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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解析】D
解法⼀：
第⼀步，本题考查基础应⽤题，⽤代⼊排除法求解。
第⼆步，根据“甲产量的2倍与⼄产量的5倍之和等于丙产量的4倍”可列出等量关系：2甲+5⼄=4丙，根
据奇偶特性可知，⼄产量应该是偶数，优先代⼊C和D；C选项：2×3+5×2≠4×1，排除；D选项：
2×3+5×2=4×4，暂且保留。根据“丙产量与甲产量的2倍之和等于⼄产量的5倍”可列出等量关系：丙
+2甲=5⼄，D选项：4+2×3=5×2，满⾜此等量关系，D选项完全符合题意。
因此，选择D选项。
解法⼆：
第⼀步，本题考查基础应⽤题。
第⼆步，设甲、⼄、丙的产量分别为x，y，z。根据等量关系可列如下不定⽅程组：
2x+5y=4z（1）;z+2x=5y（2）。两式相加，得4x=3z，将此结果代⼊（2）式化简有2y=z，则x：y：
z=3：2：4。
因此，选择D选项。

2. 【解析】D
第⼀步，本题考查⾏程问题，⽤⽅程法解题。
第⼆步，根据狗与两⼈同时出发可知狗与两⼈的运动时间相同。两⼈从相距1200⽶，相向运动⾄100
⽶，共⾏⾛1200－100＝1100（⽶），设两⼈运动时间为t秒，根据相遇公式 ，1100＝
（40＋60）×t，解得t＝11。则狗总共跑的距离为11×80＝880（⽶）。
因此，选择D选项。

3. 【解析】A
第⼀步，本题考查经济利润问题。
第⼆步，由题意可知，出租车价格，2公⾥以内8元，2-5公⾥，每公⾥2元，则前5公⾥需花费8＋2×3
＝14（元）；已知该乘客共花费了20元，则超过5公⾥的路程花费20－14＝6（元），已知5—8公⾥，
每公⾥3元，则可⾏驶6÷3＝2（公⾥），那么⼀共⾏驶了为5＋2＝7（公⾥）。 
因此，选择A选项。

4. 【解析】B
第⼀步，本题考查经济利润问题的基础公式类。
第⼆步，根据总利润＝总收⼊－总成本。4天全卖完的收⼊为10×100×4＝4000（元），其中2天剩余
20⽄的收⼊为10×80×2＝1600（元），其中1天剩余10⽄的收⼊为10×90×1＝900（元），所以7天的
总收⼊为4000＋1600＋900＝6500（元）。7天的总成本为7×100×5＝3500（元），故总利润为6500－
3500＝3000（元）。
因此，选择B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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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解析】C
第⼀步，本题考查数列问题，⽤⽅程法解题。
第⼆步，由三个⾃然数成等差数列且公差为20，可设三个数分别为x、x+20、x+40。根据其和为
4095，可得x+ x+20+x+40=4095，解得x=1345，故三个数中最⼤的是x＋40＝1385。
因此，选择C选项。

6. 【解析】D
第⼀步，本题考查概率问题。
第⼆步，成活⼀棵的概率为80%= ，⾄少成活2棵包含两种情况：成活2棵和成活3棵，成活2棵的概

率为 ，成活3棵的概率为 ，则⾄少成活2棵的概率为

。
因此，选择D选项。

7. 【解析】C
第⼀步，本题考查⼏何问题，属于平⾯⼏何类。
第⼆步，如图所⽰：⼤正⽅形边长为1⽶=100厘⽶，则OC= 厘⽶，扇形半径为1⽶，即OA=100
厘⽶，AC= -100=100（√2-1），则所切的最⼤正⽅形ABCD的边长约为

（厘⽶），结合选项，最⼤选27.6。

因此，选择C选项。

8. 【解析】B
第⼀步，本题考查平⾯⼏何问题。
第⼆步，由题意可得，甲、⼄、丙、丁四⼈位置关系如下图所⽰：

第三步，甲⼄＝⼄丙＝2公⾥，∠⼄＝60°，故甲、⼄、丙三⼈位置关系成等边三⾓形，那么甲丙的
距离为2公⾥；甲丁＝丙丁，∠丁甲丙＝15＋30＝45°，故甲、丙、丁三⼈位置关系为等腰直⾓三⾓
形，甲丙的距离为2公⾥，根据等腰直⾓三⾓形对应边⽐例为1∶1∶√2，可得丁与甲、丙距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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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因此，选择B选项。

9. 【解析】D
第⼀步，本题考查基础应⽤题，⽤⽅程法解题。
第⼆步，设⾃驾游的⼩车数为x，根据⾃驾游⼈数⼀定可列⽅程5x－4=4x＋8，解得x=12。
因此，选择D选项。

10. 【解析】D
第⼀步，本题考查最值问题，属于最不利构造。
第⼆步，根据“⾄少……保证……”可知本题为最不利构造，答案为“所有最不利情况+1”。要求搬出的
鲜花中⼀定有郁⾦⾹，最不利的情况是把所有⽉季花、牡丹花都搬出来，即搬出20+20=40（盆）。在
此基础上再搬1盆，就能够保证搬出的鲜花中⼀定有郁⾦⾹，即⾄少要搬出40+1=41（盆）。
因此，选择D选项。

11. 【解析】A
第⼀步，本题考查排列组合问题，属于⽅法技巧类。
第⼆步，根据插板法的使⽤条件：将n个相同的元素分给m个组，每组⾄少得⼀个，总的分配⽅法为

。此题符合插板法模型，直接套⽤公式  。 
因此，选择A选项。

12. 【解析】B
第⼀步，本题考查排列组合问题，⽤插空法解题。
第⼆步，观看视频和阅读⽂章不能连续进⾏，先把收藏分享、论坛交流和考试答题排列好，共有 ＝
6（种）⽅式，这三部分形成4个空，需在4个空中插⼊“观看视频”和“阅读⽂章”，有 ＝12（种）⽅
式，那么共有6×12＝72（种）学习顺序。
因此，选择B选项。

13. 【解析】C
第⼀步，本题考查排列组合问题。
第⼆步，A地1箱，有 ＝6（种）⽅式，B地2箱，有 ＝10（种）⽅式，C地3箱有 ＝1（种）⽅式，
三个配送员分别去三个不同的仓储点，有 ＝6（种）⽅式，那么⼀共有6×10×1×6＝360（种）⽅
式。
因此，选择C选项。

14. 【解析】D
解法⼀：
第⼀步，本题考查基础计算问题，⽤代⼊排除法解题。
第⼆步，1—9数字之和为5×9=45，依次代⼊选项：A选项，当号码和为10且为最⼩组的号码和，则最
⼤的组是其两倍为20，另⼀组为45-10-20=15，10＜15＜20，符合题意；B选项，当号码和为11且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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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的号码和，最⼤的组是其两倍为22，另⼀组为45-11-22=12，11＜12＜22，符合题意。（由于代⼊B
选项时，其中⼀组号码和为12，故C选项12也可满⾜）
因此，选择D选项。
解法⼆：
第⼀步，本题考查基础计算问题。
第⼆步，1—9数字之和为5×9=45，根据最⼤组号码之和是最⼩组的两倍，设最⼩组为x，则最⼤组为
2x，中间组为45-3x，可知，中间组⼀定为3的倍数；最⼤组号码之和最⼤为7+8+9=24，则最⼩组号码
之和最⼤为24÷2=12，D选项⼤于12且不是3的倍数，不可能成⽴。
因此，选择D选项。

15. 【解析】B
第⼀步，本题考查⾏程问题，属于基本⾏程类。
第⼆步，根据题意，⼩明从家到学校进⾏往返，上下坡距离相等，可利⽤等距离平均速度求得

千⽶/⼩时，由于平路速度也为9千⽶/⼩时，往返总时间是1⼩时，故往返总

路程为9×1＝9千⽶，则⼩明从家到学校是往返路程的⼀半4.5千⽶。
因此，选择B选项。

16. 【解析】B
第⼀步，本题考查⼏何问题，属于平⾯⼏何类。
第⼆步，设梯形的上底、下底、⾼分别为a、b、h，根据“⾯积将扩⼤10平⽅⽶”可得

，解得h＝10（⽶）；根据“⾯积将扩⼤55平⽅⽶”可得

，解得a＝10（⽶）；根据“⾯积将扩⼤105平⽅⽶”可得

，解得b＝20（⽶）。

第三步，如果上底增加1倍（即为原来的2倍）多2⽶变为22⽶，下底边增加3倍（即为原来的4倍）多4
⽶变为84⽶，则⾯积将扩⼤ （平⽅⽶）。

因此，选择B选项。

17. 【解析】D
根据题意赋值三⽉营业额为9，则四⽉的营业额 ，五⽉的营业额 ，因此三
⽉的营业额⽐五⽉的营业额少 。

故正确答案为D。

18. 【解析】A
概率 。不放回的依次随机取出3个⼩球，总的情况数为 =720种；要求取出
的⼩球依次是⿊⾊、红⾊、⽩⾊的情况数为 =6种，则取出的⼩球依次是⿊⾊，红⾊，⽩⾊的
概率为 = 。

故正确答案为A。

19. 【解析】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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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则溶质=溶液×浓度。原来浓度为4%的250克⾷盐⽔中⾷盐的含量为250×4%=10克；添
加10克⾷盐，再蒸发掉160克⽔，则此时⾷盐含量为10+10=20克，溶液为250+10-160=100克，则

。

故正确答案为C。

20. 【解析】A
第⼀步，本题考查⾏程问题，属于基本⾏程类。
第⼆步，根据第⼀天和第⼆天的⾏驶时间之⽐为3∶4，设第⼀天跟第⼆天的时间分别为3t和4t，第⼆
天和第三天的路程相等，设第⼆天第三天的路程都为s，并且第三天⾏驶5⼩时，第⼀天的路程为400
千⽶，前三天的平均速度为80千⽶/⼩时，根据路程=速度×时间，可以得到⽅
程 （3t+4t+5）×80=2s+400，解得s=280t。
第三步，第⼆天的平均速度为280t÷4t=70（千⽶/⼩时）。
因此，选择A选项。

21. 【解析】C
解法⼀：
第⼀步，本题考查⼏何问题，属于平⾯⼏何类。
第⼆步，两个圆⾯积之⽐为16∶9，半径之⽐为4∶3，⼩圆直径为15⽶，则⼤圆直径为20⽶，两个圆
的周长共20π+15π=35π。独轮车直径50厘⽶=0.5⽶，周长为0.5π，⼩丑沿8字形轨迹骑⾏⼀圈，车轮转

动了 （圈）。

因此，选择C选项。
解法⼆：
第⼀步，本题考查⼏何问题，属于平⾯⼏何类。
第⼆步，两个圆⾯积之⽐为16∶9，半径之⽐为4∶3，那么周长之和应该是4+3=7的倍数，⽽独轮车直
径不含7因⼦，那么转动圈数应该是7的倍数。只有C满⾜。
因此，选择C选项。

22. 【解析】C
设原⽅阵为n阶⽅阵，即每⾏每列都有n⼈，则运动员总数为n²+99，每⾏每列多加了4⼈后少37⼈，运
动员总数为（n+4）²-37，利⽤⼈数相等列⽅程n²+99=（n+4）²-37，解得n=15，学校共有运动员
n²+99=324（⼈）。
因此，选择C选项。

23. 【解析】B
第⼀步，本题考查最值问题，⽤枚举法解题。
第⼆步，根据甲企业预计最多正好购买92盒，构造数量最多的情况，即：购买4份20盒装的圆珠笔，
购买1份10盒装圆珠笔，购买2份单盒装圆珠笔，甲的费⽤＝4×120＋1×70＋2×10＝570元。
第三步，同理，根据⼄企业最多正好购买103盒，构造数量最多的情况，即：购买5份20盒装的圆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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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购买3份单盒装圆珠笔，⼄的费⽤＝5×120＋3×10＝630元。两⼈合买的总费⽤为570＋630＝1200
元，全部购买20盒装的圆珠笔可以购买10份，即200盒，⽐分开购买多了200－92－103＝5盒。
因此，选择B选项。

24. 【解析】D
第⼀步，本题考查不定⽅程问题。
第⼆步，设答对、答错、不答的题⽬数分别为x、y、z道，根据总得分列⽅程：10x-5y-3z=95，则z⼀
定为5的倍数，当z=5时，x、y、z⽆法构成等差数列；当z=10时，x=20、y=15符合题意，共有
x+y+z=45道题。
因此，选择D选项。

解析II：

根据等差数列的基本性质，可以假设中项是x（也就是答错题⽬是x道），那么答对的题⽬数就是
x+d，不答的题⽬数是x-d。根据题意可以得到⼀个⽅程：10(x+d)-5x-3(x-d)=95，整理后可得：
2x+13d=95，⾯对这样的⼀个两个未知数的⽅程，我们可以采取代⼊法，A答案是15，也就是(x+d)+x+
(x-d)=15，则x=5，代⼊到2x+13d=95后，d=（95-10)/13除不尽，（虽说没有规定公差必须是整数，但
是⼀般来说，公差不会是⼀个⽆限⼩数）排除，这样可以轻松找到D答案，因为能被13整除只能是65.
熟练的同学，其实可以直接确定13d=65，这就是经验之谈了。

25. 【解析】A
第⼀步，本题考查不定⽅程问题，⽤数字特性法解题。
第⼆步，根据20多辆车将2220⼈，满载2趟正好送完，设⼤车有x辆，⼩车有y辆，建⽴等量关系
式:2×x×50＋2×y×36＝2220，将此式化解得：25x＋18y＝555,根据因⼦特性，18y能被5整除，即：y
是5的整数倍，当y＝5时，x不是正整数，排除；y＝10时，x＝15，符合车辆总数20多辆的条件，所以
⼤车⽐⼩车多5辆。
因此，选择A选项。

26. 【解析】B
第⼀步，本题考查⼏何问题，属于⽴体⼏何类。
第⼆步，长⽅体表⾯积=1×2+（0.5×2）×2+（0.5×1）×2=5，圆柱体表⾯积
=2×（0.5²×π÷2）+（2π×0.5÷2）×2=3.925（平⽅⽶），平均每平⽶的涂漆成本为
200÷（5+3.925）≈22.4（元）。
因此，选择B选项。

27. 【解析】A
第⼀步，本题考查基础应⽤题，⽤⽅程法解题。
第⼆步，1.5L利润为1.5元，4L利润为2元，设1.5L为x瓶，4L为y瓶。列⽅程：1.5x+2y=800、
1.5x+4y=1000，解得x=400、y=100，出售1.5升装⽔的瓶数是4升装的4倍。
因此，选择A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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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解析】B
第⼀步，本题考查⼯程问题，效率类。
第⼆步，赋A、B两条⽣产线的效率均为1，对于订单⼄，⼀条⽣产线单独y天完成，则y=n；对于订单
甲，两条⽣产线共合作2x天，且还需⼀条⽣产线单独⽣产y天，最后才完成，所以2×2x+y=5n，解得
x=n。x、y均为n，所以x=y。
因此，选择B选项。

29. 【解析】C
第⼀步，本题考查容斥问题，属于⼆集合容斥类，⽤公式法解题。
第⼆步，共两个兴趣⼩组，其中80%的学⽣参加地理兴趣⼩组、30%的学⽣参加⽣物兴趣⼩组，则有
80%+50%-100%=30%的学⽣同时参加两个兴趣⼩组共300*30%=90（⼈）。
因此，选择C选项。

30. 【解析】C
第⼀步，本题考查最值问题，属于其他最值构造。
第⼆步，设总共有100⼈投票，则共出现了88+70+46=204（次），每张选票的个数不超过2时才为有效
票，先每张选票分2个，此时还剩4个，则⽆效票最少有4张，本次投票的有效率最⾼可能为96%。
因此，选择C选项。

31. 【解析】D
第⼀步，本题考查⼏何问题，属于平⾯⼏何类。
第⼆步，由旋转⼀周⼤约需30分钟，则45分钟时旋转⼀周半。甲在最低点位置坐上，旋转⼀周半到摩
天轮最⾼点，摩天轮最⾼点距离地⾯120⽶，甲距离地⾯120⽶。
因此，选择D选项。

32. 【解析】C
第⼀步，本题考查⼯程问题，属于效率类，⽤赋值法解题。
第⼆步，根据甲⼄速度⽐为3∶2，赋值甲⼄的效率分别为3和2，设⼯程总量为10x，当两⼈共同完成
总任务的⼀半时，甲完成了3x、⼄完成了2x，之后甲的速度变为3×（1-20%）=2.4、⼄的速度变为
2×（1+20%）=2.4，当甲完成总量的⼀半时，甲又完成了2x，由于甲⼄效率相同，⼄也完成了2x，此
时还剩x的⼯作量为100个零件，这批零件总数为10x=1000（个）。
因此，选择C选项。

33. 【解析】B
第⼀步，本题考查最值问题，属于数列构造。
第⼆步，总和⼀定，求某项最值，使⽤数列构造的⽅法。⾸先，根据题意将6辆货车的的载重量从⼩
到⼤排序则第⼀重的为71吨，最轻的为54吨，求第三重的卡车⾄少载重多少，则其余货车载重尽量
多，所以构造排名第⼆⾄第五的载重依次为：70，x，x－1，x－2。求和有：71＋70＋x＋（x－1）＋
（x－2）＋54＝62×6，解得x＝60。
因此，选择B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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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解析】C
解法⼀：
第⼀步，本题考查基础应⽤题，⽤⽅程法求解。
第⼆步，由题⼲“现场书写的春联中有188幅不是A⽼师书写的，有219幅不是B⽼师书写的”，可知A⽼
师⽐B⽼师多书写了219-188=31（幅）。设B⽼师书写了x幅春联，则A⽼师书写了x+31幅春联，由题意
有x+（x+31）=311，解得x=140。 
因此，选择C选项。
解法⼆：
第⼀步，本题考查基础应⽤题，⽤代⼊排除法求解。
第⼆步，根据就简代⼊原则，优先代⼊C选项140验证。则今年总共书写了140+219=359（幅）春
联，A⽼师书写了359-188=171（幅）春联，A，B两位⽼师今年⼀共书写了140+171=311（幅）春联，
完全符合题意。 
因此，选择C选项。

35. 【解析】C
解法⼀：
第⼀步，本题考查数列问题。
第⼆步，每⼈抢到的红包⾦额为100元可知三⼈所发红包总⾦额为300元，且⾦额第⼆多的红包即平均
数100元。那么想要最⼤的红包⾯额最多，需要最⼩的红包⾯额最⼩，最⼩为1元，那么最⼤为300-
100-1=199（元）。
因此，选择C选项。
解法⼆：
第⼀步，本题考查数列问题，⽤代⼊排除法求解。
第⼆步，题⽬问最⼤，优先代⼊200元。由等差数列性质可知⾦额第⼆多的红包即平均数100元，假如
最⼤红包是200元，则公差为100元，最⼩的红包是0元，⽆法发出红包；假如最⼤红包是199元，则公
差为99元，最⼩的红包是1元，符合题意。
因此，选择C选项。

36. 【解析】C
根据题意，“甲单独托运则超重需⽀付200元，⼄单独托运则超重需⽀付100元”，甲、⼄分别单独托运
超重共需⽀付200+100=300元，“若全部⾏李由⼀⼈负责托运，则超重需⽀付450元”，全部由⼀⼈托运
⽐甲、⼄单独托运需多⽀付450-300=150元，多出的150元费⽤就是其中⼀个⼈免费的重量变成超重部
分产⽣的费⽤。设免费重量为x千克，超出部分的费⽤为y元/千克，根据题意列⽅程组：
xy=150······①，（120-x）y=450······②；解得x=30，y=5，故每位乘客的免费托运
的⾏李最多为30千克。

故正确答案为C。

37. 【解析】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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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步，本题考查⾏程问题，属于基础⾏程问题，⽤赋值法解题。
第⼆步，由三⼈的速度之⽐为2∶1∶3，甲进⼊场地时⼄已跑完1/3圈，赋值甲、⼄、丙速度分别是
200、100、300，⼄跑完2圈所⽤时为3000÷100＝30，⼄跑500⽶所⽤时间为500÷100＝5，故当⼄跑完
2圈时甲跑的时间为30－5＝25，甲所⾛的距离为25×200＝5000（⽶）。
第三步，同理丙到场地时落后甲100⽶，甲跑100⽶所⽤时间为100÷200＝0.5，故丙在⼄跑完2圈时所
⽤时间为25－0.5＝24.5，丙所跑的距离为24.5×300＝7350（⽶）。丙⽐甲多⾏驶的距离为7350-5000＝
2350（⽶）。
因此，选择D选项。

38. 【解析】B
第⼀步，本题考查数列问题。
第⼆步，平均分既是等差数列又是等⽐数列，考虑公差为0、公⽐为1，即第7、8、9名分数相同，设
第7名的平均分为x，那么第6名平均分为x＋1，第五名为x＋2，第10名张龙的平均分为x－1，张龙英语
成绩实际为121分，若按112算相当于少算了9分，那么平均分少算了3分，则张龙的实际平均分应该为x
－1＋3＝x＋2，可以排到并列第五名。
因此，选择B选项。

39. 【解析】A
第⼀步，本题考查⼯程问题，属于效率类。
第⼆步，根据A和B的效率⽐为2∶3，赋值A和B的效率为2和3，⼯程总量为（2＋3）×8=40，A和C的
效率⽐为2∶1，故C的效率为1，A和B⽣产两天后又投产了C，前两天完成的⼯程总量为5×2=10，剩
余的⼯程总量为30，还需要的时间为30÷（2＋3＋1）=5（天）。⼀共需要的时间为5+2=7（天），8
－7＝1（天），则可以提前⼀天完成。
因此，选择A选项。

40. 【解析】B
第⼀步，本题考查⼯程问题，属于效率类。
第⼀步，根据12（甲+⼄）=20甲，解得甲∶⼄=3∶2，赋值甲的效率为3、⼄的效率为2，⼯作总量为
60。甲队先⼲5天，完成的⼯作量为15；甲、⼄合作3天，完成的⼯作量为15；剩余⼯作量为60-15-
15=30，⼄队单独完成还需要30÷2=15天，⼯程完成共需要5+3+15=23天。
第三步，8⽉15⽇开始施⼯，即8⽉共⼯作17天，9⽉还需⼯作23-17=6天，则⼯程完成的⽇期是9⽉6
⽇。
因此，选择B选项。

41. 【解析】B
第⼀步，本题考查其他杂题。
第⼆步，轴对称图形按照绿⾊长⽅形位置的不同可分为以下3类：
①两个长⽅形关于正⽅形横轴或竖轴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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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两个长⽅形关于正⽅形对⾓线对称但不相邻：

③两个长⽅形关于正⽅形对⾓线对称且相邻：

⼀共10种情况。
因此，选择B选项。

42. 【解析】A
奇数为1、3、5、7、9，共五个，总情况数为从5个奇数中选择两个不同奇数，共 种。三
次尝试有⼀次猜中即可。分类讨论：第⼀次猜中的概率为 ；第⼀次猜错第⼆次猜中的概率为

；前两次均错第三次猜中的概率为 。则能在吞卡前猜中的概率为
。

故正确答案为A。

43. 【解析】D
解法⼀：
第⼀步，本题考查基础应⽤题，⽤⽅程法求解。
第⼆步，设2016年两种作物产量为A、B，那么由题意10%A+25%=18%（A+B），解得A∶B=7∶8。题
⽬所求为2017年，则1.1A∶1.25B=7.7∶10=77∶100。
因此，选择D选项。
解法⼆：
第⼀步，本题考查基础应⽤题，⽤⼗字交叉法求解。
第⼆步，设2016年两种作物产量为A、B，那么对混合增长率进⾏⼗字交叉有：

所得⽐例7%∶8%=7∶8即A、B之⽐。题⽬所求为2017年，则1.1A∶1.25B=7.7∶10=77∶100。
因此，选择D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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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解析】C
第⼀步，本题考查植树问题。
第⼆步，卸完第9个站的瓶装⽔，说明已经⾛了9段，卸了9次⽔，共⽤时14:27－14:00＝27（分钟），
其中卸⽔⽤了9分钟，那么⾛了9段⽤时18分钟，则每段⽤时2分钟。
第三步，全程往返共19×2=38段，⽤时38×2=76（分钟），卸⽔18次，⽤18分钟，共需76+18=94（分
钟），14:00从起点出发，则回到起点的时间为14:00＋94分钟＝15:34。
因此，选择C选项。

45. 【解析】B
第⼀步，本题考查经济利润问题，属于基础公式类。
第⼆步，设量贩式超市的单件利润为x元，那么便民⼩超市的单件利润为（x＋1.5）元。可列⽅程：
600x＋400×（x＋1.5）＝5000，解得x＝4.4，那么该商品的进价为12－4.4＝7.6（元）。
因此，选择B选项。

46. 【解析】D
第⼀步，本题考查基础应⽤题，⽤⽐例法解题。
第⼆步，1⽴⽅⽶的可燃冰可产⽣0.8⽴⽅⽶的⽔，即每⽴⽅⽶少0.2⽴⽅⽶。现在少了22⽴⽅⽶，可知
原来的可燃冰有22÷0.2=110（⽴⽅⽶），可产⽣天然⽓110×164=18040（⽴⽅⽶），多于1.8万⽴⽅
⽶。
因此，选择D选项。

47. 【解析】B
第⼀步，本题考查⾏程问题，属于相遇追及类。
第⼆步，环形同点同向出发每追上⼀次，甲⽐⼄多跑⼀圈。第⼀次由于是不同起点，甲⽐⼄多跑原来
的差距200⽶；之后两次追上都多跑400⽶，甲⼀共⽐⼄多跑200+400×2=1000（⽶）。⼄跑了2000
⽶，甲跑了3000⽶，时间相同，则速度⽐与路程⽐也相同，可知甲的速度是⼄的3000÷2000=1.5倍。
因此，选择B选项。

48. 【解析】B
第⼀步，本题考查循环周期问题，⽤枚举法解题。
第⼆步，每隔n天相当于每n+1天，那么去甲⼄丙丁采购的周期分别是3、5、7、8天。则枚举采购⽇期
如下：
甲：1、4、7、10、13、16、19、22、25、28、31；
⼄：1、6、11、16、21、26、31；
丙：1、8、15、22、29；
丁：1、9、17、25。
可知四个基地都没去的⽇期为2、3、5、12、14、18、20、23、24、27、30，共11天。
因此，选择B选项。

49. 【解析】C

www.chinaexam.org 12/28



设刚开始倒⼊A试管中药⽔的浓度为x，取10克加⼊A试管，浓度变为 ；再取10克倒⼊B试
管，浓度变为 ；再取10克倒⼊C试管，浓度变为，此时浓度为2%，可列⽅程：

，解得x＝30%。
因此，选择C选项。

50. 【解析】D
每组的⼈数有且仅有6种不同的可能性，说明此数字除了1和本⾝，有且仅有6个因⼦。除了1，最⼩的
三个数是2、3、4，⽽ ，24除了能被1和24整除外，还可以被2，3，4，6，8，12整除，满⾜
要求，故⼈数可能的最⼩值是24⼈。现要使最⼤值最⼤，则其差值也应最⼤，故从最⼤值开始代⼊验
算。D项：假设差值为64，则最⼤值为24+64=88， ，刚好每组的⼈数有且仅有
2、4、8、11、22、44这六种不同的可能性，满⾜条件。

故正确答案为D。

51. 【解析】A
⼩张7折购买甲商品即 元；⼄商品定价500，购买⼄商品时参加每满199元减50元的活
动，500元包含两个199元，即⼀共减100元，故⼄商品最终购买价格为500-100=400元；⼩张两件商品
总花销为210+400=610元。

现⼩赵购买甲商品，先打9折，即 元，然后在其基础上每满100元减10元，270元包含两个
100元，即⼀共减20元，故最终购买甲商品的价格为270-20=250元。要使⼩张和⼩赵购买两件商品花销
⼀样，则⼩赵购买⼄商品的价格必须是610-250=360元。代⼊A项，500元减50元为450元，再打8折即
是 元，符合条件。

故正确答案为A。

52. 【解析】B
匀加速直线运动的位移公式为： ，初始速度 为60km/h，即 km/s；速度上限120
km/h，即 km/s。根据“加速后50秒内，汽车⾏驶了1公⾥”，代⼊公式 ，即

，解得加速度a为 。汽车从开始加速到加速⾄⾼速公路的速度上限120 km/h，需
要 秒，对应B项。

故正确答案为B。

53. 【解析】C
赋值销量为100，上涨后销量变为115。设改进⽣产线之后，单件产品的⽣产成本降低了x。根据题意
可得表格：

数学运算（⼆）数学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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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要“保持降价前的单⽇利润”，可得，解得，单件产品的⽣产成本⾄少需要降低，对应C项。

故正确答案为C。

54. 【解析】B
若⼩张⼯作时每天都完成5次维修任务，则上个⽉应完成 次维修任务，⽽上个⽉实际共完成
98次维修任务，说明有以下两种情况：

⼀、某⼀天完成3次维修任务，其余的⼯作时间每天完成5次维修任务：从⼯作的20天中选出1天，有
种情况；

⼆、某两天是每天完成4次维修任务，其余的⼯作时间每天完成5次维修任务：从⼯作的20天中选出2
天，有 种情况。

所以他上个⽉每天完成的维修任务次数有 种情况，对应B项。

故正确答案为B。

55. 【解析】D
设甲学校的在校⽣⼈数为，⼄学校的在校⽣⼈数为 。当“甲学校转⼊30名学⽣，再将85名学⽣转到⼄
学校”后，甲学校的在校⽣⼈数变为 ⼈，⼄学校的在校⽣⼈数变为 ⼈。根
据“两个学校在校⽣⼈数相同”，可得 ，解得 ，此时⼄学校的在校⽣⼈数为

⼈，对应D项。

故正确答案为D。

56. 【解析】A
刘、陈⼆⼈必须同组，且甲⼄两地各需两⼈，则刘陈⼆⼈组成的队伍可在甲⼄两地中选择⼀个，情况
数为 ；张、王⼆⼈不能同组，则在⼆⼈中选择⼀⼈前往丙地，此时剩余⼆⼈⾃动组成⼩组，情况数
为 。则不同的安排⽅式共有 种。

故正确答案为A。

57. 【解析】C
长⽅体的棱长总和 ，即 ，解得 厘⽶。则长⽅体的长宽⾼分别
为16、14、12厘⽶，体积为 ⽴⽅厘⽶。

故正确答案为C。

58. 【解析】B
每张团体票可供10⼈参观，若58⼈均使⽤团体票，共需6张团体票，需花费 元。若50⼈使⽤
团体票，8⼈使⽤个⼈票，需花费 元。可知最少需花费360元，购买6张团体票。

故正确答案为B。

59. 【解析】B
圆圈和三⾓形分别表⽰挂彩灯和没挂彩灯的树，如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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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满⾜“⽆论将红旗挂在哪棵树上都与挂了彩灯的树相邻”，且要使挂彩灯的树尽可能地少，则每两
棵挂彩灯的树之间应该隔两棵没挂彩灯的树，且第⼀棵挂彩灯的树左侧还有⼀棵树没挂彩灯，最后⼀
棵挂彩灯的树右侧还有⼀棵没挂彩灯的树。观察发现，相当于每3棵树为⼀个周期，共有 个周
期，每个周期有⼀棵树挂彩灯，则总共有 棵树挂彩灯。

故正确答案为B。

60. 【解析】A
题⼲要求从正⾯、左侧⾯、下⾯看均为3×3的正⽅形，先在下⾯平铺⼀层，共9个⽴⽅体；接下来满
⾜正⾯和左侧⾯，只需要6个⽴⽅体即可。如下图所⽰，共有9+6=15个⽴⽅体。所以⾄少需要15个单
位⽴⽅体。

故本题没有正确答案。

备注：题⽬问⾄少有多少个单位⽴⽅体，命题⼈没有想到最少的情况，故本题按四个选项中最⼩的数
给出答案。

61. 【解析】C
根据题意可分为2种情况：（1）每个会场3⼈，即从6⼈中任选3⼈去⼀个会场，有 种情
况；（2）⼀个会场有2⼈，另⼀个会场有4⼈，即从6⼈中任选2⼈有 种情况，任选1个会场
去2⼈有 种情况，分步⽤乘法，有 种情况。分类⽤加法，则共有 种情况。

故正确答案为C。

62. 【解析】C
根据“甲带的钱是另外三个⼈总和的⼀半”，则 ， ；根据“⼄带的钱是另外三个⼈
的1/3”，则 ， ；根据“丙带的钱是另外三个⼈的1/4”，则 ，

。设⼀共带了60a元。则甲带了20a元，⼄带了15a元，丙带了12a元。所以⼀共带了60a=
，解得a=7。所以⼀共带了7×60=420元。

故正确答案为C。

63. 【解析】C
设⼩型车辆x辆，中型车辆y辆，⼤型车辆z辆。根据“总共停了20辆车”，可得 ；根据“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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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153元”，可得 。令 ，可得 。由于y、z≥0，且y、z均为整
数。代⼊选项A，解得 辆，错误；代⼊选项B，解得 ，错误；代⼊选项C，解得y=1，正确；
代⼊选项D，解得y为负数，错误。

故正确答案为C。

64. 【解析】D
根据题意，⼴场的直径为200⽶，则 ⽶；最深处为50⽶，则 ⽶， ⽶。由
于 是直⾓三⾓形，则 ，解得R=125，则该球的直径为 ⽶。

故正确答案为D。

65. 【解析】A
设运输A⽔果的车有x辆，运输B⽔果的车有y辆，运输C⽔果的车有z辆。根据题意可列式为：

, ， ，得 。2x与8均为偶数，则y也为偶数，且应≤4，可取
值为2、4。当y=4时，x=2，此时没有车辆运输C⽔果，与题意不符；当y=2时，x=3，z=1，满⾜要
求。即只有3辆车运输A⽔果，2辆车运输B⽔果，1辆车运输C⽔果这⼀种情况刚好满⾜题⼲条件。 

故正确答案为A。

66. 【解析】A
赋值⼀个订单的⼯作量为60，则赵师傅效率为60÷20=3、钱师傅效率为60÷20=3、孙师傅效率为
60÷15=4、李师傅效率为60÷12=5。由于同时开始，同时结束，因此在三个订单完⼯过程中，四个⼈
始终在⼯作，则 ⼩时。设赵协助钱师傅⼩时，根据钱负责的订
单⼯作进程可列⽅程为 ，解得x=8。

故正确答案为A。

67. 【解析】A
题⼲中只给出时间，没有具体的速度和路程，不妨将环形跑道全程长度赋值为3。在环形跑道中，由
同⼀起点同向⽽⾏，相遇⼀次时快者⽐慢者多⾛⼀个全程，⽤时3分钟，则： ，解
得 ；在环形跑道中，由同⼀起点相向⽽⾏，相遇⼀次时快者和慢者⼀共⾛⼀个全程，
⽤时1分钟，则： ，解得 。由①、②可求 ， 。则较慢者
每圈⽤时 分钟。

故正确答案为A。

68. 【解析】D
设该⼯程的⼯作总量为时间50天、80天的公倍数400，则甲⼯程队的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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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队的效率 ，由甲、⼄⼯程队合作20天后，⼄、丙⼯程队继续合作12天完成⼯程
可知： ，推得 ，则丙⼯程队单独完成此项⼯程需要时间

天。

故正确答案为D。

69. 【解析】B
根据题意，设原三位数百位、⼗位、个位的数字分别为a、b、c，则可得⽅程组：b-c=1；a=3b；

=693。解得a=9，b=3，c=2，则原三位数百位、⼗位、个位的数字之和
=9+3+2=14。

故正确答案为B。

70. 【解析】C
第⼀次⼈数与第⼆次⼈数相差1796-1742=54⼈，也就是颠倒之前的数字-颠倒之后的数字=54；又已知
个位+⼗位=10，代⼊选项验证：A选项：164-146=18≠54，排除；B选项：173-137=36≠54，排除；C
选项：182-128=54，8+2=10，符合条件，当选；D选项：191-119=72≠54，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C。

71. 【解析】B
要想时间最少，需要找到两⼈更擅长哪个案件。对于张警官来说，梳理甲、⼄案件所⽤时间之⽐
=2:8=1:4，对于王警官来说，梳理甲、⼄案件所⽤时间=1:6，王警官梳理甲案件更有优势，因此优先
让王警官梳理甲案件，张警官梳理⼄案件，1⼩时后王警官梳理完甲案件再和张警官⼀起梳理⼄案
件；

赋值⼄案件⼯作总量为24，则张警官完成⼄案件的效率是24/8=3，王警官完成⼄案件的效率是
24/6=4。1⼩时之后两个⼈合作还需要的时间为（24-3）/（3+4）=3⼩时。因此完成两项⼯作共需要
1+3=4⼩时。

故正确答案为B。

72. 【解析】B
设原长⽅形长为厘⽶，宽为厘⽶，可得两者周长关系为 ，化简得a+b=7①；可
得两者⾯积关系为 ②，直接求解较为复杂，考虑代⼊排除，满⾜①②即为正确答
案。

代⼊A项：a=4，根据①式，b=3，代⼊②式，左边 ，右边 ，两边不相
等，A项错误；

代⼊B项：a=5，根据①式，b=2，代⼊②式，左边 ，右边 ，两边相等，
此时B项满⾜题⼲所有条件，B项正确，当选，C、D两项⽆需代⼊。

故正确答案为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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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解析】B
设⽼王捐款为x，⽼李捐款为y，⽼张捐款为。

根据题意可以得到两个⽅程：

②

①式乘以165可得：

②

联⽴⽅程组：55x=33y=15z…③ …②；

解得x=72, z=264。代⼊①式，解得y=120，故x+y+z=72+120+264=456。

故正确答案为B。

74. 【解析】C
根据题意“若选⼩李或⼩张，就不能选⼩王”，即⼩李或⼩张⼊选时，⼩王⼀定不⼊选，⼩王⼊选时，
⼩李和⼩张都不⼊选。“三⼈中有⼈⼊选”有以下四种情况：

①⼩李和⼩张同时⼊选，此时⼩王⼀定不⼊选：概率为0.1；

②⼩李⼊选、⼩张不⼊选，此时⼩王⼀定不⼊选：当⼩李⼊选时有两类情况：⼩李单独⼊选和⼩李和
⼩张共同⼊选，所以⼩李单独⼊选的概率为“⼩李⼊选的概率⼩李和⼩张共同⼊选的概率”=0.2-
0.1=0.1。

③⼩张⼊选、⼩李不⼊选，此时⼩王⼀定不⼊选：当⼩张⼊选时有两类情况：⼩张单独⼊选和⼩李和
⼩张共同⼊选，所以⼩张单独⼊选的概率为“⼩张⼊选的概率⼩李和⼩张共同⼊选的概率”=0.2-
0.1=0.1。

④⼩李与⼩张都未⼊选，⼩王单独⼊选：概率为0.2。

故“三⼈中有⼈⼊选” 的概率是0.1+0.1+0.1+0.2=0.5，对应C项。

故正确答案为C。

75. 【解析】B
设⼀、⼆、三等奖的获奖⼈数为a、b、c，因为“获奖员⼯总数126⼈”，即a+3a+10a=126，解得a=9，
即⼀、⼆、三等奖的获奖⼈数分别为9、27、90⼈。设⼀、⼆、三等奖的奖⾦总额分别为2y、3y、y。
因为“发放奖⾦总额16.2万元”，即2y+3y+y=162000，解得y=27000元，即三等奖的奖⾦总额为27000
元，故三等奖奖⾦为27000÷90=300元。

故正确答案为B。

76. 【解析】C
设降价x元，已知“销售单价每降低1元，每天可多售出20件”，调价后销售单价为 元，进货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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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80元，则降价后单个利润为 元；降价后的销量为 件。总利润=单个利润
×数量= 。令总利润为0，即令（20-x）和（120+x）都等于0，解得 ， 。
当 时，总利润最⼤，即销售单价应降低的⾦额是7元，对应C项。

故正确答案为C。

77. 【解析】A
设⼄班组每天⽣产楼x套，则甲班组每天⽣产x+23套。根据题意，甲班组5天产量=甲⽣产效率*甲⽣产
时间=5*（x+23）套；⼄班组4天产量=⼄⽣产效率*⼄⽣产时间=4x套，总订单=甲产量+⼄产量
==5*（x+23），解得x=102套，则甲班组产量=（102+23）*5=625套。

故正确答案为A。

78. 【解析】C
根据题意，实际的参赛⼈数为1796⼈，“将某学院参赛⼈数的个位数字与⼗位数字颠倒”后，汇总的结
果为1742⼈，即该学院颠倒后的参赛⼈数⽐实际参赛⼈数少 ⼈。选项A、B、C、D颠倒后
为46、37、28、19，与原数做差后分别少18、36、54、72，只有C项符合。

故正确答案为C。

79. 【解析】B
“3个⼤盒与5个⼩盒装的饺⼦数量相等”，即3×每个⼤盒的饺⼦数量=5×每个⼩盒的饺⼦数量，化简
为：每个⼤盒的饺⼦数量：每个⼩盒的饺⼦数量=5:3。设⼤盒可以装5x只饺⼦，⼩盒可以装3x只饺
⼦。根据“现⽣产了11000只饺⼦，恰好装满100个⼤盒和200个⼩盒”，可得 ，解得
x=10，则每个⼩盒的饺⼦数量为30只，每个⼤盒的饺⼦数量为50只，对应B项。

故正确答案为B。

80. 【解析】C
设团购销量⾄少x束，则根据题意，单束花利润=单束售价-单束成本=99-39=60元，则推出团购之前总
利润=单束利润*销量=60*800=48000；推出团购活动后零售销量变为800/2=400束，团购单束花利润
=59-39=20元。根据题意，推出团购活动后总利润=零售利润+团购利润=60*400+20x≥48000，解得
x≥1200束，，则团购销量⾄少1200束。

故正确答案为C。

81. 【解析】C
根据题意可得： ；预算+采购 ；办公室+采购 ；

； 。联⽴②④，解得采购=89分，预算=79分，则办公室=172-89=83
分，国库=180-83=97分，综合=97-5=92分。五个部门的平均得分
分。

故正确答案为C。

82. 【解析】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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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想开始时的⽔量占⽐尽可能⼤，则最开始时的⽔量应尽可能多，由于最后剩余⽔量的占⽐⼀定，则
每天排出的⽔要尽可能多。

根据题意，每周⼆、周四、周六排⽔后剩余⽔量为前⼀天的（1－ ）= ；其余⽇期（周⽇、周⼀、

周三、周五）每天剩余⽔量为前⼀天的（1－ ）= 。若要每⽇排出的⽔尽量多，则每⽇剩余⽔量尽

量少， ＞ ，故应从周⽇、周⼀、周三、周五中的⼀天开始计算。假设从周⽇开始计算，连续六天

后，剩余⽔量为开始⽔量的 。则最开始⽔池中的⽔量相当于总容量的

。

故正确答案为C项。

83. 【解析】C

根据题意可得我⽅⽆⼈机与可疑⽆⼈机运动轨迹如上图所⽰，⼆者最终在C点相遇， 。

已知 千⽶， ，则在直⾓三⾓形OCA中， ， 千⽶，
千⽶，又已知 千⽶，则 千⽶。

相同时间，我⽅⽆⼈机从B点飞⾏到C点，可疑⽆⼈机从A点飞⾏到C点，速度之⽐等于路程之⽐，
，则我⽅⽆⼈机速度是可疑⽆⼈机的 倍。

故正确答案为C。

84. 【解析】C
如图所⽰，插⼊饮料盒的吸管长度最⼤应为长⽅体的体对⾓线BH，BH与⾼BF及底⾯对⾓线HF构成⼀
个直⾓三⾓形BFH。

设底⾯正⽅形边长为a，则HF为 。根据勾股定理有 ，解得a=10。故正确答案为C项。

85. 【解析】B
第⼀次相遇地点距离丙地500⽶的情况分为两种，分别为相遇点在甲、丙之间和在⼄、丙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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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相遇点在甲、丙之间，说明此时B车路程超过A车的2倍，也就意味着速度超过2倍，又知丙与甲地
之间的距离是与⼄地之间距离的⼀半，此时第⼆次相遇应为追上相遇，与题⼲“第⼆次两车相遇也为
迎⾯相遇”⽭盾，所以第⼀次相遇点⼀定在⼄、丙之间。

设甲、丙相距x⽶，则⼄、丙相距2x⽶、甲、⼄相距3x⽶，根据两端出发多次相遇问题公式，第⼆次
相遇⾛的路程是第⼀次的三倍，故第⼆次相遇时A车路程为3（x+500）=3x+1500（⽶）。

综上可知，A车从甲地到达⼄地之后返回又⾛了1500⽶与B车相遇，因此，第⼆次相遇的位置距离⼄地
1500⽶。

故正确答案为B项。

86. 【解析】A
如下表所⽰，假设⼄⽣产线⽣产A产品的效率为y，⽣产B产品的效率为1，则甲⽣产线⽣产A产品的效
率为2y，⽣产B产品的效率为3。设两种零件的任务总量X为30。

由于甲⽣产线⽣产B产品效率相对较⾼，要想⼆者合作时间短，则让甲⽣产线⽣产B产品，⼄⽣产线⽣
产A产品。

甲⽣产线完成B产品⽤时为30÷3=10，此时⼄⽣产线完成了A产品10y件。剩余的（30－10y）件由甲、
⼄⽣产线合作完成，需⽤时 。甲⽣产线完成A产品 ，解得y= ，

，即⼄在单位时间内⽣产A的件数是⽣产B件数的 倍。

故正确答案为A项。

87. 【解析】A
赋值甲的速度为100⽶/分钟，第⼀次追及，甲跑了600⽶，⽤时为6分钟；第⼆次追及，甲加速20%，
速度为120⽶/分钟，又跑了1200⽶，⽤时为10分钟。

根据⾏程问题追及公式s差=v差t，从第⼀次追及后，到第⼆次追及时，两⼈的路程差为1圈，即
500=（120－v⼄）×10，解得v⼄=70（⽶/分钟）。

再分析第⼀次追及过程，甲⽐⼄多⾛的距离即甲出发点到⼄出发点的距离，由s差=v差t可知，所求
=（100－70）×6=180（⽶）。

故正确答案为A项。

88. 【解析】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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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题⼲“今天之内要完成尽可能多数量样本的检测”，可知先从每⼀份花费时间少的⽔样开始检测，这
样可以保证在38分钟内完成的数量最多。如下表所⽰：

故按照第⼆种、第三种、第四种、第⼀种的顺序检测，凑够38分钟即可。

检测第⼆种⽔样需3×4=12（分钟），检测第三种⽔样需2×6=12（分钟），再从第四种⽔样的4份中
随机选2份进⾏检测，所需时间为7×2=14（分钟），刚好凑够38分钟，且保证了检测数量最多。因题
⼲求有多少种不同的检测组合⽅式，即考虑组合情况数（不需考虑顺序），故第⼆种、第三种⽔样全
选，均为1种情况；从第四种⽔样中随机选2份有 （种）组合⽅式，所以总组合数
=1×1×6=6（种）。故正确答案为A项。

89. 【解析】D
⽅法⼀：⽅法⼀：若⼀次性购物500元，则打九折优惠需要500×0.9=450（元），⼩张付款490元，即说明购买
的商品原价超过500元。同理，⼩李购买的商品总价格也超过了500元。当两⼈⼀起结账时，⼩李的商
品价格继续⽐原价优惠了120元，没有变化，⽽⼩张的商品超过500元的部分继续打⼋折，没有变化，
但低于500元的部分，之前打九折，现在打⼋折，可以节省500×0.1=50（元）。

⽅法⼆：⽅法⼆：⼩张买的商品需付款490元，即说明购买的商品原价超过500元，其中500元的部分打九折后
为500×0.9=450（元），超出的部分打⼋折为490－450=40（元），则商品原价为
500+40÷0.8=550（元）；⼩李买的商品⽐原价优惠了120元，其中不超过500元的部分打九折优惠了
500×0.1=50（元），超出部分优惠了120-50=70（元），则原价为500+70÷0.2=850（元）。两⼈分开
结账共需要490+（850－120）=1220（元）；⼀起结账共需要500×0.9+（550+850－
500）×0.8=1170（元），则可节省1220－1170=50（元）。

故正确答案为D项。

90. 【解析】C
⽅法⼀：⽅法⼀：设A、B两点间长度为S⽶。甲从A点出发，⼄从B点出发，两⼈第⼀次相遇时，甲⾛了1000
⽶；第三次相遇时，相遇点离B点200⽶，甲到达B点2次，即甲跑了（3S+200）⽶。根据直线两端多次
相遇公式，相遇N次两⼈⼀起跑了（2N－1）S，则第⼀次迎⾯相遇两⼈⼀起跑了S⽶，第三次迎⾯相
遇两⼈⼀起跑了5S⽶，两次总路程之⽐为1︰5。由于速度均保持不变，因此对甲来说，两次相遇⾛过
的路程之⽐也为1︰5，则 ，解得S=1600。

⽅法⼆：⽅法⼆：设A、B两点间长度为S⽶。第三次相遇时甲到达B点2次，则甲跑了（3S+200）⽶；⼄到达A
点⼀次，则⼄跑了（2S－200）⽶。第⼀次相遇时两⼈⼀起跑了S⽶，此时甲跑了1000⽶，⼄跑了（S
－1000）⽶。根据速度⼀定，路程⽐相同可得： ，代⼊选项，当S=1600时等式成⽴。

故正确答案为C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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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解析】A
⾸先⽐较两种车运输单位重量材料所需要的运费，⼤卡车为 （元/吨），⼩货车为

（元/吨），故⽤⼤卡车运输更划算，即在满载货物的前提下多使⽤⼤卡车。

设⼤卡车为x辆，⼩货车为y辆。则有：100=13x+5y，x、y全部取整。因5y尾数为0或5，则13x的尾数
也应为0或5，则x取0或5，因为要多使⽤⼤卡车，故x取最⼤值为5，此时y=7，最少需要
5×1000+7×500=8500（元）的运费。故正确答案为A项。

92. 【解析】B
由题意可知，不存在同时参加三个⼩组的⼈，且只参加⼀个⼩组的⼈数与参加两个⼩组的⼈数相同，
故只参加⼀个⼩组的⼈数+参加两个⼩组的⼈数=72，则⼆者均为36⼈。

设只参加乒乓球⼩组的⼈数为x，则只参加⽻⽑球⼩组的⼈数为4x，又因为只参加篮球⼩组的有11
⼈，可列⽅程x+4x+11=36，解得x=5，4x=20。

参加乒乓球但未参加篮球⼩组的⼈数，即为只参加乒乓球的⼈数+参加乒乓球、⽻⽑球两个⼩组的⼈
数，其中⼀半参加了⽻⽑球⼩组，则参加乒乓球、⽻⽑球两个⼩组的⼈数也为5。

参加包括篮球在内的两个⼩组的⼈数为参加两个⼩组的⼈数－参加乒乓球、⽻⽑球两个⼩组的⼈数
=36－5=31。故正确答案为B项。

93. 【解析】A
男⼥⼲部⼈数相等，即各占该单位⼲部总⼈数的50%。

有基层⼯作经历的⼲部⼈数占⽐为50%×60%+50%×50%=55%。

因此A项当选。

94. 【解析】D
3项⼯作有 （种）完成顺序。因此D项当选。

95. 【解析】A
设该单位周五买了x⽄糕点，则周六买了（33－x）⽄糕点，

根据题⼲可得⽅程：24x=20×（33－x），解得x=15。

故正确答案为A项。

96. 【解析】D
容器A中有葡萄糖溶液270克，浓度为10%，则其中含有葡萄糖（溶质）270×10%=27（克），容器B中
有葡萄糖溶液150克，浓度为12%，则其中含有葡萄糖150×12%=18（克）。

假设加⼊x克⽔后容器A和容器B中的葡萄糖液体浓度相同，则利⽤浓度= 可得， ，

解得x=90。

故正确答案为D项。

97. 【解析】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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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少……才能保证……”，考虑最不利情况为每个专业均录⽤139⼈，但护理专业总计只有100
⼈，需要全部录⽤，则四个专业最不利的情况下共招录139×3+100=517（⼈）。在此基础上再多录⽤
⼀⼈，就可以保证⼀定有140名被录⽤的⼈专业相同。

故⾄少需要录⽤517+1=518（⼈）。故正确答案为D项。

98. 【解析】C
设最⾼档降低x档后利润最⾼，利润为y元，则可得y=（500+1000x）×（300－30x），解⼀元⼆次函
数的两个根得：x1=-0.5，x2=10。

当x取函数对称轴上的点时，y取最⼤值，此时x= =4.75。

x只能取整数，x离峰值4.75的距离越近则函数越⼤，故x应依次取值5、4、6，即分别⽐最⾼档降低了
5、4、6档，则三档总计增加的销量=（5+4+6）×1000，那么利润最⾼的3个档次的衬⾐总计销量
=500×3+（5+4+6）×1000=1.65（万件）。故正确答案为C项。

99. 【解析】D
⽅法⼀：⽅法⼀：总产量=亩产×亩数，设A、B农⽥的亩数分别为a、b，根据总产量相同可得：
0.2x×a=0.375x×b，解得a∶b=15∶8。赋值A、B农⽥的亩数分别为15、8，则每块⽥地的总产量
=0.2x×15=3x（吨）。两块农⽥总体的平均产量= （吨）。

⽅法⼆：⽅法⼆：将总产量看作总路程，平均亩产看作平均速度，直接套⽤等距离平均速度公式求解。代⼊公
式：

（吨）。

故正确答案为D项。

100.【解析】A
设⼄组每⼩时植树x棵，则甲组每⼩时植树（x+10）棵，植树总棵数=（x+10+x）×10。

因甲组先独⾃开⼯2⼩时，然后两组合作1⼩时，则甲组共⼲3⼩时，⼄组共⼲1⼩时，此时完成总量的
1/4，则可得3（x+10）+x=（x+10+x）×10×（1/4），解得x=5。

则植树总棵数=（5+10+5）×10=200。故正确答案为A项。

101.【解析】C
图形数阵，优先考虑横向和竖向规律。第⼀⾏4+5+7=16；第⼆⾏8+8+16=32；第三⾏12+9+27=48，发
现各⾏数字之和组成的数列16，32，48，（    ），是公差为16的等差数列，下⼀项为48+16=64，则所
求项=64-16-10=38。

故正确答案为C。

102.【解析】B

数字推理（江苏、浙江）数字推理（江苏、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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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底数为1、2、3、4、5、（6）的等差数列；指
数为3；修正项为减去底数本⾝，故所求项为： =210。

故正确答案为B。

103.【解析】D
⽅法⼀：观察数列特征，没中⼼凑⼤数，⼤数位置不同，考虑单独的四则运算。先考虑加法，第⼀组
1+19+10+4=34，第⼆组23+13+6+2=44，第三组16+8+3+27=54，可以看出34，44，54，（  ），此数列
是公差为10的等差数列，则（）=54+10=64。第四组10+4+？+19=64，则？=31。

⽅法⼆：第⼀个正⽅形左上⾓1，逆时针变动⼀个位置的数字是2，3，4，此数列是公差为1的等差数
列；第⼀个正⽅形左下⾓4，逆时针变动⼀个位置的数字是6，8，10，此数列是公差为2的等差数列；
第⼀个正⽅形右下⾓10，逆时针变动⼀个位置的数字是13，16，19，此数列是公差为3的等差数列；
第⼀个正⽅形右上⾓19，逆时针变动⼀个位置的数字是23，27，？，此数列是公差为4的等差数列；
则？=27+4=31。

故正确答案为D。

104.【解析】D
观察数列特征，数字处于三⾓形三个⾓上，顶⾓位置数字3，6，9，此数列是公差为3的等差数列，所
求位置：9+3=12；左下⾓位置数字4，8，24，此数列做商得到2，3，下⼀项为4，所求位置：
24×4=96；第⼀个三⾓形数字加和3+4+173=180，第⼆个三⾓形数字加和9+24+147=180，第三个三⾓
形数字加和。由此可知，第四个三⾓形数字加和也是180，则？=180-12-96=72。

故正确答案为D。

105.【解析】C
观察数列，有整数和⽆理数，将数列化为同⼀形式，为 ， ， ， ，
，以“+”为分隔符，“+”前是1、3、5、7、9，构成以2为公差的等差数列，则下⼀项为11；“+”后是 ，

， ， ， ，根号内的数字构成公差为3的等差数列，则下⼀项根号内为15。故所求项为
。

故正确答案为C。

106.【解析】A
观察数列⽆特征，做差⽆规律，考虑递推。该数列7=3*2+1，16=7*2+2，36=16*2+4，80=36*2+8，可
以得出规律，第⼆项=第⼀项*2+修正项，修正项为1，2，4，8，此数列是公⽐为2的等⽐数列，故所
求修正项=8*2=16。故所求项=80*2+16=176。

故正确答案为A。

107.【解析】A
题⼲为分数数列，分别观察分⼦、分母的规律。

分⼦依次为1，3，5，7，是⼀个公差为2的等差数列，则所求项的分⼦为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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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母依次为2，4，8，16，是⼀个公⽐为2的等⽐数列，则所求项的分母为16×2＝32，那么所求项为
。因此A项当选。

108.【解析】D
观察数列特征，有⼩数点且数字位数较多，考虑机械拆分。⼩数点前的数字7，13，19，25，31，可以
看出此数列是公差为6的等差数列，（  ）⾥应是；⼩数点后的数字003，009，027，081，243，可以
看出此数列是公⽐为3的等⽐数列，（  ）⾥应是。故所求项是37.729。

故正确答案为D。

109.【解析】D
数列为递推数列，3+4-1=6，4+6-1=9，6+9-1=14，9+14-1=22，14+22-1=35，即前两项之和减1等于下
⼀项，因此未知项应为22+35-1=56。

故正确答案为D项。

110.【解析】C
原数列为⼆级等⽐数列。

故正确答案为C项。

111. 【解析】B
数列变化幅度⼤，且在幂次数附近波动，考虑幂次数列。

观察发现，题⼲数列可转化为： ， ， ， ，（  ），
。

幂次项底数是公差为3的等差数列，指数为3，2的周期数列；修正项-1，1交替出现。

因此所求项 。

故正确答案为B项。

112. 【解析】C
数列较长，考虑组合数列。

根据数列⼤⼩变化规律，3个数字为⼀组，即[1，2，3]，[2，6，10]，[3，12，21]，[4，20，36]，
[5，30，（  ）]。

观察发现，第⼀组中， ；第⼆组中， ；……由此可知，每组的规律为第⼀项的平⽅
+第⼆项=第三项。

因此所求项为 。

故正确答案为C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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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解析】A
数列作差或递推均⽆规律，观察发现数列较长，考虑分组。

将数列奇偶分组，奇数项为：101，210，310，将每项各位数相加，其和组成新数列为：2，3，4，是
公差为1的等差数列。

偶数项为：203，250，（  ），将每项各位数相加，其和组成的数列为：5，7，（  ），猜测是公差为
2的等差数列，故题⽬所求项各位数相加之和应为9，只有A项（3+2+4=9）满⾜要求。

故正确答案为A项。

114. 【解析】D
题⼲数列出现平⽅数，优先考虑幂次数列，可将原数列转化成： ， ， ， ， ， ，底数与
指数分别为公差是1和-1的等差数列，故所求项为 。

D项当选。

115.【解析】C
题⼲项数较多，考虑分组。

将数列奇偶分组，奇数项为：5，10，15，（  ），构成公差为5的等差数列，故第七项为15+5=20。

偶数项为：4，8，16，（  ），构成公⽐为2的等⽐数列，故第⼋项为16×2=32。

综上可知，C项当选。

116.【解析】A
题⼲为⼩数数列，优先考虑将整数部分与⼩数部分拆开分别找规律。

整数部分：4，9，25，49，121，（  ），所有数字均为平⽅数，即 ，（  ），底数为连
续质数，则下⼀项应为13的平⽅=169；⼩数部分：1，4，9，16，25，（  ），所有数字均为平⽅数，
即 （  ），底数为连续⾃然数，则下⼀项应为6的平⽅=36。将整数部分与⼩数部分组
合后可得所求项为169.36。

故正确答案为A项。

117. 【解析】D
原数列每⼀项都是幂次数或者跟幂次数有关，优先考虑该数列为幂次数列。

那么可得

则所求项为 。因此D项当选。

118.【解析】A
观察发现，圆圈中的数字从32开始顺时针排列，依次为：32，81，64，25，6，？，

即可转化为 所以问号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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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题也可考虑从问号处开始顺时针排列，依次为：？，32，81，64，25，6，则问号处为 故正确
答案为A项。

119.【解析】C
原数列都为明显的平⽅数，化成平⽅数形式为：

底数为：1，3，6，10，15，底数作差得到新数列：2，3，4，5，为公差是1的等差数列，原数列所求
项底数应为15+（5+1）=21，所求项为

故正确答案为C项。

120.【解析】B
⽅法⼀：将题⼲统⼀转化为根式 ， ， 、 、 、（  ），观察根号内数字的规律。相邻
三项存在规律：（第⼀项＋第⼆项）÷2＝第三项，即（6＋22）÷2＝14、（22＋14）÷2＝18、（14＋
18）÷2＝16，则空格的根号内数字为（18＋16）÷2＝17，故题⼲所求项为 。

⽅法⼆：将题⼲统⼀转化为根式： ， ， 、 、 、（  ），观察根号内数字规律。将根
号内数字的后项减去前项，可得：16、-8、4、-2、（  ），是公⽐为的等⽐数列，则下⼀项=-2×（-

）=1，故题⼲所求项 。

因此B项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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