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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亲爱的读者!!

时光荏苒!岁月匆匆!"华东师大版一课一练#已经诞生了二十几个年头!最初使用"华东
师大版一课一练#的高年级学生早已为人父母!也许他们的小孩也正在使用着这套书$"华
东师大版一课一练#陪伴着上海一届又一届的学生!从小学到初中!从初中到高中!再延续到
他们的下一代继续使用$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欣慰的事情%

回顾这二十多年来的历程!我们的每一个进步都离不开广大读者的爱护与支持$当然
每当我们取得些许成绩!也最想和广大读者分享$!""#年!本丛书被中国书业权威评选为
&改革开放$"年最具影响力的$""本书之一'!此次评选中获选的教辅图书只有两种$!"%&
年!本丛书第三次被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评为&上海市著名商标'!这是上海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颁发给图书类产品唯一的荣誉$

二十多年来我们专注于教学训练的每一个环节!坚持做学术教辅$这是我们不变的坚
守!这种坚守根植于每一个华东师大出版社人的心中!自始至终贯彻于每一本书中$本丛书
作为同步类辅导材料!编制时坚持做到以下几点(

一)与课时同步$紧扣课本出题!掌握基本知识*变换形式训练!掌握基本方法*进行知
识整合!提高学习能力$

二)避免出现超纲和超前内容$每一道题目的选择都有具体的考核意图!作者充分考虑
学生已学知识出题$

三)遵循学习规律!及时巩固!克服遗忘$人的大脑对新事物的遗忘遵循艾宾浩斯曲线!

只有不断巩固才能将短时记忆转化为长时记忆$

四)紧跟考试和时政实际!编制原创题目!每年都对本丛书做调整和修订$

五)严格审校!内容为王!质量为先!确保优质$

我们不仅关心学生在一段时间内的学习!更关注学生今后长远的发展$考试是衡量学
习成果的一种手段!而学习的最终目的却不是为了考试$本丛书以学生的终身发展为目标!

不拘泥于考试的形式搞题海战术!而在促使学生在深度掌握知识和方法上下功夫!为以后步
入更高级的学段打下良好的基础$

感谢本丛书作者们付出的辛勤劳动!感谢广大读者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我们会一如
既往地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进步$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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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幂函数!指数函数和对数函数"下#

4.4(1)!对数概念及其运算

"! 将下列指数式改为对数式$

"!#"! "!#"!! !!!!!!!!% "##$!#%
& "$!! !!!!!!!!%

"%#!% "&"!#'且!$!#!! !!!!!!!!'

"" 将下列对数式改为指数式$

"!#()*&槡$"%
&!!!!!!!!!!% "##()*!

#$"#"!!!!!!!!!!%

"%#()*!%"&"!#'且!$!&%#'#!! !!!!!!!!'

"# 求下列各式中$的取值范围$

"!#()*#"!##$#% "##()*"$(##"% "%#()*$
#
"$#($#%

"&#(*$(!
!#$

% ""#()*)"#$)"$##"$(+#'

"$ 求下列各式的值$

"!#()*槡"!#"% "##()*!
!
!#(()*!

!
!

"!#'且!$!#%

"%#(,-!'% "&#()*"#(槡%#"##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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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 "'&求()*#
*
$
的值'

"& 若()*"$(!#"$(!#"!成立&求$的取值范围'

"' 已知点+()*"!&"()*"槡" #" !,()*!'''!&()*%槡" #% &求线段+,的长'

"( 已知--.%&(,#..&求-#-/%.的值'

") 某工厂生产某种产品&如果成本每年都比上一年降低#'0&那么大约经过多少年可以使
成本降低到原来的四成左右'

"!* 已知()*#(()*%"()*&$#)"()*%(()*&"()*#*#)"()*&(()*#"()*%/#)"''求$(*(/
的值'

"!! 求下列各式中0的取值范围$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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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对数概念及其运算

"! 计算$

"!#
(*#(#

%(*&#(*槡##(*$

(*+&#(*!+
% "## !" ##

#!(()*''"1%

"%#(*'''+( "(*+####(*+(槡 !% "&#"()*+###(()*+%*()*+!#'

"" ()*!$" !
#()*!-##()*!.#()*!1&则$" !!!!'

"# 已知#(*
$#*
#

"(*$((**&求$
*
的值'

"$ 已知(*!!(*%是方程$#(#$#&"'的两个根&求!%的值'

"% 用()*!$!()*!*!()*!/表示()*!
$#槡*

%
槡/

'

"& 已知(*"!%#""&(*!*(*%"+&求!与%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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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知()*#$(()*#*"'&且$&(*& "!2&&求()*#"$/*#的值'

"( 已知!#'&且!'$ "(*"!'!#((*!
!

&求$的值'

") 已知(,$((,*"&&求!
$(!

*
的最小值'

"!* 若#&! "!#'将下列各式用!的代数式表示$
"!#()*#&#% "##()*#&%'

"!! 通常情况下&和的对数不等于对数的和&如(*"$(*#$(*$((**&但是否存在实数对
"$&*#&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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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对数概念及其运算

"! 计算$

"!#()*%&*()*#&2*()*12% "##"()*&%(()*#2#"()*2##()*#1$#%

"%#(*#*(*#"''(#(*#"% "&#"()*%"(()*2''##"()*"%(()*#"%#'

"" 化简$"()*#%/()*&2/()*$#1/+/()*#.%.#*()*#
.
槡$'

"# 若()*!%"()*%!"!$%&!$!&%$!#&则!%.!!!!'

"$ 若()*$#*(()**#$"!&则*可用$表示为!!!!!!!!!!!'

"% "!#已知()*%#"!&把()*#2+写成!的代数式%

"##已知(*#.!&把()*##"写成!的代数式'

"& "!#已知()*!$2"!&!$% ""&用!!%表示()*+&"%

"##已知()*#%"!&()*%""%&用!!%表示()*!"#'%
"%#已知()*#!"-&()*"!"."!#'且!$!#&用-!.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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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值$"!#设%! "&% "%+&则!
!(!

#%" !!!!%

"##设()*!"!%#""&则()*!%
%
槡! " !!!!'

"( 已知!!%!&均大于!'若()*!$"#&()*%$"%&()*!%&$"!#&求()*&$'

") 已知关于$的方程$##"()*#%(()*!##$(()*!%"'的两根为3!和#&求实数!!

%的值'

"!* 设直角三角形的斜边为&&直角边分别为!!%&求证$()*"%(&#!(()*"&#%#!"#()*"%(&#!*

()*"&#%#!'

"!! 设!#!&%#!&且()*!%/()*%!."
#

&求 !%/%%

!%/!#%#的值'

"!" &+,2的三边长分别为!!%!&&且满足$! "$%*#&&()*#&%(()*#&"%!##&#"#'判断

&+,2的形状并写出推理过程'

"!# 当-在什么范围内变化时&不等式%$#(#1()*-% #-%对一切$'!恒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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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反函数的概念

"! 求下列函数的反函数$

"!#*" $#%
%$#!

% "##*"#$%"$('#%

"%#*"$
!
% ##% "&#*"# $##槡 !"#%$(%#%

""#*"$###$(%"$' (##&#!)#% "+#*" !
$#(#

$(%"$#'#'

"" 已知函数3"$#的图像如图&求33!"$#的表达式及图像'

"第"题图#

"# 函数3"$#"!$(#
$#!

的图像关于直线*"$对称&则!.!!!!'

"$ 已知函数*"3"$#的反函数3#!"$#"%$(!&则3"!'#" !!!!'

"% 下列函数中$"!#*"!( $#(槡 #%"##*" !
$##!

%"%#*"
%$#槡 !(#%"&#*"

$###"$)'#&

#$"$%', #&
存在反函数的函数个数为"!!#'

"4#'个 "5#!个 "6##个 "7#%个

"& 求函数*" #$
!($

"$##!#图像与其反函数图像的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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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知3"$#" #$#槡 !'
"!#求它的反函数*"3#!"$#%
"##判断3"$#的单调性&并证明%
"%#画出3"$#与33!"$#的图像'

"( 已知函数3"$#"$#(#$(!'
"!#3"$#在"38&/8#上有无反函数'
"##若3"$#在(-&/8#上有反函数&求-的取值范围%
"%#求3"$#在(!&/8#上的反函数'

") 已知函数3"$#" $#!
$(" #!

#
"$#!#'

"!#求3#!"$#的表达式%

"##设4"$#" !
3#!"$#(槡$(#&求4"$#的最小值及相应的$的值'

"!* 已知函数3"$#"!$(%
&$(5

"&$'&!5$%&#&当!!%!&!5满足什么条件时&3"$#与其反

函数是同一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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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反函数的概念

"! 求下列函数的反函数$

"!#*"
#$#!"#!%$%'#&

$(!"'($%!, #%
"##*"$)$)(#$%

"%#*"##$(!"$#'#% "&#*"# !#$槡 #"#!($('#'

"" 函数*" $###$(槡 %"$(!#的反函数的定义域为!!!!'

"# 函数3"$#"$###!$(!&"$'('&!)*(%&&)#&若此函数存在反函数&则实数!的
取值范围是!!!!!!!!!!'

"$ 若点"!&##既在函数3"$#. !$/槡 %的图像上&又在其反函数的图像上&则3"$#"
!!!!&3#!"&#" !!!!'

"% "!#若直线*.!$/#与直线*.%$/%关于直线*.$对称&求!!%的值%

"##已知函数3"$#.$3!
!$3!

"$'!&$$!
!

&!为给定的实数#&求证$*.3"$#的图像关

于直线*.$对称'

"第#题图#

"& 如图&3"$#的定义域为"#!&'#*"'&!#&则不等式33!"$#3

33!"3$##3!的解集为!!!!'

"' 设函数*.3"$#的反函数为*.33!"$#&*.3"$/!#的图像
过点6"3#&&#&则*.33!"$/!#的图像必定过点!!!!'

"( 函数3"$#. !3$
$3!3!

的反函数*.33!"$#图像的对称中心是

"3!&%#&则实数!.!!!!'

") 已知函数*.3"$#是一次函数&且3"!#.!&3(3"##).
#33!"&#&求3"$#的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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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知*.3"$#为奇函数&当$)'时&3"$#.%$3!'设3"$#的反函数是*.4"$#&求

4"3$#的值'

"!! 已知函数3"$#.!$/7的图像过点"!&%#&它的反函数的图像过点"#&'#'
"!#求函数3"$#的解析式%
"##求3"$#的反函数'

"!" 已知3"$#.3 !3$槡 #"$'8#与其反函数是同一函数&试写出一个满足条件的定
义域8'

"!# 已知$3"$#.$
!
#3$3!

#'
"!#证明$函数3"$#有反函数&并求出反函数%
"##反函数的图像是否经过点"'&!#'反函数的图像与*"$有无交点'
"%#设反函数为*.33!"$#&求不等式33!"$#('的解集'

"!$ 在定义域上的单调函数是否一定有反函数'在定义域上的非单调函数是否一定没有反
函数'试举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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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对数函数的图像与性质

"! 求下列函数的定义域$

"!#*.()*$""3$#% "##*. (*槡 $/(*""3%$#%

"%#*. ()*''#"$/%#槡 3!% "&#*. ()*''!
%$3#
#$槡 /!

%

""#*. ()*#$槡 3!
#$3" '

"" 求下列函数的反函数$

"!#*. !" ##
$/#

% "##*.#3$#/%"$%'#'

"# 函数*.()*!"+$+/!#&"!#!#的大致图像是"!!#'

"$ 如果()*-%%()*.%%'&则-与.的关系是"!!#'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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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数*.()*!#3!$在"'&(8#上为减函数&则!的取值范围是!!!!'

"& 根据*.()*#$的图像&作出下列函数的图像$
"!#*.()*#+$+% "##*.+()*#$+%

"%#*.()*#+$3!+% "&#*.+()*#"$3!#+'

"' 求函数*.()*!
#
"$#3#$3$#的定义域!值域和单调区间'

"( 设函数3"$#是定义在!上的奇函数'若当$'"'&/8#时&3"$#.(*$&求满足3"$#

#'的$的取值范围'

") 已知函数3".#"()*.(!".(##".'$,#&若3"!#*3"##*3"%#*+*3".#"7"7'
$,#成立&那么称7为-对整数.&则函数3".#在区间(!&!'')内的-对整数.共有多少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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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对数函数的图像与性质

"! 设4"$#"
-$"$('#&

(,$"$#', #&
则44 #!" #" ## " !!!!'

"" 函数3"$#"()*!"$#7#的图像经过点"&&'#&而它的反函数33!"$#的图像经过点
"!&1#&则3"$#是"!!#'
"4#增函数 "5#减函数
"6#奇函数 "7#偶函数

"# 已知函数3"$#"()*#$&若3"$!##3"$##"#&则3"$%
!##3"$%

##" !!!!'

"$ 函数*" ()*!
#)$槡 )的定义域是!!!!'

"% 函数3"$#")()*#)#$#!)#!)的单调递增区间为!!!!!!!!!!!'

"& 若3"$#"()*!"$(!#"!#'&!$!#的定义域和值域都是('&!)&求!的值'

"' 若3"$#"()*!
#
"!$###$(&#的定义域为!&则!的取值范围是!!!!'

"( 已知函数*"()*''" $( !
$#!(" #! "$#!#&则此函数的值域是!!!!'

") 记函数3"$#" ##$(%
$(槡 !

的定义域为+&4"$#"(*("$#!#!#"#!#$#)"!%!#

的定义域为,'
"!#求+%
"##若,-+&求实数!的取值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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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下列函数的定义域与值域以及单调区间$

"!#*"()*!
# %##$#$槡 #%!!!! "##*" !

!#(*槡 $
'

"!! 已知$满足不等式()*!
#$

# )()*!
#
"%$###&求函数3"$#" ()*#

$" #& ()*#
$" ## 的最大

值和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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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对数函数的图像与性质

"! 若函数3"$#的定义域是('&!#&则9"$#"3(()*!
#
"%#$#)的定义域为!!!!'

"" 函数3"$#"(*$ ##$槡 #

)$(%)#%
的奇偶性为!!!!'

"# 若函数3"$#"()*!
%
(7$#("7(##$("7(##)的定义域为!&则实数7的取值范围是

!!!!'

"$ 如果函数*"(*"$##!$(!#的值域为!&那么实数!的取值范围是!!!!'

"% 函数3"$#"!$(()*!"$(!#在('&!)上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和为!&则!"!!!!'

"& 当$' "!&##时&不等式"$#!## %()*!$恒成立&则!的取值范围是!!!!'

"' 已知3"$#"()*!$在$'(#&(8#上恒有3"$#%#!&则!的取值范围是!!!!'

"( 函数3"$#"(*!(#$(&$*!
%

&若当$'"#8&!)时&3"$#有意义&则!的取值范围是

!!!!'

") 将*"#$的图像向左平移!个单位得到图像2!&再将图像2!向上平移一个单位得到

图像2#&作图像2#关于直线*"$的对称图像2%&则2%的解析式是"!!#'
"4#*"()*#"$(!#(!
"5#*"()*#"$#!##!
"6#*"()*#"$#!#(!
"7#*"()*#"$(!##!

"!* 已知'%!%!&$和*满足()*!$(%()*$!#()*!*"%'如果*有最大值槡#&
&求此时!

和$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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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知不等式()*#!
#$(%()*!

#$(#('的解集为:&当$' : 时&求函数3"$#"

()*!
&

$
#

*()*&
$
$
的值域'

"!" 已知函数3"$#"()*!"$##$#"!#'且!$!#'
"!#若函数3"$#的反函数是其本身&求!的值%
"##当!#!时&求函数*"3"$#(3"#$#的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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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简单的指数方程

"! 解下列方程$

"!#&#$#! " !" ##
$
% "##+#$(& "%%$*#$($%

"%# %
%$#!(!

% "%$#!% "&###($####$ "!"%

""#2$(+$ "##$(!'

"" 若$!*同时满足#$#+ "$*#!和2*(! "%$#1&则$(*的值为!!!!'

"# 方程#$ " !
#$(#的实数解有!!!!个'

"$ 已知3"$#"!##$

!(#$&求3#! %" #" 的值'

"% 若方程!#$ "$(!"!#'且!$!#无解&则!的取值范围是!!!!'

"& 一种放射性物质不断变化为其他物质&每经过一年剩留的物质是原来的&
"

&问经过多少

年&剩留物质是原来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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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知关于$的方程#*!#$###1*!$#!(%"'有一个根是#&求!的值和方程其余的根'

"( 设关于$的方程7*2$#7*%$(!(+"7#"#"'在('&#)内有解&求7的取值范围'

") 已知关于$的方程!$(!#$ "#!"!#'且!$!#'
"!#当!"#时&解此方程%
"##求证$在区间(3!&!)内&方程没有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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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简单的指数方程

"! 解下列方程$

"!#%*&$(# "&*%$#% "##!(%#$

!(%$ "%%

"%###$#%#%*#$##(!"'% "&#"$("$(!("$(# "%$(%$(!(%$(#%

""#&$(&#$#+"#$(##$#(!'"''

"" 设3"$#"#$&4"$#"&$&且3(4"$#)"4(3"$#)&则$.!!!!'

"# 方程+*1)$)#1#$ "!的解集为!!!!'

"$ 方程%$(&$ ""$的解为!!!!'

"% 若直线*"#!与函数*")!$#!)"!#'且!$!#的图像有两个公共点&则!的取
值范围是!!!!'

"& 设3"$#"
##$#! "$('#&

3"$#!# "$#', #&
若3"$#"$有且仅有两个实数解&则实数!的取值范

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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