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 
章 几何画板 5.0 的绘图方法 

学会几何画板的绘图方法是制作一个好课件的基础，本章介绍了利用

几何画板5.0的工具箱、构造菜单、变换菜单、数据和绘图菜单绘制静态和

动态图形的方法。 
本章知识要点： 

 利用工具箱绘制简单图形； 
 利用构造菜单绘制图形； 
 利用变换菜单绘制图形； 
 利用数据和绘图菜单绘制图形。 

3.1  利用工具箱绘制简单图形 

几何画板 5.0 的工具箱是几何画板中 基本和 重要的工具，其中包含箭头工具、点

工具、圆工具、线段直尺工具、多边形工具、文本工具、标记工具、信息工具和自定义工

具这 9 类工具。要求熟练地利用它们绘制简单图形。 

3.1.1  绘制多边形 

多边形是一类重要而又基础的图形，它被广泛地应用到平面几何之中，

也是绘制立体几何图形的基础。新画板在绘制多边形的功能方面也逐渐趋

于完美。 

1．绘制三角形 

利用工具箱的工具绘制等边三角形、等腰三角形、直角三角形。 
知识要点： 

 圆工具的使用方法。 
 线段直尺工具的使用方法。 
 显示菜单的使用方法。 

例 3-1  绘制等边三角形。 
（1）启动几何画板 5.0，执行【文件】|【新建画板】命令，新建一个名为“等边三角

形”的画板文件。 
（2）利用【圆工具】 绘制一个圆，以圆上的点（半径点）为圆心，选中【圆工具】

拖动鼠标到圆心位置绘制另一个圆，这时两个圆的大小是完全一样的，如图 3-1 所示。 

视频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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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选中两个圆的圆心和两个圆其中的一个交点，利用【线段工具】 绘制这三个点

构成的三角形，如图 3-2 所示。 

       

   图 3-1  绘制两个圆       图 3-2  绘制三角形 

（4）选中两个圆，执行【显示】|【隐藏圆】命令，这时候两个圆就被隐藏起来，只剩

下一个等边三角形了，如图 3-3 所示。 
例 3-2  绘制等腰三角形。  

（1）启动几何画板 5.0，执行【文件】|【新建画板】命令，新建一个名为“等腰三角

形”的画板文件。 
（2）利用【圆工具】 绘制一个圆。 
（3）单击【点工具】 ，然后把鼠标移到圆上，在圆上单击绘制一个圆上的点，如图

3-4 所示。 
（4）选中圆心和圆上的两个点，利用【线段工具】 绘制这三个点构成的三角形，如

图 3-5 所示。 

          

  图 3-3  隐藏圆后的三角形    图 3-4  绘制圆和圆上的点           图 3-5  绘制三角形 

（5）选中圆，执行【显示】|【隐藏圆】命令，这时候圆就被隐藏起来，只剩下一个等

腰三角形了，如图 3-6 所示。 
例 3-3  绘制直角三角形。 

（1）启动几何画板 5.0，执行【文件】|【新建画板】命令，新建一个名为“直角三角

形”的画板文件。 
（2）利用【圆工具】 绘制一个圆。依次选中圆上的点和圆心（顺序不能错），利用

【射线工具】 绘制一条过圆心的射线，如图 3-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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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隐藏圆后的等腰三角形     图 3-7  绘制一条过圆心的射线 

（3）单击【点工具】 ，把鼠标移到圆和射线的交点处，单击绘制交点。选中射线，

执行【显示】|【隐藏射线】命令，这时候射线就被隐藏起来，只剩下交点和圆上的一个点。 
（4）单击【点工具】 ，把鼠标移到圆上，在圆上单击绘制一个圆上的点。 
（5）选中圆上的三个点，利用【线段工具】 绘制这三个点构成的三角形，如图 3-8

所示。 
（6）选中圆和圆心，执行【显示】|【隐藏对象】命令，这时候圆和圆心就被隐藏起来，

只剩下一个直角三角形了，如图 3-9 所示。 

    

   图 3-8  绘制三角形      图 3-9  隐藏圆后的直角三角形 

2．绘制四边形 

利用工具箱的多边形工具绘制正方形。 
知识要点： 

 多边形工具的使用方法。 
 网格菜单的使用方法。 

例 3-4  绘制正方形。 
（1）启动几何画板 5.0，执行【文件】|【新建画板】命令，新建一个名为“正方形”

的画板文件。 
（2）执行【绘图】|【显示网格】命令，执行【绘图】|【自动吸附网格】命令，此时绘

图区会显示出有坐标系的网格。 
（3）选中坐标系，执行【显示】|【隐藏对象】，把坐标系隐藏起来，只剩下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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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单击【多边形边工具】 ，选好位置单击鼠标，出现的点会自动吸附在网格的格

点上，取好正方形的边长（这里取 5 格），就可以绘制正方形了，如图 3-10 所示。 

 

图 3-10  绘制正方形 

3.1.2  绘制圆内接三角形 

本小节主要介绍如何利用几何画板制作一个课件，无论如何改变圆的

大小，三角形的三个顶点总是在圆上。 
知识要点： 

 圆工具的使用方法。 
 线段直尺工具的使用方法。 

例 3-5  绘制圆内接三角形。 
（1）利用【圆工具】 在画板的适当位置拖动绘制一个圆。 
（2）单击【文本工具】 ，移动鼠标到圆心，当指针变为 时单击，将圆心的标签设

为 A，圆上点设为 B，如图 3-11 所示。 
（3）单击【线段工具】 ，将鼠标移到圆 A 的圆周上（此时状态栏提示：构造当前对

象起点在圆上），如图 3-12 所示。 

                  

      图 3-11  绘制圆 A      图 3-12  将鼠标移到圆 A 的圆周上 

视频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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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拖动鼠标，将鼠标移至点 D 处（此时状态栏提示“终点落在此圆上”），松开鼠标，

绘制圆 A 的一条弦 CD，如图 3-13 所示。 
（5）参照上面的方法，分别绘制圆 A 的另外两条弦 DE 和 EC， 终效果如图 3-14      

所示。 

      

    图 3-13  将鼠标移到圆 D 处绘制弦 CD     图 3-14  绘制另两条弦 

（6）执行【文件】|【保存】命令，并以“圆内接三角形”为文件名保存。 

3.1.3  绘制线段的垂直平分线 

利用几何画板很容易构造线段的垂直平分线，下面提供一种利用尺规

作图法构造线段垂直平分线的方法。 
知识要点： 

 选择箭头工具的使用方法。 
 圆工具的使用方法。 
 线段直尺工具的使用方法。 

例 3-6  绘制线段的垂直平分线。 
（1）单击【线段工具】 ，在画板的适当位置拖动绘制一条线段 AB。 
（2）单击【圆工具】 ，将鼠标移至点 A 处，拖动鼠标至点 B 处，松开鼠标，绘制

以点 A 为圆心，经过点 B 的圆 c1，如图 3-15 所示。 
（3）参照步骤（2）的方法，绘制以点 B 为圆心，经过点 A 的圆 c2。 
（4）单击【移动箭头工具】 ，单击圆 c1 和圆 c2 的交点处，构造两圆的交点 C、D，

如图 3-16 所示。 

     

   图 3-15  绘制圆 c1       图 3-16  构造两圆的交点 

视频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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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将鼠标移至【线段直线工具】 ，按下左键，在弹出的选择

板中，选择【直线工具】 。 
（6）将鼠标移到点 C，按下左键，拖动至点 D 处，绘制直线 CD。 
（7）同时选中圆 c1 和圆 c2，执行【显示】|【隐藏圆】命令，将两

圆隐藏。 
（8）单击【移动箭头工具】 ，单击直线 CD 和线段 AB 的交点

处，构造直线 CD 和线段 AB 的交点 E， 终效果如图 3-17 所示。 
（9）执行【文件】|【保存】命令，并以“线段的垂直平分线”为

文件名保存。 

3.1.4  利用标记工具手绘和标记图形 

新版几何画板添加了【标记工具】 ，它可以实现类似 PowerPoint
的手写功能，可以手绘符号、图线，甚至还可以转换。新版几何画板直接

内置了一些原本是通过扩展工具来实现的图形标记功能，如角、多边形或

箭头等标记的功能。下面制作一个动画，能实现像 Flash 软件中让一物体

沿自定义的路径运动的效果。 
知识要点： 

 标记工具的使用方法。 
 动画按钮的使用方法。 
 导入外部图片的方法。 

例 3-7  沿手绘路径运动的月亮。 
（1）单击【标记工具】 ，在画板的适当位置拖动画出一曲线。 
（2）选中所画出的曲线，右击，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创建绘图函数】命令，如

图 3-18 所示。 

 

图 3-18  创建绘图函数 

（3）此时画板会创建一个绘图函数“g(x)：绘图[1]”并显示在坐标系的左上角中，选

中“g(x)：绘图[1]”，右击，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绘制函数】命令。这时候画板就把

手绘曲线转化成了函数曲线了，如图 3-19 所示。 
（4）单击【点工具】 ，在函数曲线上取一个点并选中，然后利用 Fireworks（或者

Photoshop）等绘图软件绘制一个月亮，并在 Fireworks 中把制作好的月亮复制到剪贴板中，

 

图 3-17  终效果图

视频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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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画板工作区域，执行【编辑】|【粘贴图片】命令，把月亮粘贴到点上，如图 3-20 所示。 

 

图 3-19  绘制函数曲线 

 

图 3-20  粘贴图片到点上 

（5）选中点，执行【编辑】|【操作类按钮】|【动画】命令，在弹出的窗口中单击【确

定】按钮，不改变其他的数。此时画板的绘图区会出现一个【动画对象】按钮，如图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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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图 3-21  设置动画 

（6）选中函数曲线，右击，选择【属性】命令，打开属性对话框，选择绘图，在范围

里设置 x 的范围，使月亮沿着函数曲线来回运动。 
（7）同时选中坐标系、点和曲线，执行【显示】|【隐藏对象】命令，执行【绘图】|

【隐藏网格】命令，将除了月亮和动画按钮外的其他对象隐藏。单击【动画对象】按钮，月

亮就会沿着函数曲线（即手绘路径）来回运动了， 终效果如图 3-22 所示。 

 

图 3-22  终动画效果 

（8）执行【文件】|【保存】命令，并以“运动的月亮”为文件名保存。 

3.2  利用构造菜单绘制图形 

前面学习了如何利用工具箱绘制欧氏几何的各种图形。为了更方便、更快速地作图，几



第 3 章  几何画板 5.0 的绘图方法  51 

何画板还提供了一个【构造】菜单。【构造】菜单中的每一个命令项可以代替一系列欧几里

得尺规作图。【构造】菜单的主要功能就是：用几何画板中现有的几何对象去构造出新的几

何对象。所以在使用【构造】菜单中的命令构造新的几何对象前，必须在画板中选定一些现

有的几何对象。否则，【构造】菜单中的命令便呈功能无效状态（命令项为虚的灰色）。 

3.2.1  构造对象上的点 

本小节主要介绍如何利用【构造】菜单构造选定对象上的点。 
知识要点： 

 选定的线上取点的方法（前提是选定了一条线或线段）。 
 圆上取点的方法（前提是选定了一个圆）。 
 轨迹上取点的方法（前提是选定了一条轨迹）。 

例 3-8  构造线段上的点。 
（1）单击【线段工具】 ，在画板的适当位置拖动绘制一条线段 AB。 
（2）执行【构造】|【线段上的点】命令，构造线段 AB 上的任一点。 
（3）单击【文本工具】 ，鼠标变为 形状，单击新构

造的点，将标签设为 C，如图 3-23 所示。拖动点 A 或点 B，
点 C 总在线段 AB 上，拖动点 C 可改变点 C 的位置，但它总

在线段 AB 上。 
（4）执行【文件】|【保存】命令，并以“构造线段上的点”为文件名保存。 
 

专家点拨：利用【点工具】 ，在相应的对象上单击，也可构造对象上的点。其他

的像圆、轨迹等对象构造点的方法和构造线段上的点的方法相同。 

3.2.2  构造两个对象的交点 

新版几何画板除了可以像旧版一样构造圆与圆、线与圆、线与线的交点以外，还新增

了构造轨迹与轨迹、轨迹与其他对象的交点，直接得到方程轨迹的交点，这在以前是无法

想象的。 
知识要点： 

 利用绘图菜单绘制直线的方法。 
 构造轨迹与圆的交点。 

例 3-9  构造直线和圆的交点。 
（1）执行【绘图】|【绘制新函数】命令，在弹出的对话框中依次单击“2”“x”，绘制

函数解析式 f(x)=2x，如图 3-24 所示，单击【确定】按钮，绘制函数图像。 
（2）利用【圆工具】 绘制一个圆。 
（3）同时选中圆和直线，执行【构造】|【交点】命令，构造直线和圆的交点。 
（4）单击【文本工具】 ，将交点的标签设为 A、B，如图 3-25 所示。拖动圆改变位

置，点 A 和点 B 都是它们的交点，当直线和圆无交点时，交点 A、B 自动消失。 

图 3-23  构造线段 AB 上的点 C

视频讲解 



52  几何画板 5.X 课件制作实用教程（第 2 版） 微课版  

 

专家点拨：利用【移动箭头工具】 单击直线和圆的交点处，也可构造直线和圆的

交点。 

      

 图 3-24  绘制函数 f(x)=2x 的图像       图 3-25  构造直线和圆的交点 

（5）执行【文件】|【保存】命令，并以“构造直线和圆的交点”为文件名保存。 

3.2.3  构造三角形的中线 

本小节主要介绍如何利用【构造】|【中点】命令构造线段的中点。 
知识要点： 

 构造线段中点的方法。 
 构造三角形中线的方法。 

例 3-10  构造三角形的中线。 
（1）单击【线段工具】 ，绘制一个三角形 ABC。 
（2）选中线段 AB，执行【构造】|【中点】命令，构造线

段 AB 的中点 D。 
（3）单击【线段工具】 ，构造线段 CD，如图 3-26 所

示。拖动点 A、点 B 或点 C，改变三角形的大小和形状，线

段 CD 总是三角形 ABC 的边 AB 上的中线。 
（4）执行【文件】|【保存】命令，并以“构造三角形的中线”为文件名保存。 

3.2.4  构造线段、射线、直线 

本小节主要介绍如何利用【构造】|【线段】命令构造线段，如何利     
用【构造】|【射线】命令构造射线，如何利用【构造】|【直线】命令构造

 

图 3-26  构造三角形的中线 CD

视频讲解 

视频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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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线。 
知识要点： 

 构造过两个点的线段、射线、直线的方法。 
 构造过三个或三个以上点的线段、射线、直线的方法。 

例 3-11  构造线段、射线、直线。 
（1）单击【点工具】 ，在画板上任绘制 6 个点：A、B、C、D、E、F。 
（2）单击【移动箭头工具】 ，同时选中点 A 和点 B。 
（3）执行【构造】|【线段】命令，构造线段 AB。 
（4）单击【移动箭头工具】 ，依次选中点 C 和点 D。 
（5）执行【构造】|【射线】命令，构造射线 CD。  

专家点拨：构造射线时要注意选点的顺序，若依次选中点 D 和点 C，则构造射线

DC。 
 

（6）单击【选择箭头工具】 ，同时选中点 E 和点 F。 
（7）执行【构造】|【直线】命令，构造直线 EF， 终效果如图 3-27 所示。拖动线段

AB 的端点可改变线段的长度和方向，拖动射线 CD 上的点 D 可以改变射线的方向，拖动

直线上的点 E 或点 F 可以改变直线 EF 的方向。 

 
图 3-27  构造线段、射线、直线 

（8）执行【文件】|【保存】命令，并以“构造线段、射线、直线”为文件名保存。 

3.2.5  构造线段的中垂线 

本小节主要介绍如何利用【构造】|【垂线】命令构造线的垂线。 
知识要点： 

 构造垂线的方法。 
 构造线段的中垂线的方法。 

例 3-12  构造线段的中垂线。 
（1）单击【线段工具】 ，在画板的适当位置绘制一条线段 AB。 
（2）执行【构造】|【中点】命令，构造线段 AB 的中点 C。 
（3）单击【移动箭头工具】 ，同时选中线段 AB 和中点 C。 

视频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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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执行【构造】|【垂线】命令，过点 C 构造线段 AB 的中

垂线 l， 终效果如图 3-28 所示。拖动点 A 或点 B，改变线段 AB
的长度和位置，直线 l 总是线段 AB 的中垂线。 

（5）执行【文件】|【保存】命令，并以“构造线段的中垂线”

为文件名保存。 

3.2.6  构造已知线段的平行线 

本小节主要介绍如何利用【构造】|【平行线】命令构造线段的平行线。 
知识要点：构造线段的平行线的方法。 
例 3-13  构造已知线段的平行线。 

（1）单击【线段工具】 ，在画板的适当位置绘制一条线段 AB。 
（2）单击【点工具】 ，在线段 AB 外任意绘制一点 C。 
（3）单击【移动箭头工具】 ，同时选中线段 AB 和点 C。 
（4）执行【构造】|【平行线】命令，过点 C

构造线段AB的平行线 l， 终效果如图 3-29所示。

拖动线段的端点 A 或 B，改变线段 AB 的方向，直

线 l 总是线段 AB 的平行线，拖动点 C，改变点 C
的位置，直线 l 也依然与线段 AB 保持平行。 

（5）执行【文件】|【保存】命令，并以“构

造已知线段的平行线”为文件名保存。 

3.2.7  构造已知角的平分线 

本小节主要介绍如何利用【构造】|【角平分线】命令构造角的平分线。 
知识要点：构造角平分线的方法。 
例 3-14  绘制三角形的内心。 

（1）单击【点工具】 ，在画板的适当位置任意绘制三个点 A、B、C。 
（2）执行【编辑】|【选择所有点】命令，同时选中三点 A、B、C。 
（3）执行【构造】|【线段】命令，构造三角形 ABC。 
（4）单击【移动箭头工具】 ，依次选中点 B、点 A 和点 C。 
（5）执行【构造】|【角平分线】命令，构造∠BAC 的角平分线 j，如图 3-30 所示。 
（6）单击【移动箭头工具】 ，单击射线 j 和线段 BC 的交点处（状态栏提示：单击

构造交点），构造射线 j 和线段 BC 的交点 D。 
（7）参照上面的方法，构造∠ABC 的角平分线 k，并构造射线 k 与线段 AC 的交点 E。 
（8）同时选中射线 j 和射线 k，执行【显示】|【隐藏平分线】命令，将两条平分线隐藏。 
（9）单击【线段工具】 ，构造线段 AD 和线段 BE。 

图 3-29  构造线段 AB 的平行线 

图 3-28  构造线段的中垂线

视频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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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参照上面的方法，构造线段 AD 和线段 BE 的交点 F， 终效果如图 3-31 所示。

拖动三角形 ABC 的顶点，改变三角形的形状，点 F 总是三角形 ABC 的内心。 

     

    图 3-30  构造∠BAC 的角平分线 j       图 3-31  构造三角形的内心 

（11）执行【文件】|【保存】命令，并以“绘制三角形的内心”为文件名保存。 

3.2.8  构造圆、圆上的弧、过三点的弧 

本小节主要介绍如何利用【构造】|【以圆心和半径绘圆】命令构造圆，如

何利用【构造】|【圆上的弧】命令构造圆上的弧，如何利用【构造】|【过三

点的弧】命令构造过三点的弧。 
知识要点： 

 以圆心和半径圆构造圆的方法。 
 构造圆上的弧的方法。 
 构造过三点的弧的方法。 

例 3-15  构造三个同心圆、圆上的弧、过三点的弧。 
（1）单击【线段工具】 ，在画板的适当位置任意绘制三

条线段 AB、CD、EF。 
（2）单击【点工具】 ，在画板上任意绘制一点 O。 
（3）选中点 O 和线段 AB、CD、EF，执行【构造】|【以圆

心和半径绘圆】命令，构造三个同心圆。 
（4）单击【文本工具】 ，将三个圆的标签显示出来，如

图 3-32 所示。拖动线段 AB、CD、EF 的端点，改变圆 c1、c2、

c3 的半径，拖动点 O（或任意圆周）可以改变圆的位置。 
（5）单击【线段工具】 ，在画板的适当位置任意绘制一条线段 AB。 
（6）单击【点工具】 ，在画板上任意绘制一点 C。 
（7）选中点 O 和线段 AB，执行【构造】|【以圆心和半径绘圆】命令，构造圆 c1。 
（8）单击【点工具】 ，在圆 c1 上任意绘制两点 D、E，如图 3-33 所示。 
（9）依次选中点 D、E 和圆 c1，选择【构造】|【圆上的弧】命令，构造弧 DE。 

图 3-32  构造三个同心圆 

视频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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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若依次选中点 E、D 和圆 c1，构造的弧与步骤（5）中构造的弧是不同的。 
（10）选中圆 c1，选择【显示】|【隐藏圆】命令，将圆 c1 隐藏，如图 3-34 所示。拖动

线段 AB 的端点，改变弧 DE 的半径，拖动点 C（或弧 DE）可以改变弧 DE 的位置。 
（11）单击【点工具】 ，在画板的适当位置任意绘制三点 F、G、H。 
（12）依次选中点 F、G、H，执行【构造】|【过三点的弧】命令，构造弧 FGH， 终

效果如图 3-35 所示。拖动点 H、点 F 或点 G，可改变弧 FGH 的形状。 

       

 图 3-33  构造圆 c1上的点 D 和点 E  图 3-34  隐藏圆 c1   图 3-35  过三点的弧 

（13）执行【文件】|【保存】命令，并以“构造三个同心圆、圆上的

弧、过三点的弧”为文件名保存。 

3.2.9  构造圆的内部、多边形的内部、扇形的内部 

本小节主要介绍如何利用【构造】|【内部】命令构造多边形及圆的内

部，如何利用【构造】|【弧内部】命令构造扇形的内部。 
知识要点： 

 构造圆的内部的方法。 
 构造多边形的内部的方法。 
 构造扇形的内部的方法。 

例 3-16  构造圆的内部、三角形的内部和扇形的内部。 
（1）单击【圆工具】 ，在画板的适当位置任意构造一个圆 c1。 
（2）选中圆 c1，执行【构造】|【圆内部】命令，构造圆 c1 的内部，如图 3-36 所示。

拖动点 B，改变圆 c1 的半径，圆的内部跟随其变化。 
（3）单击【点工具】 ，在画板的适当位置绘制三个点 C、D、E。 
（4）同时选中点 C、D、E，执行【构造】|【线段】命令，构造△CDE。 
（5）同时选中点 C、D、E，执行【构造】|【三角形内部】命令，构造△CDE 的内部，

如图 3-37 所示。拖动点 C、D、E 改变△CDE 的形状，三角形的内部跟随其变化。  
专家点拨：构造多边形内部时，要注意选点的顺序，选点顺序不同，构造的内部也

不同。 

视频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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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36  构造圆的内部           图 3-37  构造三角形的内部 

（6）单击【线段工具】 ，在画板的适当位置任意绘制一条线段 AB。 
（7）单击【点工具】 ，在画板的适当位置绘制一个点 C。 
（8）同时选中点 C 和线段 AB，执行【构造】|【以圆心和半径绘圆】命令，构造圆 c1。 
（9）单击【点工具】 ，在圆 c1 的圆周上任意绘制两个点 D、E。 
（10）依次选中点 D、E 和圆 c1，执行【构造】|【圆上的弧】命令，构造弧 DE，如图

3-38 所示。 
（11）选中圆 c1，执行【显示】|【隐藏圆】命令，将圆 c1 隐藏。 
（12）单击【线段工具】 ，绘制线段 CE 和线段 CD。 
（13）选中弧 DE，执行【构造】|【弧内部】|【扇形内部】命令，构造扇形的内部，如

图 3-39 所示。拖动点 A 或点 B，改变扇形的半径，拖动点 D 或点 E，改变扇形的弧长。 

               

                 图 3-38  构造圆上的弧              图 3-39  构造扇形及其内部 

 
专家点拨：只有在选中弧的前提下，【构造】菜单中才出现【弧内部】|【扇形内部】

命令。 
 

（14）执行【文件】|【保存】命令，并以“构造圆的内部、三角形的内部和扇形的内

部”为文件名保存。 

3.2.10  构造轨迹 

本小节主要介绍如何利用【构造】|【轨迹】命令构造轨迹的方法。 
知识要点： 

 构造轨迹的方法。 
 构造椭圆的方法。 

视频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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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17  利用椭圆定义构造椭圆。 
平面内到两个定点 F1、F2 的距离之和等于定长 2a（|F1F2|>2a，a>0）的点的轨迹就是

椭圆。 
（1）单击【圆工具】 ，在画板的适当位置任意画一个圆 c1，将圆心的标签改为 F1。 
（2）单击【点工具】 ，在圆 c1 上任意绘制一点 C。 
（3）同时选中点 F1 和点 C，执行【构造】|【线段】命令，构造线段 F1C。 
（4）单击【点工具】 ，在线段 F1C 上任意绘制一点 F2，如图 3-40 所示。 
（5）在圆 c1 上任意画一点 E，并构造线段 EF1 和线段 EF2。 
（6）选中线段 EF2，执行【构造】|【中点】命令，构造线段 EF2 的中点 F。 
（7）同时选中线段 EF2 和点 F，执行【构造】|【垂线】命令，构造线段 EF2 的垂直平

分线 j。 
（8）同时选中线段 EF1 和直线 j，选择【构造】|【交点】命令，构造线段 EF1 和直线 j

的交点 G，如图 3-41 所示。 

      

                 图 3-40  绘制椭圆的焦点           图 3-41  构造交点 G 

（9）同时选中点 G 和点 E（把点 E 称做称为是点 G 的相关点，改变点 G 的位置，点 E
的位置也跟着改变），选择【构造】|【轨迹】命令，可构造椭圆。如图 3-42 所示，拖动点

B 和点 F2 可改变椭圆的形状。 

 

图 3-42  绘制椭圆的焦点 

（10）执行【文件】|【保存】命令，并以“利用椭圆定义构造椭圆”为文件名保存。 

3.3  利用变换菜单绘制图形 

利用工具箱和【构造】菜单绘制图形是几何画板提供的构造图形的基本方法。我们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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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它们能构造想得到的几何图形。几何画板还提供了【变换】菜单——对图形进行平移、

旋转、缩放、反射，使我们在构造图形时如虎添翼。 

3.3.1  标记功能简介 

【变换】菜单下的标记功能主要有【标记中心】、【标记镜面】、【标记角度】、【标记比】、

【标记向量】和【标记距离】。 

1．【标记中心】 

把一点标记（定义）为旋转中心或缩放中心，旋转或缩放某对象时的设置。【标记中

心】是为【旋转】服务的，【标记中心】实际是在“标记旋转或缩放中心”，操作的前提是

选中一个点。完成【标记中心】也可以不用菜单，实际上直接双击这个点也可以把这个点

标记为旋转中心。然后的操作即为选中一些元素，执行【变换】|【旋转】命令（要填入旋

转角度）。一般情况下，【标记中心】和【旋转】、【缩放】是不可分的，【标记中心】的后一

步即【旋转】、【缩放】。 

2．【标记镜面】 

把一条线标记（定义）为反射镜面（对称轴），反射某些对象时的设置。【标记镜面】是

为【反射】服务的，【标记向量】的操作步骤是先选中一条线或线段，然后执行【变换】|【标

记镜面】命令。其实际意义是标记一条对称轴，为后续绘制的作出一些元素的对称图形服

务。一般情况下，【标记镜面】和【反射】是不可分的，【标记向量】的后一步即【反射】。 

3．【标记角度】 

选中 3 点，标记一个角（中间一点为角的顶点）或者选中一个角度值，可用于控制被

旋转的对象。【标记角度】是为【旋转】服务的，一般情况下，【标记角度】和【旋转】是

不可分的，【标记角度】的后一步即【旋转】。 

4．【标记比】 

先后选中在一条线上的 3 个点 A、B、C 形成的比 AC/AB；标记线段比，先后选中两条

线段，定义这两条线段（先比后）的比；标记比值，选中一个没有单位的数值。以上比值

可用于控制被缩放的对象。一般情况下，【标记比】和【缩放】是不可分的，【标记比】的

后一步即【缩放】。 

5．【标记向量】 

先后选中两点，标记从第一点到第二点的向量。可用于控制对象的平移，向量即“矢

量”，是带有方向和长度的一条线段。【标记向量】的操作步骤是先选中两点（注意体会选

中的两点是有顺序的），然后执行【变换】|【标记向量】命令。其实际意义是标记一个从

起点（先选择的点）到终点（后选择的点）的向量，为后续的平移一些元素（可以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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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等各种元素，元素个数也不一定为 1 一个）服务。一般情况下，【标记向量】和【平移】

是不可分的，【标记向量】的后一步即【平移】。  

6．【标记距离】 

选中一个或者两个带长度单位的度量值或计算值，可用于控制被平移的对象。一般情

况下，【标记距离】和【平移】是不可分的，【标记距离】的后一步即【平移】。 

3.3.2  平移对象 

本小节主要介绍如何利用【变换】|【平移】命令按固定距离平移和按

标记向量平移对象的两种方法。 
知识要点： 

 按固定距离平移对象的方法。 
 按标记向量平移对象的方法。 
 【变换】|【平移】菜单的使用方法。 

例 3-18  将△ABC 向右平移 4cm，向上平移 3cm，得

到△A'B'C'。 
方法一：按固定距离平移对象。 

（1）单击【多边形边工具】 ，在画板的适当位置绘

制一个△ABC。 
（2）单击【移动箭头工具】 ，同时选中△ABC 的所

有边和所有顶点。 
（3）执行【变换】|【平移】命令，在弹出的【平移】

对话框中，按如图 3-43 所示进行设置，单击【平移】按钮，

得到△A'B'C'。 
（4）执行【文件】|【保存】命令，并以“平移三角形

（方法一）”为文件名保存。 
方法二：按标记向量平移对象。 

（1）单击【多边形边工具】 ，在画板的适当位置绘制一个△ABC。 
（2）单击【线段工具】 ，在画板的适当位置绘制一条线段 DE。 
（3）先后选中 D、E 两点，执行【变换】|【标记向量】命令，标记从 D 点到 E 点的向量。 
（4）单击【移动箭头工具】 ，同时选中△ABC 的所有边和所有顶点。 
（5）执行【变换】|【平移】命令，在弹出的【平移】对话框中，按如图 3-44 所示进

行设置，单击【平移】按钮，得到△A'B'C'。 终效果如图 3-45 所示。 
（6）执行【文件】|【保存】命令，并以“平移三角形（方法二）”为文件名保存。 

3.3.3  旋转对象 

本小节主要介绍如何利用【变换】|【旋转】命令按固定角度旋转和按

标记角度旋转对象的两种方法。 

图 3-43 【平移】对话框 

视频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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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44 【平移】对话框          图 3-45  按标记向量平移对象△ABC 

知识要点： 
 按固定角度旋转对象的方法。 
 按标记角度旋转对象的方法。 
 【变换】|【旋转】菜单的使用方法。 

例 3-19  构造正五边形。 
（1）单击【线段工具】 ，在画板的适当位置任意绘制一条线段 AB。 
（2）单击【移动箭头工具】 ，双击点 A，将点 A 设为旋转中心。 
（3）同时选中点 B 和线段 AB，执行【变换】|【旋转】命令，打开【旋转】对话框，

按如图 3-46 所示进行设置，单击【旋转】按钮，得到线段 AB'，如图 3-47 所示。 

                  
                 图 3-46 【旋转】对话框                   图 3-47 【旋转】线段 AB' 

（4）单击【移动箭头工具】 ，双击点 B'，将点 B'设为旋转中心。 
（5）同时选中点 A 和线段 AB'，执行【变换】|【旋转】命令，打开【旋转】对话框，

旋转角度一样是设为 108°，单击【旋转】按钮，得到线段 B'A'，如图 3-48 所示。 
（6）类似地按前面的方法做出剩余的两条边。 
（7）依次选中五边形的五个顶点，执行【显示】|【点的标签】命令，打开【多个对象

的标签】对话框，在【起始标签】文本框中输入“A”，如图 3-49 所示，单击【确定】按

钮，将选中的点的标签改为 A、B、C、D、E， 终效果如图 3-50 所示。 
（8）执行【文件】|【保存】命令，并以“构造正五边形”为文件名保存。  

专家点拨：在图 3-46 中的【固定角度】框中，若输入正值，是绕旋转中心按逆时针

旋转选中的对象，若输入负值，则是绕旋转中心按顺时针方向旋转选中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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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48  构造线段 B'A'    图 3-49 【多个对象的标签】对话框    图 3-50  正五边形的 终效果图 

例 3-20  利用标记角度控制三角形 ABC 的旋转。 
（1）单击【多边形边工具】 ，在画板的适当位置绘制一个△ABC。 
（2）单击【圆工具】 ，在画板的适当位置绘制一个圆 D。 
（3）单击【点工具】 ，在圆 D 上任意绘制两个点 F、G。 
（4）构造线段 DF 和 DG，并将点 E 和圆 D 隐藏。 
（5）依次选中点 F、D、G，执行【变换】|【标记角度】命令，将∠FDG 设为标记角。 
（6）单击【点工具】 ，在画板的适当位置绘制一个点 H。 
（7）执行【变换】|【标记中心】命令，将点 H 设为标记中心。 
（8）同时选中点 A、B、C 和线段 AB、AC、BC，执行【变换】|【旋转】命令，打开

【旋转】对话框，如图 3-51 所示，单击【旋转】按钮，得到新三角形 A'B'C'。 

 

图 3-51  旋转三角形 ABC 

（9）执行【文件】|【保存】命令，并以“利用标记角度控制旋转三角形”为文件名保存。  
专家点拨：在步骤（5）中若依次选中的是 G、D、F，则是将∠GDF 设为标记角，

最后旋转的方向不同。  

3.3.4  缩放对象 

本小节主要介绍如何利用【变换】|【缩放】命令按固定比缩放和按标 视频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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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比缩放对象的两种方法。 
知识要点： 

 按固定比缩放对象的方法。 
 按标记比缩放对象的方法。 
 【变换】|【缩放】菜单的使用方法。 

例 3-21  利用固定比和标记比控制△ABC 的缩放。 
（1）单击【多边形边工具】 ，在画板的适当位置绘制一个△ABC。 
（2）单击【点工具】 ，在画板的适当位置任意绘制一个点 D。 
（3）单击【移动箭头工具】 ，双击点 D，将点 D 设为缩放中心。 
（4）同时选中△ABC 的三条边和三个顶点，执行【变换】|【缩放】命令，打开【缩放】

对话框，如图 3-52 所示，单击【缩放】按钮，得到新三角形 A'B'C'。 

 

图 3-52  缩放△ABC 

（5）以上就完成了利用固定比控制△ABC 的缩放了。 
（6）选择【直线工具】 ，在画板的适当位置绘制一条直线 EF。 
（7）单击【点工具】 ，在直线 EF 上任意绘制一个点 G。 
（8）依次选中点 E、G、F，执行【变换】|【标记比】命令，将 EF/EG 设为标记比。 
（9）同时选中△ABC 的三条边和三个顶点，执行【变换】|【缩放】命令，打开【缩放】

对话框，如图 3-53 所示，单击【缩放】按钮，得到新的三角形 A'B'C'。 

 

图 3-53  按标记比缩放△ABC 

（10）执行【文件】|【保存】命令，并以“利用固定比和标记比控制△ABC 的缩放”

为文件名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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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点拨：在步骤（8）中若依次选中 E、F、G，则将 EG/FG 设为标记比。 
 

3.3.5  反射对象 

本小节主要介绍如何利用【变换】|【反射】命令对几何图形作轴对称

变换，也就是作镜面反射。在应用这个命令之前必须先标记一个镜面。 
知识要点：【变换】|【反射】菜单的使用方法。 
例 3-22  构造△ ABC 关于一条线的轴对称图形。 

（1）单击【多边形工具】 ，在画板的适当位置绘制一个△ ABC。 
（2）单击【直线工具】 ，在画板的适当位置绘制一条直线 DE。 
（3）选中直线 DE，执行【变换】|【标记镜面】命令，标记直线 DE 为一个镜面，此

时直线 DE 会有一个短暂的闪动，说明标记成功。 
（4）选中△ ABC，执行【变换】|【反射】命令，得到与△ ABC 轴对称的新三角形 A'B'C'， 

如图 3-54 所示。 

 

图 3-54  反射△ ABC 

（5）执行【文件】|【保存】命令，并以“构造△ ABC 关于一条线的轴对称图形”为

文件名保存。  
专家点拨：任何直线、线段、射线或者是箭头都能成为镜面，可以直接双击它们进

行标记，除了几何图形外，也可以对图片进行反射变换。 

3.3.6  迭代与深度迭代 

本小节主要介绍如何利用【变换】|【迭代】命令以及【变换】|【深度

迭代】命令对一个初始对象（可以是数值、几何图形等）按一定的规则反

复映射的过程。 
知识要点： 

 【变换】|【迭代】菜单的使用方法。 

视频讲解 

视频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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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换】|【深度迭代】菜单的使用方法。 
例 3-23  构造一个正二十边形。 

（1）单击【直线工具】 ，在画板的适当位置绘制一条直线 AB。 
（2）单击【移动箭头工具】 ，双击点 A，将点 A 设为中心点。 
（3）同时选中点 A 和线段 AB，执行【变换】|【旋转】命令，打开【旋转】对话框，

旋转角度一样设为 162°，单击【旋转】按钮，得到线段 BA'，如图 3-55 所示。 
（4）依次选中点 A 和点 B 和 A'A，执行【变换】|【迭代】命令，打开【迭代】对话框，

如图 3-56 所示。 

        

                    图 3-55  旋转线段          图 3-56 【迭代】对话框 

（5）单击点 B，建立从点 A 到点 B 的映射，同理再次单击点 A'，建立从点 B 到点 A'
的映射，如图 3-57 所示。单击【显示】按钮，选择【增加迭代】命令，如图 3-58 所示。

将迭代次数设为 18，单击【迭代】按钮，得正二十边形。 终效果如图 3-59 所示。 

         

       图 3-57  建立映射              图 3-58  增加迭代             图 3-59  正二十边形 

（6）执行【文件】|【保存】命令，并以“构造一个正二十边形”为文件名保存。  
专家点拨：可以直接连续按 Shift+“+”快捷键增加迭代次数。 

 
例 3-24  绘制斐波那契数列的图像。 
斐波那契数列因数学家列昂纳多·斐波那契以兔子繁殖为例子而引入，故又称为“兔

子数列”。一般而言，兔子在出生两个月后，就有繁殖能力，一对兔子每个月能生出一对小

兔子来。如果所有兔子都不死，那么一年以后可以繁殖多少对兔子？实际上是一个递推数

列 an+1=an+a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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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执行【数据】|【新建参数】命令，新建三个参数 i、j 和 n。 
（2）选中参数 i 和 j，执行【数据】|【计算】命令，计算 i+j 的值。 
（3）右击参数 n，选择【属性】命令，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选择【动画参数】选项

卡，将【键盘调节（+/–）】改为“1.0”，如图 3-60 所示。单击【确定】按钮，关闭对话框。 
（4）依次选中三个参数 i、j 和 n。按住 Shift 键，执行【变换】|【深度迭代】命令，单

击参数 j，建立从参数 i 到参数 j 的映射，同理再次单击参数 j+i，建立从参数 j 到参数 j+i
的映射，如图 3-61 所示。 

      

                  图 3-60 【参数 n】属性对话框              图 3-61  建立映射 

（5）选中参数 n，连续按 Shift+“+”快捷键 5 次，使迭代深度参数 n 的值为 6。此时

迭代度量值列表就会新增 5 行，如图 3-62 所示。 
（6）右击迭代度量值列表，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绘制表中数据】命令，在弹出

的【绘制表格数据图像】对话框中，单击【绘制】按钮，即可做出斐波那契数列的图像，

如图 3-63 所示。 

         

        图 3-62  迭代度量值列表           图 3-63  做出斐波那契数列的图像 

（7）执行【文件】|【保存】命令，并以“绘制斐波那契数列的图像”为文件名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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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点拨：选中参数 n，可以直接连续按 Shift+“+”快捷键增加迭代次数，连续按

Shift +“–”快捷键减少迭代次数。 
 

3.3.7  绘制分形图 

本小节主要介绍如何利用【变换】|【迭代】命令绘制分形图的方法。 
知识要点：【变换】|【迭代】菜单的使用方法。 
首先来认识一下分形几何的一些特点，分形的特点是，整体与部分之间存在某种自相

似性，整体具有多种层次结构。分形图片具有无可争议的美学感召力，特别是对于从事分

形研究的科学家来说。欣赏分形之美当然也要求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但相对而言，

分形美是通俗易懂的。分形就在身边，人们身体中的血液循环管道系统、肺脏气管分岔过

程、大脑皮层、消化道、小肠绒毛等都是分形，参天大树、连绵的山脉、奔涌的河水、飘

浮的云朵等，也都是分形。人们对这些东西太熟悉了，当然熟悉不等于真正理解。分形的

确贴近人们的生活，因而由分形而来的分形艺术也并不遥远，普通人也能体验分形之美。 
例 3-25  绘制毕达哥拉斯树。 
毕达哥拉斯发现的勾股定理（西方叫作毕达哥拉斯定理）闻名于世，又由此导致不可

通约量的发现。1988 年，劳威尔通过数值研究发现毕达哥拉斯花是一迭代函数系的 J 集。 
（1）在画板的适当位置任取两点 A 和 B，按前面的方法绘制一个正方形 ABCD。 
（2）选中线段 CD，执行【构造】|【中点】命令，作出线段 CD 的中点 O，以 O 为圆

心，CD 为直径作圆 O。在圆 O 上任取一点 E。 
（3）依次选中点 C、E、D，执行【构造】|【过三点的弧】命令，构造圆弧 OCD，选

中圆 O 和圆心点 O，执行【显示】|【隐藏对象】命令，把圆 O 和圆心点 O 隐藏，如图 3-64
所示。 

（4）连接 CE，DE，把弧 OCD 也隐藏起来，选中正方形 ABCD，执行【度量】|【面

积】命令，度量出 ABCD 的面积。选择正方形和度量结果，执行【显示】|【颜色】|【参

数】命令。在弹出的【颜色参数】对话框中单击【确定】按钮，则四边形的颜色会随它的

面积变化而变化。 
（5）新建参数 n＝4，选择 A、B 和 n，执行【变换】|【深度迭代】命令，在弹出的【迭

代】对话框中，单击【结构】按钮，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添加新的映射】命令，建

立（A，B）到（E，C）、（D，E）的映射，如图 3-65 所示。 

             

          图 3-64  构造正方形和 CD 边上的弧          图 3-65  建立映射 

视频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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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单击【迭代】按钮，就可以绘制出毕达哥拉斯树， 终效果如图 3-66 所示。 

 
图 3-66  毕达哥拉斯树 终效果图 

（7）执行【文件】|【保存】命令，并以“绘制毕达哥拉斯树”为文件名保存。 

3.4  利用数据和绘图菜单绘制图形 

利用几何画板的【数据】菜单和【绘图】菜单可以在画板上新建参数，建立函数的解

析式及导函数的解析式，建立一个坐标系，在坐标系中可以绘制点、绘制度量值、绘制各

种函数图像等。这样，几何画板就具备了解决解析几何问题的功能，在坐

标系中能充分表现方程、函数、函数图像之间的关系。 

3.4.1  用参数构造动态函数图像 

本小节主要介绍参数的使用方法，使用参数可以进行计算、构造可控

制的动态图形、建立动态的函数解析式、控制图形的变换、控制对象的颜色变化。 
知识要点： 

 【数据】|【新建参数】菜单的使用方法。 
 【数据】|【计算】菜单的使用方法。 
 新建函数的方法。 

先来了解一下【新建参数】菜单的使用方法，运行几何画板后，执行【数据】|【新建

参数】命令，弹出【新建参数】对话框，如图 3-67 所示。可以设置参数名称和参数的初始

视频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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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  
专家点拨：参数默认无单位，也可以建立带单位的参数。还可以通过【度量】|【计

算】命令新建参数。 
 
例 3-26  构造动态二次函数。 

（1）执行【数据】|【新建参数】命令，新建三个参数 a、b、c。 
（2）依次选中三个参数 a、b、c，执行【数据】|【新建函数】命令，弹出【新建函数】

对话框，如图 3-68 所示。 

        
                图 3-67 【新建参数】对话框         图 3-68 【新建函数】对话框 1 

（3）单击【新建函数】对话框中的【数值】按钮，在弹出的菜单选项中选择参数 a，
依次单击计算器上的“x”“^”“2”，此时计算器中的文本框就会出现解析式 ax2

，按相同的

方法输入解析式的剩余部分， 终效果如图 3-69 所示。 
（4）单击【新建函数】对话框中的【确定】按钮，这时在几何画板的工作区中就会出

现解析式 y=ax2+bx+c。选中解析式 y=ax2+bx+c，执行【绘图】|【绘制函数】命令，绘制二

次函数的图像， 终效果如图 3-70 所示。 

       

      图 3-69 【新建函数】对话框 2                   图 3-70  绘制二次函数图像 

（5）执行【文件】|【保存】命令，并以“构造动态二次函数”为文件名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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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点拨：改变参数 a、b、c 的数值，二次函数的图像也会随之改变，绘制二次函

数图像时，也可以右击解析式，在弹出的菜单选项中选择【绘制函数】来绘制图像。 
 

3.4.2  在坐标系中绘制函数图像 

本小节主要介绍坐标系的使用方法，利用【绘图】菜单可以建立坐标

系，可以利用【绘图】菜单中的【网格样式】命令选项选择坐标系的形式：

极坐标系、方形坐标系、三角坐标系。下面先了解坐标系的有关知识。 

1．建立、隐藏坐标系 

【绘图】菜单中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定义坐标系】。利用它可以建立或定义一个坐标系：

包括坐标原点、单位长度、坐标轴等。一旦建立或定义好一个坐标系，这个命令项就变成

了灰色的不可用状态，如果想隐藏坐标系，需按住 Shift 键，单击【绘图】菜单，才可显示

出【隐藏坐标系】命令。 
另外，在建立或定义坐标系之前，是否选择了其他几何对象、选择了什么几何对象，

也会影响【绘图】菜单中的第一个命令项的功能。下面分别讨论。 
1）建立坐标轴 
如果在建立坐标系之前没有选择任何对象，则【绘图】菜单的第一个命令项显示为【定

义坐标系】；用鼠标单击它，在画板上就出现一个坐标系：坐标原点在画板窗口的中心，单

位长度为默认的长度。 
2）定义单位圆 
如果在建立坐标系之前只选择了一个圆，则【绘图】菜单的第一个命令项显示为【定

义单位圆】；用鼠标单击它，在画板上就出现一个坐标系：坐标原点在圆心，单位长度等于

圆的半径，改变圆的半径，可改变坐标系的单位长度。 
3）定义单位长度 
如果在建立坐标系之前只选择了一条线段或一个度量距离值，则【绘图】菜单的第一

个命令项显示为【定义单位长度】；用鼠标单击它，在画板上就出现一个坐标系：坐标原点

在画板窗口的中心，单位长度等于选择的线段的长度或选择的度量距离值，拖动线段的端

点可改变坐标系中的单位长度。 
4）定义坐标原点 
如果在建立坐标系之前只选择了一个点，则【绘图】菜单的第一个命令项显示为【定

义坐标原点】；用鼠标单击它，在画板上就出现一个坐标系：以选择的点为坐标原点，默认

的单位长度。 
5）定义坐标轴 
如果在建立坐标系之前选择了一个点和一条线段或一个度量距离值，则【绘图】菜单

的第一个命令项显示【定义单位距离】；用鼠标单击它，在画板上就出现一个坐标系：以选

择的点为坐标原点，单位长度等于选择的线段的长度或选择的度量距离值，拖动线段的端

点，可改变坐标系的单位长度。 

视频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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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坐标网格 

在几何画板的坐标系中如果想精确地定位并对齐对象，可以使用【网格】功能。【绘

图】菜单中有相应的命令项。 
1）隐藏/显示坐标网格 

【绘图】菜单中的第四个命令项是【显示网格】，它是一个开关，利用它可以控制网格

的显示或隐藏。 
2）自动吸附网格 

【绘图】菜单中的第六个命令项是【自动吸附网格】；它是一个开关，用鼠标单击它可

以控制【自动吸附网格】功能的开或关。当【自动吸附网格】功能处在开的状态下，这个

命令项的前面就会有一个对号。这时，如果在坐标系中移动或绘制几何对象时，几何对象

上的点就会被离它 近的网格点吸附。在【自动吸附网格】功能处在关的状态下，在坐标

系中移动或绘制几何对象，则不受网格点的控制，这时网格点可以作为参照物。 
知识要点： 

 【绘图】|【定义坐标系】菜单的使用方法。 
 【绘图】|【绘制点】菜单的使用方法。 
 【绘图】|【绘制新函数】菜单的使用方法。 

例 3-27  利用绘制点的方法绘制函数 y=x3
的图像。 

（1）执行【绘图】|【定义坐标系】命令，新建坐标系，并将原点坐标的标签设为 O。 
（2）选中坐标系的 x 轴，执行【构造】|【轴上的点】命令，构造点 B。 
（3）选中点 B，执行【度量】|【横坐标】命令，度量出点 B 的横坐标 xB。 
（4）选中点 B 的横坐标 xB，执行【数据】|【计算】命令，在弹出的【新建计算】对话

框中计算出 xB
3
的值。 

（5）依次选中点 B 的横坐标 xB 和度量值 xB
3
，执行【绘图】|【绘制点（x，y）】命令，

绘制点 C（xB ，xB
3
），如图 3-71 所示。 

 

图 3-71  绘制点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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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依次选中点 C 和点 B（次序一定不能错），执行【构造】|【轨迹】命令，就可以

绘制函数 y=x3
的图像了，执行【绘图】|【隐藏网格】命令，将坐标系中的网格隐藏， 终

效果如图 3-72 所示。 

 

图 3-72  绘制函数的图像 

（7）执行【文件】|【保存】命令，并以“利用绘制点的方法绘制函数 y=x3
的图像”为

文件名保存。  
专家点拨：本例方法也称“描点法”，可适用于绘制任何一个函数的图像。当然用

例 3-26 的方法来绘制函数的图像会更快更简单。  

3.4.3  用表格中的数据绘制函数图像 

本小节主要介绍如何利用表格中的数据绘制函数图像。 
知识要点：【数据】|【制表】菜单的使用方法。 
例 3-28  三角形内接矩形面积变化的图像。 

（1）执行【绘图】|【定义坐标系】命令，新建坐标系，并将原点坐标的标签设为 O。 
（2）执行【绘图】|【隐藏网格】命令，将坐标系中的网格隐藏。 
（3）单击【点工具】 ，在第一象限内任意绘制一点 B，在 x 轴的正半轴上任意绘制

一点 C。 
（4）同时选中点 O、B、C，选择【构造】|【线段】命令，构造三角形 OBC。 
（5）选中线段 OC，执行【构造】|【线段上的点】命令，构造线段 OC 上的点 D，如

图 3-73 所示。 
（6）选中点 D 和线段 OC，选择【构造】|【垂线】命令，构造线段 OC 的垂线 j。 
（7）同时选中线段 OB 和直线 j，选择【构造】|【交点】命令，构造交点 E。 

视频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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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过点 E 构造线段 OC 的平行线 k，并构造直线 k 与线段 BC 的交点 F，如图 3-74
所示。 

    

       图 3-73  构造线段 OC 上的点 D                        图 3-74  构造点 F 

（9）过点 F 构造线段 OC 的垂线 l，并构造直线 l 与线段 OC 的交点 G。 
（10）隐藏直线 j、k、l，并构造矩形 DEFG。 
（11）依次选中点 D、E、F、G，执行【构造】|【四边形内部】命令，作出构造四边

形 DEFG 的内部。 
（12）执行【度量】|【面积】命令，度量四边形 DEFG 的面积。 
（13）依次选中点 O 和点 D，执行【度量】|【距离】命令，度量点 O 和点 D 的距离

OD。 
（14）依次选中度量值 OD 和四边形的面积度量值，执行【数据绘图】|【制表】命令，

做出表格。 
（15）双击表格，增加一行，拖动点 D 挪动一个位置，再双击表格，再拖动点 D 挪动

一个位置，如此进行下去，得到一个含有多个数据的表格，如图 3-75 所示。 

 

图 3-75  制表 

（16）选中表格，执行【绘图】|【绘制表中记录】命令，打开【绘制表格数据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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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框，单击【绘制】按钮，绘制由表格数据确定的点，如图 3-76 所示。 

 

图 3-76  绘制表格数据图像 

（17）执行【文件】|【保存】命令，并以“三角形内接矩形面积变化的图像”为文件

名保存。 
 

专家点拨：可以依次选中 OD 和矩形的面积度量值，执行【绘图】|【绘制（x，y）】
命令，绘制一点，然后同时选中该点和点 D，执行【构造】|【轨迹】命令，构造函数          
图像。  

3.5  本章习题 

一、选择题 

1．用几何画板画垂线之前必须（    ）。 
A．选择两条直线     B．选择已知直线和一点  
C．选择两点      D．选择一条直线 

2．在几何画板中，进行旋转变换时先标记（    ）。 
A．中心   B．镜面   C．参数   D．角度 

3．几何画板中是“变换”菜单中的选项的是（    ）。 
A．标记镜面  B．平行线  C．距离   D．显示网格 

4．几何画板中，已知线段 AB，标记 A 点为中心，B 点绕 A 点旋转多少度形成的点 C，
使得三角形 ABC 为等边三角形？（    ） 

A．60°或 120° B．60°或–60° C．120°或 300° D．–60°或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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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填空题 

1．几何画板中，绘制数学函数在        菜单中。 
2．几何画板中，作角平分线时依次选中的三点中，角的顶点必须在        。 
3．几何画板中，进行反射变换时先标记        。 
4．在几何画板中，利用【变换】|【平移】命令平移对象时，有按        平移两种

方法。 

3.6  上机练习 

练习 1  绘制三角形内切圆并构造圆内部 

本练习是利用【构造】菜单绘制图形，效果如图 3-77 所示。在绘制图形的过程中，涉

及本章学习的【构造】菜单中构造角平分线、垂线和构造圆内部的使用方法等知识。 

 

图 3-77  绘制三角形内切圆 

主要制作步骤提示： 

（1）新建一个几何画板文件。 
（2）利用工具箱中的多边形工具绘制三角形。 
（3）利用构造菜单中的构造角平分线构造出角 A 和角 B 的平分线，并取它们的交点 D。 
（4）利用构造菜单中的构造垂线的方法构造 AB 的垂线并与 AB 交于点 E。 
（5）依次选中点 D 和点 E，利用构造菜单中的构造圆命令构造出内切圆及其内部。 

练习 2  绘制一个正六边形并按 1∶3 的比例进行缩放 

本练习是利用【变换】菜单绘制图形，效果如图 3-78 所示。在绘制图形的过程中，涉

及本章学习的【变换】菜单中旋转、平移和缩放的使用方法等知识。 
主要制作步骤提示： 

（1）新建一个几何画板文件。 
（2）利用工具箱中的线段工具绘制一条线段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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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8  绘制正六边形并按比例缩放 

（3）双击点 A，把点 B 按中心点 A 旋转 120°
得到 B'，按相同的方法得到其他点， 终

形成正六边形。 
（4）取一点 C，标记向量 AC，全选正六边形按向量平移，双击点 C，按 1∶3 缩放正

六边形。 

练习 3  利用迭代方法构造三角形内接中点三角形图形 

本练习是利用【变换】菜单绘制图形，效果如图 3-79 所示。在绘制图形的过程中，涉

及本章学习的【变换】菜单中【迭代】命令的使用方法。 

 

图 3-79  效果图 

主要制作步骤提示： 

（1）新建一个几何画板文件。 
（2）利用工具箱中的多边形工具绘制一个三角形 ABC。 
（3）选中三角形的三条边，利用【构造】菜单构造它们的中点。 
（4）依次选中点 A、点 B 和点 C，利用【构造】菜单中的【迭代】命令构造图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