根

式后，被开方数相同的二次根式称为同类二次根式． 

13．（3 分）有一块边长为 24 米的正方形绿地，如图所示，在绿地旁边 B 处有健

身器材，由于居住在 A 处的居民践踏了绿地，小明想在 A 处树立一个标牌“少

走▇米，踏之何忍”请你计算后帮小明在标牌的▇填上适当的数字为： 6 ． 

 

【分析】在图示的直角三角形，根据勾股定理就可求出斜边的距离，即可解． 

【解答】解：斜边的长： =25 米，少走：7+24﹣25=6 米． 

【点评】本题考查正确运用勾股定理解题，比较简单． 

14．（3 分）如图在等腰 Rt△ABC 中，∠C=90°，AC=BC，AD 平分∠BAC 交 BC 于 D，

DE⊥AB 于 E，若 AB=10，则△BDE 的周长等于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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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由题中条件可得 Rt△ACD≌Rt△AED，进而得出 AC=AE，AC=AE，把△BDE

的边长通过等量转化即可得出结论． 

【解答】解：∵AD 平分∠CAB，AC⊥BC 于点 C，DE⊥AB 于 E，∴CD=DE． 

又∵AD=AD， 

∴Rt△ACD≌Rt△AED，∴AC=AE． 

又∵AC=BC， 

∴BC=AE， 

∴△DBE 的周长为 DE+BD+EB=CD+BD+EB=BC+EB=AC+EB=AE+EB=AB=10． 

（提示：设法将 DE+BD+EB 转成线段 AB）． 

故答案为：10． 

【点评】本题主要考查了角平分线的性质以及全等三角形的判定及性质，能够掌

握并熟练运用． 

15．（3 分）小明用下面的方法求出方程 的解，请你仿照他的方法，求

出方程 的解，并把你的解答过程填写在下面的表格中．  

方程 换元法得新方程 解新方程 检验 求原方程的解 

 令 ， 

则 2t﹣3=0 

  ， 

所以  

 令 

，则 

   

【分析】令 =t，则原方程转化为整式方程 2t﹣4=0，解此方程得到 t=2，再

把 t=2 代入 =t 中检验后得到方程 =2，然后根据算术平方根的定义可

求出 x 的值，即得到原方程的解． 

【解答】解：2 ﹣4=0， 

令 =t，则原方程转化为 2t﹣4=0，解此方程得 t=2， 

检验：t=2＞0， 

所以 =2， 

所以 x=3． 

故填上：2t﹣4=0；t=2；t=2＞0； =2，所以 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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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本题考查了无理方程：根号内含有未知数的方程叫无理方程．也考查了

运用换元法无理方程． 

三、解答题（本大题共 4 个小题，每小题 5 分，共 20 分） 

16．（5 分）计算： ． 

【分析】利用分配律，利用二次根式的乘法法则计算，最后计算减法运算即可． 

【解答】解：原式= ×2 +2 ×2  

=2 +4  

=4+4  

=4+12 

=16． 

【点评】本题考查了二次根式的混合运算，正确利用分配律可以简化运算． 

17．（5 分）计算： ． 

【分析】根据零指数幂、二次根式的化简、绝对值、平方差公式展开计算，最后

再算加减即可． 

【解答】解：原式=1﹣2 + ﹣1 

=﹣ ． 

【点评】本题考查了实数的混合运算，解题的关键是注意公式的使用． 

18．（5 分）先化简，再求值： ，其中 x= +1． 

【分析】先去括号，把除法转换为乘法把分式化简，再把数代入求值． 

【解答】解：原式=  

=  

= ． 

当 x= +1 时，原式= ． 

【点评】分式混合运算要注意先去括号；分子、分母能因式分解的先因式分解；

除法要统一为乘法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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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 分）解方程 ． 

【分析】本题的最简公分母是（4﹣x），方程两边都乘最简公分母，可把分式方

程转换为整式方程求解． 

【解答】解：方程两边都乘（4﹣x）， 

得 x﹣3﹣（4﹣x）=﹣1， 

去括号、整理，得 2x=6， 

解得 x=3， 

当 x=3 时，4﹣x≠0． 

所以，x=3 是原方程的解． 

【点评】（1）解分式方程的基本思想是“转化思想”，方程两边都乘最简公分母，

把分式方程转化为整式方程求解． 

（2）解分式方程一定注意要代入最简公分母验根． 

四、列方程解应用题（本题 6 分） 

20．（6 分）自从上次龟兔赛跑乌龟大胜兔子以后，它就成了动物界的体育明星，

可是偏偏有一只蚂蚁不服气，于是它给乌龟下了一封挑战书．比赛结束后，

蚂蚁并没有取胜，已知乌龟的速度是蚂蚁的 1.2 倍，它比蚂蚁提前 1 分钟跑到

终点，请你求出它们各自的速度． 

 

【分析】首先设蚂蚁的速度是 x 米/分，则乌龟的速度是 1.2x 米/分，根据题意可

得等量关系：蚂蚁跑 12 米的时间﹣乌龟跑 12 米的时间=1 分钟，可列出方程，

解方程可得答案． 

【解答】解：设蚂蚁的速度是 x 米/分，则乌龟的速度是 1.2x 米/分，由题意得： 

﹣ =1， 

解得：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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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检验，x=2 是原方程的解， 

则乌龟的速度是：1.2×2=2.4（米/分）， 

答：蚂蚁的速度是 2 米/分，则乌龟的速度是 2.4 米/分． 

【点评】此题主要考查了分式方程的应用，关键是首先弄懂题意，根据题意找出

合适的等量关系，设出未知数列出方程，注意分式方程要检验，这是同学们

最易出错的地方． 

五、画图题（本题 5 分） 

21．（5 分）（1）如图，在图 1 的网格纸上，画出所给图形关于直线 l 对称的图形； 

（2）若每个小正方形的边长都为 1，请在图 2 中画一个格点三角形（顶点都在

格点上），使其面积与图①中你所画的图形的面积相等，并且是一个轴对称图

形． 

 

【分析】（1）根据轴对称的定义，找到各点的对应点，然后顺次连接即可得出答

案． 

（2）根据图 1 可得阴影部分的面积是三个小正方形的面积，继而根据轴对称的

知识，设计图案即可． 

【解答】解：（1）所作图形如下： 

（2）由图 1 可得，阴影部分的面积是三个小正方形的面积，设计图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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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此题考查了利用轴对称设计图案的知识，解答本题的关键是掌握轴对称

的性质，另外要仔细观察图形，得到阴影部分的面积为 3 个小正方形的面积． 

六、解答题（本大题共 3 个小题，每小题 6 分，共 18 分） 

22．（6 分）已知：如图，B、E、F、C 四点在同一条直线上，AB=DC，BE=CF，∠

B=∠C． 

求证：OA=OD． 

 

【分析】由 AB=DC，∠B=∠C，BE+EF=CF+EF，即 BF=CE，可得出△ABF≌△DCE

（SAS），得 AF=DE，∠AFB=∠DEC，有 OE=OF，由等式性质有 AF﹣OF=DE﹣OE．即

OA=OD． 

【解答】证明：∵BE=CF， 

∴BE+EF=EF+CF， 

即 BF=CE， 

在△ABF 与△DCE 中 ， 

∴△ABF≌△DCE， 

∴AF=DE，∠AFB=∠DEC， 

∴OF=OE， 

∴AF﹣OF=DE﹣OE， 

∴OA=OD． 

【点评】本题考查了全等的证明方法以及逻辑推理能力．本题两次运用等量减等

量差相等． 

23．（6 分）已知：△ABC 为等边三角形，点 M 是射线 BC 上任意一点，点 N 是

射线 CA 上任意一点，且 BM=CN，直线 BN 与 AM 相交于 Q 点 

（1）观察图中是否有全等三角形？若有，直接写出： △ABM≌△BCN ；（写

出一对即可） 

（2）求∠BQM 的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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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1）根据等边三角形的三条边都相等，三个角都是 60°可以利用边角边

证明△ABM 与△BCN 全等；也可以先利用等角的补角相等，先证明∠BAN=∠

ACM，然后根据边的关系证明 AN=CM，再根据边角边证明△ACM 与△BAN 全

等； 

（2）根据全等三角形对应角相等可得∠M=∠N，然后根据∠M+∠CAM=∠

ACB=60°，∠BQM=∠N+∠NAQ，又∠CAM 与∠NAQ 是对顶角，从而得解． 

【解答】解：（1）有全等三角形，△ABM≌△BCN，△ACM≌△BAN， 

①△ABM≌△BCN， 

证明如下：∵△ABC 为等边三角形， 

∴AB=BC，∠ABC=∠ACB=60°， 

∵在△ABM 与△BCN 中， ， 

∴△ABM≌△BCN（SAS）， 

②△ACM≌△BAN， 

证明如下：∵△ABC 为等边三角形， 

∴AB=AC=BC，∠BAC=∠ACB=60°， 

∴180°﹣∠BAC=180°﹣∠ACB， 

即∠BAN=∠ACM， 

∵BM=CN， 

∴BM﹣BC=CN﹣AC， 

即 CM=AN， 

∵在△ACM 与△BAN 中， ， 

∴△ACM≌△BAN（S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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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1）可得△ABM≌△BCN， 

∴∠M=∠N， 

根据三角形的外角性质，∠M+∠CAM=∠ACB=60°，∠BQM=∠N+∠NAQ， 

又∵∠CAM=∠NAQ（对顶角相等）， 

∴∠BQM=∠ACB=60°． 

【点评】本题考查了全等三角形的判定与性质，等边三角形的性质，结合图形找

出全等三角形的条件是解题的关键． 

24．（6 分）已知：如图，AD 是△BAC 的角平分线，BE⊥AD 交 AD 的延长线于点

E，EF∥AC 交 AB 于点 F，AE=8，EF=5．求 BE 的长． 

 

【分析】根据 AD 是△BAC 的角平分线可知∠1=∠2，由平行线的性质可得出∠1=

∠3，故可得出∠2=∠3，即 AF=EF=5，△AFE 是等腰三角形，故点 F 在 AE 的

垂直平分线上，即点 F 是 AB 的中点，进而可得出 AB 的长，由勾股定理可求

出 BE 的长． 

【解答】解：∵AD 是△BAC 的角平分线， 

∴∠1=∠2， 

∵AC∥EF， 

∴∠1=∠3， 

∴∠2=∠3， 

∴AF=EF=5，即△AFE 是等腰三角形， 

∴点 F 在 AE 的垂直平分线上，即点 F 是 AB 的中点， 

∴AB=2AF=10， 

在 Rt△ABE 中， 

BE=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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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本题考查的是等腰三角形的判定与性质及平行线的性质，根据题意判断

出点 F 是 AB 的中点是解答此题的关键． 

七、探究题（本题 6 分） 

25．（6 分）已知：点 O 到△ABC 的两边 AB，AC 所在直线的距离相等，且 OB=OC． 

（1）如图 1，若点 O 在边 BC 上，求证：AB=AC； 

（2）如图 2，若点 O 在△ABC 的内部，求证：AB=AC； 

（3）若点 O 在△ABC 的外部，AB=AC 成立吗？请画出图表示． 

 

【分析】（1）求证 AB=AC，就是求证∠B=∠C，可通过构建全等三角形来求．过

点 O 分别作 OE⊥AB 于 E，OF⊥AC 于 F，那么可以用斜边直角边定理（HL）

证明 Rt△OEB≌Rt△OFC 来实现； 

（2）首先得出 Rt△OEB≌Rt△OFC，进而得出 AB=AC； 

（3）不一定成立，当∠A 的平分线所在直线与边 BC 的垂直平分线重合时，有

AB=AC；否则，AB≠AC． 

【解答】（1）证明：过点 O 分别作 OE⊥AB 于 E，OF⊥AC 于 F， 

由题意知， 

在 Rt△OEB 和 Rt△OFC 中 

 

∴Rt△OEB≌Rt△OFC（HL）， 

∴∠ABC=∠A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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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AC； 

 

（2）证明：过点 O 分别作 OE⊥AB 于 E，OF⊥AC 于 F， 

由题意知，OE=OF．∠BEO=∠CFO=90°， 

∵在 Rt△OEB 和 Rt△OFC 中 

 

∴Rt△OEB≌Rt△OFC（HL）， 

∴∠OBE=∠OCF， 

又∵OB=OC， 

∴∠OBC=∠OCB， 

∴∠ABC=∠ACB， 

∴AB=AC； 

 

（3）解：不一定成立，当∠A 的平分线所在直线与边 BC 的垂直平分线重合时

AB=AC，否则 AB≠AC．（如示例图） 

 

 

【点评】本题的关键是通过辅助线来构建全等三角形．判定两个三角形全等，先

根据已知条件或求证的结论确定三角形，然后再根据三角形全等的判定方法，

看缺什么条件，再去证什么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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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06: 23；用户：金雨教育；邮箱：30959 3466@qq. com ；学号：335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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