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吉林省长春市中考真题物理
一、单项选择题：每小题 2 分，共 20 分。
1.下列固体中属于晶体的是(

)

A.沥青
B.冰
C.松香
D.石蜡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晶体和非晶体的区别。
沥青、松香、石蜡没有确定的熔点和凝固点，都属于非晶体；冰有确定的熔点和凝固点，属
于晶体。
答案：B
2.以下家用电器中利用电流热效应工作的是(
A.电饭锅
B.洗衣机

)

C.电冰箱
D.电风扇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电流的热效应、化学效应和磁效应。
洗衣机、电冰箱、电风扇主要是把电能转化为机械能；只有电饭煲是把电能转化为内能，是
利用电流的热效应。
答案：A
3.一瓶冰冻的矿泉水置于常温下，表面会变湿，这属于物态变化中的(
A.熔化

)

B.汽化
C.凝华
D.液化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液化及液化现象。
瓶子的外壁出现了许多小水珠，是空气中水蒸气遇到冷的杯壁液化形成的。
答案：D
4.下列现象中，属于光的反射现象的是(
A.水中倒影

)

B.海市蜃楼
C.小孔成像
D.坐井观天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光的反射。
A、水中的倒影，属于平面镜成像，是由于光的反射形成的，符合题意。
B、海市蜃楼是光在不均匀的空气中传播时发生折射形成的；不符合题意。
C、小孔成像是光沿直线传播形成的，不符合题意。
D、坐井观天属于光的直线传播。不符合题意。
答案：A

5.下列实例中，能增大摩擦的是(

)

A.行李箱下安装轮子
B.自行车的车轴处加润滑油
C.轮胎表面凹凸不平的花纹
D.气垫船行驶时船体与水面脱离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增大或减小摩擦的方法。
A、在行李箱上安装滚轮是变滑动为滚动来减小摩擦的，故 A 错误；
B、自行车的车轴处加润滑油是通过减小接触面的粗糙程度来减小摩擦力，故 B 错误；
C、轮胎上制有凹凸不平的花纹是通过增大接触面的粗糙程度来增大摩擦的，故 C 正确；
D、气垫船行驶时，使接触面彼此分离来减小摩擦，故 D 错误。
答案：C
6.如图所示，电路中 a、b 是电表，闭合开关要使两灯发光，则(

)

A.a 是电压表，b 是电流表
B.a、b 都是电压表
C.a 是电流表，b 是电压表
D.a、b 都是电流表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电流表的使用；电压表的使用。
由图可知，表 b 与灯泡串联，表 a 与灯泡 L1 并联，根据电流表和电压表的使用规则可知，
与灯泡串联的是电流表，与灯泡并联的是电压表，所以表 a 是电压表，表 b 是电流表。
答案：A
7.在每年一度的长春瓦萨国际冰雪节上，净月潭滑雪场都会举办滑雪活动。在滑雪运动中涉
及的现象和对应的表述错误的是(
)
A.滑雪板做的宽大-减小压强
B.人从山顶滑下-重力对人做功
C.人到达山脚不能马上停下来-受到惯性作用
D.利用滑雪杖撑地前进-物体间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减小压强的方法及其应用；力作用的相互性；惯性；力是否做功的判断。
A、滑雪板做的宽大，在压力一定时，增大受力面积来减小压强，故 A 正确；
B、人从山顶滑下，符合重力做功的两个必要因素，因此重力对人做功，故 B 正确；
C、人到达山脚不能马上停下来，是由于惯性，惯性是物体本身具有的一种保持原来运动状
态不变的性质，惯性不是作用，故 C 错误；
D、物体间力的作用是相互的，利用滑雪杖向后撑地，地给滑雪杖一个向前的力，故 D 正确。
答案：C
8.下列事例中利用大气压强的是(

)

A.护士给病人注射肌肉针
B.用吸管喝饮料
C.飞机的机翼设计成流线型
D.用压力锅做饭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大气压的综合应用。
A、护士用针筒把药水推入病人肌肉中是利用人的压力将药液注入人体肌肉的，不是利用大
气压来工作的，故 A 错误；
B、用吸管吸饮料时，吸出吸管中的部分空气，使吸管内的气压减小，瓶中饮料在大气压的
作用下，上升通过吸管进入口中，故利用了大气压的作用；故 B 正确；
C、飞机的外形是仿照鸟类的体型设计建筑的，一般设计成流线型，这属于仿生技术，流线
型能减小空气阻力，便于飞行，故 C 错误。
D、高压锅煮饭熟得快是利用液体的沸点随气压的增大而升高的原理，故 D 错误。
答案：B
9.工人师傅利用如图所示的装置匀速提升重物，不计绳重和摩擦，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增大提升重物的速度，可以增大有用功
B.减小定滑轮的重力，可以减小额外功
C.增大提升重物的高度，可以提高机械效率
D.减小动滑轮的重力，可以提高机械效率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有用功和额外功；滑轮(组)的机械效率。
(1)滑轮组的机械效率 η=

=

=

=

，所以机械效率的高低与物体被提升的高度

和提升速度无关，故 A、C 不正确；
(2)使用滑轮组时，克服动滑轮重所做功为额外功，由滑轮组的机械效率 η=

=

=

=

可知，减小动滑轮重力可减小额外功，定滑轮的重力不影

响额外功的多少，故 C 不正确、D 正确。
答案：D
10.如图所示的电路，电源电压恒为 4.5V，电流表量程为 0～0.6A，电压表量程为 0～3V，
定值电阻阻值为 5Ω，滑动变阻器最大阻值为 20Ω。闭合开关，移动滑片的过程中，下列说
法正确的是(
)

A.若滑片 P 向右移动，电流表示数变大
B.滑动变阻器的阻值变化范围 2.5Ω～～20Ω
C.定值电阻的功率变化范围为 0.45W～1.8W
D.电压表与电流表的示数比值不变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欧姆定律的应用；电功率的计算。
A、由图：R 变与 R 串联在电路中，电流表测电路中电流。
滑片 P 向右移动，变阻器连入阻值变大，总电路变大，电源电压不变，根据 I=，所以电路
中电流变小，即电流表示数变小，故 A 错误；
B、滑片在移动过程中为保证电流表安全，
I=

≤0.6A，

即：

≤0.6A，解得：R 变≥2.5Ω，

为保证电压表安全：UV=IR 变≤3V，
即：

×R 变≤3V

所以：

×R 变≤3V，解得：R 变≤10Ω，

所以滑动变阻器的阻值变化范围：2.5Ω～10Ω；故 B 错误；
2
C、根据 P=I R，当电路中电流最大为 0.6A 时，定值电阻电功率有最大值：
2

PR 最大=(0.6A) ×5Ω=1.8W，
根据 P=

，当电压表示数最大为 3V 时，R 两端电压最小，此时定值电阻电功率有最小值，

此时 R 两端电压 UR=U-U 变=4.5V-3V=1.5V，
PR 最大=

=0.45W，

故定值电阻的功率变化范围为 0.45W～1.8W，C 正确；
D、电压表测滑动变阻器两端电压，电流表测的电路中电流，所以 R 变=

，移动滑片过程

中变阻器连入阻值改变，所以电压表与电流表的示数比值也会发生变化。故 D 错误。
答案：C
二、填空题：每小题 2 分，共 12 分
11.家庭电路中，插座与电灯之间是_______________联，控制电灯的开关应接在
_______________线与灯泡之间。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家庭电路的连接。
插座也是接用电器的，所以插座与电灯之间应并联；
为了安全，开关断开后用电器应与火线断开，则控制用电器的开关必须接在火线上。
答案：并；火。
12.如图所示，长春一汽车生产的轿车匀速行驶在笔直的水平公路上，轿车受到牵引力的大
小_______________它受到阻力的大小。该车以 100km/h 的速度行驶时，经过 0.5h 行驶
_______________km。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速度公式及其应用。
(1)因为轿车匀速行驶时，受到的阻力和牵引力是一对平衡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2)由 v=得汽车行驶的距离：s=vt=100km/h×0.5h=50km。
答案：等于；50
13.小红正对着平面镜，当平面镜平行于小红左右移动时，以小红为参照物，像是
_______________(选填“运动”或“静止”)的，此过程中像的大小_______________。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平面镜成像的特点、原理、现象及其实验方案；运动和静止的相对性。
因为平面镜成像中，像与物体关于平面镜对称，因此，当平面镜平行于小红左右移动时，以
小红为参照物，像的位置没有发生改变，所以是静止的；
依据平面镜成像特点，像与物大小相同，不论视觉上变大还是变小，事实上像与物永远是等
大的。
答案：静止；不变。
14.如图所示，小安从滑梯顶端由静止滑下，_______________能转化为动能。同时小安的臀
部感觉热，这是通过_______________方式改变他的内能。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动能和势能的转化与守恒；做功改变物体内能。
由题意可知，小安从滑梯顶端由静止滑下，其高度降低，速度增大，是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
同时小安的臀部感觉热，臀部与滑梯之间摩擦，这是通过做功方式改变他的内能。
答案：重力势；做功。
15.小磁针静止时总是指南北，是因为地球周围存在着_______________。对小磁针有
_______________的作用。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地磁场。
由于地球的周围存在地磁场，所以地球周围的小磁针(指南针)都要受到地磁力的作用而指向
南北方向。
答案：磁场；磁力。

16.如图所示，一冰块放入烧杯中，对杯底的压强为 p1；当一部分冰熔化成水时，冰块对杯
底仍有压力，此时水对杯底的压强为 p2；冰块继续熔化，当冰块漂浮在水面上时，水对杯底
的压强为 p3。则 p1_______________p3，p2_______________p3。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压强大小比较。
①冰块放在杯底时，冰块对杯底压力 F=G 冰，受力面积是冰块的底面积，所以 p1=

，

②当一部分冰熔化成水时，水对杯底的压强为：p2=ρ 水 gh2，
③冰块继续熔化，当冰块漂浮在水面上时，杯底受到的压力 F′=G 冰′+G 水，
冰化成水质量不变重力不变，所以 G 冰=G 冰′+G 水，
水对杯底的压强：p3=

因为 S 冰＜S 容，所以

=ρ 水 gh3，

＞

，即 p1＞p3；

因为冰继续熔化成水，水的深度增加，则 h2＜h3，所以 ρ 水 gh2＜ρ 水 gh3，即 p2＜P3。
答案：＞；＜。
三、计算题：17 题 4 分，18 题 6 分，共 10 分
2

17.(4 分)水平桌面上放一本书，书的质量为 0.25kg，与桌面的接触面积为 0.05m 。(g 取
10N/kg)求：
(1)书受到的重力。
(2)书对桌面的压强。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压强的大小及其计算；重力的计算。
(1)根据已知条件利用 G=mg 求重力；
(2)因为书放在水平桌面上，可知书对桌面的压力就等于其本身重力，再利用压强公式 P 
求压强。
答案：解：
(1)书受到的重力：G=mg=0.25kg×10N/kg=2.5N；
(2)书放在水平桌面上处于静止状态，书对桌面的压力是本身重力产生的，
即：F=G=2.5N；
书对桌面的压强为： P 

F
=
S

答：(1)书受到的重力为 2.5N；
(2)书对桌面的压强是 50PA

=50PA。

F
S

18.(6 分)一只电热水壶铭牌上标有“220V 1100W”的字样，在额定电压下工作。求：
(1)正常工作时电流和电阻。
(2)通电 5min 产生的热量。
解析：
(1)根据 P=UI 计算正常工作时的电流，根据 R=

U
计算电阻；
I

(2)根据 Q=W=Pt 计算通电 5min 产生的热量。
答案：解：
(1)已知电热水壶的额定电压和额定功率，
根据 P=UI，正常工作时的电流：
I=

P
=
U

电阻：R=

=5A；

U
=
I

=44Ω；

(2)通电 5min 产生的热量：
5
Q=W=Pt=1100W×5×60s=3.3×10 J。
答：(1)正常工作时电流为 5A，电阻为 44Ω。
5

(2)通电 5min 产生的热量为 3.3×10 J。
四、综合题(21、23、24、25 各 3 分，第 19，20，22，26 题各 4 分，共 28 分)
19.(4 分)按要求作图：
(1)一束光沿 AO 方向从空气斜射入水中，在图甲中画出折射光线的大致方向。
(2)画出图乙中墙受到手指的压力 F 的示意图。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作光的折射光路图；力的示意图。
(1)先过入射点作出法线，然后根据入射光线、折射光线以及法线在同一平面内，折射角小
于入射角，确定折射光线的方向。
(2)手指对墙面的压力 F 垂直于墙面水平向右，作用点是手与墙的接触点，然后过作用点表
示出压力 F 的大小和方向。
答案：解：(1)过入射点 O 作垂直于界面的法线，根据折射角小于入射角画出折射光线 OC。
如图所示：
(2)过压力的作用点沿水平向右的方向画一条带箭头的线段，用符号 F 表示，如图所示：

20.(4 分)如图所示，在“探究电流与电压的关系”实验中：

(1)为了能够完成实验，在图甲中用笔画线代替导线将实验电路连接完整。
(2)闭合开关前，应将滑动变阻器的滑片置于图中_______________(选填“A”或“B”)端。
(3)闭合开关，移动滑片，记录电流表和电压表示数，进行多次实验，绘制出 I-U 图象，如
图乙中 a 所示。根据图象得出结论：在电阻一定时，通过导体的电流跟导体两端的电压成
_______________。
(4)实验完成后，将电阻换成小灯泡，重复上述实验过程，绘制出 I-U 图象，如图乙中 b 所
示。试分析图象中 A、B、C 三点电阻 RA、RB、RC 大小关系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
(1)在“探究电流与电压的关系”实验中，滑动变阻器要改变定值电阻两端电压，应与定值
电阻串联，并且要一上一下接，如图所示：

(2)由实物连图，为保护电路，闭合开关前应将滑片置于最大值 A 端；
(3)由图乙中 a 可知，电流、电压图象是一条过原点的直线，可知电阻一定，通过导体的电
流和两端电压成正比；
(4)由(3)a 图线是正比例图线，所以 B 点电阻与 a、b 相交处电阻相等，
由图线 b 可知，灯泡电阻随电压增大而增大，
所以 RA＜RC＜R 交点，即：RA＜RC＜RB.
答案：(1)见上图；(2)A；(3)正比；(4)RA＜RC＜RB.
21.(3 分)在探究物体动能大小与质量的关系时，利用如图所示的装置，让不同质量的钢球，
从同一斜面同一高度由静止滚下，撞击水平面上的木块。
(1)实验中，通过观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比较小球动能的大小。
(2)通过观察甲、乙两图的实验现象，可得出结论：在_______________相同时，物体的质量
越大，动能越大。
(3)交通规则中“禁止超载”就是通过限制车辆装载货物的质量，减小车辆的惯性和
_______________，防止造成重大伤害。

解析：
(1)实验中通过观察木块被撞击后移动的距离的大小来间接判断小球动能的大小。
(2)观察图可以发现：小球的质量越大，木块移动的距离越大，因此此实验的结论是：在速
度一定时，运动物体的质量越大，动能越大。
(3)严禁超速超载，超载时，车辆的惯性增大，当车辆超速超载时，车辆很难停下来，容易
造成交通事故；在速度一定时，运动物体的质量越大，动能越大。因此“禁止超载”就是通
过限制车辆装载货物的质量，减小车辆的惯性和动能，防止造成重大伤害。
答案：(1)木块被撞击后移动的距离的大小；(2)速度；(3)动能。
22.(4 分)在探究“比较不同物质吸热的情况”的实验中，实验装置如图所示。
加热时间/min

0

1

2

3

4

甲的温度/℃

30

34

38

42

46

乙的温度/℃

10

18

26

34

42

(1)实验中应量取质量_______________的甲、乙两种液体，分别倒入相同的烧杯中，用相同
的电加热器加热。当它们吸收相同热量时，通过比较_______________来判断吸热能力的强
弱。
(2)通过实验，记录数据如表格所示。从开始加热到 42℃，甲、乙两种液体吸收热量的关系
为 Q 甲_______________Q 乙。
(3)分析实验数据可知_______________物质的吸热能力强。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探究比热容的实验。
(1)探究物质吸热能力实验，实验中应量取质量相同的甲、乙两种液体，分别倒入相同的烧
杯中，用相同的电加热器加热。当它们吸收相同热量时，通过比较升高的温度来判断吸热能
力的强弱。
(2)由表中实验数据可知，从开始加热到 42℃，液体升高相同的温度，甲需要的加热时间短，
乙需要的加热时间长，甲吸收的热量小于与乙吸收的热量。
(3)由表中实验数据可知，质量相同的甲、乙两种液体吸收相同热量，甲升高温度小于乙升
高温度，所以甲物质的吸热能力强。
答案：(1)相同；升高的温度；(2)小于；(3)甲。
23.(3 分)视力正常的小明把凸透镜贴近眼睛，观察远处的房屋，眼前“模糊”此时来自远
方房屋的光会聚在视网膜的_______________(选填“前”或“后”)方。如图所示，他又伸
直手臂通过凸透镜观察到房屋清晰的_______________(选填“实”或“虚”)像，像的位置
在凸透镜的_______________(选填“左”或“右”)侧。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凸透镜成像的应用。
视力正常的小明把凸透镜贴近眼睛，由于凸透镜对光线有会聚作用，因此此时来自远方房屋
的光会聚在视网膜的前方，所以小明看到眼前“模糊”；
用它观察远处的房屋，房屋在凸透镜的二倍焦距以外，成倒立、缩小的实像，此时物像异侧。
像的位置在凸透镜的右侧。
答案：前；实；右。
24.(3 分)在“探究杠杆的平衡条件”实验中：
(1)实验前，发现杠杆左端偏高，应向_______________端调节螺母，使杠杆在水平位置平衡。
(2)如图所示，把钩码挂在杠杆左侧 A 点，为使 OB 成为力臂，应在 B 点沿着_______________
的方向拉动弹簧测力计，使杠杆在水平位置平衡。
(3)若每个钩码重为 0.5N，将 A 点的钩码全部移到 B 点，弹簧测力计作用在 C 点，为使杠杆
在水平位置平衡，所加最小力为_______________N。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探究杠杆的平衡条件实验。
(1)由题意知，杠杆左端偏高，则应将平衡螺母向左端移动；
(2)根据力臂的概念，要使 OB 成为力臂，则拉力方向应与 OB 垂直，要使天杠杆平衡，应竖
直向上拉动测力计；
(3)要使拉力最小，拉力应垂直于杠杆，设每个小格的长度为 L，根据杠杆的平衡条件：
G•LG=F•LF
4×0.5N×3L=F×6L
解得：F=1N。
答案：(1)左；(2)竖直向上；(3)1。
25.(3 分)科技小组举办了以“土豆”为主题的实践创新活动，活动内容是测量土豆的密度。
在测量土豆密度时，由于没有天平，只有量筒，且整个土豆无法放入量筒中，小明用如下方
法测出土豆的密度：
(1)在烧杯中装入适量的水，让轻质小盘漂浮在水面上。
(2)如图甲所示，将土豆切下一块，放入盘中使其漂浮，在烧杯液面处记下标记。
(3)将盘中的土豆取出后，用盛有 50mL 水的量筒向烧杯中加水至标记处，量筒中剩余水的体
积为 28mL。
3

(4)将取出的土豆放入量筒中，如图乙所示，土豆的体积为_______________cm ，则土豆的
3
密度为_______________g/cm 。

(5)实验完成后，小明发现在向烧杯加水的过程中，不小心将一部分水倒入小盘中，则他测
出的土豆密度与土豆的真实密度相比_______________(选填“偏大”、“偏小”或“相
等”)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固体的密度测量实验。
(4)未放入土豆前，量筒中水的体积为 28mL，放入土豆后，量筒中水的体积为 48mL，则土豆
3
的体积 V=48mL-28mL=20mL=20cm ；
由题意知，土豆的重力应等于小盘增大的浮力，则 G=△F 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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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g△V=1.0×103kg/m ×10N/kg×(50-28)×10 m =0.22N；
土豆的质量 m=

则土豆的密度 ρ=

=0.022kg=22g；
3

=1.1g/cm ；

(5)根据以上分析，土豆的重力等于小盘受到的浮力增大量，跟原来小盘的重力无关，所以
将一部分水倒入小盘中，则他测出的土豆密度与土豆的真实密度相比不变。
答案：(4)20；1.1；(5)不变。
26.(4 分)要测量标有“2.5V”字样小灯泡的额定功率。现有器材：电压恒为 6V 的电源，一
只电压表，标有“50Ω 1A”的滑动变阻器 A 和标有“×Ω1A”的滑动变阻器 B(阻值模糊
不清)，实验过程如下：
(1)选择滑动变阻器 A，设计电路如图甲所示，正确连接电路，闭合开关，移动滑片，当电
压表示数为 2.5V 时，小灯泡正常发光。
(2)断开开关，保持滑动变阻器 A 的滑片位置不变，用滑动变阻器 B 替换小灯泡，试触后电
压表示数未超过 3V，再闭合开关，调节滑动变阻器_______________，使电压表示数为 2.5V。
(3)保持滑动变阻器_______________的滑片位置不变，将另一只滑动变阻器的滑片移到阻值
最大端，此时电压表示数如图乙所示。则小灯泡的额定功率为_______________W。
(4)在(2)(3)两次实验中，电路的总功率之比为_______________。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电功率的测量。

(2)根据分析，保持滑动变阻器 A 的滑片位置不变，用 B 替代灯泡，为测得灯泡电阻，需要
调节 B 的滑片，使电压表示数也等于 2.5V，此时 RB=RL；
(3)为测 RL 的阻值，应保持滑动变阻器 B 的滑片位置不变，使 A 滑片移到最大值 50Ω 处，
由图乙，电压表使用 0-3V 量程，分度值为 0.1V，示数为 1.2V，
根据串联电路电压特点，UA=U-UL′=6V-1.2V=4.8V，
根据欧姆定律，此时电路中电流：I=IL=IA=

所以 RL=RB=

根据 P=

=

=

=0.096A，

=12.5Ω，

，P 额=

=

=0.5W；

(4)在(2)的条件下电路中电流 I′=IL′=

=

根据 P=UI，(2)(3)两次实验中，电路的总功率之比：
=

=

=

=

。

答案：(2)B；(3)B；0.5；(4)25：12。

=0.2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