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江苏省泰州市中考模拟物理
一、选择题(每题 4 个选项中只有 1 个符合题意.每题 2 分，共 24 分)
1.下列生活中的物理数据最接近实际的是(
)
A.人以正常速度骑自行车的速度约为 5km/h
B.家用 LED 台灯正常工作电流约为 0.5A
C.中学生坐在教室内受到的空气浮力约为 0.65N
D.一份物理试卷的质量约为 100g
解析：A、一个人正常骑自行车的速度约为 5m/s=5×3.6km/h=18km/h.故 A 不符合实际；
B、家用 LED 台灯正常工作电流约为 0.05A，故 B 不符合实际；
C、中学生的质量 m=50kg，人体的密度和水相当，为 1×103kg/m3，根据 ρ=

的体积：V=

m

m 可得中学生
V

50kg

3
3
 = 1103 kg / m 3 =0.05m ，因为人在空气中，所以 V 排=V=0.05m ，所以 F 浮

=ρ 空气 V 排 g=1.29kg/m3×0.05m3×9.8N/kg=≈0.63N，与 0.65N 最接近.故 C 符合实际；
D、一份物理试卷的质量约为 8g，故 D 不符合实际。
答案：C
2.下列微粒中最小的是(
A.原子
B.夸克
C.质子
D.原子核

)

解析：根据分子的结构可知，原子由原子核和电子构成，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构成，质子
和中子由更小的微粒夸克构成.因此，在各选项的粒子中，最小的是夸克。
答案：B
3.下列现象中的“影”，仅由于光的反射而形成的是(

A.

B.

形影不离

水中倒影

)

C.

D.

投影仪

皮影戏

解析：A、形影不离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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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倒影，属于平面镜成像，是由于光的反射形成的，符合题意；
C、投影仪，属于凸透镜成像，是由于光的折射形成的.故与题意不符；
D、皮影戏中的影子是由于光的直线传播，故与题意不符。
答案：B
4.以下热现象的解释中正确的是(
)
A.往皮肤上涂一些酒精会感到凉爽﹣﹣﹣酒精蒸发时放热
B.98℃的水也可沸腾﹣﹣﹣沸点随气压的升高而降低
C.寒冷的北方室外多选用酒精温度计测温﹣﹣﹣酒精的凝固点低
D.夏天，从冰箱里取出的易拉罐过一会儿外壁出现了小水滴﹣﹣﹣水蒸气凝华
解析：A、酒精蒸发时要吸收热量，所以在皮肤上涂一些酒精，酒精蒸发时带走部分热
量，会感到凉爽。此选项错误；
B、在标准大气压下水的沸点是 100℃，如果气压小于标准大气压，98℃的水也可以沸腾.
说明液体沸点随气压的降低而减低.此选项错误；
C、在北方很冷的地区温度非常低，甚至低于水银的凝固点，水银先凝固了，所以应该选
凝固点低的物质做测温物质，一般选酒精温度计.此选项正确；
D、从冰箱中刚取出的易拉罐温度较低，空气中的水蒸气在其表面液化，形成小水珠.此选
项错误。
答案：C
5.关于家用小汽车涉及的一些物理知识，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轮胎做得较宽大可减小对路面的压力
B.夜间行驶时车内一般开灯，为防止车外物体在前挡风玻璃上成像，干扰司机判断
C.轮毂一般采用铝合金的材料制成，利用了这种材料密度小硬度大的特点
D.汽车同侧前后的两盏转向灯同时亮，它们一定是串联的
解析：A、轮胎做得较宽大，是在压力一定时，通过增大受力面积来减小压强；故 A 错
误；
B、汽车夜间行驶时，若驾驶室开灯，车前的挡风玻璃相当于平面镜，会把驾驶室内的灯
光反射到驾驶员的眼睛里，使驾驶员看不清车前较暗的路况，容易发生交通事故.故 B 错
误；
C、安全钩是由铝合金制成的，属于金属材料，根据公式 ρ=

m 可知，体积相同时，密度越
V

小，质量越小大，所以利用了这种材料密度小硬度大的特点.故 C 正确；

D、汽车的前后转向灯可以单独工作，所以它们是并联的.故 D 错误。
答案：C
6.下列关于功、功率、机械效率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A.机械效率越大，做的有用功一定越多
B.功率越大，做功越快
C.有力作用在物体上，力一定对物体做了功
D.功率一定小，机械效率也一定低

)

解析：A.因为机械效率是有用功与总功的比值，所以机械效率越大，做的有用功不一定越
多，故 A 不正确；
B.功率是表示做功快慢的物理量，功率越大，做功越快，故 B 正确；
C.有力作用在物体上，但力的方向上不一定有移动的距离，力不一定做功，故 C 不正确；
D.机械效率是有用功与总功的比值，与功率的大小无关，故 D 不正确。
答案：B
7.在综合实践活动课上，以两张病床为例，设计病房呼叫电路，用铃声提醒值班室的护
)
士，用指示灯指示床位，下列电路中不符合要求的是(

A.

B.

C.

D.

解析：A、由图示电路图可知，两指示灯并联在两支路中，电铃串联在干路中，符合要
求，故 A 错误；
B、由图示电路图可知，指示灯串联在干路中，两电铃并联在支路中，由于指示灯接在干
路中，不能根据指示灯判断是哪个病人在呼叫，该电路不符合要求，故 B 正确；
C、由图示电路图可知，两指示灯分别与电铃串联，然后组成并联电路，符合要求，故 C
错误；

D、由图示电路图可知，灯泡与电铃并联由同一开关控制，然后两电路并联，符合要求，
故 D 错误。
答案：B
8.已知某物体只受到一对平衡力的作用，则下列判断正确的是(
A.若物体的机械能保持不变，则该物体的重力势能可能增大
B.若物体的动能保持不变，则该物体的机械能一定保持不变
C.若撤去其中的一个力，则物体的机械能可能减小
D.若同时撤去物体受到的两个力，则物体的机械能一定保持不变

)

解析：AB、物体在平衡力作用下，保持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当物体静止时，动能、重力
势能和机械能都不变；当物体做匀速直线运动时，动能不变，但物体可能水平运动，也可
能不是水平运动；物体水平方向做匀速直线运动时，动能不变，重力势能不变，机械能不
变；物体不是水平方向，而做匀速上升、或匀速下降时，动能不变，重力势能要改变，机
械能改变.
所以一个物体受到平衡力的作用，动能一定不变，势能可能改变，机械能可能改变.故 AB
错误；
C、若撤去其中的一个力，则物体的运动状态发生改变，其速度或高度均有可能改变，故
机械能可能减小，故 C 正确；
D、若同时撤去物体受到的两个力，则物体保持原来的运动状态，如果是匀速上升或下
降，则重力势能改变，机械能可能改变，故 D 错误。
答案：C
9.下图所示的四个实验中，能说明电动机工作原理的是(

)

A.

B.

C.

D.

解析：A、是电磁感应的实验图，属于发电机的原理，不符合题意；
B、是奥斯特实验图，小磁针指针偏转说明通电导体周围有磁场，不符合题意；

C、电路中有电流，通电线圈或导体受到磁场力的作用运动，是电动机的工作原理，符合
题意；
D、是研究电磁铁的磁性强弱与线圈匝数关系的实验，不符合题意。
答案：C
10.课外活动中，小明研究了某品牌卡纸的质量与面积的关系，下图能正确反映同种卡纸的
)
质量与面积关系的是(

A.

B.

C.

D.

解析：设卡通纸的密度为 ρ，厚度为 h，由 ρ=

m 得卡通纸的质量：m=ρV=ρSh，因为同种
V

卡纸的密度、厚度一定，所以卡通纸的质量和面积的关系为正比例函数，选项 B 中的图象
能反应这个关系。
答案：B
11.在地铁站的站台上，当火车驶过时，若有人站在安全线以内就会非常危险，下列各种情
)
境与其原理不同的是(

A.

B.

C.

D.

解析：人离火车太近，火车开动时，使人和火车之间的空气流动速度快，压强变小，离站
台远的地方气体相对流速较慢，压强较大，人在内外压强差的作用下，被强大的气流压向
列车，从而造成危险，利用的是流体压强和流速的关系。
A、当用力向两个气球中间打气时，两个气球中间的空气流速变大，压强变小，小于气球
外侧的大气压，产生了一个向内的压强差，两个气球相互靠近，利用的是流体压强和流速
的关系.不合题意；
B、若在玻璃管的上方沿水平方向吹气，则细管上方空气流速快，压强小，而瓶内大气压
不变，在压强差的作用下，水会沿细管逐渐上升，利用的是流体压强和流速的关系.不合题
意；
C、浸过酒精的棉花燃烧时，使瓶内的气体受热膨胀跑到瓶外，用鸡蛋封住瓶口后，瓶内
气体温度降低，压强减小；此时瓶内气压小于瓶外大气压，在大气压的作用下鸡蛋被压人
瓶中.利用的是大气压，不是流体压强和流速的关系.符合题意；
D、风刮过屋顶，屋顶上方的空气流动速度大，压强小；屋内空气流动速度小，压强大，
屋顶受到向上的压强大于向下的压强，受到的向上的压力大于向下的压力，产生一个向上
的压力差，把屋顶掀开.利用的是流体压强和流速的关系.不合题意。
答案：C
12.(多选)如图是小明用铅笔芯制作的调光灯，当铜环从铅笔芯的 a 端向 b 端滑动时小灯泡
)
变亮，则(

A.电流表示数变小
B.电流表示数不变
C.电压表与电流表示数之积变大
D.电压表与电流表示数之比不变
解析：当铜环从左向右端滑动时，连入电路的电阻变小，电路总电阻变小，∵I=

U ，电源
R

电压不变，∴电路中电流变大，即电流表的示数变大；∵UL=IRL，∴灯泡两端的电压变
大，即电压表的示数变大；根据公式 P=UI 可知，灯泡的功率变大；∴电压表与电流表示
数之积变大；灯泡的电阻不变，所以电压表与电流表示数之比不变。
答案：CD
二、填空题(本题有 10 小题，每空 1 分，共 25 分)
13.音乐会上听到的小提琴声是由琴弦________产生的，同时我们也能辨别不同乐器的声
音，是根据声音的________不同。
解析：(1)小提琴发出声音是靠琴弦的振动产生的；
(2)听音乐会时，我们是根据声音的音色辨别出不同乐器发出的声音的。
答案：振动

音色

14.如图所示是“空中加油机”正在加油的情景，要想顺利完成空中加油，“受油机”相对
于“加油机”应处于________状态(选填“静止”或“运动”)；战机从高空投出炸弹打击地面
建筑物.要准确击中目标，飞机应到达目标________(选填“前”、“后”或“正上方”)投
弹。

解析：(1)空中加油机在空中给飞机加油时，受油机和加油机的速度大小和方向必须相同，
由于两者之间的相对位置不变，所以它们彼此相对静止；
(2)飞行的战机，投出的弹由于惯性要保持原来向前的运动状态继续向前运动，所以要击中
地面上的目标，应在到达目标上方前投弹；
答案：静止 前
15.我们平时观看足球比赛的电视转播，其实是通讯卫星通过________来是来传递信息的，
我们利用遥控器来调换不同的电视频道，其实是改变了电视机接收信号的________。比赛
中我们看到被打进球门内的足球被球网拦住，这说明力可以改变物体的________。
解析：据课本知识可知，广播、电视和移动通信都是利用电磁波传递信息的，即我们平时
观看足球比赛的电视转播，其实是通讯卫星通过电磁波来传递信息的；据常识可知，我们
利用遥控器来调换不同的电视频道，其实是改变了电视机接收信号的频率；比赛中我们看
到被打进球门内的足球被球网拦住，这说明力可以改变物体的运动状态。
答案：电磁波 频率 运动状态

16.小华将刻有边长为 5cm 等边三角形的纸板正对着阳光，保持纸板与地面距离不变，用另
一张不透明卡片覆盖在三角形孔上，如图所示.向左侧慢慢移动覆盖的卡片，白纸上光斑大
小将________(变大/不变/变小)，光斑亮度________(增强/不变/减弱)；当光斑形状为圆形
时，继续移动覆盖的卡片，减小通光孔的大小，白纸上光斑大小将________(变大/不变/变
小)。

解析：(1)因为太阳光是平行光，开始时孔较大，所以形成的是和孔面积大小相等的光斑，
故刚开始时，白纸上光斑大小将变小，而且亮度与孔大小无关，光斑亮度不变；
(2)当小孔到地面的距离一定时，小孔越来越小，地面上就越容易得到太阳的像，此时光斑
形状是圆形，继续移动覆盖的卡片，减小通光孔的大小，白纸上光斑大小将不变，光斑亮
度减弱。
答案：变小 不变 不变
17.如图甲所示，用吸管吸饮料时，是________使饮料上升到嘴里.如果向静止悬挂的气球右
侧面吹气(如图乙)，发现气球将向________(选填“左”或“右”)侧运动。

解析：(1)吸管吸饮料时，是先把吸管内的空气吸走，在外界大气压的作用下，饮料被压进
吸管里.
(2)吹气时，气球右侧的位置气体流速较快，气压较小，所以气球就会在周围大气压的作用
下被压向右侧。
答案：大气压 右
18.用两个完全相同的滑轮，分别以图中两种方式将重为 G 的物体匀速提升相同高度(绳
重、摩擦不计)，使用________ (选填“甲”或“乙”)滑轮可以改变用力方向，所用拉力 F
甲________F 乙(选填“大于”“等于”或“小于”，下同)，滑轮的机械效率 η 甲________η
。

乙

解析：由定滑轮的使用特点可知：F 甲=G，并且可以改变力的方向；F 乙=

1 (G +G)，一般
2 动

情况下，动滑轮重小于物重，因此 F 甲＞F 乙。如图所示，用定滑轮和动滑轮分别将质量相
同的甲、乙两物体匀速提升相同的高度，不计绳重与摩擦，则所做的有用功一样大，由于
要克服动滑轮重力的作用，所以使用动滑轮做的总功多，由 η=

W有
×100%可知，定滑轮
W总

的机械效率高，所以 η 甲＞η 乙。
答案：甲 大于 大于
19. “嫦娥一号”卫星在绕月飞行的 1 年时间里，可能会遭遇两次月食，月食期间没有太
阳光照射，卫星表面的温度会急剧下降，内能________ (选填“增大”、 “减小”或“不
变”)，这是通过________的方式改变物体的内能。
解析：发生月食的时候，太阳光被挡住，所以卫星表面温度急剧下降，内能减小，是能量
的转移，属于热传递改变物体内能。
答案：减小 热传递
20.将某物体放入装满水的容器中溢出 27g 水，放入装满煤油的容器中溢出 24g 煤油，该物
体在水中静止时排开水的质量为________g，在煤油中静止时会________ (漂浮/悬浮/沉
底)。(ρ 煤油=0.8×103kg/m3，g 取 10N/kg)
解析：①该物体在水中静止时排开水的质量为 m 水=27g；
②根据阿基米德原理可知，物体受到的浮力等于物体排开液体的重力，物体在水中静止时
受到的浮力：F 浮=G 水=m 水 g=0.027kg×10N/kg=0.27N，根据 F 浮=ρgV 排可得物体排开水的
体积：V 排=

0.27 N
F浮
m
=
=2.7×10﹣5m3，根据 ρ= 可得物体排开同
3
 水g 1.0 10 kg / m3 10 N / kg
V

体积煤油的质量：m=ρ 煤油 V 排=0.8×103kg/m3×2.7×10﹣5m3=2.16×10﹣2kg=21.6g，实际上
物体排开煤油的质量是 24g，则物体排开煤油的体积大于物体排开水的体积，说明物体放
在水中时漂浮在水上，物体的重力 G=F 浮水=0.27N，物体在煤油中受到的浮力 F 浮′=G 煤油=m
煤油 g=0.024kg×10N/kg=0.24N＜G，则物体放在煤油中静止时将沉底。
答案：27

沉底

21.家庭电路中用________ (填器件名称)可判别插座是否按“左零右火”的方式连接在电路
中.若结果显示，某一两眼插座按“左火右零”方式接线，则该插座________ (能/不能)对插
在该插座上的用电器供电。

解析：用测电笔可判别插座是否按“左零右火”的方式连接在电路中；家庭用电是交流
电，电流大小和方向随时间作周期性变化的，也就是火线和零线的左右是不影响电器使用
的。
答案：测电笔 能
22.小华观察家里的电饭锅铭牌：额定电压为 220Ⅴ，保温功率为 20W，但加热功率已经磨
损，电饭锅的工作原理如图所示。
(1)电饭锅在加热状态时，开关 S 应与触点________连接；
解析：由电路图可知，开关与触点 2 连接时，电阻 R 被短路，只有电热丝 R0 接入电路，
2

此时电路电阻最小，电压一定，由 P= U 可知电路电功率最大，电饭锅处于加热状态。

R

答案：2
(2)他想利用家里的电能表和秒表测出它的加热功率，他先观察了电能表，发现上面标有
“3000imp/kWh”。测量时，小华首先进行的操作是________；
解析：为了用电能表测量电饭锅消耗的电能，要先断开家中的其它用电器，只接入电饭
锅；
答案：断开家中的其它用电器，只接入电饭锅。
(3)接着他发现正常加热了 6min 电饭锅就转为保温状态，在这 6min 内电能表指示灯闪了
300 次，则该电饭锅的加热功率是________W；
解析：电饭锅消耗的电能：W=

300 =0.1kWh=3.6×105J，电饭锅的加热功率：P = W
加热
3000
t

3.6 105 J =1000W。
6  60s
答案：1000
(4)如果电饭锅保温 5min，整个电路产生的热量为________J。
解析：5min 整个电路产生的热量：Q=W=P 保温 t=20W×5×60s=6000J。
答案：6000

三、解答题
23.按要求作图
(1)如图甲所示，根据平面镜成像特点，画出物体 AB 在镜中所成的像 A′B′；
解析：根据平面镜成像的特点，先作出物体 AB 的端点 A、B 在平面镜中的对称点 A′、
B′，连接 A′、B′点即为物体 AB 在平面镜中的像，注意辅助线和像用虚线。

答案：

(2)如图乙所示，轻质杠杆可绕 O 点转动，杠杆上吊一重物，在力 F 的作用下杠杆在水平位
置静止，l 为 F 的力臂，请作出力 F 的示意图。
解析：做出力臂 L 的垂线，与杠杆相交于一点，即 F 的作用点，由于 G 使杠杆沿顺时针方
向转动，所以 F 方向应使杠杆沿逆时针方向转动。

答案：

(3)如图丙，小磁针静止在通电螺线管左侧，请标出磁感线方向及小磁针的 N 极。
解析：由安培定则可知，图中通电螺线管的右端为 N 极，左端为 S 极，根据同名磁极相互
排斥，异名磁极相互吸引，可判定小磁针的右端为 N 极、左端为 S 极.根据磁感线都是从
磁体的 N 极出发，回到 S 极，可以标出磁感线的方向。

答案：

24.五一假期，小明驾车从靖江到上海游玩.出发前，小明收集了相关数据，整理成表，请你
根据表中数据完成相关计算。

(1)轿车静止时对水平地面的压强；
解析：轿车静止时对水平地面的压力和自身的重力相等，根据 G=mg 求出其大小，再根据
p= F 求出对水平地面的压强；

S

答案：轿车静止时对地面的压力：F=G=mg=1050kg×10N/kg=1.05×104N，对地面的压
强：p=

F = 1.05 104 N =7×104Pa；
S
0.15m2

(2)全程行车所需的时间；
解析：由表格数据可知汽车行驶的路程和速度，根据 v=
答案：由 v=

s 求出全程行车所需的时间；
t

s 可得，全程行车所需的时间：t= s = 108km =1.2h；
v 90km / h
t

(3)匀速行驶 lkm 牵引力所做的功。
解析：轿车匀速行驶时受到的牵引力和阻力是一对平衡力，两个力的大小相等，利用
W=Fs 求出匀速行驶 1km 牵引力所做的功。
答案：因轿车匀速行驶时受到的牵引力和阻力是一对平衡力，两个力的大小相等，所以，
牵引力 F=f=2000N，匀速行驶 1km 牵引力所做的功：W=Fs=2000N×1×103m=2×106J。
25.图是某校园净化饮水器的电路原理图.容器内有电热丝 R1 和热敏电阻 Rx，只要水面到达
如图所示的位置，接触开关 S1 就会导通.继电器开关 S2 的作用是当饮水器内的水加热至沸
腾后能自动切断加热电路。
(1)已知电热丝 R1 的阻值为 12.1Ω，求饮水器的正常加热功率；
2

解析：根据 P= U 求出饮水器的正常加热功率；

R

2

答案：电饮水器的正常加热功率：P= U =

R1

(220V)2 =4000W。
12.1Ω

(2)为了使继电器开关 S2 在饮水器内的水加热至沸腾后能自动切断加热电路，Rx 的阻值随
温度的变化应有何特点？试作出简单的说明；
解析：如果将水加热至沸腾后自动切断加热电路时，根据电路的连接可知应使继电器开关
S2 断开，即电磁铁的磁性应减弱，根据影响电磁铁的磁性的因素可知控制电路中电流的变
化：即可根据欧姆定律判断出此时热敏电阻阻值变大，由此可判断热敏电阻 Rx 阻值与温度
的变化情况；
答案：如果将水加热至沸腾后自动切断加热电路，即水沸腾时，使继电器开关 S2 断开，停
止加热，则使继电器开关 S2 断开，应减弱电磁铁的磁性，根据影响电磁铁的磁性的因素可
知应减小控制电路中电流，根据欧姆定律可知此时热敏电阻阻值变大，所以热敏电阻 Rx 阻
值应随温度升高而变大。

(3)已知该饮水器装有 9kg 的水，当只有饮水器接入电路中时，它将水从 20℃加热到 100℃
用时 14min.试求该饮水器加热过程中的热效率。
解析：求出水的质量，已知水的初温和末温、水的比热容，利用吸热公式求水吸收的热
量；
知道实际消耗的电能，利用 η=

Q吸
求电磁炉效率。
W

答案：水吸收的热量：Q 吸=c 水 m△t=4.2×103J/(kg℃)×9kg×(100℃﹣20℃)=3.024×106J；
消耗的电能 W=Pt=4000W×14×60s=3.36×106J，则效率：η=

Q吸
3.024 106 J ×
×100%=
W
3.36 106 J

100%=90%。

26.探究凸透镜成像的实验中。
(1)让凸透镜正对着太阳，得到图甲所示的光路图，由图可知，凸透镜对光线有________作
用，该凸透镜的焦距为________cm；
解析：阳光通过凸透镜后相交于一点，说明凸透镜对光线有会聚作用；在地面上得到的亮
点即为凸透镜的焦点，焦距指的是焦点到光心的距离。由此可知该凸透镜的焦距为 10cm；
答案：会聚 10
(2)利用图乙装置进行以下操作：
①如果烛焰在光屏上的像偏高，可将凸透镜向________(选填“上”或“下”)调节；
②调整后，保持透镜位置不变，将蜡烛移至标尺 20cm 时，可将光屏由图乙所示位置向
________ (选填“左”或“右”)慢慢移动，直至在光屏上得到一个清晰的像，在照相机和
投影仪中，成像情况与此类似的是________。
③实验中固定好透镜和蜡烛后，发现无论如何移动光屏，光屏只有一个与透镜大小几乎相
同的光斑，其原因可能是________。
解析：①为使所成像能在光屏的中心，必须使烛焰、凸透镜、光屏的中心在同一高度上.
由于烛焰在光屏上像的位置偏高，要想使像成在光屏中央，应将光屏向上调节；
②因为物距 u=50cm﹣20cm=30cm＞2f，所以物体通过凸透镜成倒立、缩小的实像；像成
于一倍焦距和二倍焦距之间，即 2f＞v＞f，成倒立、缩小、实像；这一特点的应用是照相
机；
③无论怎样移动光屏，在光屏中心都只能看到一个大小不变的圆形光斑，这说明光通过凸
透镜后为平行光，所以蜡烛放在了凸透镜的焦点上。
答案：上 右 照相机 蜡烛放置在凸透镜焦点的位置上

27.小华用表面粗糙程度不同的毛巾、木板、玻璃等器材探究“阻力对物体运动的影响”，
实验过程及现象如图所示：

(1)小明在实验中设置了三种粗糙程度不同的表面，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________不同；
解析：实验中设置了三种粗糙程度不同的水平表面，目的是为了让它们的摩擦力不同，这
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小车所受阻力不同；
答案：小车所受阻力
(2)为了使小车在不同水平表面运动的初始速度相同，应该这样操作：________；
解析：为了使小车在不同水平面运动的初始速度相同，根据控制变量法的要求，应让同一
小车从同一斜面的同一高度滑下；
答案：将小车在斜面同一高度处自由释放
(3)分析实验中现象可发现，小车受到的阻力越小，小车运动的路程就越________，小车速
度变化得就越________。
解析：实验中，通过观察小车在不同光滑程度的斜面上滑行距离的远近，可以看出，平面
越光滑，小车运动的距离越长，这说明小车受到的阻力越小，速度减小得越慢；
答案：长 慢
(4)整个实验中，小车在三种粗糙程度不同的表面克服阻力做的功是________(相等/不等)的.
理由是：小车到达底端时具有相同的________，小车在水平面上运动时克服阻力做功消耗
这个量，而小车停止时该量被消耗为零。
解析：实验中，小车的质量始终不变，小车到达水平面时的速度相同，因此，小车具有的
动能相同，也就是说，小车的做功能力是相同的，最终克服阻力做的功也是相等的。
答案：相等 动能
28.在“探究杠杆平衡条件”的实验中：
(1)小王把杠杆放在支架上后，在图甲所示位置静止，这时的杠杆处于________ (平衡/不平
衡)状态.为了将杠杆调至水平位置平衡，他应将左、右端的平衡螺母向________调节(左/
右)。
解析：杠杆静止在如图甲的位置，所以杠杆处于平衡状态；杠杆的右端上翘，左端的平衡
螺母或右端的平衡螺母都向上翘的右端移动，才能使杠杆在水平位置平衡；
答案：平衡 右

(2)如图乙，用测力计倒挂于杠杆竖直向下拉动直至杠杆水平平衡，此时需要记录的相关数
据有________个。在下一组实验中，需对相关量进行改变再次进行实验测量，则下列说法
正确的是________。
A.每次只能改变一个量进行实验
B.可随机同时改变多个量进行实验
解析：根据杠杆的平衡条件：F1L1=F2L2 可知，实验中需要记录动力、动力臂、阻力、阻
力臂，4 个数据；在探究杠杆平衡的条件时，多次改变力和力臂的大小主要是为了获取多
组实验数据归纳出物理规律，故 B 正确；
答案：4 B
(3)正确实验后可获得的结论是：________。
解析：通过实验得出杠杆的平衡条件是：动力×动力臂=阻力×阻力臂(F1L1=F2L2)。
答案：F1L1=F2L2.

29.用小灯泡研究电学规律的几个实验。
(1)用图甲所示的电路图研究并联电路电流的特点。

①在连接电路时，开关应________；将电流表接在电路中某处，当闭合开关试触时，发现
电流表的指针偏转如图乙所示，原因是________；
解析：连接电路时，开关必须处于断开状态；根据图乙可知，电流表指针反偏，因此电流
表的正负接线柱接反了；
答案：断开 电流表的正负接线柱接反了
②实验中可用电流表分别测出电路中三个位置的电流来寻找规律，以下取点组合合适的是
________。
A.EAD
B.EDF
C.FCD
D.FAB
解析：探究并联电路电流的规律时，需测量干路电流和各支路电流；
A、E 为干路中的一点，AD 分别为两条支路中对应的点，因此 A 中的组合合适；
B、EF 都为干路中的一点，D 为一条支路中对应的点，因此 B 中的组合不合适；
C、F 为干路中的一点，CD 为同一条支路中对应的两点，因此 C 中的组合不合适；
D、F 为干路中的一点，AB 为同一条支路中对应的两点，因此 D 中的组合不合适；

答案：A
(2)用图甲研究并联电路电压的规律(其中两只灯泡的阻值不相等)。
①完成图丙中未完成的连接，要求电压表测 L2 两端的电压；
解析：已知电源电压为 4.5V，因此电压表选择 0～15V 的量程；使两灯泡并联，电压表并
联在 L2 两端的电压；

答案：

②用电压表分别准确测量了 L1 和 L2 两端的电压，则这两个电压值应________ (相等/不相
等)。
解析：因为并联电路两端电压相等，因此用电压表分别准确测量了 L1 和 L2 两端的电压，
则这两个电压值应相等；
答案：相等
(3)用图丁的电路比较灯泡的亮度.
①闭合开关后，发现两灯均不亮，且两个电压表的示数为均 0V.你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
因可能是________。
解析：如果电路发生断路，并且两个电压表的示数为均 0V，则电路故障为滑动变阻器断
路；如果电路发生短路，并且两个电压表的示数为均 0V，则电路故障为甲、乙两灯泡同时
短路；
答案：滑动变阻器断路或甲、乙两灯泡同时短路
②恢复正常后，闭合开关，多次移动滑动变阻器滑片后，均发现甲灯较亮，且测量甲灯电
压的电压表示数也较大.对此的合理解释是：两灯串联时，通过灯泡的________相等，电压
越高，________越多，因此灯越亮。
解析：因为串联电路处处电流相等，所以通过灯泡的电流相等，灯泡两端电压越高时，由
W=UIt 可知，电流做的功越多，因此灯越亮。
答案：电流 电流做的功

(4)用戊图测量额定电压为 2.5V 小灯泡的额定功率。
①实验原理：________；
解析：测量灯泡额定功率的原理：P=UI；

答案：P=UI
②闭合开关后，小明发现电压表示数只有 0.8V，为测量灯泡的额定功率，他应向
________移动滑动变阻器的滑片，直至________时，并读出________，可算出额定功率的
大小。
解析：闭合开关后，小明发现电压表示数只有 0.8V 小于灯泡的额定电压，要测量灯泡的额
定功率，需减小滑动变阻器两端电压，即减小滑动变阻器接入电路的阻值，故需将滑片向
左移动，直至电压表的示数为 2.5V 时，并读出电流表的示数，可算出额定功率的大小；
答案：电压表的示数为 2.5V 电流表的示数
③小明在实验时，不小心将电流表损坏，由于没有多余的电流表更换，老师取走电流表，
并拿来一只定值电阻 R0，并提醒小明将它串联接在了原电路中接电流表的位置处(图未画
出)，请你帮助小明利用该电路测出灯泡的额定功率。
小明的实验步骤应该是：
Ⅰ. ________；
Ⅱ. ________；
Ⅲ . 计算灯泡额定功率的表达式为 P 额=________ (用已知量和测量表示，其中小灯泡的额
定电压用 Ue 表示。)。
解析：测小灯泡的额定功率，必须测出额定电压下小灯泡的电流； 在电流表不能使用时，
可以把已知阻值的定值电阻串联到电路中，当小灯泡正常工作时，利用电压表测出定值电
阻两端的电压，再根据欧姆定律求出电流，即为小灯泡的额定电流，再根据 P=UI 求出灯
泡的额定功率，所以改变后的实验方案电路图如图所示：

答案：Ⅰ、闭合开关，移动滑片使电压表示为 2.5V；
Ⅱ、断开开关，将电压表拆下并联到 R0 两端，读出电压表的示数为 U0；
Ⅲ、小灯泡额定功率的表达式：P 额=

U 额U 0
。
R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