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2020 学年高一上期数学期末总复习卷 1 

时间:120 分钟 满分:150 分 命卷人:陈绍朗 审核人:高一数学备课组 

 

一、单选题：本题共 8 小题，每小题 5分，共 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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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一个扇形的弧长与面积都是 3,则这个扇形圆心角的弧度数为(     ) 

A.  B.  C.  D.  

2、已知 ,那么 a,b,c 的大小关系是(     ) 

A.  B.  C.  D.  

 

3、设 是两个单位向量,且 = ,那么它们的夹角等于(     ) 

A.  B.  C.  D.  

4、已知 f(x)是定义域为[-3,3]的奇函数,且在[-3,0]上是减函数,那么不等式 f(x+1)>f(3-2x)的解集是(     ) 

A.  B.  C.  D.  

5、对于一个声强为 为(单位: )的声波,其声强级 (单位: )可由如下公式计算: (其中 是能引起 

听觉的最弱声强),设声强为 时的声强级为 70 ,声强为 时的声强级为 60 ,则 是 的(     )倍 

A.10 B.  C.  D.  

 

6、已知函数 ,则 (     ) 

A.  B.  C.  D.  

 

7、函数 图象的大致形状是(     ) 

A.  B.  C.  D.  

8、太极图是由黑白两个鱼形纹组成的图案,太极图展现了一种相互转化,相互统一的和谐美.定义:能够将圆 的周长和面积同时

等分成两部分的函数称为圆 的一个“太极函数”.下列有关说法中正确的个数是(     )个. 

①对圆 的所有非常数函数的太极函数中,一定不能为偶函数; 

②函数 是圆 的一个太极函数; 

③存在圆 ,使得 是圆 的太极函数; 

④直线 所对应的函数一定是圆 的太极函数. 

A.1 B.2 C.3 D.4 

 

二、多选题：本题共 4小题，每小题 5分，共 20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有多个选项符合题目要
求，全部选对的得 5分，选对但不全的得 3分，选错的得 0分。 

9、已知 , , , ,则 可以是(     ) 

A.  B.  C.  D.  

 

10、对于函数 f(x)定义域内的任意 x1,x2(x1≠x2),当 f(x)=lgx 时,下述结论中正确的是(     ) 

A. f(x1+x2)=f(x1)•(x2); B. f(x1•x2)=f(x1)+(x2); 

C. >0; D. f( )＜ . 

 

11、给出下列说法, 其中所有正确的序号是(     ) 

A.函数 y=2x 与函数 y=log2x 互为反函数; B.若集合 A={x|kx2+4x+4=0}中只有一个元素,则 k=1; 

C.若 ,则 f(x)=x2-2; 
D.函数 y=log2(1-x)的单调减区间是(-∞,1); 

 

12、函数 的图象为 ,则如下结论中正确的是(     ) 

A.图象 关于直线 对称; 

B.图象 关于点 对称; 

C.函数 在区间 内是增函数; 

D.由 的图角向右平移 个单位长度可以得到图象 . 

 

三、填空题：本题共 4小题，每小题 5分，共 20分。 

13、已知 是 R 上的增函数,则 的取值范围是__________; 



 

14、给出下列命题: 

①存在实数 ,使 ; 

②函数 是偶函数; 

③若 是第一象限的角,且 ,则 ; 

④直线 是函数 的一条对称轴; 

⑤函数 的图像关于点 成对称中心图形. 

其中正确命题的序号是__________. 

 

15、设函数 且 ,若 ,则

__________, __________. 

 

16、如图所示,边长为 1 的正方形 PABC 沿 x 轴从左端无穷远处滚向右端无穷远处,点 B 恰好能经过原点.设动点 P 的纵坐标关

于横坐标的函数解析式为 ,则对函数 有下列判断: 

①函数  是偶函数; 

② 是周期为 4 的函数; 

③函数 在区间[10,12] 上单调递减; 

④函数 在区间[1,1] 上的值域是[1, ] ; 

其中判断正确的序号是__________. (写出所有正确结论的序号) 

 

 

四、解答题：共 70分。解答应写出文字说明、证明过程或演算步骤。 

17、(本小题满分 10 分) 

求下列答式的值: 

(1)   

(2)  

 

18、(本小题满分 12 分) 

已知集合 , . 

(1)若 ,求实数 的取值范围; 

(2)若 ,求实数 的取值范围. 

 

19、(本小题满分 12 分) 

已知 , ,当 为何值时. 

(1) 与 垂直? 

(2) 与 平行?平行时它们是同向还是反向? 

 

20、(本小题满分 12 分) 

函数 是定义在 R 上的偶函数,当 时, . 

(1)求 的函数解析式; 

(2)作出 的草图,并求出当函数 有 6 个不同零点时,  的取值范围. 

 

21、(本小题满分 12 分) 

函数 的一段图象如下图所示, 

(1)求函数 的解析式; 

(2)将函数 的图象向右平移 个单位,得函数 的图象,求  在 x∈[0, ]的单调增区间. 

 

 

 

 

 

 

 

22、(本小题满分 12 分) 

已知函数 . 

(1)函数 是否过定点?若是求出该定点,若不是,说明理由. 

(2)将函数 的图象向下平移 个单位,再向左平移 2 个单位后得到函数 , 

设函数 的反函数为 ,求 的解析式. 

(3)在(2)的基础上,若函数 过(4,2)点,且设函数 的定义域为 ,若在其定义域内,不等式

恒成立,求 的取值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