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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板法就是在 n
个元素间的 n-1 个空

中插入 b 个隔板，可以

把 n 个元素分成 b +1
组的方法. 应用隔板法

必须满足三个条件：

（1）这 n 个元素必

须互不相异；

（2）所分成的每一

组至少分得一个元素；

（3）分成的组之间

彼此相异.
只组合不排列的

情况可以用隔板法.在
排列组合中，对于将相

同的球装入到不同的

盒子中，每盒中至少

有一个球，求方法数的问题，常用隔板法.
例1 将组成篮球队的12个名额分给7所学校，每

所学校至少有1个名额，问名额分配方法有多少种？

解：将问题转化为将排成一行的12个“0”分成7
份的方法数，这样用6块隔板插在11个间隔中，共有C员员

远 =
462种不同方法援

例2 6人带10瓶汽水参加春游，每人至少带1瓶汽

水，有多少种不同的带法？

解：将问题转化为将10个相同的球放到6个不同

的盒子里，每个盒子里至少放1个球，有多少种不同的

方法？即把排成一行的10个“0”分成6份的方法数，这

样用5块隔板插在9个间隔中，共有C怨
缘=126种不同方法援

评注：对于例1和例2这样的“至少一个”的组合问

题，分类讨论十分繁琐，通过构造隔板模型，就可以将

问题转化为隔板法问题援
例3 10颗糖果分配给3个小朋友，每个小朋友至

少得到员颗糖果，问分法有多少种？

解：设第蚤个小朋友分到赠蚤（蚤=1，2，3）颗糖果，则

赠蚤逸1，赠蚤沂N+，且赠员垣赠圆垣赠猿越员园，将此问题转化为：10个相

同的“园”分成3份的方法数，这样，在9个空当中任意插

入2块隔板即可，则赠员垣赠圆垣赠猿=10正整数解的个数为C怨
圆=36援

故糖果的分配方式有36种援
评注：因为有些问题表面上看并不是隔板法问

题，需要先转化为适合隔板的模型很重要，这是用隔

板法解题的关键一步援
例4 从一楼到二楼的楼梯有17级，上楼时可以一

步走一级，也可以一步走两级，若要求11步走完楼梯，

则有多少种不同的走法？

解：由题意，可知这11步中，其中6步是一步走两

级，5步是一步走一级，因此要确定一种走法，只须

确定这11步中，哪6步走两级即可，这样可以看成在11
个空当中任意插入6块隔板，故不同的走法数为C员员

远 =462援
例缘 已知中日围棋擂台赛中，各方都出6名队

员，按事先安排好的顺序出场，双方先由1号队员比

赛，负者被淘汰，胜者再与负方2号队员比赛……直到

一方队员全被淘汰，另一方获得胜利为止，形成一种

比赛过程援问：其中中方获胜的所有可能出现的比赛过

程有多少种？

解：易见中方只须取得6场的胜利即可，且最多只

须安排11场比赛，依次记为1，2，3，…，11，故要确定比

赛过程，只须确定这11场比赛中哪6场是中方获胜即

可援因此可能出现的不同比赛过程的种数可以看成在

11个空当中任意插入6块隔板问题，即从1，2，3，…，11
的员员个元素中取出6个元素的组合数C员员

远 =462为所求援

分组问题是排列组合问题的一个难点，根本

原因在于容易出现重复现象，但又不知为什么重

复. 本文以分书问题为例，对分组问题加以梳

理，希望对大家的学习有所帮助.
一、有序平均分组（堆）问题

例1 有9本不同的书，按下列要求分配，各有

多少种不同的分法？

（1）分给三个人，每人3本；

（2）平均分成三份，分给甲、乙、丙三个人.
解析：（1）从9本书中任取3本给一个人，再从

剩下的6本书中取3本给另一个人，剩下的3本给

最后一人，共有C3
9C3

6C3
3=1680种分法.

（2）要分给甲、乙、丙三个人，每人猿本可以看作分

两步进行：第一步，平均分成猿份（即要解决的问题），

有
C3

9C3
6C3

3
A3

3
种分法；第二步，再将这猿份分给猿个人，有A3

3种

分法，所以共有
C3

9C3
6C3

3
A3

3
·A3

3=1680种不同的分法.
点评：一般地，把mn个不同元素平均分成m组（堆）

有
Cn

nm·Cn
n（m-1）·…·Cn

n·2·Cn
n

m！
种分法，在此基础上分配

给m个对象，则有Cn
nm·Cn

n（m-1）·…·Cn
n·2·Cn

n种方法.在本例

中两个问题都是分成3堆，每堆3份，属于平均分组（堆）

问题.
二、非平均分组（堆）问题

例2 把12本不同的书，按下列要求分配，各有多

少种不同的分法？

（员）分成三堆，其中一堆苑本、一堆猿本、一堆圆本；

（圆）装进有上、中、下三层的书架里，其中下层苑
本、中层猿本、上层圆本；

（3）装进有上、中、下三层的书架里，其中一层苑
本、一层猿本、一层圆本.

解析：（1）先从12本书中任选苑本为一堆，有C7
12种

选法，再从余下缘本书中任选猿本有C3
5种选法，剩下的圆

本为一堆，有C2
2种选法，故共有C7

12C3
5C2

2=7920种不同的

方法.
（2）先将员圆本书分成苑本，3本，2本三堆，由（1）知

共有C7
12C3

5C2
2种不同的分堆方法.由于下层苑本、中层猿本、

上层圆本放法只有一种，故所有的分组方法数为C7
12C3

5C2
2=

7920.
（3）第一步，先将员圆本书分成苑本，3本，2本三堆，

由（1）知共有C7
12C3

5C2
2种不同的分堆方法；第二步，再将

这三堆分三层装进书架里. 由于未确定各层的书本

数，故有A3
3种分配方案，所以所有的分法数为C7

12C3
5C2

2A3
3=

47520.
点评：本例中由于各组（堆）元素个数不同，这个

问题属于非平均分组问题，处理的一般方法是先分组

再分配（需要分配的时候，比如第（2）（3）问）；另外需

要注意的是非平均分组（堆）不需要再除以组数的阶

乘了.
三、部分平均分组（堆）问题

例3 （1）将5本书分成三堆，每堆至少1本，

最多2本，有多少种不同的分配方案？

（2）将5本书装进有上、中、下三层的书架里，

每层至少1本，最多2本，有多少种不同的分配方

案？

解析：（1）先挑出一本，有C1
5种方法，然后将剩

下的4本平均分组（堆），有
C2

4·C2
2

A2
2

种分法，故共有

C1
5·C2

4·C2
2

A2
2

=15种分法.
（2）分配方案可分两步进行：第一步，将5本书分

成三组（堆），一组（堆）1本，另两组（堆）都是2本，有

C1
5·C2

4·C2
2

A2
2

种分法；第二步，再将3组（堆）书放进书架，放

法有A3
3种，故共有

C1
5·C2

4·C2
2

A2
2

·A3
3=90种分法.

点评：某些分组（堆）问题中，部分组（堆）之间的

元素的个数相同，但又不是所有组（堆）的元素都相

同，这样的分组（堆）称为部分平均分组（堆），计算分

组（堆）方法数时需要在平均分组（堆）的部分除以组

数的阶乘，比如（1）.而（2）是在部分分组的基础上又进

行了分配，故需要再乘以分配方法数A3
3.

小结 通过以上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在处理有

关分组（堆）问题时，如果只涉及分组（堆），我们需要

看清是平均分组（堆）、非平均分组（堆）还是部分平均

分组（堆）；如果还有分配（一般给出组名即可视为分

配）问题，则需要再乘以分配方法数.

阴山西 杜雪方

员郾求值

例员 求下列各式的值：

（员）悦员园
远 垣悦员员

愿
；

（圆）悦灶
苑原灶+悦灶垣员

怨原灶
；

（猿）悦圆
圆垣悦猿

圆垣悦源
圆垣…垣悦员远

圆 .
解：（员）悦员园

远 垣悦员员
愿 越悦员园

源 垣悦员员
猿 越 员园伊怨伊愿伊苑

源伊猿伊圆伊员 垣 员员伊员园伊怨
猿伊圆伊员 越

猿苑缘.
（圆）由题意可知，原式中的正整数灶必须满足条件

园臆苑原灶臆灶，
园臆怨原灶臆灶垣员，嗓 解得源臆灶臆苑（灶沂晕垣）.

所以灶越源，缘，远，苑.
将灶越源，缘，远，苑代入悦 灶

苑原灶垣悦 灶垣员
怨原灶

可得到分别为缘，圆缘，
源员，圆怨.

（猿）悦圆
圆垣悦猿

圆垣悦源
圆垣…垣悦员远

圆 越（悦猿
猿垣悦猿

圆
）垣悦源

圆垣…垣悦员远
圆 越（悦源

猿垣悦源
圆
）垣

悦缘
圆垣…垣悦员远

圆 越（悦缘
猿垣悦缘

圆
）垣悦远

圆垣…垣悦员远
圆 越…越悦员远

猿 垣悦员远
圆 越悦员苑

猿 越远愿园.
点评：（员）计算纯数字的组合数，如果上标小于下

标的一半，直接利用组合数公式即可，如果上标大于

下标的一半，则可用组合数性质悦灶
皂越悦灶

灶原皂
转化，再利用

组合数公式计算；（圆）对于含有字母的组合数计算，一

般要从组合数悦灶
皂
成立的条件（园臆皂臆灶，且灶，皂都是自

然数）入手，确定字母的值，然后再利用组合数公式计

算；（猿）计算下标相同，上标是连续正整数的组合数的

和，一般利用组合数的性质悦灶垣员
皂 越悦灶

皂垣悦灶
皂原员

进行转化，然

后利用组合数公式计算.
圆郾解组合数方程或不等式

例圆 解方程
悦曾原员

缘 垣悦曾原猿
猿

悦曾原猿
猿 越员怨缘 .

解：原方程可变形为
悦曾原员

缘

悦曾原猿
猿 垣员越员怨缘 ，

即悦曾原员
缘 越员源缘 悦曾原猿

猿
，所以由组合数公式，得

（曾原员）（曾原圆）（曾原猿）（曾原源）（曾原缘）
缘！ 越员源缘·

（曾原猿）（曾原源）（曾原缘）
猿！ ，

化简整理，得曾圆原猿曾原缘源越园.
解得曾越怨或曾越原远（舍去），
所以曾越怨为所求.
点评：排列数和组合数公式都有两种形式：淤乘

积形式；于阶乘形式，前者多用于具体数字计算，后者
多用于含字母的组合数恒等变形等.

猿郾解组合数不等式

例猿 不等式悦曾
曾原源跃悦曾原员

缘 垣悦曾原员
远
的解集为________.

解：原不等式可化为悦曾
源跃悦曾

远
，

所以
曾！

源！（曾原源）！跃 曾！
远！（曾原远）！，

即
员

（曾原源）（曾原缘）跃 员
缘伊远，

整理，得曾圆原怨曾约员园，解得原员约曾约员园.
又因为曾沂晕垣，且曾原员逸远，
故曾越苑或愿或怨，即｛苑，愿，怨｝为所求.
点评：化归为常规方程或不等式是解决这类问题

的常用方法.解出方程或不等式后，一定要对所得结果
进行检验，看是否满足条件，然后把不符合的解舍去.

秉要执本

阴安徽 徐雅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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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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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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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分析

题号 1 2 猿，源，缘，远，
苑，愿，怨，员园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6小题，每小题5分，共30分）

员援（圆园员怨·福建省南安市侨光中学高三月考（理））

已知粤皂
猿原悦圆

猿垣园! 越源，则皂越（ ）.
粤援园 月援员
悦援圆或猿 阅援猿
圆援（圆园员怨·安徽省泗县第一中学高二月考（理））曾圆

垣赠圆臆源表示的平面区域内，以横坐标与纵坐标均为整
数的点为顶点，可以构成的三角形个数为（ ）.

粤援圆愿远 月援圆愿员
悦援圆缘远 阅援员苑远
3援某企业拟在指定的4个月内向市场投放3种不

同的产品，且在同一个月内投放的产品不超过2种，

则该企业产品的不同投放方案有（ ）.
A.16种 B.36种
C.42种 D.60种
4援将标号为1,2，…，10的10个球放入标号为1，

2，…，10的10个盒子里，每个盒内放一个球，恰好3个
球的标号与其在盒子的标号不一致的放入方法种数

为（ ）.
A援120 B援240
C援360 D援720
5援从10名大学毕业生中选3人担任村长助理，则

甲、乙至少有1人入选，而丙没有入选的不同选法的

种数为（ ）.
A援28 B援49 C援56 D援85

远援（圆园员怨·安徽高考模拟（理））圆园员怨年缘月圆圆日具
有“国家战略”意义的“长三角一体化”会议在芜湖举
行，长三角城市群包括：上海市以及江苏省、浙江省、
安徽省三省部分城市，简称“三省一市”.现有源名高三
学生准备高考后到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
四个地方旅游，假设每名同学均从这四个地方中任
意选取一个去旅游，则恰有一个地方未被选中的概
率为（ ）.

粤援圆苑远源 月援 怨员远
悦援 愿员

圆缘远 阅援 苑员远
二、填空题（本大题共2小题，每小题5分，共10分）

苑援某高三学生希望报名参加某6所高校中的3所
学校的自主招生考试，由于其中2所学校的考试时

间相同，因此该学生不能同时报考这2所学校，该

学生不同的报考方法种数是_______.（用数字作答）

愿郾正五边形ABCDE中，若把顶点A，B，C，D，E染
上红、黄、绿、黑四种颜色中的一种，使得相邻顶点所

染颜色不相同，则不同的染色方法共有_______种援
三、解答题（本大题共2小题，共24分.解答应写出

必要的文字说明、证明过程或演算步骤）

9援（12分）甲、乙、丙、丁、戊5名学生被随机分到

A，B，C，D四个不同的工厂实习援
（员）求甲、乙两人不在同一工厂实习的安排方法

的种数；

（圆）若每个工厂至少有一名学生实习，求甲、乙

两人不在同一工厂实习的安排方法的种数.

绎10援（12分）有4位同学在同一天的上、下午参加

“身高与体重”“立定跳远”“肺活量”“握力”“台阶”5
个项目的测试，每位同学上、下午各测试1个项目，且

不重复.现上午不测“握力”项目，下午不测“台阶”项

目，其余项目上、下午都各测试1人.
（1）求上午测试不同安排方式的种数；

（2）上午测试后，分别求下午和这一天测试不同

安排方式的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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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下四个命题中属于组合问题的是（ ）.
A援从3个不同的小球中，取出2个排成一列

B援老师在排座次时将甲、乙两位同学安排为同桌

C援在电视节目中，主持人从100位幸运观众中

选出2名幸运之星

D援从13位司机中任选出两位开同一辆车往返

甲、乙两地

2援集合M越｛x|x越C灶
4，灶逸0，且灶沂N｝，集合Q越｛1，2，

3，4｝，则下列结论正确的是（ ）.
A援M胰Q越｛0，1，2，3，4｝ B援Q芴M
C援M芴Q D援M疑Q越｛1，4｝
3援已知x，y沂N鄢

，且Cx
灶越Cy

灶，则x与y的关系是（ ）.
A援x越y B援y越灶原x
C援x越y或x垣y越灶 D援x逸y

4援组合数Cr
灶（灶>r逸1，灶，r沂Z）恒等于（ ）.

A援 r垣1灶垣1 Cr原1
灶原1 B援（灶垣1）（r垣1）Cr原1

灶原1

C援灶rCr原1
灶原1 D援 灶r Cr原1

灶原1

缘援（圆园员怨·山东高二期中）已知悦皂
愿 越悦圆皂原员

愿 ，则皂等

于（ ）.
粤援员 月援源
悦援员或猿 阅援猿或源

远援（圆园员怨·河南高二月考（理））满足条件悦源
灶跃悦远

灶的

正整数灶的个数是（ ）.
粤援员园 月援怨 悦援源 阅援猿
7援若 1

6 A3
灶垣1越C2

灶垣1，则灶越________援
8援化简：悦灶

缘原灶+悦怨原灶
灶垣员援

9援计算：

（1）C5
8垣C98

100·C7
7；

（2）C0
5垣C1

5垣C2
5垣C3

5垣C4
5垣C5

5；

（3）C灶
灶垣1·C灶原1

灶 ；

（4）C38原灶
3灶 垣C3灶

21垣灶援

（测试范围：排列与组合（2），简单计数问题）

时间：45分钟 满分：愿远分

素养
名称

数学
抽象

逻辑
推理

数学
运算

直观
想象

数学
建模

数据
分析

题号 员，苑，怨 愿 圆，猿，源，缘，远，
员园，员员，员圆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6小题，每小题5分，共30分）

员援（圆园员怨·黑龙江高二期中（理））若
悦圆

灶

粤源
灶

越 员
圆源，则灶

的值是（ ）.
粤援源 月援缘
悦援远 阅援苑
圆援（圆园员怨·安徽省郎溪中学高二期末）缘本不同

的书全部分给源个学生，每个学生至少一本，不同的

分法种数为（ ）.
粤援圆源园种 月援员圆园种
悦援怨远种 阅援源愿园种
猿援（圆园员怨·吉林蛟河一中高二期中（理））今有圆

个红球、圆个黄球、猿个白球，同色球不加以区分，将

这苑个球排成一列的不同方法有（ ）.
粤.圆员园种 月.员远圆种
悦.苑圆园种 阅.愿源园种
源援（圆园员怨·淮北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高二月

考（理））江西省教育电视台做《一校一特色》访谈节

目，分粤，月，悦三期播出，粤期播出两所学校，月期、悦期
各播出员所学校，现从愿所候选的重点中学中选出源
所参与这三项任务，不同的安排方法共有（ ）.

粤援员源园种 月援源圆园种
悦援愿源园种 阅援员远愿园种
5援若一个集合由7个不同的元素组成，则这个集合包

含4个元素的子集个数为（ ）.
A.35 B.70
C.840 D.480
6援有苑名同学站成一排照毕业纪念照，其中甲

必须站在中间，并且乙、丙两名同学要站在一起，则

不同的站法有（ ）.
A.48种 B.96种
C.192种 D.240种
二、填空题（本大题共2小题，每小题5分，共10分）

7援C0
3垣C1

4垣C2
5垣…垣C18

21的值等于________援
8援连接三棱柱的顶点，可以组成______个四

面体.
三、解答题（本大题共4小题，共46分.解答应写

出必要的文字说明、证明过程或演算步骤）

9援（10分）（员）已知
员
悦缘

皂 原 员
悦远

皂 越 苑
员园悦苑

皂 ，求悦愿
皂
的值；

（圆）计算（悦圆园员圆
圆园员园垣悦圆园员圆

圆园园怨
）衣粤圆园员猿

猿 .

10援（12分）有2个字母a，3个字母b，4个字母c，将
9个字母排成一排，有多少种不同的排法？

1员援（12分）从4名男同学中选出2人，6名女同学

中选出3人，并将选出的5人排成一排.
（员）共有多少种不同的排法？

（圆）若选出的2名男同学不相邻，共有多少种不

同的排法？

12援（12分）有源位男生、猿位女生排队照相，根据

下列要求，各有多少种不同的排法.
（员）苑个人排成一列，源个男生必须连在一起；

（圆）苑个人排成一列，猿个女生两两各不相邻；

（猿）苑个人排成一列，其中甲、乙两人之间必须

间隔2人.

组 合

1援甲、乙、丙3位同学选修课程，从4门课程中，

甲选修2门，乙、丙各选修3门，则不同的选修方案

共有（ ）.
A援36种 B援48种
C援96种 D援192种
2援从长度分别为1，2，3，4的四条线段中，任取

三条的不同取法共有灶种，在这些取法中，以取出的

三条线段为边可组成三角形的个数为皂，则
皂
灶 等于

（ ）.
A援1 B援 员源 C援 员圆 D援 34
3援4位同学每人从甲、乙、丙猿门课程中选修1

门，则恰有2人选修课程甲的不同选法共有（ ）.
A援12种 B援24种 C援30种 D援36种
4援（圆园员怨·山东淄川中学高二期中）在报名的3

名男生和6名女生中，选取缘人参加义务劳动，要求

男生、女生都有，则不同的选取方式的种数为（ ）援
粤援员圆园 月援员圆远
悦援圆源园 阅援圆缘圆
5援（圆园员怨·郏县第一高级中学高二月考（理））教

室的图书角摆放了一些阅读书目，其中有猿本相同

的论语、远本互不相同的近代文学名著，现从这怨本
书中选出猿本，则不同的选法种数为（ ）

粤援愿源 月援源圆
悦援源员 阅援猿缘
6援有6名学生，其中有3名会唱歌，2名会跳舞，1

名既会唱歌也会跳舞，现从中选出2名会唱歌的，1
名会跳舞的去参加文艺演出，则共有选法______种援

7援有6名同学参加两项课外活动，每位同学必

须参加一项活动且不能同时参加两项，每项活动最

多安排4人，则不同的安排方法有________种（用数

字作答）援
8援某医院有内科医生12名，外科医生8名，现要

选派5名参加赈灾医疗队.求至少有1名内科医生和

至少有1名外科医生参加有几种选法？

9援平面内有12个点，其中有4个点共线，此外再

无任何三点共线，以这些点为顶点，可得到多少个

不同的三角形？

员0援（圆园员怨·河南高二期末（理））已知甲、乙、丙、

丁、戊、己远人.（以下问题用数字作答）

（员）邀请这远人去参加一项活动，必须有人去，

去几人自行决定，共有多少种不同的安排方法？

（圆）将这远人作为辅导员全部安排到猿项不同的

活动中，求每项活动至少安排员名辅导员的方法总

数是多少？

员1援（圆园员怨·河北高二期中（理））现在有远副互不

相同的手套打乱了放在一起.
（员）从中选取源只，求源只恰好能凑出员副手套的

取法数；

（圆）从中选取缘只，求缘只中至少能凑出员副手套

的取法数.

（下转第4版）

练·堂堂清

简单计数问题

栏 目 设 置
第一版 悟·提能力
本版主要栏目：

传道授业：对本期的知识学

生应该怎样去学习才能理解的

更到位更准确，（员）讲解一些对课

本上难以理解的知识点，（圆）课

本外的但在课堂上需要补充的

知识，（猿）关于本期内容前后衔接

的一些知识点的介绍。

高屋建瓴：对于基础知识涉

及到的基础方法应该怎么用，结

合适当的例题讲解，让大多数学

生达到轻松掌握基本知识及其

解法的目的。

答疑解惑：通过师生问答的

形式，将对本期知识中有疑问的

地方解惑，使学生能在轻松的气

氛中掌握知识。

思想方法：针对当期知识点，

根据新课标所要求学生掌握的

常用数学思想方法进行重点启

发与培养，以帮助学生形成良好

的数学思维习惯。

茅塞顿开：通过例题的求解

过程，阐述解题策略及思路的形

成过程。目的在于培养学生自主学

习的能力，以及对问题的深入掌握。

一击即破：针对有些问题的

一些特殊的巧妙的方法解析，侧

重在传统思路基础上的巧与妙，

重点在思考上。

举一反三：以课本典型例题

或习题为主，对其背景、限制条

件、设问方式等进行变换探究，使同

学们能够打开视野，触类旁通。

知行合一：立足于数学知识

在实际生产和生活中的应用，以

及在其他学科领域中的应用，把

实际问题转化为数学模型来讲

求解，以期达到知行合一的目的。

金榜题名：针对某个知识点

在高考中的题型进行回顾、展

望，并探求其求解策略及技巧，

让学生提前了解并熟悉高考的

相关题型。

运筹帷幄：对于本期基础知

识涉及到的基础方法应该怎么

用，结合适当的例题讲解，化难

为易，让大多数学生达到轻松掌

握基本知识及其解法的目的。或

剖析对某个知识点与其他知识

点的交汇综合，追求思路方法的

拓展性，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完整

的知识系统。

毫厘千里：对各种典型的错

题进行归类，提炼出针对某类错

误的解题策略。将常考、易错和

能举一反三的典型试题按专题

分类，帮学生掌握考点，做少量

的题，掌握一类题的典型解法。

妙趣横生：从学生的知识结

构和思维发展水平的实际出发，

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以增加数

学学习的趣味性。

数学文化：以数学发展史为

主，展示丰富多彩的数学文化，

使读者体会到数学是人类智慧

的结晶，并从中受到启迪，开拓

思路。

第二版 练·堂堂清
堂堂清：通过课时分类中对

应的基础题型训练，让学生了解

所学内容在考试中的考查方式，

以什么形式、题材来设计问题。

第三、四版 练·周周清
同步分层能力测试题：紧跟

教学进度，不可使用历年高考原

题，可采用一部分高考或竞赛改

编题（改编题请标明出处）。

章节能力测试题：对整章内

容的综合测试。

模块综合能力测试题：对对

应模块所有知识点的综合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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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修 2-3》编辑进度

用稿声明
《学习报》是一份多学

科、多层次、多角度面向全国

大中小学生及教育工作者的

教辅类报纸。本报的办报方

针是“紧扣课标及教材，针对

年级特点和学科特色同步辅

导”。本报旨在拓宽学生阅读

视野，激发学习兴趣，培养高

尚的人格和高雅的情趣，提

升综合能力。本报诚征各学

科各类教育、教辅稿件，撰

稿、荐稿者请注意以下事项：

1援稿件一经采用，即视

为同意将网络传播权及电子

发行的权利授予本报。本报

一次性支付的稿酬已包含上

述授权的使用费。

2援推荐或稿件中选用他

人文章时，请务必注明原稿

件作者姓名和选文出处，否

则不予刊登。若原出版者注

明“未经许可，不得转载”，请

勿推荐，来稿一律不收。推荐

类稿件一经采用，本报将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

法》之规定给原作者和推荐

者奉寄稿酬和样报。

3援由于部分作者通讯地

址不详，见报后请与我报及时

联系，以便奉寄稿酬和样报。

电话：0351-3239626（总

编办）或请与各编辑部联系
咨询

出版时间：圆园20.4
期数：源 期
内容：

37期 分类加法计数原
理与分步乘法计数原理

38 期 排列与组合（1）
39 期 排列与组合（2）
源0 期 二项式定理

出版时间：圆园20.5
期数：4 期
内容：

41 期 计数原理整章
综合复习

42 期 离散型随机变
量及其分布列

43 期 二项分布及其
应用

44期 离散型随机变量
的均值与方差、正态分布

出版时间：圆园20.6
期数：4 期
内容：

45 期 随机变量及其
分布整章综合复习

4远 期 回归分析的基
本思想及其初步应用

源苑 期 独立性检验的
基本思想及其初步应用

源愿期 选修 2-3 总复习:
各章知识梳理、复习导航、综
合性问题、综合能力测试题

关注公众号可在网上商城直
接订阅《学习报》及相关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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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葬垣遭）灶越悦灶
园葬灶垣

悦灶
员葬灶原员遭垣…垣Cn

ran-rbr+…+
悦灶

灶遭 灶
（灶沂晕垣）称为二

项式定理，其中从左

到右使用为展开，从

右到左的使用为逆

用，可以化简、求和

及证明援
一、二项式定理

一般地，对于任

意的正整数，都有（葬垣

遭）灶越悦灶
园葬灶垣悦灶

员葬灶原员·遭垣…垣
悦灶
r葬灶原r遭r垣…垣悦灶

灶遭灶（灶沂N+），

这个公式称为二项

式定理，右边的多项

式称为（葬垣遭）灶
的二项

展开式，它一共有灶垣员项，其中各项的系数悦灶
r
（r沂

｛园，员，圆，猿，…，灶｝）称为二项式系数援
知识剖析：（1）二项展开式的特征：淤二项展开式

共灶垣员项；于二项式系数依次为组合数悦灶
园
，悦灶

员
，悦灶

圆
，…，悦灶

灶
；

盂字母葬的指数由灶开始按降幂排到0，字母遭的指数

由0开始按照升幂排到灶援
（2）一个二项展开式的某一项的二项式系数悦灶

r

与这一项的系数（二项式系数与数字系数的积）是两

个不同的概念，二项式系数一定为正值，而项的系数

既可以是正值，也可以是负值，还可以是0援
（3）二项式定理通常有如下的变形：

（葬原遭）灶越悦灶
园葬灶原悦灶

员葬灶原员遭垣…垣（原员）r悦灶
r葬灶原r遭r垣…垣（原员）灶悦灶

灶遭灶

（灶沂N+）；（员垣曾）灶越悦灶
园垣悦灶

员曾垣…垣悦灶
r曾r垣…垣悦灶

灶曾灶援
（4）不但要能利用二项式定理展开式子，还能逆

向应用二项式定理来合并式子援
二、二项展开式的通项

二项展开式中第r垣员项栽r垣员越悦灶
r葬灶原r遭r

（园臆r臆灶，r沂晕）叫

作二项展开式的通项，它体现了二项展开式的项数、

系数、次数的变化规律，是二项式定理的核心，它在求

展开式的某些特定的项及其系数方面有着广泛的

应用援
知识剖析：（1）通项表示二项展开式的第r垣员项，同

时注意该项的二项式系数是悦灶
r
，而不是悦灶

r垣员
；

（2）字母遭的指数和组合数的上标相同；

（3）葬与遭的指数之和为n；

（4）通项栽r垣员越悦灶
r 葬灶原r遭 r

是对（葬垣遭）灶
形式的展开式而

言，而对于（遭垣葬）灶
展开式的通项是栽r垣1越悦灶

r 遭灶原r葬r，两者是

不能混淆的；

（5）（葬原遭）灶
展开式的通项为栽r垣员越（原员）r悦灶

r 葬灶原r遭r
（园臆

r臆灶，r沂晕）援
三、二项式系数的性质

1.二项展开式中二项式系数是“对称”的，即第1项

的二项式系数与最后员项的二项式系数相等，第2项的

二项式系数与倒数第2项的二项式系数相等.
2.对于（葬垣遭）灶越悦灶

园葬灶垣悦灶
员葬灶原员遭垣…垣悦灶

r 葬灶原r遭 r垣…垣悦灶
灶遭灶

（灶沂晕垣），有淤悦灶
皂越悦灶

灶原皂
；于悦灶

皂垣悦灶
皂原员越悦灶垣员

皂
；盂当r约 灶+员

圆 时，

悦灶
r>悦灶

r-员
，当r跃 灶+员

圆 时，悦灶
r-员>悦灶

r 援
知识剖析：（1）求常数项、有理项和系数最大的项

时，要根据通项公式讨论对r的限制；求有理项时要注

意到次数及项数的限制条件援
（2）当灶是偶数时，中间一项的二项式系数悦灶

灶
圆
取

得最大值；当灶是奇数时，中间两项的二项式系数悦灶

灶原员
圆
，

悦灶

灶垣员
圆
相等，且同时取得最大值援
（3）在（员垣曾）灶

的展开式中，令曾越原员，则（员原员）灶越园灶越悦灶
园原

悦灶
员垣…垣（原员）r悦灶

r垣…垣（原员）灶悦灶
灶
，即在二项展开式中奇数

项系数之和与偶数项系数之和相等，且都等于圆灶原员援
二项式定理是一个恒等式，对待恒等式通常有两

种思路：一是利用恒等式定理（两个多项式恒等，则对

应项的系数分别相等）；二是赋值援在应用二项式定理

解题时要注意：各项的次数都等于二项式的幂指数灶；
葬和遭位置不能随便交换；展开式中共有灶垣员项；某一项

的系数与二项式系数的差别；灶和r的取值范围及它们

之间的大小关系援

微信扫码，关注学习报
公众号，了解教育资讯，伴
学快乐成长。

在二项式定理中，二项展开式的“项”是一个重要

概念，也是历年高考中频频考查的重点，把握二项展

开式中的通项及性质是求解这类问题的关键.下面举

例析二项展开式中的“项”的有关问题.
一、第n“项”

例1（a垣2b）4
展开式中的第4项是______.

解析：（a垣2b）4
的展开式的通项为T k垣1=悦 k

4a
4原k
·

（2b）k
，所以第4项T4=T3垣1=悦3

4a
4原3
·（2b）3=悦3

423ab3越猿圆ab3.
点评：这里直接利用二项展开式的通项，整理

即得所求项.
二、常数“项”

例2 若（x2原 1
x摇姨 ）

n
的展开式中第3项与第5项的系

数之比为
3
14，则展开式中的常数项是_________.

解析：由题知第3项的系数为悦2
n（原1）2=悦2

n，第5项的

系数为悦4
n（原1）4=悦4

n，则有
悦2

n

悦4
n

= 3
14，解得n=10.

由Tk垣1=悦k
10x

20原2kx
原 k
2
（原1）k

，知当20原2k原 k
2 =0，即k=8时，

常数项为悦8
10（原1）8=悦2

10=45.
点评：二项展开式的某一项为常数项，就是这

项中不含“变元”，一般采用令通项Tr垣1中变元的指数

为零的方法求得.
三、中间“项”

例3 在（2x2原 1
x ）

6
的展开式中，中间项是____.

解析：该二项展开式共有7项，因此中间一项是第

4项，即悦3
6（2x2

）
6原3
（原 1

x ）
3=悦3

6（原1）323x猿=原160x3.
点评：对于展开式的中间项，若n是偶数，则二项

展开式的中间项为第
n
2 +1项；若n是奇数，则二项展开

式的中间项有两项，即第
n+1
2 项和第

n+1
2 +1项.

四、系数最大的“项”

例源 已知二项式（
1
2 垣2x）n

，若其展开式前猿项的

二项式系数和等于79，求展开式中系数最大的项.
解析：由悦0

n垣悦1
n垣悦2

n=79，可得n=12.
设Tk垣1项的系数最大，因为（

1
2 垣2x）12=（ 1

2 ）
12
（1垣

4x）12
，所以

悦k
124k逸悦k原1

12 4k原1，
悦k

124k逸悦k垣1
12 4k垣1，

扇

墒

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
所以9.4臆k臆10.4，所以k=10.

故展开式中系数最大的项为T11=（ 1
2）

2悦10
12圆10x10=16896x10.

点评：二项式系数、系数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项

式系数最大的项一定是展开式中的中间项（或中间两

项）；而系数的最大项通过解不等式组的方法解决，且

一定要考虑到系数前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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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式的展开式的通项公式是高考考查的重点.一
切和“项”相关的问题都离不开二项式的展开式的通项

公式.此外，二项式的展开式的系数和问题也是经常考

查的内容.
【典例1】求（ x3姨 - 1

x4姨 ）
14
的展开式中的常数项.

【问题引领】

问题1：这个二项式的展开式的通项公式是什么？

应用时需要注意什么？

答：Tk+1越Ck
14（ x3姨 ）

14-k
·（- 1

x4姨 ）
k
，需要注意T的下标

（项数）与组合数中k的关系.
问题2：什么叫常数项？

答：不含x的项，也就是x的零次方项.
问题3：欲找到x的零次方项，需要做些什么？

答：需要对展开式的通项公式进行整理，整理为Tk+1=

Ck
14（-1）k

·x
14
3 - 7

12 k.
【问题解决】

（ x3姨 - 1
x4姨 ）

14
的展开式的通项为Tk垣1越Ck

14（ x3姨 ）
14-k
·

（- 1
x4姨 ）

k=Ck
14·（-1）k

·x
14-k
3
·x

- k
4 =Ck

14·（-1）k
·x

14
3 - 7

12 k
，令

14
3 -

7
12 k=0，则k=8.所以常数项为T9越C8

14（-1）8越3003.

【典例2】求（x+2y）7
的展开式中系数最大的项.

【问题引领】

问题1：二项式的展开式的系数与展开式的二项式

系数是一个概念吗？数值一样吗？

答：不是一个概念.二项式系数仅是指组合数Ck
n，而

系数除包含组合数Ck
n外，还包含二项式定理中a，b内部

的数字.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是一样的数值.
问题2：若系数最大，必须满足什么条件？

答：必须满足该系数大于或等于它前后相邻两项的

系数，这是系数最大的必要条件.
问题3：（x+2y）7

的展开式中的通项公式是什么？

答：Tk垣1越Ck
7x

7-k
（2y）k=Ck

72kx7-kyk.

问题4：（x+2y）7
的展开式的通项中的系数是什么？

答：系数是Ck
72k.

【问题解决】

设（x+2y）7
的展开式中第k+1项的系数最大，则由

展开式的通项公式Tk垣1越Ck
7x

7-k
（2y）k=Ck

72kx7-kyk，

有
Ck

7·2k逸Ck-1
7 ·2k-1

，

Ck
7·2k逸Ck+1

7 ·2k+1
，

嗓
即

7！
k！（7-k）！·2k逸 7！

（k-1）！（7-k+1）！·2k-1
，

7！
k！（7-k）！·2k逸 7！

（k+1）！（7-k-1）！·2k+1
，

扇

墒

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

所以

2
k 逸 18-k ，

17-k 逸 2
k+1 ，

扇

墒

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

解得
k臆163 ，

k逸133 .

扇

墒

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

又疫0臆k臆7，
亦k=5.
所以（x+2y）7

的展开式中系数最大的项为T6=C5
7x

2
·25y5=

672x2y5.

阴北京 崔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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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号 员园 员，圆，猿，源，缘，
远，苑，愿，怨 8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远小题，每小题5分，共猿园分）

1援已知（曾2垣 1
曾 ）

n
的展开式的二项式系数之和为

32，则展开式中含曾项的系数是（ ）.
A援5 B援20
C援10 D援40
圆援（圆园员怨·北京高二期末）已知噪曾皂赠灶（噪是实常数）

是二项式（曾原圆赠）缘
的展开式中的一项，其中皂越灶垣员，那

么噪的值为（ ）.
粤援源园 月援原源园
悦援圆园 阅援原圆园
猿援（圆园员怨·河北枣强中学高二期末（理））（员垣圆曾）愿

·

（员垣 赠
源 ）

源
的展开式中曾圆赠圆

项的系数是（ ）.
粤.缘愿 月.远圆
悦.缘圆 阅.源圆
源郾已知（1垣2曾）8

展开式的二项式系数的最大值为

葬，系数的最大值为遭，则 遭
葬 的值为（ ）.

A. 1285 B. 2567
C. 5125 D. 1287
缘援（圆园员怨·四川高二期末（理））若（圆曾原猿）缘越葬园垣葬员曾垣

葬圆曾
圆垣葬猿曾

猿垣葬源曾
源垣葬缘曾

缘
，则葬园垣葬员垣圆葬圆垣猿葬猿垣源葬源垣缘葬缘为（ ）.

粤援原圆猿猿 月援员园
悦援圆园 阅援圆猿猿

远援（圆园员怨·河南高二期末（理））已知（曾垣葬）员缘越葬园垣
葬员（员原曾）垣葬圆（员原曾）圆垣…垣葬员缘（员原曾）员缘

中葬跃园，若葬员猿越原怨源缘，
则葬的值为（ ）.

粤援圆 月援猿 悦援源 阅援缘
二、填空题（本大题共2小题，每小题5分，共10分）

7援若（曾2垣1）（曾原3）9越葬0垣葬1（曾原2）垣葬2（曾原2）2垣葬3（曾原2）3垣…垣
葬11（曾原2）11

，则葬1垣葬2垣葬3垣…垣葬11的
值为________援

绎8援已知（ax+1）n =an x
n +

an - 1 x
n-1+…+a1x+a0（n沂N+），若

点列A i（i，ai）的部分图像如右图

所示，则实数a=_____.
三、解答题（本大题共2小题，共24分.解答应写出

必要的文字说明、证明过程或演算步骤）

绎9援（员圆分）已知（ 曾摇姨 原 曾猿姨 ）
灶
的展开式中所有

项的二项式系数之和为员园圆源，求展开式中的所有有
理项.

10援（12分）已知数列｛葬灶｝（灶沂N+）是首项为葬1，公

比为q的等比数列.
（1）求和：葬1C圆

园-葬2C圆
员+葬3C圆

圆
；葬1C猿

园-葬2C猿
员+葬3C猿

圆-葬4C猿
猿.

（2）由（1）的结果归纳概括出关于正整数灶的一

个结论，并加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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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二项式（葬+遭）2018
的展开式的项数是（ ）.

A.2018 B.2019
C.4028 D.4029
2援在（曾原 3摇姨 ）

10
的展开式中，曾6的系数是（ ）.

A援原27C5
10 B援27C4

10

C援原9C5
10 D援9C4

10

3援在（ 曾摇姨 垣 2
曾 ）

灶
的展开式中，常数项为60，则灶

等于（ ）.
A援3 B援6
C援9 D援12
4援（2曾原 1

曾摇姨 ）
9
的展开式中，常数项为（ ）.

A援原672 B援672
C援原288 D援288
5援设P越1垣5（曾垣1）垣10（曾垣1）2垣10（曾垣1）3垣5（曾垣1）4垣

（曾垣1）5
，则P等于（ ）.

A援曾5 B援（曾垣2）5

C援（曾原1）5 D援（曾垣1）5

6援在（ 2曾3姨 原 1
2摇姨 ）

20
的展开式中，系数是有理

数的项共有（ ）.
A援4项 B援5项
C援6项 D援7项
苑援（圆园员怨·上海市奉贤中学高二期末）“灶越缘”是

“（圆 曾摇姨 原 员
曾3姨 ）

灶
，灶沂N+的展开式中含有常数项”

的（ ）.
粤援充分不必要条件
月援必要不充分条件
悦援充要条件
阅援既不充分也不必要条件

愿援（圆园员怨·河南高二期末（理））在（员原曾）远原（员原曾）缘

的展开式中，含曾猿
的项的系数是（ ）.

粤援原员园 月援缘 悦援员园 阅援原缘
9援对于二项式（

1
曾 垣曾3

）
灶
（灶沂N+），四位同学作出

四种判断：
甲：存在灶沂N+，使展开式中有常数项；

乙：对任意灶沂N+，展开式中没有常数项；

丙：对任意灶沂N+，展开式中没有曾的一次项；

丁：存在灶沂N+，使展开式中有曾的一次项援
其中判断正确的是________援
10.已知（ x姨 - 2

x2）
n
（n沂N+）的展开式中第5项

的系数与第3项的系数的比是10颐1.
（1）求n的值；

（2）求展开式中含x
32
的项.

员员援（圆园员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新疆分校高二期

中（理））已知（
员
源 垣圆曾）灶

的展开式前三项的二项式系

数的和等于猿苑，求：

（员）展开式中二项式系数最大的项的系数援
（圆）展开式中系数最大的项援

（测试范围：二项式定理）

时间：45分钟 满分：愿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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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号
2，员园，
员圆

员，猿，源，缘，远，苑，愿，
怨，员园，员员，员圆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6小题，每小题5分，共30分）

员援（圆园员怨·河南高二期末（理））在（ 曾摇姨 垣 员
曾 ）

员园

的展开式中，曾的幂指数是整数的共有（ ）.
粤援猿项 月援源项
悦援缘项 阅援远项
2援若二项式（葬+遭）n

的展开式的第3项与第8项的

二项式系数相等，则二项展开式的中间项是（ ）.
A.第5项和第6项 B.第6项
C.第6项和第7项 D.第5项
猿援（圆园员怨·抚顺市第十中学高二期中 （理））

（ 圆摇姨 垣曾）员园越葬园垣葬员曾垣葬圆曾圆垣…垣葬员园曾员园，则（葬园垣葬圆垣…垣葬员园）
圆原

（葬员垣葬猿垣…垣葬怨）
圆越（ ）.

粤援园 月援原员
悦援员 阅援（ 圆摇姨 原员）员园

4援若（员垣 猿摇姨 ）
猿越葬垣 猿摇姨 遭（葬，遭沂匝），则葬原遭的值

为（ ）.
粤郾原源 月郾源
悦郾原员远 阅郾员远
缘援若C1

n曾垣C2
n曾

2垣…垣Cn
n曾

n
能被7整除，则曾，n的值可

能为（ ）.
A援曾越4，n越3 B援曾越4，n越4
C援曾越5，n越4 D援曾越6，n越5
远援（圆园员怨·安徽高二期末）已知（圆曾垣 员

曾 垣葬）（员原曾）源
的

展开式中曾猿项的系数为缘，则 a

0乙 圆葬x-曾圆摇姨 凿曾越（ ）.

粤援 仔圆 月援仔
悦援圆仔 阅援源仔
二、填空题（本大题共2小题，每小题5分，共10分）

7 援（曾 原赠） 员园
的展开式中，曾 猿 赠 苑

的系数等于

_______.
8援设二项式（曾原 葬

曾摇姨 ）
6
（葬>0）的展开式中曾3

的

系数为A，常数项为B.若B越4A，则葬的值是________援

三、解答题（本大题共4小题，共46分.解答应写

出必要的文字说明、证明过程或演算步骤）

9援（10分）已知（
员
曾

源姨 垣 曾圆
猿姨 ）

灶
展开式中的倒数

第三项的系数为源缘，求：

（员）含曾猿
的项；

（圆）系数最大的项.

10援（12分）求证：32灶+2-8灶-9能被64整除（灶沂N+）.

11援（12分）已知粤 灶
缘越缘远悦 灶

苑
，且（1原2曾）灶越葬0垣葬1曾垣

葬2曾
2垣葬3曾

3垣…垣葬灶曾灶援
（员）求灶的值；

（圆）求葬1垣葬2垣葬3垣…垣葬15的值援

12援（12分）已知二项式（曾+曾-1
）

灶
与（曾+曾-1

）
灶+1

，其

中灶沂N+，试问这两个二项式的展开式中是否能同

时存在常数项？请说明理由.

员援设（2曾原3）4越葬0垣葬1曾垣葬2曾2垣葬3曾
3垣葬4曾

4
，则葬0垣葬1垣葬2垣

葬3垣葬4越（ ）.
A援1 B援2
C援3 D援4
圆援若（1垣葬）垣（1垣葬）2垣（1垣葬）3垣…垣（1垣葬）灶越遭0垣遭1葬垣

遭2葬
2垣…垣遭灶葬

灶
，且遭0垣遭1垣遭2垣…遭灶越30，则自然数灶的值

为（ ）.
A援6 B援5
C援4 D援3
3援关于（葬原遭）10

的说法，错误的是（ ）.
A援展开式中的二项式系数之和是1024
B援展开式的第6项的二项式系数最大

C援展开式的第5项或第7项的二项式系数最大

D援展开式中第6项的系数最小

4援若灶沂N+，（ 2摇姨 垣1）灶越 2摇姨 葬灶垣遭灶（葬灶，遭灶沂Z），
则遭灶的值（ ）.

A援一定是奇数

B援一定是偶数

C援与灶的奇偶性相反

D援与灶的奇偶性相同

5援（圆园员怨·广东高二期末）若（圆曾垣 猿摇姨 ）
缘越葬园垣葬员·

曾垣葬圆曾
圆垣葬猿曾

猿垣葬源曾
源垣葬缘曾

缘
，则（葬园垣葬圆垣葬源）

圆原（葬员垣葬猿垣葬缘）
圆越

（ ）.
粤援原员 月援员 悦援园 阅援圆
6援如下图是一个类似杨辉三角的递推式，则第

灶行的首尾两个数均为________援

1
3 3

5 6 5
7 11 11 7

9 18 22 18 9
… … … … … …

7援设皂为正整数，（曾垣y）2皂
展开式的二项式系数

的最大值为葬，（曾垣y） 2皂垣1
展开式的二项式系数的最

大值为遭，若13葬越7遭，求皂的值.

8援已知（1垣2 曾摇姨 ）
灶
的展开式中，某一项的系数

恰好是它的前一项系数的2倍，而且是它的后一项

系数的
5
6 ，试求展开式中系数最大的项援

9援（圆园员怨·重庆高二期末（理））已知二项式（圆曾原
葬
曾 ）

缘
的展开式中，各项系数之和为圆源猿，其中实数葬

为常数.
（员）求葬的值；
（圆）求展开式中二项式系数最大的项.

（下转第4版）

练·堂堂清

二项式定理

二项式系数的
性质

栏 目 设 置
第一版 悟·提能力
本版主要栏目：

传道授业：对本期的知识学

生应该怎样去学习才能理解的

更到位更准确，（员）讲解一些对课

本上难以理解的知识点，（圆）课

本外的但在课堂上需要补充的

知识，（猿）关于本期内容前后衔接

的一些知识点的介绍。

高屋建瓴：对于基础知识涉

及到的基础方法应该怎么用，结

合适当的例题讲解，让大多数学

生达到轻松掌握基本知识及其

解法的目的。

答疑解惑：通过师生问答的

形式，将对本期知识中有疑问的

地方解惑，使学生能在轻松的气

氛中掌握知识。

思想方法：针对当期知识点，

根据新课标所要求学生掌握的

常用数学思想方法进行重点启

发与培养，以帮助学生形成良好

的数学思维习惯。

茅塞顿开：通过例题的求解

过程，阐述解题策略及思路的形

成过程。目的在于培养学生自主学

习的能力，以及对问题的深入掌握。

一击即破：针对有些问题的

一些特殊的巧妙的方法解析，侧

重在传统思路基础上的巧与妙，

重点在思考上。

举一反三：以课本典型例题

或习题为主，对其背景、限制条

件、设问方式等进行变换探究，使同

学们能够打开视野，触类旁通。

知行合一：立足于数学知识

在实际生产和生活中的应用，以

及在其他学科领域中的应用，把

实际问题转化为数学模型来讲

求解，以期达到知行合一的目的。

金榜题名：针对某个知识点

在高考中的题型进行回顾、展

望，并探求其求解策略及技巧，

让学生提前了解并熟悉高考的

相关题型。

运筹帷幄：对于本期基础知

识涉及到的基础方法应该怎么

用，结合适当的例题讲解，化难

为易，让大多数学生达到轻松掌

握基本知识及其解法的目的。或

剖析对某个知识点与其他知识

点的交汇综合，追求思路方法的

拓展性，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完整

的知识系统。

毫厘千里：对各种典型的错

题进行归类，提炼出针对某类错

误的解题策略。将常考、易错和

能举一反三的典型试题按专题

分类，帮学生掌握考点，做少量

的题，掌握一类题的典型解法。

妙趣横生：从学生的知识结

构和思维发展水平的实际出发，

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以增加数

学学习的趣味性。

数学文化：以数学发展史为

主，展示丰富多彩的数学文化，

使读者体会到数学是人类智慧

的结晶，并从中受到启迪，开拓

思路。

第二版 练·堂堂清
堂堂清：通过课时分类中对

应的基础题型训练，让学生了解

所学内容在考试中的考查方式，

以什么形式、题材来设计问题。

第三、四版 练·周周清
同步分层能力测试题：紧跟

教学进度，不可使用历年高考原

题，可采用一部分高考或竞赛改

编题（改编题请标明出处）。

章节能力测试题：对整章内

容的综合测试。

模块综合能力测试题：对对

应模块所有知识点的综合测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