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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开封大学单独招生数学考试大纲 

一、考试范围与要求  

（一）集合 

1.集合的含义与表示  

(1)了解集合的含义、元素与集合的属于关系.  

(2)能用自然语言、图形语言、集合语言(列举法或描述法)描述不

同的具体问题.  

2.集合间的基本关系  

(1)理解集合之间包含与相等的含义,能识别给定集合的子集.  

(2)在具体情境中,了解全集与空集的含义.  

3.集合的基本运算  

(1)理解两个集合的并集与交集的含义,会求两个简单集合的并集与

交集.  

(2)理解在给定集合中一个子集的补集的含义,会求给定子集的补集.  

(3)能使用韦恩(Venn)图表达集合的关系及运算.  

（二）函数概念与基本初等函数Ⅰ(指数函数、对数函数、幂函数)  

1.函数  

(1)了解构成函数的要素,会求一些简单函数的定义域和值域.  

(2)在实际情境中,会根据不同的需要选择恰当的方法(如图像法、

列表法、解析法)表示函数.  

(3)了解简单的分段函数,并能简单应用.  

(4)理解函数的单调性、最大值、最小值及其几何意义；结合具体

函数,了解函数奇偶性的含义.  

(5)会运用函数图像理解和研究函数的性质.  

2.指数函数 

 (1)理解有理指数幂的含义,了解实数指数幂的意义,掌握幂的运算.  

(2)理解指数函数的概念,理解指数函数的单调性,掌握指数函数图像

通过的特殊点.  

3.对数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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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解对数的概念及其运算性质,知道用换底公式能将一般对数转

化成自然对数或常用对数；了解对数在简化运算中的作用.  

(2)理解对数函数的概念,理解对数函数的单调性,掌握对数函数图像

通过的特殊点.  

(3)了解指数函数 xay  与对数函数 xy alog 互为反函数（a>0，

a≠1）.  

4.幂函数  

(1)了解幂函数的概念.  

(2)结合函数 2

1

32 1
xy

x
yxyxyxy  ，，，， 的图像,了解它们的变

化情况.  

5.函数与方程  

(1)结合二次函数的图像,了解函数的零点与方程根的联系,判断一

元二次方程根的存在性及根的个数.  

(2)根据具体函数的图像,能够用二分法求相应方程的近似解.  

6.函数模型及其应用  

了解指数函数、对数函数以及幂函数的增长特征,知道直线上升、

指数增长、对数增长等不同函数类型增长的含义.  

（三） 立体几何初步  

1.空间几何体  

(1)认识柱、锥、台、球及其简单组合体的结构特征,并能运用这些

特征描述现实生活中简单物体的结构.  

(2)能画出简单空间图形(长方体、球、圆柱、圆锥、棱柱等的简易

组合)的三视图,能识别上述三视图所表示的立体模型,会用斜二侧法画

出它们的直观图.  

(3)会用平行投影与中心投影两种方法画出简单空间图形的三视图

与直观图,了解空间图形的不同表示形式.  

(4)会画某些建筑物的视图与直观图(在不影响图形特征的基础上,

尺寸、线条等不作严格要求).  

(5)了解球、棱柱、棱锥、台的表面积和体积的计算公式.  

2.点、直线、平面之间的位置关系  



 

3  

  

(1)理解空间直线、平面位置关系的定义,并了解如下可以作为推理

依据的公理和定理.  

• 公理 1：如果一条直线上的两点在一个平面内,那么这条直线上

所有的点都在此平面内.  

• 公理 2：过不在同一条直线上的三点,有且只有一个平面.  

• 公理 3：如果两个不重合的平面有一个公共点,那么它们有且只

有一条过该点的公共直线.  

• 公理 4：平行于同一条直线的两条直线互相平行.  

• 定理：空间中如果一个角的两边与另一个角的两边分别平行,

那么这两个角相等或互补.  

(2)以立体几何的上述定义、公理和定理为出发点,认识和理解空

间中线面平行、垂直的有关性质与判定定理. 

 理解以下判定定理.  

• 如果平面外一条直线与此平面内的一条直线平行,那么该直线

与此平面平行. 

• 如果一个平面内的两条相交直线与另一个平面都平行,那么这

两个平面平行.  

• 如果一条直线与一个平面内的两条相交直线都垂直,那么该直

线与此平面垂直.  

• 如果一个平面经过另一个平面的垂线,那么这两个平面互相垂

直.  

理解以下性质定理.  

• 如果一条直线与一个平面平行,那么经过该直线的任一个平面

与此平面的交线和该直线平行.  

• 如果两个平行平面同时和第三个平面相交,那么它们的交线相

互平行.  

• 垂直于同一个平面的两条直线平行.  

• 如果两个平面垂直,那么一个平面内垂直于它们交线的直线与

另一个平面垂直.  

3.能运用公理、定理和已获得的结论证明一些空间图形的位置关

系的简单命题.  

（四）平面解析几何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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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直线与方程  

(1)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结合具体图形,确定直线位置的几何要素.  

(2)理解直线的倾斜角和斜率的概念,掌握过两点的直线斜率的计算

公式.  

(3)能根据两条直线的斜率判定这两条直线平行或垂直.  

(4)掌握确定直线位置的几何要素,掌握直线方程的几种形式(点斜

式、两点式及一般式) , 了解斜截式与一次函数的关系.  

(5)能用解方程组的方法求两条相交直线的交点坐标.  

(6)掌握两点间的距离公式、点到直线的距离公式,会求两条平行直

线间的距离.  

2.圆与方程  

(1)掌握确定圆的几何要素,掌握圆的标准方程与一般方程.  

(2)能根据给定直线、圆的方程判断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能根据

给定两个圆的方程判断两圆的位置关系.  

(3)能用直线和圆的方程解决一些简单的问题.  

(4)初步了解用代数方法处理几何问题的思想.  

3.空间直角坐标系  

(1)了解空间直角坐标系,会用空间直角坐标表示点的位置.  

(2)会计算空间两点间的距离公式.  

（五） 概率  

1.事件与概率  

(1)了解随机事件发生的不确定性和频率的稳定性,了解概率的意义,

了解频率与概率的区别.  

(2)了解两个互斥事件的概率加法公式.  

2.古典概型  

(1)理解古典概型及其概率计算公式.  

(2)会计算一些随机事件所含的基本事件数及事件发生的概率.  

3.随机数与几何概型  

(1)了解随机数的意义,能运用模拟方法估计概率.  

(2)了解几何概型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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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基本初等函数Ⅱ (三角函数)  

1.任意角的概念、弧度制 

(1)了解任意角的概念.  

(2)了解弧度制的概念,能进行弧度与角度的互化.  

2. 三角函数  

(1)理解任意角三角函数(正弦、余弦、正切)的定义.  

(2)能利用诱导公式化简运算,能画出 xyxyxy tancossin  ，， 的图

像,了解三角函数的周期性.  

(3)理解正弦函数、余弦函数在区间[ 0,2π ]上的性质(如单调性、最

大值和最小值以及与 x 轴的交点等),理解正切函数在区间（
22

ππ
， ）内

的单调性.  

(4)理解同角三角函数的基本关系式： x
x

x
xx tan

cos

sin
1cossin 22  ，  

 (5)了解函数 sin( )y A x   的物理意义；能画出 sin( )y A x    的图

像,了解参数 A、、对函数图像变化的影响.  

（七） 平面向量 

 1.平面向量的实际背景及基本概念  

(1)了解向量的实际背景.  

(2)理解平面向量的概念,理解两个向量相等的含义.  

(3)理解向量的几何表示.  

2.向量的线性运算  

(1)掌握向量加法、减法的运算,并理解其几何意义.  

(2)掌握向量数乘的运算及其几何意义,理解两个向量共线的含义.  

(3)了解向量线性运算的性质及其几何意义.  

3.平面向量的基本定理及坐标表示  

(1)了解平面向量的基本定理及其意义.  

(2)掌握平面向量的正交分解及其坐标表示.  

(3)会用坐标表示平面向量的加法、减法与数乘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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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理解用坐标表示的平面向量共线的条件.  

4.平面向量的数量积  

(1)理解平面向量数量积的含义及其物理意义.  

(2)了解平面向量的数量积与向量投影的关系.  

(3)掌握数量积的坐标表达式,会进行平面向量数量积的运算.  

(4)能运用数量积表示两个向量的夹角,会用数量积判断两个平面向

量的垂直关系.  

5.向量的应用  

(1)会用向量方法解决某些简单的平面几何问题.  

(2)会用向量方法解决简单的力学问题与其他一些实际问题.  

（八） 三角恒等变换  

1.和与差的三角函数公式  

(1)会用向量的数量积推导出两角差的余弦公式.  

(2)能利用两角差的余弦公式导出两角差的正弦、正切公式.  

(3)能利用两角差的余弦公式导出两角和的正弦、余弦、正切公式,

导出二倍角的正弦、余弦、正切公式,了解它们的内在联系.  

2.简单的三角恒等变换 

能运用上述公式进行简单的恒等变换(包括导出积化和差、和差化

积、半角公式,但对这三组公式不要求记忆).  

（九） 解三角形  

1.正弦定理和余弦定理 

掌握正弦定理、余弦定理,并能解决一些简单的三角形度量问题.  

2.应用  

能够运用正弦定理、余弦定理等知识和方法解决一些与测量和几

何计算有关的实际问 

题.  

（十） 数列  

1.数列的概念和简单表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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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数列的概念和几种简单的表示方法(列表、图像、通项公

式).  

(2)了解数列是自变量为正整数的一类函数.  

2.等差数列、等比数列  

(1)理解等差数列、等比数列的概念.  

(2)掌握等差数列、等比数列的通项公式与前 n 项和公式.  

(3)能在具体的问题情境中识别数列的等差关系或等比关系,并能用

有关知识解决相应的问题.  

(4)了解等差数列与一次函数、等比数列与指数函数的关系.  

（十一） 不等式  

1.不等关系 

了解现实世界和日常生活中的不等关系,了解不等式(组)的实

际背景.  

2.一元二次不等式  

(1)会从实际情境中抽象出一元二次不等式模型.  

(2)通过函数图像了解一元二次不等式与相应的二次函数、一元二

次方程的联系.  

(3)会解一元二次不等式.  

3.二元一次不等式组与简单线性规划问题  

(1)会从实际情境中抽象出二元一次不等式组.  

(2)了解二元一次不等式的几何意义,能用平面区域表示二元一次不

等式组.  

(3)会从实际情境中抽象出一些简单的二元线性规划问题,并能加以

解决.  

4.基本不等式： )0(
2




baab
ba

，  

(1)了解基本不等式的证明过程.  

(2)会用基本不等式解决简单的最大(小)值问题.  

（十二） 常用逻辑用语 

1.命题及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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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解命题的概念.  

(2)了解“若 p,则 q”形式的命题及其逆命题、否命题与逆否命题,会

分析四种命题的相互关系.  

(3)理解必要条件、充分条件与充要条件的意义.  

2.简单的逻辑联结词 了解逻辑联结词“或”、“且”、

“非”的含义.  

3.全称量词与存在量词  

(1)理解全称量词与存在量词的意义.  

(2)能正确地对含有一个量词的命题进行否定.  

 （十三） 圆锥曲线与方程  

 (1)了解圆锥曲线的实际背景,了解圆锥曲线在刻画现实世界和解决

实际问题中的作用.  

(2)掌握椭圆的定义、几何图形、标准方程及简单几何性质.  

(3)了解双曲线、抛物线的定义、几何图形和标准方程,知道它的简

单几何性质.  

(4) 理解数形结合的思想.  

(5)了解圆锥曲线的简单应用. 

（十四） 数系的扩充与复数的引入 

1.复数的概念  

(1)理解复数的基本概念.  

(2)理解复数相等的充要条件.  

(3)了解复数的代数表示法及其几何意义.  

2.复数的四则运算  

(1)会进行复数代数形式的四则运算.  

(2)了解复数代数形式的加、减运算的几何意义.  

二、难度比例  

试题按其难度分为容易题、中等难度题、难题，以容易题、中等

难度题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