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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坐标平面上的直线

11.1(1)!直线的方程

"! 判断

!!"经过点!!""##""且与向量$
#

% !&#'"平行的直线(的点方向式方程为
")""

& %#)#"

'
* !!!"

!#"直线(的方向向量都相等* !!!"
!$"直线"%#的一个方向向量为!"#!"* !!!"

"" 过点!!##%!"与$
#
% !)!#$"平行的直线(的点方向式方程为!!!!!!!!*

"# 过点!!%&#'"与$
#
% !$#""平行的直线(的点方向式方程为!!!!!!!!*

"$ 过!!%!#%!"#+!###"的直线(的点方向式方程为!!!!!!!!*

"% 过!!##$"#+!$#$"的直线(的点方向式方程为!!!!!!!!*

"& 已知直线(的方程为$")(%))#,!)#直线(的一个方向向量为!!!!!!!!*

"' 若直线(的点方向式方程为")!
(

%#,$
)#

#则直线(经过点!!!"*

!*"!!##"!! !+"!!#%#"!! !,"!!#$"!! !-"!!#%$"

"( 若直线(的方程为",!
)!

%
##)!

#
#则直线(的一个方向向量可以是!!!"*

!*"!%!##"!! !+"!%!#!"!!
!,"!!#%#"!! !-"!##%!"

") 已知平行四边形-./0的三个顶点-!"#""$.!##!"$/!##$"#求四条边-.$./$

/0和0-所在的直线的点方向式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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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知$-./的三个顶点-!"##"$.!&#""$/!&#."*求%
!!"-/边上的中线所在直线的点方向式方程&

!#"./边上的中垂线的点方向式方程&

!$"与-.平行的中位线的点方向式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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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直线的方程

"! 经过!!%!##"且垂直于向量1# %!))#""的直线的点法向式方程为!!!!!!!!*

"" 已知!!!##"#+!%!#%!"#则经过!与直线!+垂直的直线的点法向式方程为!!!
!!!!!*

"# 已知原点在直线(上的投影为2!!#%#"#则(的点法向式方程为!!!!!!!!*

"$ 直线#!",!",$!#,!"%"的一个法向量为!!!!*

"% 直线$#,!%"的一个法向量为!!!!*

"& 直线过点!!##$"且垂直于#轴#则直线方程为!!!"*
!*"")#%" !+"#)#%"
!,"")$%" !-"#)$%"

"' 直线(!%!#)3"",3#,$%"#(#%")3#)&%"#则'3%)#(是'(!的法向量是(#方

向向量(的!!!"*
!*"充分非必要条件 !+"必要非充分条件
!,"充要条件 !-"既非充分又非必要条件

"( 求过点!##%!"#且以直线$")##,)%"的法向量为方向向量的直线方程*

") 已知-!##$"$.!)#'"是正方形-./0 的两个顶点#试求正方形四边所在的直线
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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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线(与"轴交于!##""#与#轴交于!"#$"#求直线(的方程&

!#"将!!"所求的直线(#绕点!"#$"逆时针旋转("/#得新直线(!#求直线(!的方向向量

与法向量&

!$"求直线(!的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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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直线的方程

"! 已知点-!!##"和.!%##%!"是直线(上两点#则直线(的一个方向向量为!!!!#

一个法向量为!!!!*

"" 若直线(的一个法向量1
#
% !##$"#点-!)##!"和点.!4#&"是直线(上的两点#则

4% !!!!*

"# 若直线(的方向向量为!$#%&"#则(的法向量为!!!!*

"$ 直线&",$#))%"的一个法向量为!3,!#3"#则3% !!!!*

"% 已知!!###"#+!.#0"#则线段!+的垂直平分线的点法向式方程为!!!!!!!!*

"& 已知(!$(#的方向向量为$!
# #$#

# #则(! %(#是$!
#

%$#
#
的!!!"*

!*"充分不必要条件 !+"必要不充分条件
!,"充要条件 !-"既不充分又不必要条件

"' 直线$",3#,&%"和直线3",!3)#"#,!%"垂直#则3为!!!"*
!*"%! !+""
!,"%!或" !-"不存在

"( 若平行四边形的两条对角线交点为!!#!"#一条边所在直线方程为$!")$")&!#,!"%
"#求该边的对边所在的直线方程*

") 已知$-./的三个顶点分别为-!%!#%#"$.!&#%!"$/!%$#!"#求%

!!"-.边所在直线(-.的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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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上的高.5 所在直线的方程&

!$"设-.中点与-/中点分别为点6$7#求67所在直线的方程*

"!* 已知矩形-./0中#点-和/的坐标分别为!##&"和!%0##"#且-.边所在直线与向

量$
#
1!!#!"平行*求%

!!"-0$/0两边所在直线的方程&

!#"点.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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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直线的倾斜角和斜率

"! 经过!!!##"$+!##$"两点的直线的斜率为!!!!#倾斜角为!!!!*

"" 已知直线(经过点!!##$"#倾斜角!% !
&

#写出直线(的点斜式方程!!!!!!!!*

"# 直线(的倾斜角为!
.

#(上两点-!!#槡$"#.!&##"#则#% !!!!*

"$ 已知三点-!$#&"#.!%!#%$"#/!)##"在同一直线上#则#% !!!!*

"% 直线(!的倾斜角为
$!
&

#直线(#的斜率是(!斜率的
!
#
倍#则直线(#的倾斜角为!!!!*

"& 已知!!%槡$#!"#则直线8!的斜率和倾斜角依次是!!!"*

!*"%槡$
$

##!
$

!+"%槡$#)!
.

!,"%槡$##!
$

!-"%槡$
$

#)!
.

"' 已知点-!%234#)/#562#)/"#.!562#)/#234#)/"#则直线-.的倾斜角为!!!"*
!*"%#"/ !+"!!"/ !,"!."/ !-"'"/

"( 已知直线(!的方程为")!%#!#,#"#直线(#过点-!!##"且倾斜角比(!的倾斜角

大!
&

#求直线(#的方程*

") 已知直线(经过点!!!#!"#且与以-!##%$"$.!%$#%#"为端点的线段-.相交#

求此直线的斜率9的取值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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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知直线(与两坐标轴围成的三角形的面积为$#分别求满足下列条件的直线(的
方程*

!!"过定点-!%$#&"& !#"斜率为!
.

*

"!! 已知正方形-./0的中心:!!#!"#一个顶点-!##$"#如图*
!!"求另外三个顶点.$/$0的坐标&

!#"求两条对角线所在直线的方程&

!$"求四条边所在直线的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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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直线的倾斜角和斜率

"! 直线(的一个方向向量$
#
% !)##$"#则(的斜率为!!!!#倾斜角为!!!!*

"" 直线(的一个法向向量1# % !)##$"#则(的斜率为!!!!#倾斜角为!!!!*

"# 直线(的斜率为9#则(的法向量1# % !!!!*

"$ 直线(的方程为",#
$

%#)!
)!

#则倾斜角为!!!!*

"% 直线(的方程为$!",!",#!#)!"%"的斜率为!!!!*

"& 直线(的方向向量为!234"#562""#"& %!
#

#! "" #则(的倾斜角为!!!"*

!*"!)" !+"!
#

," !,"!
#

)" !-""

"' 已知点!!562"#234#""和点+!"#!"是两个相异点#则!$+两点连线所在直线的倾斜
角的取值范围为!!!"*

!*""#!) *&
!+""#!) *& '

$!
&

#) "!

!," %!
&

#!) *&
!-" !

&
#$!) *&

"( 求直线方程%
!!"直线过点!!##$"#且与("%#",$#))%"平行&

!#"直线过点!!##$"#且与("%#",$#))%"垂直&

!$"直线与#轴交点为!"#$"#且与("%#")#%"垂直&

9



!&"直线过!!##$"#且与("%
",#
&

%#)!
)#

平行*

") 已知$-./是以(/为直角的三角形#三个顶点的坐标分别是-!&#!"$.!%$#&"$

/!##4"#求4的值及直线-/的方程*

"!* 直线(经过!!##%#"#且与"%!$#%)!围成的三角形的面积为&#求直线(的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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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3)!直线的倾斜角和斜率

"! 直线(%")#,!%"的斜率为!!!!#一个法向量为!!!!*

"" 直线(%"%)!的倾斜角为!!!!#一个方向向量为!!!!*

"# 直线(的方向向量$
#
% !)3#;"!3)"#;)""#则直线的斜率为!!!!#倾斜角为

!!!!*

"$ 直线倾斜角为!#234!%
&
)

#则斜率为!!!!*

"% 已知直线(!的斜率为%槡$#(#的倾斜角是(!倾斜角的一半#(#经过点!$##"#则(#的

点斜式方程为!!!!!!!!*

"& 下列命题正确的是!!!"*
!*"若直线的倾斜角为!#则"*!*! !+"任何直线都有斜率
!,"直线&",$#,!%"不经过第一象限 !-"直线9",#,!%"恒过点!%!#""

"' 若直线的斜率9%562"!"*"*!"#则这条直线倾斜角范围为!!!"*

!*""#!) *&
!+""#!) *& '

$!
&

#) "!

!,"$!
&

#) "! !-" !
&

#$!) *&

"( 已知直线(!%!3,#"",!!)3"#)$%"与直线(#%!3)!"",!#3,$"#,#%"#若

(!的方向向量是(#的法向量#求3的值*

") 直线.")&#,'%"的方向向量也是直线3",##).%"的方向向量#求3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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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过!!""##""#且一个方向向量为$
#
%!&#'"!&+"#'+""的直线(的点方向式

方程化为点斜式方程&

!#"将过!!""##""#且一个法向量为1
#
% !3#;"的直线(的点法向式方程化为点斜式

方程&

!$"将过!!""##""#且斜率为9的直线(的点斜式方程分别化为点方向式方程$点法向
式方程和一般式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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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4)!直线的倾斜角和斜率

"! 已知点-!3#!"#.!##$"#则直线-.的倾斜角为!!!!*

"" 斜率为#的直线上有两点-!$##!"#.!####"#则<-.<% !!!!*

"# 直线3",#,#%"与直线$")#,.%"关于直线#%"对称#则3% !!!!*

"$ 直线斜率的范围为!%!#槡$"#则直线倾斜角的取值范围为!!!!*

"% 直线!#4#,4)$"")!4#)4"#%&4,)的倾斜角余弦值为%槡#
#

#则4的值为

!!!!*

"& 过点-!$##"#且在坐标轴上截距相等的直线方程为!!!"*
!*"",#%)#")#)!%"
!+"",#%)##")$#%"
!,"",#%)#")#)!%"##")$#%"
!-"")#)!%"##")$#%"

"' 直线#%9")!与线段#%!!)!)")!"相交#则9的取值范围为!!!"*
!*")%###*
!+"!%7#%#*')##87"
!,"!%###"
!-"!%7#%#"'!##87"

"( 过点:!%##$"的直线(与坐标轴交于-$.两点*若:恰为线段-.的中点#求直线(
的斜率$倾斜角及直线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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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知-!##%$"#.!%$#%#"#直线(过点!!!#!"且与线段-.有公共点#求直线(的
斜率及倾斜角的取值范围*

"!* 已知直线(的方程为"234")槡$#,#%"*
!!"求直线(的斜率&

!#"当"变化时#求(的倾斜角的取值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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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两条直线的位置关系

"! 经过两条直线$")#)#%"#",#)#%"的交点#且斜率为%$的直线方程为

!!!!*

"" 直线(!%3!",;!#,=!%"#(#%3#",;##,=#%"#0%
3! ;!

3# ;#
%"是两条直线平行

的!!!!条件*

"# 已知4",!"#%#与$",!1)!"#,!%"重合#则4% !!!!#1% !!!!*

"$ 过原点引一直线(#使它到点-!!#$"#.!!#%$"的距离相等#则直线(的方程为!!!!
!!!!*

"% 若直线3")#,#%"与直线$")#,;%"关于直线#%)"对称#则3%!!!!#

;% !!!!*

"& 给出下列三组直线"#").#,&%"和#%
"
$

,
#
$

&# !槡#)!"",#%$和",!槡#

,!"#%#&$&",!"#%!#和.")!)#%!0*其中平行的两条直线的一组的序号为
!!!"*
!*"" !+""# !,""#$ !-"#

"' 若直线1")#)1,!%"与直线")1#%#1的交点在第二象限#则1的取值范围是
!!!"*
!*"!"#!" !+"!%!#!" !,"!!#$" !-"!%!#""

"( 判断下列各组直线的位置关系&如果它们相交#求其交点坐标%
!!"(!%#")$#,&%"#(#%&",.#)!%"&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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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下列各组直线之间的位置关系%
!!"(!%!4)#"",#,4%"#(#%$",4#,4,.%"&

!#"(!%3")##,!%"#(#%#",#,=%"*

"!* 4为何值时#(!%&",#%&#(#%4",#%"#($%#")$4#%&这三条直线不能构成三
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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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2)!两条直线的位置关系

"! 已知(!%3!",;!#,=! %"#(#%3#",;##,=# %"#3! ;!

3# ;#
+"是两个直线相交的

!!!!条件*

"" 直线",#3#)!%"与直线!$3)!"")3#)!%"平行#则3% !!!!*

"# 过点!##&"与直线$")##,$%"平行的直线方程为!!!!*

"$ 经过直线#",#)0%"和")##,!%"的交点且与直线&")$#)'%"平行的直
线方程为!!!!*

"% 若直线#%3",#与直线#%)$");关于直线"%"对称#则3%!!!!#;%!!!!*

"& 4%"是直线!!,4"",4#%#)4与直线&",#4##%)!.平行的!!!"*
!*"充分不必要条件 !+"必要不充分条件
!,"充要条件 !-"既不充分又不必要条件

"' 直线3",##)#%"与直线",;#);%"位置关系不可能为!!!"*
!*"平行 !+"相交 !,"垂直 !-"重合

"( 已知直线(!%3",#);%"#(#%;")#,3%"!3;+""#则它们的图形可能是!!!"*

!*" ! !+" ! !," ! !-"

") 写出直线(!%3!",;!#,=!%"!3!$;!不同时为零"与(#%3#",;##,=#%"!3#$;#不

同时为零"互相平行$重合$垂直的充要条件*

"!* 求证%不论4为何实数时#直线!4,!"")!#4)!"#,)4)&%"恒经过一个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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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3)!两条直线的位置关系

"! 直线",#,#%"与直线#")#,)%"的夹角为!!!!*

"" 过原点而与直线#%$"夹角为&)/的直线方程为!!!!*

"# 把直线")#,!%"绕点!"#!"依逆时针旋转')/后所得的直线方程为!!!!*

"$ 直线",$#,'%"与直线"%$的夹角为!!!!*

"% 直线#%"关于直线#%#"对称的直线方程为!!!!*

"& 直线#",#%"与直线$",#,#%"的夹角为!!!"*

!*"!)9:5562'槡#
!"

!+"9:5;94!
'

!,"9:5562!
'

!-"!
&

"' 过点!%!#槡$"与直线槡$")#,!%"夹角为!
.
的直线方程为!!!"*

!*"")槡$#,&%" !+"",!%"或",槡$#)#%"
!,"",!%"或")槡$#,&%" !-"#%槡$或",槡$#)#%"

"( 求下列两条直线的夹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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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已知$-./的一个顶点是-!$#&"#内角.$/的角平分线所在的直线方程分别是")

#)!%"和",#)&%"#求./所在的直线方程*

"!* 点!是直线(上的点#将直线(绕! 沿逆时针方向旋转角!!"/)!)("/"#得到直线

")$#,)%"#若将它继续旋转角("/)!#得到直线方程是")##,$%"#求直线(的
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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