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考高分●初中寒假精选高分练习 

初三练习 

Day 3 

语 文 

 

一档名为“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的节目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引起社会热烈反响，同

时，也引发人们对汉字的思考。为此，学校举行了一次主题为“守望汉字”的综合实践活

动，请你完成以下任务。 

1、“守望汉字”，首先要“守护”好汉字，作为炎黄子孙，我们应该具备基本的汉字书写能

力。根据下列材料，概括汉字书写的现状及其原因。（2 分） 

【材料一】 

      

 

 

 

 

 



【材料二】 

随着科技的发展，电脑、手机等数码产品被广泛使用，各式快捷的汉字录入方式，在

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使人们手写汉字的机会越来越少。不少网络写手玩世不恭，为

了标新立异，有意错写错用，用“河蟹”取代“和谐”，用“神马”替换“什么”。社会

上更有很多人因不了解汉字内涵，随意书写，盲目使用，修车店门口本应是“补胎充气”

的牌子写成了“补胎冲气”，药品广告“刻不容缓”的宣传变成了“刻不容缓”，误用滥

用汉字的现象十分普遍。 

①现状：                                         

②原因：                                          

 

2、“守望汉字”，还要有“瞭望”汉字未来发展的眼光。阅读下面的专题报道，探究一下

举办“中国汉字听写大会”这类节目，对于“汉字”未来发展的意义。（3 分） 

“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总导演关正文表示，此节目一经推出，便引发了国人对“键盘

时代汉字书写能力下降”这一社会现象的热议。这个节目追求的并不仅是收视率，它的终

极目标在于高收视背后的文化影响力，这对于汉字的发展也十分重要。节目播出后，很多

小选手因为他们在比赛中的出色表现而一夜闻名。某学校带队老师说：“在比赛前一个礼

拜的准备时间里，参赛学生整理了一些难写的、有文化却比较生僻的词，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感受到了汉字的美和汉字蕴含的文化魅力。”电视机前的青少年观众也因为关注比赛

而更加热爱汉字。 

                                              

3、学校电视台要为这次活动制作视频短片《魅力汉字》，同时提供了“象形”和“形声”两种造

字方法的例子，请你结合其中的一个示例，用一句话说出汉字的某个特点。（2 分） 

形声字示例：  

象形字示例： 
   

马 
 

马 

甲骨文 金文

（商） 

小篆

（秦） 

隶书

（汉） 

楷书

（晋） 

简化字 

 



第 3 天  

                                                                                             

数 学 
一、选择题 

1． 4 的算术平方根是（  ） 

A．2    B．±2    C． 2     D． 2  

2．若    
2 2

2 3 0a b    ，则  
2015

a b 的值是（  ） 

A．0    B．1    C．﹣l    D．2012 

3．下列计算结果正确的是（  ） 

A． 3 3 62 3a a a    B．  
2 3 6a a a     C．

2
1

4
2



 
  
 

  D．  
0

2 1    

4．计算
3

21

2
xy

 
 
 

，结果正确的是（  ） 

A． 3 51

6
x y    B． 3 61

8
x y    C． 3 61

6
x y    D． 3 51

8
x y  

5．下列乘法中，不能运用平方差公式进行运算的是（  ） 

A．   x a x a    B．   a b a b     C．   x b x b     D．   b m m b   

6．已知 a、b 满足方程组 5 12

3 4

a b

a b

 

 
，则 a b 的值为（  ） 

A．－4    B．4    C．－2    D．2 

7．二次函数 2y ax bx c   ，自变量 x 与函数 y 的对应值如表： 

x … －5 －4 －3 －2 －1 0 … 

y … 4 0 －2 －2 0 4 …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抛物线的开口向下      B．当 x＞－3 时，y 随 x 的增大而增大 

C．二次函数的最小值是－2    D．抛物线的对称轴是
5

2
x    

8．如右图，在△ABC 中，AB=AC，∠A=30°，E 为 BC 延长线上一点， 

∠ABC 与∠ACE 的平分线相交于点 D，则∠D 的度数为（  ） 

A．15°  

B．17.5° 

C．20°  

D．22.5° 

9．当宽为 3cm 的刻度尺的一边与圆相切时，另一边与圆的两个交点处的读数如图所示（单位：cm）那

么该圆的半径为（  ） 

A．8cm         B．9cm         C．
25

6
cm         D．10cm 



 

10．如图，过反比例函数
k

y
x

 （x＞0）的图象上一点 A 作 AB⊥x 轴于点 B，连接 AO，若 S△AOB=2，则

k 的值为（  ） 

A．2  

B．3  

C．4  

D．5 

  

二、填空题 

11． 6 2a a         ． 

12．若 3a b  ， 2ab  ，则  
2

a b        ． 

13． 2 9x kx  是完全平方式，则 k      ． 

14．如图，四边形 ABCD 的对角线相交于点 O，AO=CO，请添加一个条件    （只添一个即可），使四

边形 ABCD 是平行四边形． 

15．若一个圆锥的底面圆半径为 3cm，其侧面展开图的圆心角为 120°，则圆锥的母线长是  cm． 

16．小燕抛一枚硬币 10 次，有 7 次正面朝上，当她抛第 11 次时，正面向上的概率为  ． 

  

三、解答题 

17． 22 3 1 0x x   ． 

 

18．关于 x 的一元二次方程 2 2 2 0x x m  有两个不相等的实数根． 

（1）求 m 的取值范围； 

（2）若 x1、x2 是一元二次方程 2 2 2 0x x m  的两个根，且 2 2

1 2 8x x  ，求 m 的值． 

 

19．如图，在△ABC 中，AB=AC，AE 是∠BAC 的平分线，∠ABC 的平分线 BM 交 AE 于点 M，点 O 在

AB 上，以点 O 为圆心，OB 的长为半径的圆经过点 M，交 BC 于点 G，交 AB 于点 F． 

（1）求证：AE 为⊙O 的切线． 

（2）当 BC=8，AC=12 时，求⊙O 的半径． 

（3）在（2）的条件下，求线段 BG 的长． 

 

20．如图，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正方形 OABC 的顶点 O 与坐标原点重合，点 C 的坐标为（0，3），点

A 在 x 轴的负半轴上，点 D、M 分别在边 AB、OA 上，且 AD=2DB，AM=2MO，一次函数 y=kx+b 的图象

过点 D 和 M，反比例函数
m

y
x

 的图象经过点 D，与 BC 的交点为 N． 

（1）求反比例函数和一次函数的表达式； 

（2）若点 P 在直线 DM 上，且使△OPM 的面积与四边形 OMNC 的面积相等，求点 P 的坐标． 

 

  

（第 14 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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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语 
一、单项选择 

(    ) 1. Pass the Yang Cheng Tong to the boy _______ is standing at the back door, please. 

A. which   B. who   C. whom  D. whose 

(    ) 2. The young man with _______ I had a talk is a friend of mine. 

A. which   B. who    C. that   D. whom 

(    ) 3. The old lady _______  coat is white is our English teacher. 

A. whose   B. that   C. who   D. whom 

(    ) 4. Can you lend me the novel _______  the other day?  

A. that you talked     B. you talked about it  

C. which you talked with     D. you talked about 

(    ) 5. One of the most interesting places in Yangzhou _______ are often visited by foreigners is 

the West Slender Lake. 

A. what   B. who   C. that   D. / 

 

 

二、阅读理解 

    Whenever the sun rose and the blue sky came up, my father and I used to climb the mountain 

near my house. Walking together, my father and I used to have a lot of conversations through 

which I learned lessons from his experiences. He always told me, “You should have goals like 

climbing the mountain.” Without the mountain-climbing that we both enjoyed, we couldn’t have 

enough time to spend together because my father was very busy. I really got a lot from the 

mountain-climbing. It gave me time to talk with my father and to be in deep thought as well as 

develop my patience. 

    Once we climbed a very high mountain. It was so challenging for me because I was only ten 

years old. During the first few hours of climbing, I enjoyed the flowers and trees, and the birds’ 

singing. But as time passed, I got a pain in both of my legs. I wanted to quit climbing, but my 

father said to me, “You can always see a beautiful sky at the top of the mountain, but you can’t 

see it before you reach the top. Only there at the top, can yousee all of the nice things, just like 

your life.” 

     At that time, I was too young to understand his words. But later after that, I got new hope and 

confidence (信心). I found myself standing at the top of the sky, which was as clear as crysta. 

 



(    ) 6. The passage tells us mountain-climbing was _______ for father and son. 

           A. hard          B. enjoyable         C. painful         D. comfortable 

(    ) 7. The underlined word “quit” in the passage means “__________”. 

           A. carry on     B. put off            C. give up         D. pick up 

(    ) 8. Which is the closest in meaning to the underlined father’s words? 

           A. You will get all you need at the top of the mountain. 

           B. The sky is always as clear as crystal. 

           C. You can find life is full of nice things. 

           D. Never give up half-way. 

(    ) 9. We can infe (推断) from the last paragraph that __________. 

           A. the writer was very successful in his life. 

           B. the writer reached the top of the mountain 

           C. though the writer was young, he could understand his father 

           D. the writer used to stop half-way when he climbed the mountain. 

(    ) 10. The best title for the passage is __________. 

A. Reaching the Top of the Mountain          

B. Enjoy the Beautiful View 

C. Conversations between Father and Son      

D. Father and I 

三、阅读填空 

  Computers can injure (伤害) you. Most other injuries happen suddenly. For example, if you fall 

off a bike and break your arms, it happens very quickly.   11     

    You probably know how to ride a bike safely. Now learn to use a computer safely.  

Your eyes 

    Too much light can injure your eyes, so never sit too close to a computer screen. Your eyes 

should be at least 50 centimeters from the screen.   12   This gives your eyes a rest.  

Your hands and wrists 

    Hand and wrist injuries can happen because the hands and wrists are moved in the same way 

hundreds of times. 

       13  ：Rest your wrists on some-thing. Keep your elbows (肘) at the same height as the 

keyboard. Stop sometimes and exercise your hands, wrists and fingers. 

Your back 

      14   So you should sit with your back straight. The top part of the screen should be in front 

of your eyes. Your forearms, wrists, hands and the upper part of your legs should all be parallel (平

行) to the floor. If you are sitting for a long time, get up every 30 minutes and exercise your arms, 

legs and neck.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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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理 

【电学】 

一、选择题 

1. 如图所示，当开关 s 闭合后．发现灯 L 不亮，用试电笔分别测试 a、b、c、d 四点时，发现只有在测试

d 点时氖管不发光，测试 a、b、c 点时．氖管都发光，则故障可能是（  ） 

A．灯丝断了                 

B．火线与零线短路 

C．a，b 之间某处断路       

D．c，d 之间某处断路 

 

2. 所示，关于家庭电路连接的顺序，以下说法中正确的是（  ） 

A．进户线、闸刀开关、电能表、保险装置、用电器和插座  

B．进户线、电能表、闸刀开关、保险装置、用电器和插座  

C．进户线、闸刀开关、保险装置、电能表、用电器和插座 

D．进户线、电能表、保险装置、闸刀开关、用电器和插座 

 

3. 关于磁感线的理解，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磁感线是一种假想的曲线，方向是从北极到南极 

B．磁感线上任何一点的切线方向，就是该点的磁场方向 

C．磁感线越密集的地方，磁场越强 

D．小磁针北极在某点所受的磁力方向跟该点的磁感线方向一致 

 

 

A. Enjoy your computer, but use it safely. 

B. If you use a keyboard for a long time, follow these three rules. 

C. If you sit in the wrong way, you can injure your back or your neck. 

D. But computer injuries happen slowly. 

E. Remember to look away from it sometimes. 



4. 如图是温度自动报警器的原理示意图，当水银温度计内的水银上升至与其上端的金属丝相接触时，出

现的情况是（  ） 

A．绿灯亮，电铃响    

B．绿灯亮，电铃不响 

C．绿灯不亮，电铃响   

D．绿灯不亮，电铃不响 

 

5. 如图在探究通电导体在磁场中受力方向与什么方向有关时，一位同学做了如图所示的三个实验，图中

AB 表示闭合电路的一部分导体，导体上箭头表示电流方向，F 表示导体受力方向，N、S 表示蹄形磁铁

的南北极，则（  ） 

 

A．通过（a）（c）说明通电导体在磁场中受力方向与电流方向有关 

B．通过（b）（c）说明通电导体在磁场中受力方向与电流方向有关 

C．通过（b）（c）说明通电导体在磁场中受力方向与磁场方向有关 

D．通过（a）（c）说明通电导体在磁场中受力方向与磁场方向有关 

 

6. 关于发电机和电动机的能量转化及其工作原理，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 

A．发电机工作时把电能转化成机械能，其工作原理是电磁感应现象 

B．发电机工作时把机械能转化成电能，其工作原理是磁场对电流的作用 

C．电动机工作时把机械能转化成电能，其工作原理是电磁感应现象 

D．电动机工作时把电能转化成机械能，其工作原理是磁场对电流的作用 

 

7. 如图所示的实验中，能够说明电磁感应现象的是（  ）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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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电磁波是个大家族，图中所示的是其家族成员．下列关于电磁波及其应用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 

 

 

A．可见光是一种电磁波       

B．在真空中，γ射线传播速度最快 

C．X 射线比无线电波频率高 

D．电视机遥控器可以利用红外线实现对电视机的控制 

 

9. 能源、信息和材料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三大支柱，关于它们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太阳能、风能、天然气是可再生能源 

B．光纤通讯主要利用电信号传递信息 

C．超导体材料可以应用于任何电器并使其效率提高 

D．大亚湾核电站利用核裂变释放的能量来发电 

 

10．如图所示，插座和电灯（带开关）是组成家庭电路的常用器件，请你判断下列连接正确的是（   ）  

A．   B．  

 

C．    D．以上三图都不正确 

【力学】 

1. 在自由下落过程中物体运动速度会越来越快．吴亦凡由 A 点自由下落，相继经过 

B、C 点，已知 AB=BC，如图所示，吴亦凡在 AB 段重力做功 W1，做功功率为 

P1；在 BC 段重力做功为 W2，做功功率 P2，则以下关系中，正确．．的是（     ） 

A．W1≠W2   P1≠P2       

B．W1=W2   P1=P2       

C．W1=W2   P1>P2       

D．W1=W2   P1<P2 



 

2. 掉在水平地面上的弹性小球会被弹起，而且弹跳的高度会越来越低．如图所示为小球弹跳的频闪照片，

小球在 1、2 位置的高度一样．以下说法中，正确的是（     ） 

A．小球在 1、2 位置的势能相同，机械能也相同    

B．小球在 1、2 位置的动能相同，2 位置的机械能较小 

C．小球在 1、2 位置的机械能相同，2 位置的动能较小   

D．小球在 2 位置的动能较小，机械能也较小 

 

3. 如图所示为使用简单机械匀速提升同一只喜羊羊的四种方式（不计机械自重和摩擦），其中所需动力

最小的是（     ） 

 

4. 如图所示，孙悟空用相同的滑轮，利用图甲、图乙两种方式匀速提升重量为 100N 的唐僧，已知滑轮

重量为 20N，在绳、轮摩擦忽略不计的情况下，手的拉力 F 甲_______F 乙（选填“大于”、“小于”、

“等于”），滑轮的机械效率η甲____η乙（选填“大于”、“小于”、“等于”）． 

                  

（第 4 题图）                （第 5 题图）               （第 6 题图） 

 

5.  （07 中考）如图所示的电动升降台机械效率为 50%，升降台用 60s 把 300kg 的熊本熊匀速提 l0m．提

升熊本熊的过程中升降台对熊本熊做的功 W1=________J；升降台对熊本熊做功的功率 P1=_______W．升

降台电动机做的总功 W2=_________J． 

 

6. 如图所示，斜面长 5m，高 1m，小锋锋沿斜面将重量为 1600N 的箱子匀速推到车上，若斜面的机械效

率为 80%，则小锋锋沿斜面的推力为_________N． 

  A     B             C                 D 

 5m 1m 



第 3 天  

 

7.将重为 3N 的小球放入装有水的容器甲中，静止时的状态如图所示，则小球所

受浮力的大小为       N，小球的体积为        m3；若向水中加人足量

的盐，小球将       （选填“上浮”“悬浮”或“下沉”）．（g 取 10 

N/kg） 

 

8. 对某汽车做测试，只调整轮胎气压，测得单个．．轮胎．．数据在表 1. 

 表 1（每次单个轮胎对地压力不变） 

次数 1 2 3 

轮胎气压/×105Pa 4.6 8.1 10.5 

地面的受力面积/×10-2m2 3.6 3.0 2.4 

对地压强/×105Pa 5.0 6.0 7.5 

 根据公式_______（原始公式）单个轮胎对地压力为_______N. 

 

如下图所示，水平地面 O 点两侧粗糙程度不同，物体一直受到沿水平方向 3N 的力 F.物体经过 M 点

开始计时，每经过相同时间，用虚线框记录物体的位置.完成 9、10 题. 

 

 

9. 物体在（     ） 

A．OQ 段做匀速直线运动           B．MN 段的平均速度大于 OQ 段的 

C．MN 段受到的摩擦力为 3N          D．OQ 段受到摩擦力大小等于 F 

 

10.F 在 MN、OP 段做功分别为 WMN、WOP，功率分别为 PMN、POP，则（      ） 

A．WMN<WOP        B．WMN>WOP        C．PMN>POP        D．PMN<POP 

化 学 
复习巩固 

1、用置换反应验证铁的金属活动性比铜强，下列各组药品能达到实验目的是（     ） 

A．Ag、FeSO4、CuSO4              B．Fe、Cu、H2SO4 

C．Fe、Cu、ZnSO4                  D．Fe、Cu(OH)2 

 

N O 
3m 

M 
3m 

P 

F＝3N F＝3N 

Q 

（第 7 题图） 



2、下列有关钢铁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 

A．生铁和钢都属于合金     B．在钢管表面镀锌可以防止锈蚀 

C．铁锈的结构疏松多孔     D．铁丝在氧气中燃烧生成氧化铁 

 

3、在 20℃时，将 40g 硝酸钾固体加入 l00g 水中充分搅拌后，仍有 8.4g 硝酸钾固体未溶解，下列关于

溶液的说法正确的是（   ） 

A．所得溶液为饱和溶液             B．M（溶质）：m（溶剂）=40：100 

C．所得溶液溶质质量分数约为 40%   D．硝酸钾的溶解度为 31.6g 

 

4、玻璃仪器常附着难清洗的物质，下列清洗方法不可行的是（    ） 

A．内壁有 CaCO3的试管用稀盐酸清洗  B．内壁有碘的试管用酒精清洗 

C．内壁有 Cu 的试管用稀硫酸清洗   D．内壁有植物油的试管用洗洁精清洗 

 

5、某钢铁厂高炉炼铁的主要原料是焦炭、赤铁矿石（主要含 Fe2O3）、空气等，主要反应过程如下： 

 

请回答： 

（1）步骤 1 所涉及的化学反应方程式为                             _。 

（2）步骤 2 的化学方程式                                    。 

（3）某钢铁厂每天需消耗 5000t 含 Fe2O3  80%的赤铁矿，该厂理论上可日产含铁 98%的生铁的质量是 

          t。（结果保留整数） 

（4）向硝酸银和硝酸铜的混合溶液中，加入一定量的铁粉，反应停止后过滤，得到滤渣和滤液。向滤渣

中滴加稀盐酸，无气泡产生，则滤渣中一定不含有     （填化学式），滤液中一定含有的溶质是     

（填化学式）。 

6、下图是甲、乙两种固体物质的溶解度曲线。 

（1）①当甲中含有少量乙时，可采用             的方法提纯甲。 

②30℃时，将 40g 甲物质放入盛有 50g 水的烧杯中，若将烧杯内 

 

物质升温到 50℃（不考虑水蒸发），溶液中不发生变化的是               （填字母）。 

A．溶剂的质量       B．溶液的质量       C．溶质的质量分数 

（2）硫酸钠在不同温度下的溶解度如下表所示： 

温度/℃ 0 10 20 30 40 

硫酸钠溶解度/g 4.5 9.6 20.2 40.8 48.4 

40℃时，在 100g 水中加入 48.4g 硫酸钠，然后降温到 10℃时，析出晶体的质量为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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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预习 

1、下列各组物质名称和俗称不代表同一物质的一组是（    ） 

A．氯化钠、盐          B．氢氧化钠、苛性钠  

C．碳酸钠、纯碱             D．碳酸氢钠、小苏打 

 

2、只用水作试剂，不可能区分开来的一组物质是（     ） 

A．食盐、碳酸氢钠           B．酒精、浓硫酸 

C．碳酸钙、碳酸钠           D．硫酸铜、硝酸钠 

 

3、下列各组物质中，相互不能发生反应的是（     ）  

A．氢氧化钡溶液和硝酸溶液           B．三氧化硫与氢氧化钠溶液  

C．硫酸钠溶液和碳酸钾溶液           D．氧化钙和水 

 

4、下列关于物质提纯的方法（括号中的物质为杂质）中，不正确的一项是（     ） 

选项 混合物 分离与提纯方法 

A 氯化钠（泥沙） 混合物放入水中搅拌、溶解、过滤,、蒸发、结晶 

B CO2（CO） 混合物通入澄清石灰水后，再干燥剩余气体 

C KCl（K2CO3） 混合物溶解，滴加适量盐酸，蒸发、结晶 

D Cu（CuO） 加入足量的稀盐酸过滤 

 

5、下列物质能够反应，且没有明显现象的是（     ） 

A．Na2CO3 溶液加入澄清石灰水中       B．CuO 加入NaOH 溶液中 

C．稀盐酸滴入 Ba (OH)2 溶液中         D．CO2 通入澄清石灰水中 

 

6、如图是氯化钠溶液和硝酸银溶液反应的示意图。 

 

 

 

（1）溶液中还存在的一种微粒是_______（用化学符号表示）。 

（2）该反应的本质是______和______结合生成沉淀。 

（3）写出与上述反应本质相同的另一化学方程式（反应物之一仍为

AgNO3）：                       。 

 

7、分类是化学研究物质的一种方法，同一类物质具有相似的化学性质。请根据下列要求填空： 

（1）请写出下列在溶液中发生的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①氯化铜溶液与锌反应：                                                        

②硝酸银溶液与盐酸反应：                                                      



③碳酸钠与硫酸反应：                                                          

④硫酸铜溶液与氯化钡溶液反应：                                                

（2）以上反应中，属于酸共同的化学性质的是     （填编号），属于铜盐共同的化学性质的是     

（填编号）。 

 

8、粗盐中含泥沙、氯化钙、氯化镁等杂质，某同学用自制的简易净水器提纯粗盐，效果不理想。用自

制的简易净水器净化后的粗盐水仍含可溶性杂质，他设计了下面的除杂流程： 

 

（1）步骤①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 

（2）步骤②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 

（3）步骤③操作a 的名称是                    。 

步骤④加入适量盐酸的目的是除去滤液中的Na2CO3和               。 

（4）最后从精盐水中提取食盐可采取操作____________。 

 

家庭实验：自制白糖晶体 

目的：制作白糖晶体，了解结晶原理 

原理：白糖溶解度随温度降低而降低，变化非常明显，可通过冷却热饱和溶液得到白糖晶体，白糖晶体

最终附着在模具成型 

药品：白糖，蒸馏水，铜丝，棉线，小木棍 

仪器：铁架台、酒精灯、石棉网、烧杯、玻璃棒 

 

 

步骤： 

1、用铜丝折出心仪形状的模具（心形、正方形、圆形……你喜欢），用棉线紧密缠绕，留出一端棉线缠绕

一只小木棍（可以架在烧杯上，使模具悬挂液体中） 

2、烧杯中加入三分之一水，在加热过程不断加热白糖，并搅拌 

3、当液体开始粘稠时停止加热，将步骤一的模具悬挂在烧杯中（液体需要浸没模具） 

4、静置冷却到室温，可得到晶体。 



第 3 天  

 

反思：①食盐能否用冷却热饱和溶液的方法得到晶体，说明原因； 

      ②实验室还有哪些药品也可以用同样原理制得晶体 

 

 

初中寒假学习三步法， 

做练习，对答案，看视频。 

每科只需 30 分钟，提前拿下中考高分。 

扫码进群（入群审核严格，须回复“寒假练习”）。 

                

（卓越初一群：167113330）    （卓越初二群：341316535）   （卓越初三群：610342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