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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 2018 年中等学校招生考试 

数学学科说明 

 

    江西省 2018 年中等学校招生考试数学学科说明是以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

年版）》为依据编制而成的。数学学科学业考试应当在知识与技能、数学思考、问题解决、

情感与态度等方面对学生进行全面的考查，不仅要考查对知识与技能的掌握情况，而且要更

多地关注对数学思想方法本身意义的理解和在理解基础上的应用；不仅要考查学生的数感、

符号意识、空间观念、几何直观、数据分析观念、运算能力、推理能力、模型思想、创新意

识与应用意识，而且要重视对学生的思维过程以及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和数学表达等方面的考查。 

    一、指导思想 

中考数学学业评价的指导思想是：有利于全面考察学生的学习状况、激励学生的学习热

情、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造精神；有利于体现素质教育导向、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进

一步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实施；有利于高一级学校选拔合格的、具有学习潜能的新生。     

二、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考试采用闭卷笔试形式，全卷满分为 120分，考试时间为 120分钟。 

“数与代数”、“空间与图形”、“统计与概率”三个领域所占分值比例约为 45％、40％、

15％，并将综合与实践应用的考查渗透到上述三个领域的内容之中。   

试题由客观性试题和主观性试题两部分组成，客观性试题和主观性试题两部分的分值

比例为 30％：70％。 

客观性试题包括选择题和填空题，选择题 6道，每道 3分，共 18分；填空题 6道，每

道 3 分，共 18分；主观性试题有 11 道，包括操作(作图)题和解答题(含计算题、证明题、

开放题、探索题、应用题等)，共 84 分（见下表）。选择题是四选一型的单项选择题；填空

题只要求写出结果，不必写出计算过程或推证过程；作图题只要求保留作图痕迹，不要求写

作法；解答题在解答时都应写出文字说明、演算步骤或推理过程。     

 

题型 选择题 填空题 解答题  

题号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合计 

题量 6 6 5 3 2 1 23 

分值 18 18 30 24 18 12 120 

试题按其难度分为容易题、中等题和较难题，三种试题分值之比为 5：3.5：1.5。 

整卷试题的难度系数约为 0.6。 

 三、考试内容与要求 

    (一)数与代数部分     

    1．数与式 

    (1)理解有理数的意义，能用数轴上的点表示有理数，会比较有理数的大小。 

    (2)借助数轴理解相反数和绝对值的意义，会求有理数的相反数与绝对值。 

    (3)理解乘方的意义，掌握有理数的加、减、乘、除、乘方以及简单的混合运算(以三步

为主)。 

    (4)理解有理数的运算律，并能运用运算律简化运算。    

   (5)能运用有理数的运算解决简单的问题。 

    (6)了解平方根、算术平方根、立方根的概念，了解开方与乘方互为逆运算，会用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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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算求某些非负数的平方根，会用立方运算求某些数的立方根。 

    (7)了解无理数和实数的概念，知道实数与数轴上的点一一对应。能用有理数估计一个

无理数的大致范围。 

    (8)了解近似数，并能按问题的要求对结果取近似值。   

    (9)了解二次根式、最简二次根式的概念及其加、减、乘、除运算法则，会用它们进行

有关实数的简单四则运算。 

    (10)能分析简单问题的数量关系，并用代数式表示。能解释一些简单代数式的实际背景

或几何意义。 

    (11)会求代数式的值。         

    (12)了解整数指数幂的意义和基本性质，会用科学记数法表示数。         

    (13)理解整式的概念，会进行简单的整式加、减、乘、除运算(其中，多项式相乘仅指

一次式之间以及一次式与二次式相乘)。 

    (14)了解公式    2 2a b a b a b    ； 
2 2 22a b a ab b    的几何背景，并能进

行简单计算。 

    (15)会用提公因式法、公式法(直接用公式不超过二次)进行因式分解(其中指数是正整

数)。 

    (16)了解分式和最简分式的概念，会利用分式的基本性质进行约分和通分，会进行简单

的分式加、减、乘、除运算。 

2．方程与不等式 

(1)能够根据具体问题中的数量关系，列出方程，体会方程是刻画现实世界数量关系

的有效数学模型。 

  (2)能用观察、画图等手段估计方程的解。     

  (3)会解一元一次方程、二元一次方程组、可化为一元一次方程的分式方程。 

  (4)理解配方法，会用因式分解法、公式法、配方法解数字系数的一元二次方程。会

用一元二次方程根的判别式判别方程根的情况；了解一元二次方程根与系数的关系。 

  (5)结合具体问题，了解不等式的意义，掌握不等式的基本性质。 

  (6)会解一元一次不等式组，并会用数轴确定解集。     

  (7)能够根据具体问题中的数量关系，列出一元一次不等式解决简单的问题。 

  (8)能根据具体问题的实际意义，检验结果是否合理。 

 3．函数 

 (1)能探索简单、具体问题中的数量关系和变化规律。 

 (2)了解常量、变量的意义，了解函数的概念和三种表示方法。     

 (3)能结合图象对简单实际问题中的函数关系进行分析，能用适当的函数表示法刻画

某些实际问题中变量之间的关系。 

 (4)能确定简单的整式、分式和简单实际问题中的函数的自变量取值范围，并会求出

函数值。 

 (5)结合对函数关系的分析，能对变量的变化情况进行初步讨论。 

 (6)了解一次函数(正比例函数)、反比例函数、二次函数的意义，根据已知条件确定

一次函数(正比例函数)、反比例函数、二次函数的表达式，会用待定系数法求函数表达式。 

 (7)会画一次函数(正比例函数)、反比例函数、二次函数的图象，根据一次函数(正比

例函数)、反比例函数、二次函数的图象和解析表达式理解其性质，会用配方法确定二次函

数图象的顶点坐标，开口方向和对称轴。 

 (8)能根据一次函数的图象求二元一次方程组的近似解。会利用二次函数的图象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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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二次方程的近似解。 

 (9)能用一次函数(正比例函数)、反比例函数、二次函数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     

(二)图形与几何部分 

 1．图形的性质 

  (1) 会比较线段的大小，理解线段的和、差，以及线段中点的意义。理解两点间距

离的意义，会度量两点之间的距离。    

  (2)理解角的概念，能比较角的大小，能估计一个角的大小，会计算角的和与差，认

识度、分、秒，会进行角度的简单换算。 

  (3)理解角平分线及其性质。     

  (4)理解补角、余角、对顶角等概念及有关性质。 

  (5)理解垂线、垂线段等概念及有关性质。 

  (6)知道过一点有且只有一条直线垂直于已知直线，会用三角尺或量角器过一点画一

条直线的垂线。 

  (7)理解线段垂直平分线及其性质。 

  (8)掌握两直线平行的判定定理和有关性质。     

  (9)知道过直线外一点有且只有一条直线平行于已知直线，会用三角尺和直尺过已知

直线外一点画这条直线的平行线。 

  (10)理解点到直线距离的意义、两条平行线之间距离的意义，会度量点到直线的距

离，两条平行线之间的距离。 

  (11)理解三角形及其内角、外角、中线、高线、角平分线等有关概念，会画任意三

角形的角平分钱、中线和高，了解三角形的稳定性。 

  (12)掌握三角形中位线定理、三角形内角和定理及推论，了解三角形重心的概念，

知道三角形的内心、外心。 

  (13)理解全等三角形的概念，掌握两个三角形全等的条件。 

  (14)了解等腰三角形的有关概念，掌握等腰三角形的性质和一个三角形为等腰三角

形的条件；了解等边三角形的概念及性质。 

  (15)了解直角三角形的概念，掌握直角三角形的性质和一个三角形是直角三角形的

条件。 

  (16)会运用勾股定理解决简单问题；会用勾股定理的逆定理判定一个三角形是否为

直角三角形。 

  (17)了解多边形的内角和与外角和公式，了解正多边形的概念及正多边形和圆的关

系。     

  (18)掌握平行四边形、矩形、菱形、正方形的概念、性质和一个四边形是平行四边

形、矩形、菱形、正方形的条件，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了解四边形的不稳定性。 

   (19)理解圆、弧、圆心角、圆周角的概念，了解等弧、等圆的概念，了解点与圆、

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 

(20)掌握垂径定。 

 (21)了解圆周角定理及其推论：圆周角与圆心角及其所对弧的关系、直径所对圆周角

的特征，圆内接四边形的对角互补。     

 (22)掌握切线的概念，理解切线与过切点的半径之间的关系；能判定一条直线是否为

圆的切线，会过圆上一点画圆的切线，了解切线长定理。 

 (23)会计算圆的弧长及扇形的面积。 

 (24)能完成以下基本作图：作一条线段等于已知线段，作一个角等于已知角，作角的

平分线，作线段的垂直平分线；过一点作已知直线的垂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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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能利用基本作图作三角形；已知三边作三角形；已知两边及其夹角作三角形；已

知两角及其夹边作三角形；已知底边及底边上的高作等腰三角形；已知一直角边和斜边做直

角三角。 

 (26)能过一点、两点和不在同一直线上的三点作圆。 

 (27)了解尺规作图的步骤，对于尺规作图题，会写已知、求作，保留作图痕迹，不要

求写出作法。 

 (28)会画基本几何体(直棱柱、圆柱、圆锥、球)的三视图(主视图、左视图、俯视图)，

会判断简单物体的三视图，能根据三视图描述简单的几何体或实物原型。     

 (29)了解直棱柱、圆锥的侧面展开图，能根据展开图想象和制作立体模型。   

 (30)了解基本几何体与其三视图、展开图(球除外)之间的关系；知道这种关系在现实

生活中的应用(如物体的包装)。 

 (31)能根据光线的方向辨认实物的阴影。     

 (32)了解中心投影和平行投影的概念。 

 2．图形的变化 

 (1)了解轴对称及它的基本性质，理解对应点所连的线段被对称轴垂直平分的性质。  

 (2)能够按要求作出简单平面图形，经过一次或两次轴对称后的图形；知道简单图形

之间的轴对称关系，并能指出对称轴。 

  (3)了解轴对称图形的概念，理解基本图形(等腰三角形、矩形、菱形、正多边形、

圆)的轴对称性及其相关性质。 

 (4)能欣赏现实生活中的轴对称图形。 

 (5)了解平移的意义，理解它的基本性质，能按要求作出简单平面图形平移后的图形。 

 (6)了解旋转的意义，理解它的基本性质；了解中心对称、中心对称图形的概念及其

基本性质。 

 (7)了解线段、平行四边形、正多边形、圆的中心对称性质，能够按要求作出简单平

面图形旋转后的图形。 

 (8)知道图形之间的变换关系(轴对称、平移、旋转及其组合)。能灵活运用轴对称、

平移和旋转及其组合进行图案设计。   

 (9)了解比例的基本性质，了解线段的比、成比例线段与黄金分割。 

 (10)了解相似的意义；理解相似图形的性质，了解相似三角形判定定理和性质定理。 

 (11)了解图形的位似，能够利用位似将一个图形放大或缩小。   

 (12)利用图形的相似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如利用相似测量旗杆的高度)。    

(13)认识锐角三角函数(sinA，cosA，tanA)，知道 30°、45°、60°角的三角函数值。     

 (14)运用三角函数解决与直角三角形有关的简单实际问题。 

 3．图形与坐标     

 (1)理解平面直角坐标系的有关概念，能画出平面直角坐标系；在给定的直角坐标中，

会根据坐标描出点的位置，由点的位置写出它的坐标。     

 (2)能在方格纸上建立适当的直角坐标系，描述物体的位置。 

 (3)在同一直角坐标系中，感受图形变换后点的坐标的变化。 

 (4)灵活运用不同的方式确定物体的位置。     

 4．图形与证明 

  (1)了解证明的含义，理解证明的必要性。了解定义、命题、定理的含义，会区分命

题的条件(题设)和结论。了解逆命题的概念，会识别两个互逆命题，并知道原命题成立其逆

命题不一定成立。 

(2)理解反例的作用，知道利用反例可以证明一个命题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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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知道反证法的含义。 

(4)掌握用综合法证明的格式，知道证明的过程要步步有据。 

(5)掌握以下基本事实：     

   ①两点确定一条直线；两点之间线段最短；过一点有且只有一条直线与已知直线垂

直；过直线外一点有且只有一条直线与这条直线平行。 

   ②两条直线被一组平行线所截，所得的对应线段成比例。 

   ③若两个三角形的两边及其夹角(或两角及其夹边、或三边)分别相等，则这两个三

角形全等。 

④两角及其夹边分别相等的两个三角形全等。 

   ⑤ 全等三角形的对应边、对应角分别相等。 

 (6)掌握下列定理与推论：     

    ①平行线的性质定理和判定定理。 

    ②三角形的内角和定理及推论。     

    ③直角三角形全等的判定原理。         

    ④角平分线性质定理及逆定理：三角形的三条角平分线交于一点(内心)。 

    ⑤垂直平分线性质定理及逆定理；三角形的三边的垂直平分线交于一点(外心)。 

    ⑥三角形中位线定理。     

    ⑦等腰三角形、等边三角形、直角三角形的性质和判定定理。 

    ⑧平行四边形、矩形、菱形、正方形的性质和判定定理。     

(三)统计与概率部分     

1．抽样与数据分析 

  (1)能从事收集、整理、描述和分析数据的活动，能处理较为简单的数据。 

  (2)了解抽样的必要性、简单随机抽样的概念，能指出总体、个体、样本，知道不同

的抽样可能得到不同的结果。 

  (3)会制作扇形统计图，能用扇形统计图描述数据。    

  (4)理解平均数的意义，会计算中位数、众数、在具体情境中理解并会计算加权平均

数；根据具体问题，能选择合适的统计量表示数据的集中程度。 

  (5)会表示一组数据的离散程度，会计算方差，并会用它们表示数据的离散程度。 

  (6)理解频数、频率的概念，了解频数分布的意义和作用，会列频数分布表，画频数

分布直方图和频数折线图，并能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 

  (7)了解用样本估计总体的思想，能用样本的平均数、方差来估计总体的平均数和方

差。 

 (8)根据统计结果作出合理的判断和预测，了解统计对决策的作用，能比较清晰地表

达自己的观点。 

 (9)能用统计知识解决一些简单的实际问题，能对日常生活中的某些数据发表自己的

看法。 

2．概率    

  (1)了解概率的意义，会运用列举法(包括列表、画树状图)计算简单事件发生的概率。 

  (2)知道大量重复实验时频率可作为事件发生概率的估计值。 

(四) 综合与实践部分 

 1.结合实际情境，经历由设计方案到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体验建立模型解决问题的

过程，并在过程中发现和提出问题。 

2.通过对一系列问题的探究，了解获得研究问题的一般方法和经验，了解所学过知识

（包括其他学科知识）之间的关联，发展应用意识和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