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山西省中考真题物理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30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
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1.(3 分)下列数据是小明对教室中相关物理量的估测，其中最接近实际的是(
)
A.室温约 48℃
B.一张理综答题卡的质量约 500g
C.门的高度约为 4m
D.一盏日光灯的额定功率约 40W
解析：A.人的体感温度在 25℃左右，教室内温度感觉舒适，在 25℃左右。故 A 错误；
B.一张理综答题卡的质量不到 1g。故 B 错误；
C.一层楼的高度在 3m 左右，而门的高度约为 4m，此值大于 3m。故 C 错误；
D.日光灯正常工作的电流在 0.2A 左右，其额定功率约 P=UI=220V×0.2A=44W。故 D 正确。
答案：D
2.(3 分)位于我省永济市普救寺中的莺莺塔如图所示，它是我国现有的四大回音建筑之一。
若游人在塔附近的一定位置以两石相击，便可听到“呱、呱”的回声，类似青蛙鸣叫，并且
声音也变得格外响亮。关于此现象，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以两石相击”主要是空气振动发声
B.“类似青蛙鸣叫”是指音色相近
C.“变得格外响亮”是指音调变高
D.“呱、呱”的回声一定是噪声
解析：A、“以两石相击”，石头会振动，振动会产生声音，故 A 错误；
B、“类似青蛙鸣叫”是指的是与青蛙的音色相近，故 B 正确；
C、“变得格外响亮”是指响度大，故 C 错误；
D、如果有人喜欢听“呱、呱”的回声，回声不是噪声，故 D 错误。
答案：B
3.(3 分)夏天，小明从冰箱冷冻室中取出几个冰块，放入盛有常温矿泉水的杯中，过一会儿，
他用吸管搅动冰块，发现这几个冰块“粘到一起了”，如图所示，其主要成因是(
)

A.水的比热容较大
B.水的凝固
C.水分子在做无规则运动
D.水的汽化
解析：从冰箱冷冻室取出的冰块温度低于 0℃，放到水中后，水放热降温，冰吸热升温；当
冰块附近的水的温度降到 0℃时，冰的温度还低于 0℃；冰块继续吸热，冰块附近 0℃的水
继续放热，凝固成冰。所以冰块会“粘”到一起。故 B 正确。
答案：B
4.(3 分)下列四种情景中，属于光的反射现象的是(

A.
墙上的“手影”

B.
错位的“钢笔”

C.
镜中的“我”

)

D.
变大的“字”
解析：A、手影中影子的形成说明光是沿直线传播的，由于光的直线传播，被物体挡住后，
物体后面就会呈现出阴影区域，就是影子，故与题意不符；
B、透过玻璃砖看到钢笔“错位”了是由于钢笔经玻璃砖的两次折射，属于光的折射现象，
故与题意不符；
C、镜中的“我”，属于平面镜成像，是由于光的反射形成的，符合题意。
D、用放大镜看字时，字变大了，属于凸透镜成像，是由于光的折射形成的。故与题意不符。
答案：C
5.(3 分)关于家庭电路和安全用电，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所有家用电器的外壳都需要接地
B.家庭电路中各个用电器都是串联的
C.使用试电笔判断哪条导线是火线时，手要按住笔尾金属体
D.若空气开关“跳闸”，一定是电路中出现了短路
解析：A、有些电器的外壳是金属的，为了防止漏电，把外壳接地让漏出来的电导入到大地，
避免触电，并不是所有的用电器的外壳都接地。故 A 错误；
B、家庭电路中各用电器工作过程中互不影响，所以彼此是并联的。故 B 错误；
C、使用试电笔时笔尖应该接触被测导线，手指按住笔尾金属体。故 C 正确；
D、空气开关“跳闸”，说明电路电流太大，原因是电路中出现了短路或用电器的总功率过
大。故 D 错误。
答案：C
6.(3 分)小明做“探究凸透镜成像的规律”实验时，在光屏上得到烛焰清晰的缩小的像，然
后他把燃烧的蜡烛和光屏互换位置，这时光屏上能看到(
)
A.倒立、放大的像
B.倒立、缩小的像
C.正立、放大的像
D.正立、缩小的像
解析：由图可知，当 u＞2f，f＜v＜2f，成倒立、缩小的实像；
若将蜡烛和光屏位置互换，则 f＜u＜2f 时，成倒立、放大的实像，光屏距凸透镜即像距 v
＞2F。
答案：A
7.(3 分)下列工具属于省力杠杆的是(
)
A.瓶盖起子
B.笤帚
C.筷子
D.船桨
解析：A、瓶盖起子在使用过程中，动力臂大于阻力臂，是省力杠杆，故 A 正确。
B、笤帚在使用时，动力臂小于阻力臂，是费力杠杆，故 B 错误。
C、筷子在使用时，动力臂小于阻力臂，是费力杠杆，故 C 错误。

D、船桨在使用时，动力臂小于阻力臂，是费力杠杆，故 D 错误。
答案：A
8.(3 分)小明在一块有机玻璃板上安装了一个用导线绕成的螺线管，在板面上均匀撒满铁屑，
通电后轻敲玻璃板，铁屑的排列如图所示。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图中 P、Q 两点相比，P 点处的磁场较强
B.若只改变螺线管中的电流方向，P、Q 两点处的磁场会减弱
C.若只改变螺线管中的电流方向，P、Q 两点处的磁场方向会改变
D.若只增大螺线管中的电流，P、Q 两点处的磁场方向会改变
解析：A、由图可以看出通电螺线管的磁场和条形磁体的磁场一样，并且可以看到 Q 点铁屑
的分布比 P 点密集，由此可以确定 Q 点的磁场比 P 点强，故 A 错误；
BC、只改变电流方向，则磁场方向发生改变，但通电螺线管的磁场强弱不变，故 B 错误，C
正确；
D、只增大螺线管中的电流，则磁场的强弱发生改变，但磁场方向不变，故 D 错误。
答案：C
9.(3 分)俗话说“瓜浮李沉”，意思是西瓜投入水中会漂浮，李子投入水中会下沉。对此现
象，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西瓜的密度比李子的密度大
B.西瓜漂浮时所受浮力大于重力
C.李子下沉过程中所受水的压强不变
D.李子浸没后，下沉过程所受浮力大小不变
解析：A、西瓜漂浮在水面上，ρ 瓜＜ρ 水；李子在水中下沉，ρ 李子＞ρ 水，所以，ρ 李子＞
ρ 水，故 A 错误；
B、西瓜漂浮时所受浮力与重力是一对平衡力，大小相等。故 B 错误；
C、李子下沉过程中，所处深度 h 变大，根据 p=ρgh 可知，所受水的压强变大。故 C 错误；
D、李子浸没后，排开水的体积等于李子本身的体积，不再变化，根据 F 浮=ρgV 排可知，下
沉过程所受浮力大小不变。故 D 正确。
答案：D
10.(3 分)酒驾易造成交通事故，利用酒精测试仪可以检测司机是否酒驾，其电路原理如图
甲所示。R1 为“气敏传感器”，它的电阻值与它接触到的酒精气体浓度的关系如图乙所示，
R2 为定值电阻，阻值为 60Ω，电源电压恒为 12V。若酒精气体浓度≥0.2mg/mL 时，则判定
被检者为酒驾。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

A.被检者的酒精气体浓度越高，电流表示数越小
B.电流表的示数为 0.12A 时，判定被检者为酒驾
C.电压表示数为 3V 时，R2 消耗的电功率为 0.45W
D.被检者酒精气体浓度为 0.2mg/mL 时，电压表的示数是 4V
解析：A、由电路图甲可知，传感器 R1 和定值电阻 R2 串联，电压表测传感器 R1 两端的电压，
电流表测电路中的电流；
由图乙可知，当酒精浓度增大时，传感器 R1 的阻值会减小，由欧姆定律可得电路中电流增
加，即电流表示数增大，故 A 错误；
B、由 I= 得：
电路中的总电阻 R= =

=100Ω，

此时气敏电阻的阻值 R1=R﹣R2=100Ω﹣60Ω=40Ω，
由图像乙可知，此时酒精气体浓度为 0.1mg/mL＜0.2mg/mL，所以此时被检者不是酒驾，故 B
错误；
C、电压表示数为 3V 时，定值电阻 R2 两端的电压 U2=U﹣U1=12V﹣3V=9V，
此时 R2 消耗的电功率 P2=

=

=1.35W，故 C 错误；

D、根据图像乙可知，被检者酒精气体浓度为 0.2mg/mL 时，气敏电阻的阻值为 R1=30Ω，
根据欧姆定律可知此时电流为 I= =

=

=

A，

根据欧姆定律可得：
气敏电阻两端电压 U1=IR1=

A×30Ω=4V，即为电压表示数，故 D 正确。

答案：D
二、填空题：本大题共 4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20 分)。
11.(2 分)1825 年瑞士物理学家科拉顿将一根直导线平行地放在小磁针的上方，然后与另一
个房间的螺旋线圈组成闭合电路，如图所示，他把一根条形磁铁插入螺旋线圈内，再跑到另
一个房间内观察小磁针是否偏转，进行多次实验他都没有发现小磁针偏转。科拉顿、法拉第
等物理学家相继进行了上述试验，是为了探究
；在实验中，科拉顿用到了
1820 年丹麦物理学家
发现“电流的周围存在着磁场”的实验装置。

解析：将一根直导线平行地放在小磁针的上方，然后与另一个房间的螺旋线圈组成闭合电路，
把一根条形磁铁插入螺旋线圈内，相当于做切割磁感线运动，观察小磁针是否偏转即是否产
生感应电流，故是为了探究“什么情况下磁可以生电”；
1820 年丹麦的物理学家奥斯特发现电流的周围存在着磁场。
答案：什么情况下磁可以生电；奥斯特。
12.(2 分)小明给妈妈的透明茶壶添水后，放在桌子上，如图所示，妈妈看到后问：“怎么
才加了半壶水？”小明说：“我担心再多加一点，水就从细细的壶嘴溢出来了。”妈妈说：
“你试试加点水看看。”于是小明反复加了几次水后明白了：茶壶的壶嘴和壶身组

成
出来。

，壶嘴和壶身中的水面具有

的特点，所以不必担心再加少许水会溢

解析：茶壶的壶嘴和壶身构成了一个连通器，当里面的水不流动时，壶嘴的水面和壶身的水
面保持相平。
答案：连通器；高度总是相同的。
13.(2 分)如图所示，是光线经过平面镜反射后的光路图，请你在图中适当的位置画出平面
镜，并标出反射角的度数。

解析：由光的反射定律可知，反射角等于入射角，所以，先作出反射光线与入射光线夹角的
平分线，即为法线，然后再过入射点作法线的垂线即为平面镜；图中反射光线与入射光线垂
直，所以反射角等于入射角等于 45°。如图所示：

。
答案：见解析
14.(2 分)踢足球是青少年喜爱的一项体育运动。如图所示是向斜上方飞出的足球，不考虑
空气阻力，请你画出足球所受力的示意图。

解析：不考虑空气阻力，足球在空中只受竖直向下的重力作用，从足球的重心向下作重力的
示意图，就是足球所受力的示意图，如图所示。

答案：见解析
三、阅读与简答案：本大题共 1 个小题，每空 1 分，简答 4 分，共 8 分
15.(8 分)请你阅读下面的短文，回答问题。
“宇宙级快递小哥”出发了
2017 年 4 月 20 日 19 时 41 分 35 秒，
搭载“天舟一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运载火箭，
在我国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按计划抵达预定轨道，“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发
射取得圆满成功。
“天舟一号”是我国首个货运飞船，4 月 22 日 12 时 23 分，“天舟一号”货运飞船和“天
舟二号”空间实验室在太空完成首次交会对接。
“长征七号”运载火箭上还安装了“箭载摄像机”，火箭上升时可拍到摄像机镜头下方箭体
周围的实况…

(1)“长征七号”火箭加速上升时受到的力是
(选填“平衡力”或“非平衡力”)，
所搭载的“天舟一号”货运飞船在此上升过程中的机械能
(选填“增大”、“减小”
或“不变”)。
解析：“长征七号”火箭加速上升时处于非平衡状态，所以受到的力是非平衡力；
搭载的“天舟一号”货运飞船随“长征七号”火箭一起加速上升，在此上升过程中，“天舟
一号”货运飞船的质量不变，速度增大，动能变大，同时高度上升，重力势能变大，而机械
能为动能和势能之和，所以，机械能增大。
答案：非平衡力；增大。
(2)如图所示是“箭载摄像机”在火箭上升时拍得的一幅图片，这是光线通过镜头时发生了
光的
(选填“反射”或“折射”)后在感光元件上所成的像；摄像机在高温环境下
工作，镜头用耐高温的二氧化硅(SiO2)晶体制成，这是因为二氧化硅晶体具有较高
的
。

解析：摄像机镜头相当于一个凸透镜，成倒立缩小的实像，由图 2 可知，这是光线通过镜头
时发生了光的折射后在感光元件上所成的像；
摄像机在高温环境下工作，镜头用耐高温的二氧化硅(SiO2)晶体制成，这是因为二氧化硅晶
体具有较高的熔点。
答案：折射；熔点。
(3)小明观看火箭发射时的电视直播，看到捆绑在箭体上的助推火箭的燃料耗尽立即与箭体
分离，之后又上升了一段距离才下坠而远离箭体。请你用所学的物理知识解释为什么助推火
箭离开箭体后上升了一段距离才下坠。
。
解析：助推火箭和火箭箭体原来一起上升，助推火箭和火箭箭体分离后，由于助推火箭具有
惯性，仍要保持原来的运功状态，所以继续向上运动一段距离；同时，由于助推火箭受到重
力的作用，在重力的作用下改变了运动状态，所以上升一段距离后才下坠。
答案：助推火箭和火箭箭体原来一起上升，助推火箭和火箭箭体分离后，由于助推火箭具有
惯性，仍要保持原来的运功状态，所以继续向上运动一段距离；同时，由于助推火箭受到重
力的作用，在重力的作用下改变了运动状态，所以上升一段距离后才下坠。
四、实验与探究(本大题共 5 个小题，共 26 分)
16.(4 分)小明“探究水沸腾时温度变化的特点”的实验装置如图甲所示。

(1)当水温上升到 90℃后，小明每隔 0.5min 记录一次温度，然后绘制了温度随时间变化的
图像，如图乙所示，从图像中可知水的沸点是
℃。停止加热，小明发现水不能继
续沸腾，说明水在沸腾过程中不断
。
解析：由图可知，当水的温度到了 96℃后就不再升高，说明此时水是沸腾的；停止加热，
小明发现水不能继续沸腾，说明水在沸腾过程中不断吸热。
答案：96；吸热。
(2)结合甲、乙两图，请你对本实验提出一条改进建议：
，改进后的好处
是
。(写出一条即可)
解析：由图像中可知，水从 90℃升高到 96℃的时间有点长，实验中可以通过减小水的质量、
给烧杯加盖来缩短加热时间。

答案：减小水的质量；缩短加热时间。
17.(7 分)小明家乡种植的杏树今年获得了丰收，他想利用托盘天平和量筒测量一颗新鲜杏
的密度，进行了下列操作：

(1)先把天平放在水平台上，然后将游码移至标尺左端的零刻度线处，为使天平横梁平衡，
他应调节横梁右端的
；
解析：先把天平放在水平台上，把游码放在标尺的零刻度线上，调节横梁上的螺母，使横梁
平衡。
答案：平衡螺母。
(2)将鲜杏放在调好的天平左盘，天平平衡时右盘中的砝码和游码位置如图甲所示，则鲜杏
的质量为
g；
解析：游码标尺的分度值是 0.2g，鲜杏的质量为 m=20g+1.2g=21.2g。
答案：21.2
(3)为了能将鲜杏放入量筒，小明选取了容积为 200mL 的量筒，他先往量筒中加入适量的水，
记下此时水的体积。如图乙所示；再将这个鲜杏放入量筒，再次记录读数，请你帮他计算鲜
3
杏的密度为
kg/m ；
3
解析：杏的体积为 V=60ml﹣40ml=20ml=20cm ；
鲜杏的密度为 ρ=

=

3

3

3

=1.06g/cm =1.06×10 kg/m 。

3

答案：1.06×10 。
(4)小明继续实验时不小心将量筒碰倒摔碎了，他又选取了小烧杯、溢水杯、容积为 50mL
的量筒测量鲜杏的体积，他的做法如下，请你将下列步骤补充完整。
A.先将溢水杯中盛满水，再将鲜杏轻轻放入溢水杯中，让溢出的水流入小烧杯中；
B.
；
C.记录此时量筒中水的体积。
你认为小明按上述做法所测出鲜杏的密度比真实值
(选填“偏大”或“偏小”)，
其原因是
。
解析：小明继续实验时不小心将量筒碰倒摔碎了，他又选取了小烧杯、溢水杯、容积为 50mL
的量筒测量鲜杏的体积，实验步骤：
A.先将溢水杯中盛满水，再将鲜杏轻轻放入溢水杯中，让溢出的水流入小烧杯中；
B.将小烧杯中的水倒入量筒中；
C.记录此时量筒中水的体积，即鲜杏的体积；
向量筒中倒水时，会有少水附着在烧杯壁上，因此测量的水体积偏小，即鲜杏的体积偏小，

从而再利用密度公式计算出的结果也就偏大了。
答案：b、将小烧杯中的水倒入量筒中；偏大；向量筒中倒水时，会有少水附着在烧杯壁上，
因此测量的鲜杏的体积偏小。
18.(8 分)小明同学在“测量小灯泡的电功率”的实验中，小灯泡的额定电压为 2.5V，电源
为两节新干电池，滑动变阻器标有：“20Ω 1A”字样。

(1)实验电路如图甲所示，但电路连接不完整，请你用笔画线代替导线，完成电路。
解析：由图表可知，电流表的量程应选“0～0.6A”，滑动变阻器“一上一下”连接，如下
图所示：

答案：如上图。
(2)小明将电路连好后，闭合开关，发现小灯泡发光很微弱，电流表、电压表均有示数，左
右移动滑动变阻器的滑片 P，小灯泡亮度和两表示数均不变，其原因可能
是
。
解析：闭合开关，发现小灯泡发光暗淡，电流表和电压表均有示数，说明此时电路中的电阻
很大，造成电流较小，任意移动滑动变阻器的滑片，电流表和电压表示数均不变，则说明滑
动变阻器接入了下面两个接线柱，相当于定值电阻，且阻值等于滑动变阻器的最大电阻。
答案：滑动变阻器下面两接线柱接入电路。
(3)改正电路后，小明同学调节滑动变阻器观察到电压表示数为 2V，为使小灯泡两端电压达
到额定电压，应将滑动变阻器的滑片 P 向
(选填“左”或“右”)调节。当小灯泡
正常发光时，电流表示数如乙所示，该小灯泡的额定电功率为
W。
解析：由图乙可知，电压表示数是 2V，小于灯泡额定电压，由电路图甲可知，应向右移动

滑片，使滑动变阻器接入电路的阻值减小，灯泡两端电压增大，直到电压表示数等于灯泡额
定电压 2.5V 为止；由乙图知电流表使用 0﹣0.6A 量程，分度值 0.02A，所以灯泡的额定电
流为 0.24A；
由电功率公式 P=UI 可以求得，灯泡额定功率 P=UI=2.5V×0.24A=0.6W。
答案：右；0.6。
(4)小明依次测出了六组实验数据，如表所示。请你根据表中数据在图丙所示的坐标纸上作
出小灯泡的 I﹣U 图像。
电压 U/V
0.5
1.0
1.5
2.0
2.5
2.9
电流 I/A
0.10
0.16
0.20
0.22
0.26
电功率 P/W
亮度变化
暗→亮
解析：由表格中的数据，利用描点法做出图像，如下：

答案：如上图丙。
(5)通过计算分析以上数据，你还有什么新的发现：
。(写出一条即可)
解析：由 P=UI 可得，P1=U1I1=0.5V×0.1A=0.05W，P2=U2I2=1.0V×0.16A=0.16W，P3=U3I3=1.5V
×0.20A=0.3W，P4=U4I4=2.0V×0.22A=0.44W，P5=U5I5=2.5V×0.24A=0.6W，
P6=U6I6=2.9V×0.26A=0.754W；通过计算分析以上数据，你还有什么新的发现：小灯泡两端
的实际电压越高，小灯泡的电功率越大，灯泡的发光越亮。
答案：小灯泡两端的实际电压越高，小灯泡的电功率越大，灯泡的发光越亮。
19.(3 分)小明和同学打乒乓球时，注意到乒乓球台上的球不小心就会滚到台下，落地点时
时远时近。小明思考：若运动着的小球从桌上滚落后，小球的落地点到桌子的水平距离可能
与哪些因素有关呢？他的猜想如下：
猜想一：小球的落地点到球台的水平距离 s 可能与小球离开桌面的速度大小有关；
猜想二：小球的落地点到球台的水平距离 s 可能与桌子的高度 H 有关。
然后，小明选取了钢球并用高度可调的桌子与斜面组成如图所示的装置，并进行了实验，得
到了部分数据如表。

同一钢球，H=1.2m
次数
小球高度 h/m
落地点到桌子的水平距离 s/m
1
0.1
0.65
2
0.2
0.96
3
0.3
1.16
在实验中让钢球从桌上的斜面不同高度由静止滚下，其目的是：
。
分析表中数据你可得到的结论是：
。
解析：当同一个小球从同一斜面高度滚下时，小球的质量和速度是不变的，这样可以探究小
球的落地点到球台的水平距离与球台的高度的关系；
分析表数据可得出的结论为：在小球的质量和运动速度相同时，小球所处高度越高，落地时
的水平距离越大。
答案：使钢球到达桌面的速度不同；在小球的质量和运动速度相同时，小球所处高度越高，
落地时的水平距离越大。
20.(4 分)通过阅读，小明知道了 1791 年意大利物理学家伏特发明了最早的电池﹣﹣伏打电
池。在老师的帮助下，小明自制了一个如图所示的伏打电池，但是不能确定哪个金属片是正
极。请你帮他设计实验并进行判断。

写出你选用的实验仪器：
。
简述操作方法、实验现象和结论：
。
解析：由电流表、电压表和二极管的连接方法知，电流必须从正接线柱流入，从负接线柱流
出，故可把电压表、电流表或发光二极管接在水果电池两极，观察指针的偏转方向或发光二
极管是否发光，从而确定出电池的正负极；
方案一：(1)选用的器材：电压表和导线；
(2)探究的方法：将电压表的正接线柱与铜片相连，再把与锌片相连的导线与电压表的负接
线柱进行试触，若电压表指针正向偏转，说明与电压表正接线柱连接的铜片是水果电池的正
极；若电压表反向偏转，锌片是电池的正极；
方案二：(1)选用的器材：电流表和导线；
(2)探究的方法：将电流表的正接线柱与铜片相连，再把与锌片相连的导线与电流表的负接
线柱进行试触，若电流表指针正向偏转，说明与电流表正接线柱连接的铜片是水果电池的正
极；若电流表反向偏转，锌片是电池的正极；
方案三：(1)选用的器材：发光二极管和导线；
(2)探究的方法：将发光二极管的正接线柱与铜片相连，再把锌片与发光二极管的负接线柱
相连，若发光二极管发光，说明与发光二极管正接线柱连接的铜片是水果电池的正极；若发
光二极管不发光，锌片是电池的正极。
答案：电压表和导线；
将电压表的正接线柱与铜片相连，再把与锌片相连的导线与电压表的负接线柱进行试触，若
电压表指针正向偏转，说明与电压表正接线柱连接的铜片是水果电池的正极；若电压表反向
偏转，锌片是电池的正极。

五、分析与计算。(本大题共 1 分小题，共 8 分。解题过程要有必要的文字说明、计算公式
和演算步骤，只写最后结果不得分)
21.(8 分)小明携带质量为 10kg 的行李箱从太原到运城，选择了尾气零排放的动车组 D2503
次列车出行。经查询，D2503 次列车时刻表如表。若该动车组列车全程匀速行驶在平直的轨
5
7
道上，牵引力恒为 2.8×10 N，供电电路输入动车组列车的电功率恒为 2×10 W。
站次
站名
到达时间
开车时间
运行里程
1
太原南
﹣
8：25
0
2
运城北
10：10
10：12
360km
3
西安北
11：22
﹣
556km
请你根据以上信息，解决下列问题：
2

问题一：若小明的行李箱底部与列车行李架的接触面积为 0.2m ，求此行李箱对水平行李架
的压强。(g 取 10N/kg)
解析：行李箱对行李架的压力：F=G=mg=10kg×10N/kg=100N，
行李箱对水平行李架的压强：p=

=

=500Pa。

答案：此行李箱对水平行李架的压强 500Pa。
问题二：求该动车组列车从太原南站到运城北站牵引力所做的功。
5
解析：由表可知动车组行驶路程 s=360km=3.6×10 m，
5
5
动车组列车从太原南站到运城北站牵引力所做的功：W=Fs=2.8×10 N×3.6×10 m=1.008×
11
10 J。
11
答案：该动车组列车从太原南站到运城北站牵引力所做的功 1.008×10 J。
问题三：求该动车组列车从太原南站到运城北站将电能转化为机械能的效率。
解析：由表可知，动车组运行时间 t=10：10﹣8：25=1h45min=105min=105×60s=6300s，
由 P=

得：
7

11

动车组消耗的电能：W 电=Pt=2×10 W×6300s=1.26×10 J，
该动车组列车从太原南站到运城北站将电能转化为机械能的效率：η=

×100%=

×100%=80%。
答案：该动车组列车从太原南站到运城北站将电能转化为机械能的效率 80%。
问题四：若大型客运燃油汽车运行中做的功与该动车组列车从太原南站至运城北站牵引力所
做的功相等，求该燃油汽车排放气态污染物的质量。(大型客运燃油汽车每做 1 焦耳的功排
﹣6
放气态污染物 5×10 )g。
解析：该燃油汽车排放气态污染物的质量：
11
﹣6
5
m 排=1.008×10 J×5×10 g/J=5.04×10 g=504kg。
答案：该燃油汽车排放气态污染物的质量 504k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