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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梳理幂的运算性质

阴山东 王 勇

在解决有关幂的问题

时，若能灵活逆用幂的运算

性质，则能将问题化难为

易，使问题获得巧解.
一、求代数式的值

例1 若am=2，an=8，则
am+n=______.

思路：am垣n=am·an.
【填16】

例2 若3x=4，9y=7，则
3x-2y的值为（ ）.

A. 47 B. 74
C.-3 D. 27
思路：3x-2y越3x衣32y=3x衣9y.

【选A】
二、求字母的值

例3 若3伊9m伊27m=311，则m的值为（ ）.
A.2 B.3 C.4 D.5
思路：等式左边是幂的乘法，需将底数化为同底

数进行运算.
显然9m越（猿圆）m越32m，27m=（猿猿）m越33m.
所以3伊9m伊27m=3伊32m伊33m=31+2m+3m=311，
所以1+2m+3m=11，解得m=2援
故选A援
三、简化计算

例4 计算：82 018伊（-0.125）2 019=_______.
思路：观察发现愿伊（原0.125）越原员，且anbn=（ab）n.
解：原式=82 018伊（-0.125）2 018伊（-0.125）

=［8伊（-0.125）］2 018伊（-0.125）
=1伊（-0.125）
=-0.125.

故填-0.125.
反思：逆向思维是一种开拓思路的思维方法，是

解决数学问题常用的方法之一.同学们在平时的学习

中应该有意识地加强训练，可以进一步提高解题的

灵活性和敏捷性.
牛刀小试：

员.已知xm=2，xn=3，则x3m+2n=________.
2.已知33x+1伊53x+1=152x+4，则x的值为________.

阴

山
西

王

瑛

活
学
活
用

阴四川 兰 岚

1.错把“指数相加”变为“指数相乘”

例1 计算：曾3·曾源·x2.
错解：曾3·曾源·x2=曾3伊源伊圆=曾圆源.
剖析：同底数幂相乘,底数不变,指数应相加，而

不是相乘.
正解：曾猿·曾源·曾圆越曾猿垣源垣圆越曾怨.
注意：曾猿越曾·曾·曾，曾源越曾·曾·曾·曾，曾圆越曾·曾，曾猿·曾源·曾圆相当

于怨个曾相乘.
圆.混淆底数

例圆 计算：（原曾4）（原曾）6.
错解：（原曾源）（原曾）远越（原曾）源垣远越（原曾）员园越曾员园.
剖析：本题中的原曾源的底数应是曾，而不是原曾,所以

原曾源与（原曾）远不是同底数幂.不能直接按同底数幂的乘

法运算.
正解：（原曾源）（原曾）远越原曾源·曾远越原曾源垣远越原曾员园.
猿郾错将乘法做加法

例猿 计算：皂缘·皂缘.
错解：皂缘·皂缘=2皂缘.
剖析：本题错在把同底数幂的乘法与合并同类

项的法则混淆了援
正解：皂缘·皂缘=皂缘+缘=皂员园.
注意：an·an与an+an的区别，an·an=an+n=a2n，an+an=2an.
源郾错把“指数相减”变为“指数相除”

例源 计算：曾9衣曾3.
错解：曾9衣曾3=曾9衣3=曾3.
剖析：同底数幂相除，指数应相减，而不是相除.
正解：曾9衣曾3=曾9-3=曾6.
缘郾错把“指数相乘”变为“指数相加”

例缘 计算：（葬5）2.
错解：（葬5）2=葬5+2=葬7.
剖析：幂的乘方，其底数不变，指数应相乘，而不

是相加.
正解：（葬5）2=葬5伊2=葬10.
远郾系数乘方未参加

例远 计算：（原猿葬2遭4）3.
错解：（原猿葬2遭4）3=原猿葬6遭12.
剖析：积的乘方，应将积中的每一个因式分别乘

方，上面的解法没有将原猿乘方而致错.
正解：（原猿葬2遭4）3=原圆苑葬6遭12.
苑郾违反计算顺序

例苑 计算：210衣23衣2猿.
错解：210衣23衣23=210衣1=210.
剖析：同级运算应按照从左至右的顺序进行计

算，上面的解法忽视了这一要求而致错.
正解：210衣23衣23=210-3衣23=27-3=24=16.

易 错 警 示

二、明确注意事项

学习幂的运算性质还要注意以下几点，运用

起来方能得心应手，不出错误.
员.幂的运算实际上是指数的运算，其中指数

都是正整数.
圆.底数葬可以表示单独的一个数，一个字母，

一个单项式或一个多项式等.在同底数幂相除的

性质中，强调了a屹0这一条件，这是因为：若a=0，
则am=an=0.因为园不能作除数，所以a屹0.

猿.运算结果中幂的底数是不变的，变化的是

指数.

源.积的乘方的运算性质类似于乘法对加法

的分配律，把指数分配到每一个因式中，与原来

各因式的指数相乘.
缘.指数为员时，一般省略不写，但运算时应把

它补上，如葬·葬圆越葬员垣圆越葬猿.
三、口诀助学

关于四条运算性质的口诀：

不论乘方与乘除，底数不变要照抄；

相乘指数变相加，相除指数变相减；

乘方指数求其积，积的乘方不难记；

每个因式都乘方，乘方之后再求积.

同学们都知道，n个a相乘的积可以记为an，这
种运算我们称为乘方，乘方的结果叫做幂.其中a
称为底数，n称为指数.a和n的力量非常大，下面耐

心体会.
狡猾的老板

一天，小王去某公司求职，老板决定试用他

一周（7天），日工资为每天20元.小王对老板讨价

还价，说：“第一天您只付给我5分钱，第二天付给

我5伊5=25（分），第三天付给我5伊5伊5=125（分）”，

小王心里盘算着，以此类推第七天应付给我57=
78 125（分）=781.25（元），一周就可得工资976.55元.
老板略加思考，马上与小王签了合同.

第二天，小王干活特别卖劲，一周刚到，老板

就给小王接工资，可只付了小王6分钱，还说多付

他半分钱. 小王傻了，可老板还是耐心的算给他

看：第一天应付给5分=0.05（元），第二天应付给

0.05 伊0.05=0.002 5（元），第三天应付给 0.053=
0.000 125（元），…以此类推第七天应付给0.057=
0.000 000 000 781 25（元），七天共计约0.052 6元.

聪明的小王本想大捞一把，可还是白干了七

天.你知道为什么吗？

答疑：狡猾的老板将底数缘分偷换为0.05元，

底数不同，计算结果相差远矣.利用“底数”的力量

欺骗了小王.

趣 味 数 学

阴山东 侯怀有

运算名称 运算性质 运算结果

同底数幂相乘葬皂·葬灶 底数不变，指数（ ） 葬皂+灶

幂的乘方（葬m）灶 底数不变，指数（ ） 葬皂灶

积的乘方（葬遭）灶

把积中的每一个因式分

别乘方，再把所得的幂

（ ）（指数（ ））
葬灶遭灶

同底数幂相除葬m衣葬n（葬屹
0，m>n） 底数不变，指数（ ） 葬皂-灶

符号表示 推广

葬皂·葬灶=葬皂+灶 葬皂·葬灶·葬责越葬皂垣灶垣责（皂，灶，责都是正

整数）

（葬皂）灶=葬皂灶 ［（葬皂）灶］责越葬皂灶责（皂，灶，责都是正

整数）

（葬遭）灶=葬灶遭灶
（葬皂遭灶糟责）噪越葬皂噪遭灶噪糟责噪（皂，灶，责，噪都

是正整数）

葬皂衣葬灶=葬皂-灶 葬皂衣葬灶衣葬责越葬皂原灶原责（葬屹园，皂，灶，责
都是正整数，皂跃灶跃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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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幂葬皂和遭灶（其中葬，遭为正数，皂，灶为正整

数）的大小时，首先明白它们之间有如下两个大

小关系的结论：

（1）当葬=遭，且皂跃灶时，

淤若底数大于1，则葬皂跃遭灶，即底数大于1的两

个同底数的幂，指数大的幂也大；

于若底数小于1，则葬皂约遭灶，即底数小于1的两

个同底数的幂，指数大的幂反而小援
（2）当皂=灶时，若葬跃遭，则葬皂跃遭皂，即同指数的两

个幂，底数大的幂也大援
一、计算后比较

例1 已知葬=（1- 仔
愿 ）0，遭=0.8-1，糟=（- 员

猿）-2，则葬，

遭，糟的大小关系按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为______援
解：葬=（1- 仔

愿 ）0=1，遭 =0.8 -1=（ 源
缘 ）-1= 缘

源 ，糟 =

（- 员
猿 ）-2=（-3）2=9，所以葬约遭约糟援
二、化为同底数的幂后比较

例2 若葬=8131，遭=2741，糟=961，则葬，遭，糟的大小

关系是（ ）.
A.葬>糟>遭 B.葬>遭>糟
C.糟>遭>葬 D.遭>糟>葬
解：因为8131=（34）31=3124，2741=（33）41=3123，961=

（32）61=3122，且124>123>122，所以葬>遭>糟.故选B.
点评：比较同底数幂的大小，要注意底数的

特征：若底数是小于1的正数，则指数大的幂反而

小；若底数大于1，则指数大的幂也大.
三、化为同指数的幂后比较

例3 3500，4400，5300的大小关系是（ ）.
A.3500<4400<5300 B.5300<3500<4400

C.5300<4400<3500 D.4400<5300<3500

解 ： 因 为 3500 =（35）100 =243100，4400 =（44）100 =
256100，5300=（53）100=125100，且125<243<256，所以5300<
3500<4400.故选B.

点评：当问题中的幂无法直接计算，又不能

化为相同底数时，可考虑先找出其指数的最大公

约数，逆用幂的乘方法则，把它们化为相同的指

数来判断幂的大小.
四、放缩后利用“中间幂”比较

例4 比较245与511的大小.
解：因为245<255=（52）5=510<511，所以245<511.
点评：运用放缩法比较幂的大小，要注意放

缩的幅度，尽可能与原数的值接近，不能过大.若
比较失败，说明放缩的幅度偏大，需及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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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若10曾越20，10赠越5原1，则9曾衣32赠的值为 （ ）

A.3 B.9 C.27 D.81
2. 若26越葬2越4遭，则葬垣遭的值为 （ ）

A.11 B.-5
C.11或-5 D.无法确定

3. 若圆曾越猿，圆赠越远，圆扎越员圆，则曾，赠，扎的关系为 （ ）

A.曾+赠=扎 B.曾扎=赠2

C.曾+赠+扎=21 D.曾+扎=2赠
4. 若2曾垣5赠原3越0，则4曾伊32赠的值为_________.
5. 一种数码照片的文件大小是圆愿 K，一个存储量

为圆远 M（1 M=圆员园 K）的移动存储器能存储______
张这样的数码照片.

6. 若（圆曾原猿）曾垣猿越员，则曾=_________.
7. 已知圆葬越皂，圆遭越灶，猿葬越责（葬，遭都是正整数），用含m，

n或p的式子表示下列各式：

（1）远葬； （2）源葬垣遭.

8. 阅读下面解题过程：

试比较圆员园园与猿苑缘的大小.
解：因为圆员园园越（圆源）圆缘越员远圆缘，猿苑缘越（猿猿）圆缘越圆苑圆缘，而16<
27，所以员远圆缘约圆苑圆缘，即圆员园园约猿苑缘.
试根据上述解答过程比较猿缘缘缘，源源源源，缘猿猿猿的大小.

怨. 在一次数学兴趣小组活动中，同学们做了一个

找朋友的游戏：A，B，C，D，E五位同学分别持五

张纸牌，纸牌上分别写有五个算式：66，63+63，
（63）3，（2伊62）伊（3伊63），（23伊32）3，如图援游戏规定：

所持算式的值相等的两个人是朋友援同学A的朋

友可以是谁呢？说说你的看法援
66 63+63 （63）3 （圆伊6圆）伊（猿伊远猿） （圆3伊猿2）3

粤 月 悦 阅 耘
第 9 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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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 山东 王高峰
（参考答案见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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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同底数幂的乘法

命题/ 山东 王高峰
（“自学导引”参考答案见本期，“课堂小练”参考答案见下期）

1.3 同底数幂的除法

命题/ 山东 王高峰
（参考答案见下期）

【新知导学】对本期所学

的概念、法则、性质、方法等

进行辨析、讲解、归纳，以帮

助学生理解教材，掌握知识

和技能.
【学法交流】根据学生在

数学学习中遇到的学习方

法、行为习惯及考试技巧等

问题，介绍给学生好的、便

于操作的学习数学的方法，

促使学生养成良好的数学行

为习惯，提高考试技巧，从

而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少走

弯路，提高成绩.
【概念剖析】对课本中的

重要概念进行深入讲解或对

易混的概念进行辨析.
【要点精析】针对本期所

学的知识点中的某个要点进

行比较详细的讲解，结合例

题说明，使学生阅读后能更

透彻地掌握知识.
【触类旁通】对一道典

型题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

层次横向拓展、纵向深入，由

一道题目推广到几道同源

题，有利于学生灵活全面地

掌握一类题的解法.
【思路点拨】通过对典型

例题的分析，展示解题思路.
在评注中介绍解题方法，揭

示解题技巧，警示注意事项，

旨在帮助学生提高解题能

力，使学生举一反三，触类

旁通 .对典例（思维量较大）

的最优思维用“框图”的形式

展示出来，“框图”内文字要

求语言简洁，一语中的，把

解题的关键、突破口、着眼点

框出来，培养和发展学生的

思维能力，优化解题能力.
【教你一招】介绍关于

某一知识点的独特理解或某

一类题目的巧妙解法，以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拓宽学

生思维的广度.
【易错警示】通过实例

对易混易错问题的误解进行

剖析，给出正确解答.
【操作与探究】针对剪

拼、折叠等与操作有关的问

题，指出解题要领，探究

方法.
【探索与发现】针对课本

题或中考题，针对新解法，提

出新问题，发现新结论，发展

创新意识与探索能力.

主要栏目简介

本期“自学导引”参考答案

自学导引
同底数幂如何相乘？你能用字母表示吗？
同底数幂相乘，底数_______，指数_________援
用字母表示为葬皂·葬灶=______（皂，灶都是正整数）.

课堂小练
基础练习
1. 计算曾猿·曾圆的结果是 （ ）

A.曾远 B.曾怨 C.曾缘 D.曾员缘
2. 下列计算：淤猿伊猿缘越猿缘；于圆圆伊圆猿伊圆源越圆怨；盂原员园源伊员园源越

员园愿；榆（原缘）圆伊（原缘）源越缘远.其中正确的有 （ ）

A.1个 B.2个 C.3个 D.4个
3. 计算：（原葬）远·（原葬）猿越_______，葬·葬猿·葬缘越________.
4. 若葬皂垣员·葬源越葬圆 园员愿，则皂=_________.
技能提高
5. 计算：（员）原葬圆·葬苑； （圆）曾圆灶垣员·曾圆灶原员；

（猿）（原遭）·（原遭）猿皂； （源）（葬垣遭）源·（葬垣遭）远.

6.（1）已知曾葬越猿，曾遭越源，求曾葬垣遭；
（2）已知圆曾越猿，求圆曾垣猿.

7. 由于国际金价大跌，某市部分投资商损失惨
重.据估算，该市投资黄金的投资商大约有源伊
员园圆人，按人均损失缘伊员园缘元计，则大约共损失
多少元？

自学导引
同底数幂如何相乘？你能用字母表示吗？
同底数幂相乘，底数________，指数________援
用字母表示为葬皂·葬灶=_____（皂，灶都是正整数）.

课堂小练
基础练习
1.下列计算错误的是 （ ）

A.（曾猿）圆越曾远 B.（曾圆）源越曾愿

C.（曾猿）猿越曾怨 D.（曾圆）猿越曾愿
2. 若愿葬越圆圆葬垣猿，则a的值为 （ ）

A.2 B.3 C.4 D.5

3. 若曾源灶越圆，则曾员圆灶越_________.
4. 计算：［（葬原遭）圆］猿=_________.
技能提高
5. 计算：
（员）原（葬猿）源； （圆）（遭灶）猿·遭；

（猿）原皂·（原皂）远； （源）（曾圆）缘灶原（曾缘）圆灶.

6. 已知猿伊怨皂伊圆苑皂伊愿员越猿圆园，求皂的值.

自学导引
积的乘方如何计算？你能用字母表示吗？
积的乘方等于__________________.
用字母表示为（葬遭）灶=_________（灶是正整数）.

课堂小练
基础练习
1. 下列各式与（原圆葬圆）猿相等的是 （ ）

A.原远葬远 B.原远葬愿 C.原愿葬远 D.原愿葬愿

2. 下列计算正确的是 （ ）

A.曾圆·曾源越曾愿 B.（曾圆）源越曾远
C.圆曾圆垣猿曾猿越缘曾缘 D.（猿曾猿）圆越怨曾远

3. 计算：（源葬）圆·（原葬）缘=_________.
4. 已知缘灶越猿，源灶越缘，则圆园灶的值为_________.
5. 若（圆葬圆皂遭原灶）猿越愿葬员圆遭远，则皂=_______，灶=_______.
技能提高
6. 一个正方体的棱长为圆伊员园猿 皂皂，它的表面积

为_________皂皂2，体积为_________皂皂3.

7郾 计算：
（员）（原猿葬猿遭）圆； （圆）（原葬灶）圆·葬；

（猿）原（曾圆）缘·（原曾）猿； （源）（曾灶赠圆灶）源垣（曾圆赠源）圆灶.

8. 利用简便方法计算：

（- 圆
猿 ）圆 园员8伊（ 猿

圆 ）圆 园员9-愿员园园伊园郾缘3园园.

自学导引
1. 同底数幂如何相除？你能用字母表示吗？

同底数幂相除，底数________，指数________.
用字母表示为葬皂衣葬灶=_________（葬屹园，皂，灶都
是正整数，皂跃灶）.

2. 葬0越_________（葬屹0），葬-责越_________（葬屹0，责是
正整数）.

3. 小于1的正数用科学记数法怎样表示？
一般地，一个小于1的正数可以表示为_____，
其中葬的范围是_________，灶是_________ .

课堂小练
基础练习
1. 计算曾员园衣曾缘的结果是 （ ）

A.曾圆 B.曾缘 C.曾员缘 D.曾缘园

2. 下列运算正确的是 （ ）

A.曾怨衣曾越曾怨 B.（原曾）远衣（原曾）猿越曾猿
C.圆员猿衣（原圆）员员越原源 D.皂衣皂远越园

3. 一粒大米的质量约为0.000 021千克，这个数
用科学记数法表示为 （ ）

A.园郾圆员伊员园原源 B.圆郾员伊员园原源

C.圆郾员伊员园原缘 D.圆郾员伊员园原远

4. 计算：（赠圆）猿衣（原赠）缘越________，赠愿衣赠猿衣赠缘越_______.
5. 用科学记数法表示的数“缘郾远伊员园原猿”，其小数形

式为_________.
6. 若遭曾垣缘衣遭猿越遭圆 园圆园，则x=_________.
7. 若圆圆曾垣员越员，则x=_________.
8. 若葬越原源原圆，遭越（原源）园，糟越（原员）猿，则a，b，c的大小关

系为_________.
技能提高
9. 计算：
（员）（原曾）怨衣（原曾源）； （圆）缘猿皂垣员衣缘圆皂原员；

（猿）远灶衣远灶垣圆； （源）原（葬遭圆）缘衣（葬遭圆）圆.

10.（1）已知x-2y+1越0，求圆x衣源y的值；
（2）若员远猿衣圆圆越圆灶，求灶的值.

11. 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速度是圆郾愿源伊员园苑米/时，
一架喷气式飞机的速度为员郾苑苑缘伊员园远米/时，这
颗人造地球卫星的速度是这架喷气式飞机
速度的多少倍？

1.2 幂的乘方与积的
乘方（1）

1.2 幂的乘方与积的
乘方（2）

1.1 同底数幂的乘法

不变，相加；葬皂+灶.
1.2 幂的乘方与积的乘方（1）

不变，相乘；葬皂灶.
1.2 幂的乘方与积的乘方（2）

积中每个因式乘方的

积，葬灶遭灶.
1.3 同底数幂的除法

1.不变，相减；葬皂-灶.
2. 1，员

葬责
.

3.葬伊员园灶，1臆葬<10，负整数.

一、选择题（每小题3分，共24分）

1. 下列运算正确的是 （ ）

A.（曾圆）猿越曾缘 B.葬源·葬远越葬圆源

C.（原葬遭圆）源越葬源遭愿 D.葬远衣葬圆越葬猿

2. 计算（原 员
圆 曾赠圆）猿，结果正确的是 （ ）

A. 员远 曾猿赠缘 B.原 员
愿 曾猿赠远

C. 员远 曾猿赠远 D.原 员
愿 曾猿赠缘

3. 下列四个算式：

（员）（-葬）3·（-葬2）2=-葬7；
（圆）（-葬3）2=-葬6；
（猿）（-葬3）3衣葬4=-葬2；
（源）（-葬）6衣（-葬）3=-葬3，其中正确的有 （ ）

A.0个 B.1个
C.2个 D.3个

4. 与源曾伊源赠的结果一样的是 （ ）

A.员远曾赠 B.源曾赠

C.圆圆（曾垣赠） D.员远曾垣赠

5. 葬，遭经过运算后得到的结果如下表所示：

葬 0.5 0.25
遭 2 4

运算结果 4 16
下列可以得到上述运算结果的算式是（ ）

A援葬遭-1 B援葬-1遭
C援葬遭 D援（葬遭）2

6. 计算（-2葬1+曾遭2）3=-8葬9遭6，则曾的值是 （ ）

A.0 B.1
C.2 D.3

7. 如果葬m越5，葬2m垣n越75，那么葬n越 （ ）

A.2 B.15
C.20 D.3

8. 已知5曾-3赠=-3，则32x衣愿y的值为 （ ）

A.-6 B. 员远
C. 员愿 D.-8

二、填空题（每小题4分，共24分）

9. 计算（猿郾员源原仔）园原（ 员
猿 ）原圆的结果是_________.

10. 计算：（-葬2遭）2·葬=_________.
11.“埃博拉”病毒1976年在埃博拉河地区被发

现，历经几次变种，科学研究表明该病毒长度

为970纳米（员纳米越员.0伊10-9米），用科学记数

法表示这一长度为________米，写成小数形

式为_________毫米.
12. 已知曾皂越怨，曾灶越猿，则曾皂原猿灶=_________.
13. 若源猿曾垣圆越员远伊远源，则曾=_________.

14. 计算：园郾圆缘圆 园员怨伊愿圆 园圆园伊（原 员
圆 ）圆 园员怨=________.

三、解答题（共52分）

15.（8分）计算：

（员）（原圆曾）远原（原猿曾猿）圆原［原（原曾）圆］猿；

（圆）（曾原赠）圆·（赠原曾）源衣（曾原赠）.

16.（10分）计算：

（1）5原1衣5原3垣（原1）2 018原（ 员
圆 ）原1垣（2 019原仔）0；

（2）［（原2）原3原8原1伊（原1）原2］伊（原 员
圆 ）原2伊（仔原2）0.

17.（10分）（1）若猿曾越圆，猿赠越缘，求猿圆曾原赠垣员的值；

（2）若曾猿灶越圆，赠圆灶越猿，求（曾赠）远灶的值.

18.（8分）已知葬越原源，遭越 员
源 ，求葬圆·葬圆灶·［（遭猿）灶垣员衣遭灶垣员］

（n为正整数）的值.

19.（8分）一种新型材料，其内部结构类似一个正

方体，若其棱长为圆伊员园猿，在某物质的作用下，

以每秒扩大原来员园圆倍的速度膨胀，求10秒后

该正方体的体积相当于多少个体积为源伊员园远

的正方体盒子.

20.（8分）学习了幂的乘方后，老师在黑板上写下

了这样一道题：“曾葬遭和（曾葬）遭的结果一样吗？（其

中曾，葬，遭都是正整数，且曾屹1）”

张明：“我认为一样，比如猿圆圆越猿源越愿员，（猿圆）圆越猿源越
愿员 ”；

李华：“我不同意张明的看法，比如猿猿圆越猿怨越
员怨 远愿猿，（猿猿）圆越猿远越苑圆怨”. 聪明的你又如何看待

以上问题呢？

一
班级

姓名

得分

（本卷满分 员0园 分）

（测试范围：1.1 同底数幂的乘法；1.2 幂的乘方与积的乘方；1.3 同底数幂的除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