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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学年江苏省苏州市高一（上）期中物理试卷 

一、单项选择题：共 10 题，每题 4 分，共 40 分，每题只有一个选项最符合题意. 

1．（4 分）关于物理学史、物理研究方法、物理模型等，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伽利略猜想自由落体的位移与时间成正比，并进行了实验验证  

B．用 v﹣t 图像描述质点的运动时，图像的斜率反映加速度的大小和方向  

C．选择不同的物体作为参考系来描述同一物体的运动，其结果一定不同  

D．原子核很小，一定能看作质点处理 

2．（4 分）如图，足球运动员用脚踩在足球上面，让足球保持静止，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人对足球施加了压力，就是人右脚的重力  

B．如果足球气打得足一点，足球可能不发生形变  

C．足球对地面的压力是由于足球发生弹性形变引起的  

D．人先对足球施加了压力，足球后对人产生了反作用力 

3．（4 分）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有弹力一定有摩擦力，有摩擦力不一定有弹力  

B．运动的物体不可能受到静摩擦力  

C．由磁铁间存在相互作用可知，力可以离开物体而单独存在  

D．几个共点力的合力大小可能比这几个共点力都要小 

4．（4 分）如图，一架直梯斜靠在光滑的竖直墙壁上，下端放在粗糙的水平地面上，直梯处于静止状态，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地面对直梯一定有摩擦力作用 B．直梯一共受到 3 个共点力的作用 

C．墙壁对直梯的弹力方向垂直于梯子  D．地面对直梯的作用力方向一定竖直向上 

 

(4)            (5) 

 

5．（4 分）在“探究弹簧弹力与形变量的关系”实验中，根据实验数据得到 a，b 两根弹簧的 F﹣x 图像如

图所示，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a 的原长比 b 的长  

B．a 的劲度系数比 b 的大  

C．弹性限度内施加同样大的力，a 的形变量比 b 的大  

D．弹性限度内，两弹簧的弹力都与弹簧的长度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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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分）如图甲是一辆“极狐阿尔法 S”电动汽车，其直线零百加速（从 0 加速到 100km/h）仅需 3.5s，

深受年轻人喜爱。图乙为火箭发射场景（竖直向上），速度能在 10s 内从 0 增加到 100m/s（火箭和汽车

的加速均可视为匀加速直线运动），关于这两个加速过程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电动汽车比火箭的速度变化大  

B．电动汽车比火箭的加速度大  

C．火箭的平均速度为 10m/s  

D．火箭比电动汽车的加速距离长 

(6)           (7) 

7．（4 分）甲、乙两物体从同一点出发且在同一条直线上运动，它们的位移一时间（x﹣t）图象如图所示，

由图象可以看出在 0～4s 内（  ） 

A．甲、乙两物体始终同向运动 B．甲的平均速度等于乙的平均速度 

C．4s 时甲、乙两物体间的距离最大 D．乙物体一直做匀加速直线运动 

8．（4 分）如图，为港珠澳大桥上连续四段 110m 的等跨钢箱梁桥，若汽车从 a 点由静止开始做匀加速直线

运动，通过 ab 段的时间为 t，则（  ） 

A．通过 cd 段的时间为 t  B．通过 ce 段的时间为（2﹣ ）t 

C．ac 段的平均速度等于 b 点的瞬时速度 D．ab 段的速度变化量小于 bc 段的速度变化量 

(8)        (9) 

9．（4 分）图甲是一款“悬浮水滴创意台灯”，它将水流经过特殊装置处理过后，再结合灯光频率可营造出

来一种超炫视觉效果。在适当的情况下，观察者可以看到一种奇特的现象：水滴好像都静止在各自固定

的位置不动（图乙中 a、b、c、d 所示，右边刻度尺数值的单位是 cm），g 取 10m/s2。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A．每个水滴都受到平衡力的作用 B．光源是持续发光 

C．光源是间歇发光的，间隔时间可能为 0.06s 

D．关闭台灯光源，在阳光下也能看到该奇特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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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分）打印机是现代办公不可或缺的设备，正常情况下，进纸系统能做到“每次只进一张纸”，进纸

系统的结构如图所示.设每张纸的质量均为 m，搓纸轮按图示方向转动时带动最上面的第 1 张纸匀速向

右运动，搓纸轮与纸张之间的动摩擦因数为 μ1，纸张与纸张之间、纸张与底部摩擦片之间的动摩擦因数

均为 μ2，工作时搓纸轮给第 1 张纸压力大小为 F。重力加速度为 g，打印机正常工作时，下列说法正确

（  ） 

 

A．任意 1 张纸对下 1 张纸的摩擦力大小相等  

B．最底层的 1 张纸没有受到摩擦片的摩擦作用  

C．第 2 张与第 3 张纸之间的摩擦力大小为 μ2（2mg+F）  

D．只要满足 μ1＜μ2，“每次只进一张纸”一定能做到 

二、非选择题：共 5 题，共 60 分.其中第 12 题～第 15 题解答时请写出必要的文字说明、方程式和重要的

演算步骤，只写出最后答案的不能得分；有数值计算时，答案中必须明确写出数值和单位. 

11．（15 分）在“探究小车速度随时间变化的规律”实验中： 

（1）利用图中提供器材进行实验，若同时有甲、乙两个打点计时器，考虑到减小实验误差，优先选用      

（填“甲”或“乙”）。 

 

（2）实验过程中，下列操作中正确的有      。 

A.在释放小车前，小车要靠近打点计时器 

B.打点计时器放在长木板的有滑轮一端 

C.先释放小车，后接通电源 

D.跨过滑轮所吊重物越重越好，可以减小阻力的影响 

（3）小兰同学打出的一条纸带如图丙所示，0、1、2、3、4 为在纸带上所选的计数点，相邻计数点间的

时间间隔为 0.1s.打点计时器打下点 2 时小车的速度大小为      m/s；由纸带所示数据可算出小车的

加速度大小为      m/s2（结果均保留两位有效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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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小明同学在实验中也得到了一条较为理想的纸带，并用与小兰同学相同的方式标出了 0、1，2、3、

4 五个计数点.由于不小心，纸带被撕断了，如图丁所示。请根据给出的 A、B、C、D 四段纸带回答：在

B、C、D 三段纸带中选出从纸带 A 上撕下的那段应该是      。 

 

 

12．（8 分）如图所示，王一博参加摩托车比赛。表格为王一博驾驶摩托车在直跑道上飞驰时测量的数据，

请根据测量数据，完成下列问题。（设变速过程速度均匀变化） 

t/s 0 8 12 16 20 22 24 28 

v/

（m/s） 

0 16 24 24 24 18 12 0 

（1）求出摩托车在第 25s 末的速度的大小； 

（2）求摩托车全过程发生的位移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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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分）质量为 m＝2kg 的物块放在水平地面上，用 F1＝10N 的水平力推时，物体恰好做匀速直线运动，

g 取 10m/s2。 

（1）求物体与水平地面间的动摩擦因数 μ 的大小； 

（2）现换用与水平方向成 53°的力 F2 斜向上拉时，物体也恰好做匀速直线运动，求拉力 F2 的大小（已

知 sin53°＝0.8，cos53°＝0.6）。 

 

 

 

 

 

 

 

 

 

 

14．（13 分）如图所示，质量为 M 的斜面体放在水平地面上，斜面体的倾角为 30°，斜面上有一个质量为

m 的光滑小球被轻绳拴住悬挂在天花板上，绳子与竖直方向的夹角为 45°，整个装置处于静止状态。 

（1）求斜面对小球的支持力； 

（2）水平地面对斜面的支持力； 

（3）将斜面向右平移，绳子与竖直方向的夹角缓慢增大，求此过程中绳中张力的最小值，并说明此时

绳子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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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 分）国庆前，不少学校都举行了秋季运动会。新规则下，4×100 米接力跑的接区由原来的 20 米改

为 30 米，即原来接力区始端外的 10 米预跑区也变成了接力区。比赛过程中，接棒者可以在接力区内前

10 米内起跑，但必须在接力区内里完成交接棒，“接力区内”的判定是根据接力棒的位置，而不是根据

参赛者的身体或四肢的位置。甲、乙两同学在直跑道上进行交接棒接力训练，他们在奔跑时有相同的最

大速度 10m/s，乙从静止开始全力奔跑需跑出 30m 才能达到最大速度，这一过程可看作是匀加速直线运

动。现在甲持棒以最大速度向乙奔来，乙在接力区始端伺机全力奔出。若要求乙接棒时奔跑的速度达到

最大速度的 90%，以后便以此速度匀速跑出接力区，则： 

（1）甲、乙交接棒的位置距离接区末端的距离是多少？ 

（2）甲在距离接力区始端多远处向乙发出加速口令？ 

（3）若乙在接力区始端傻傻地站着接棒，接到棒后才从静止开始全力奔跑，这样会浪费多少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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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学年江苏省苏州市高一（上）期中物理试卷 

参考答案与试题解析 

一、单项选择题：共 10 题，每题 4 分，共 40 分，每题只有一个选项最符合题意. 

1．（4 分）关于物理学史、物理研究方法、物理模型等，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伽利略猜想自由落体的位移与时间成正比，并进行了实验验证  

B．用 v﹣t 图像描述质点的运动时，图像的斜率反映加速度的大小和方向  

C．选择不同的物体作为参考系来描述同一物体的运动，其结果一定不同  

D．原子核很小，一定能看作质点处理 

【分析】本题考查了伽利略对自由落体运动的研究，要了解其研究过程、采用的方法以及其科学的思维；

质点等都是理想化物理模型。 

【解答】解：A、伽利略用数学和逻辑推理得出了自由落体的速度与下落时间成正比，而不是直接用实

验验证这个结论。故 A 错误。 

B、v﹣t 图像描述质点的运动时，图像的斜率反映加速度的大小和方向，故 B 正确； 

C、选择不同物体作为参考系描述同一物体的运动，结果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故 C 错误； 

D、一个物体能不能看作质点，要看研究问题的角度，与物体本身的大小无关，故 D 错误； 

故选：B。 

【点评】本题要掌握物理常用的研究方法，比如理想化模型的方法、合理外推法等等。对物理学史主要

是靠平时的记忆与积累。 

2．（4 分）如图，足球运动员用脚踩在足球上面，让足球保持静止，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人对足球施加了压力，就是人右脚的重力  

B．如果足球气打得足一点，足球可能不发生形变  

C．足球对地面的压力是由于足球发生弹性形变引起的  

D．人先对足球施加了压力，足球后对人产生了反作用力 

【分析】明确弹力产生原理以及弹力产生的条件是接触且发生弹性形变，并会受力分析；知道力的作用

是相互的，明确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关系。 

【解答】解：A、人对足球施加的压力与运动员右脚的重力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力，不能说人对足球施加

了压力，就是运动员右脚的重力，故 A 错误； 

B、如果足球气打得足一点，足球发生形变的不明显，但仍然有形变，故 B 错误； 

C、根据弹力产生的原理可知，足球对地面的压力是由于足球的下部发生弹性形变引起的，故 C 正确； 

D、力的作用是相互的，人对足球施加了压力，足球对人也施加作用力，故 D 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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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选：C。 

【点评】本题考查弹力产生的原理，同时理解牛顿第三定律的基本内容，知道作用和和反作用力同时产

生。 

3．（4 分）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有弹力一定有摩擦力，有摩擦力不一定有弹力  

B．运动的物体不可能受到静摩擦力  

C．由磁铁间存在相互作用可知，力可以离开物体而单独存在  

D．几个共点力的合力大小可能比这几个共点力都要小 

【分析】弹力产生的条件：相互接触挤压；摩擦力产生的条件：接触面粗糙；相互接触挤压；有相对运

动或相对运动趋势；静摩擦力的产生与是否运动无关；力不能离开物体单独存在． 

【解答】解：A、弹力产生的条件：相互接触挤压；摩擦力产生的条件：接触面粗糙；相互接触挤压；

有相对运动或相对运动趋势。可见，有摩擦力必有弹力；有弹力不一定有摩擦力，故 A 错误； 

B、运动的物体也可能受到静摩擦力，如随倾斜传送带向上运动的物体，受到传送带的摩擦力为静摩擦

力，故 B 错误； 

C、磁铁间存在相互作用，通过磁场发生作用力，力仍没有离开物体单独存在，故 C 错误； 

D、根据力的平行四边形定则可知，合力可以大于每一个分力，也可以等于分力，也可以小于分力，故

D 正确。 

故选：D。 

【点评】本题考查摩擦力的条件、弹力的条件以及力的合成与分解等；要注意理解相对的含义，注意力

不能单独存在。 

4．（4 分）如图，一架直梯斜靠在光滑的竖直墙壁上，下端放在粗糙的水平地面上，直梯处于静止状态，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地面对直梯一定有摩擦力作用  

B．直梯一共受到 3 个共点力的作用  

C．墙壁对直梯的弹力方向垂直于梯子  

D．地面对直梯的作用力方向一定竖直向上 

【分析】直梯受三个力作用，非共点力，直梯受到竖直墙的水平向右弹力，地面对梯子有静摩擦力，地

面对直梯的作用力为支持力和摩擦力的合力，方向斜向左上方。 

【解答】解：ABC.在水平方向上，直梯受到竖直墙的水平向右弹力，因为静止，所以受力平衡，则地面

对梯子有静摩擦力，与墙对梯子的弹力方向相反，为水平向左，且直梯受到重力作用，但三个力并非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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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力，故 A 正确，BC 错误； 

D.地面对直梯的作用力为竖直向上的支持力和水平向左的摩擦力的合力，方向斜向左上方，故 D 错误。 

故选：A。 

【点评】本题考查受力分析，解题关键掌握对直梯的受力进行分析，注意直梯的运动状态为静止。 

5．（4 分）在“探究弹簧弹力与形变量的关系”实验中，根据实验数据得到 a，b 两根弹簧的 F﹣x 图像如

图所示，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a 的原长比 b 的长  

B．a 的劲度系数比 b 的大  

C．弹性限度内施加同样大的力，a 的形变量比 b 的大  

D．弹性限度内，两弹簧的弹力都与弹簧的长度成正比 

【分析】在弹性限度内，弹簧弹力跟弹簧伸长量成正比，根据图象 F﹣L 的物理意义分析判断。 

【解答】解：A、当 F＝0 时，弹簧的长度等于原长，由图可知 a 的原长比 b 的短，故 A 错误； 

B、在弹性限度内，弹簧的弹力与形变量成正比，F﹣L 图象中图线的斜率表示劲度系数，由图可知，a

图线斜率小于 b 图线斜率，故 a 的劲度系数小于 b 的劲度系数，故 B 错误； 

C、a 的劲度系数小于 b 的劲度系数，故在弹性限度内施加同样大的力，由 F＝kx 可知，a 的形变量比 b

的大，故 C 正确； 

D、F﹣L 图象中，图线不是过原点的直线，所以弹簧的弹力与弹簧的长度不成正比，故 D 错误； 

故选：C。 

【点评】本题考查了胡克定律实验，要明确弹簧弹力与形变量的关系。注意正确理解图象的物理意义是

关键。 

6．（4 分）如图甲是一辆“极狐阿尔法 S”电动汽车，其直线零百加速（从 0 加速到 100km/h）仅需 3.5s，

深受年轻人喜爱。图乙为火箭发射场景（竖直向上），速度能在 10s 内从 0 增加到 100m/s（火箭和汽车

的加速均可视为匀加速直线运动），关于这两个加速过程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电动汽车比火箭的速度变化大  

B．电动汽车比火箭的加速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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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火箭的平均速度为 10m/s  

D．火箭比电动汽车的加速距离长 

【分析】根据加速度的定义求得加速度的大小，速度改变量为末速度减去初速度，然后进行比较即可。 

【解答】解：100km/h≈27.78m/s； 

A、由题可知，电动汽车的速度变化为 27.78m/s，火箭的速度变化为 10m/s，所以电动汽车的速度变化

比火箭的速度变化小，故 A 错误； 

B、根据 a＝ 可知，电动汽车的加速度为 a1＝ ＝ ，火箭的加速度为

a2＝ ＝ ，因 a1＜a2，则电动汽车比火箭的加速度小，故 B 错误； 

C、火箭的运动视为匀加速直线运动，则其平均速度为 m/s＝50m/s，故 C 错误； 

D 、 电 动 汽 车 的 位 移 ： m ＝ 48.615m ； 火 箭 的 位 移 ：

m＝500m，可知火箭比电动汽车的加速距离长，故 D 正确； 

故选：D。 

【点评】解决本题的关键掌握加速度的定义式，注意速度的方向与正方向相同，取正值，与正方向相反，

取负值． 

7．（4 分）甲、乙两物体从同一点出发且在同一条直线上运动，它们的位移一时间（x﹣t）图象如图所示，

由图象可以看出在 0～4s 内（  ） 

 

A．甲、乙两物体始终同向运动  

B．甲的平均速度等于乙的平均速度  

C．4s 时甲、乙两物体间的距离最大  

D．乙物体一直做匀加速直线运动 

【分析】根据图象可知两物体同时同地出发，图象的斜率等于速度，通过分析两物体的运动情况，来分

析两者的最大距离。 

【解答】解：A、x﹣t 图象的斜率等于速度，可知在 0～2s 内甲、乙都沿正向运动，同向运动。在 2～

4s 内甲沿负向运动，乙仍沿正向运动，两者反向运动，故 A 错误； 

B、由图知在 0～4s 内甲乙的位移都是 2m，平均速度相等，故 B 正确； 

C、0～2s 内两者同向运动，甲的速度大，两者距离增大，2s 后甲反向运动，乙仍沿原方向运动，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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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减小，则第 2s 末甲、乙两物体间的距离最大，故 C 错误； 

D、根据斜率等于速度，直线的斜率一定，可知乙物体一直做匀速直线运动，故 D 错误； 

故选：B。 

【点评】本题关键掌握位移图象的基本性质：横坐标代表时刻，而纵坐标代表物体所在的位置，图象的

斜率等于物体运动的速度，斜率的正负表示速度的方向，质点通过的位移等于 x 的变化量△x。 

8．（4 分）如图，为港珠澳大桥上连续四段 110m 的等跨钢箱梁桥，若汽车从 a 点由静止开始做匀加速直线

运动，通过 ab 段的时间为 t，则（  ） 

 

A．通过 cd 段的时间为 t  

B．通过 ce 段的时间为（2﹣ ）t  

C．ac 段的平均速度等于 b 点的瞬时速度  

D．ab 段的速度变化量小于 bc 段的速度变化量 

【分析】ABD、根据匀变速直线运动的推论，结合题意得出通过 cd 段和 ce 段的时间；根据 ab 段的时

间与 bc 段的时间关系，结合Δv＝at 可知，ab 段的速度变化量大于 bc 段的速度变化量； 

C、根据匀变速直线运动的推论和平均速度的定义式，判断 ac 段的平均速度大于 b 点的瞬时速度。 

【解答】解：ABD、汽车从 a 点由静止开始做匀加速直线运动，通过连续相等的位移所用时间之比为 1：

（ ﹣1）：（ ﹣ ）：（2﹣ ），又通过 ab 段的时间为 t，故汽车通过 cd 段的时间为（ ﹣ ）

t，通过 de 段的时间为（2﹣ ）t，故汽车通过 ce 段的时间为（2﹣ ）t；由推论可知 ab 段的时间

与 bc 段的时间之比为 1：（ ﹣1），根据Δv＝at 可知，ab 段的速度变化量大于 bc 段的速度变化量，

故 AD 错误，B 正确； 

C、汽车做匀加速直线运动，在一段时间中间时刻的瞬时速度等于该段时间内的平均速度，b 点为 ae 时

间段的中间时刻，故有 

vb＝ ＝ ＝  

由平均速度的定义式可知 ac 段的平均速度 ＝ ＝  

故 ac 段的平均速度大于 b 点的瞬时速度，故 C 错误。 

故选：B。 

【点评】在处理匀变速直线运动问题时，要注意熟记匀变速直线运动的基本公式和常用推论，要注意推

论的适用条件。 

9．（4 分）图甲是一款“悬浮水滴创意台灯”，它将水流经过特殊装置处理过后，再结合灯光频率可营造出

来一种超炫视觉效果。在适当的情况下，观察者可以看到一种奇特的现象：水滴好像都静止在各自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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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位置不动（图乙中 a、b、c、d 所示，右边刻度尺数值的单位是 cm），g 取 10m/s2。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A．每个水滴都受到平衡力的作用  

B．光源是持续发光  

C．光源是间歇发光的，间隔时间可能为 0.06s  

D．关闭台灯光源，在阳光下也能看到该奇特现象 

【分析】光源需要频闪，保证在闪光时在各个位置上都各有一滴水，而且闪光周期不能太长，利用视觉

暂留；当闪光时间间隔恰好等于相邻水滴的时间间隔时，水滴好像都静止在各自固定的位置不动；由Δ

x＝gT2 求出时间间隔，只要间隔时间是 T 的整数倍，看到的水滴好像都静止在各自固定的位置不动． 

【解答】解：AB、光源应该是间歇发光的，在一个闪光周期内，a 处的水滴恰好运动到 b 处，b 处的水

滴恰好运动到 c 处，以此类推，故水滴是在自由下落，受力并未平衡，故 AB 错误； 

C、图乙中的水滴可等效看成是纸带上的点，据匀变速直线运动的推论可得 gT2＝scd﹣sbc，代入数据解

得：T＝0.06s，故 C 正确； 

D、关闭台灯光源，在阳光下没有间歇光源的配合，不能看到该奇特现象，故 D 错误。 

故选：C。 

【点评】本题考查分析运用物理知识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巧妙利用视觉暂留和光源的周期性． 

10．（4 分）打印机是现代办公不可或缺的设备，正常情况下，进纸系统能做到“每次只进一张纸”，进纸

系统的结构如图所示.设每张纸的质量均为 m，搓纸轮按图示方向转动时带动最上面的第 1 张纸匀速向

右运动，搓纸轮与纸张之间的动摩擦因数为 μ1，纸张与纸张之间、纸张与底部摩擦片之间的动摩擦因数

均为 μ2，工作时搓纸轮给第 1 张纸压力大小为 F。重力加速度为 g，打印机正常工作时，下列说法正确

（  ） 

 

A．任意 1 张纸对下 1 张纸的摩擦力大小相等  

B．最底层的 1 张纸没有受到摩擦片的摩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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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第 2 张与第 3 张纸之间的摩擦力大小为 μ2（2mg+F）  

D．只要满足 μ1＜μ2，“每次只进一张纸”一定能做到 

【分析】摩擦力的方向与物体相对运动或相对运动趋势方向相反，滑动摩擦力的大小为 f＝μFN；根据摩

擦力的计算公式结合平衡条件进行分析。 

【解答】解：A.由受力分析可知，第 1 张纸下表面对第 2 张纸施加的滑动摩擦力大小为 

f'＝μ2 （mg+F） 

受力分析可得打印机正常工作时，任意 1 张纸对下 1 张纸的摩擦力大小均为 

f'＝μ2 （mg+F） 

故 A 正确； 

B.由整体法可知，最底层的 1 张纸也会受到摩擦片的静摩擦力的作用，故 B 错误； 

C.根据平衡条件知第 2 张与第 3 张纸之间的静摩擦力大小等于第 1 张纸与第 2 张纸之间的滑动摩擦力

大小，有 

f'＝μ2 （mg+F） 

故 C 错误； 

D.第 1 张纸下表面受到第 2 张纸施加的滑动摩擦力方向向左，大小为 

f'＝μ2 （mg+F） 

F 为搓纸轮对第 1 张纸的压力，要让纸一张一张进入则需满足 

f'＝μ2 （mg+F）＜μ1F 

正常情况下 

F＞＞mg 

必有 

μ1＞μ2 

故 D 错误。 

故选：A。 

【点评】本题考查摩擦力的分析与计算，根据纸张受力平衡可知任意 1 张纸对下 1 张纸的摩擦力都相

等。 

二、非选择题：共 5 题，共 60 分.其中第 12 题～第 15 题解答时请写出必要的文字说明、方程式和重要的

演算步骤，只写出最后答案的不能得分；有数值计算时，答案中必须明确写出数值和单位. 

11．（15 分）在“探究小车速度随时间变化的规律”实验中： 

（1）利用图中提供器材进行实验，若同时有甲、乙两个打点计时器，考虑到减小实验误差，优先选用  

甲 （填“甲”或“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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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验过程中，下列操作中正确的有  A 。 

A.在释放小车前，小车要靠近打点计时器 

B.打点计时器放在长木板的有滑轮一端 

C.先释放小车，后接通电源 

D.跨过滑轮所吊重物越重越好，可以减小阻力的影响 

（3）小兰同学打出的一条纸带如图丙所示，0、1、2、3、4 为在纸带上所选的计数点，相邻计数点间的

时间间隔为 0.1s.打点计时器打下点 2 时小车的速度大小为  1.5 m/s；由纸带所示数据可算出小车的

加速度大小为  2.0 m/s2（结果均保留两位有效数字）。 

 

（4）小明同学在实验中也得到了一条较为理想的纸带，并用与小兰同学相同的方式标出了 0、1，2、3、

4 五个计数点.由于不小心，纸带被撕断了，如图丁所示。请根据给出的 A、B、C、D 四段纸带回答：在

B、C、D 三段纸带中选出从纸带 A 上撕下的那段应该是  C 段 。 

【分析】（1）（2）根据实验操作进行判断并选择合适的实验器材； 

（3）根据匀变速直线运动规律解得计数点速度，根据逐差法解得加速度； 

（4）根据匀变速直线运动的特点：相邻的时间间隔位移之差相等解得。 

【解答】解：（1）优先选用甲，因为乙是电磁打点计时器，在打点的过程中振针和纸带的摩擦力太大，

误差太大，图甲是电火花打点计时器，没有振针，摩擦力非常小，误差非常小； 

（2）AB.为了能在纸带上打更多的点，在释放小车前，小车要靠近打点计时器，并且小车和打点计时器

要远离定滑轮，故 B 错误，A 正确； 

C.应先接通电源，后释放小车，否则纸带上打点很少，故 C 错误； 

D.探究小车速度随时间变化规律，跨过滑轮所吊重物要适当，并不是越重越好，在试验中不需要减小阻

力，D 错误。 

故选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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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匀变速直线运动规律可知打点计时器打下点 2 时小车的速度大小 v2＝ ＝

×10
﹣2m/s＝1.5m/s 

根据逐差法解得小车的加速度大小 a＝ ＝ ×10
﹣2m/s2＝2.0m/s2 

（4）根据匀变速直线运动的特点（相邻的时间间隔位移之差相等）得出：位移差为 

Δx＝x2﹣x1＝44mm﹣36mm＝8mm 

因此 

x4＝x2+2Δx＝44mm+2×8mm＝60mm 

故应该是 C 段 

故答案为：（1）甲；（2）A；（3）1.5，2.0；（4）C 段 

【点评】本题考查探究小车速度随时间的变化，解题关键掌握速度的计算方法，学会根据逐差法计算加

速度。 

12．（8 分）如图所示，王一博参加摩托车比赛。表格为王一博驾驶摩托车在直跑道上飞驰时测量的数据，

请根据测量数据，完成下列问题。（设变速过程速度均匀变化） 

t/s 0 8 12 16 20 22 24 28 

v/

（m/s） 

0 16 24 24 24 18 12 0 

（1）求出摩托车在第 25s 末的速度的大小； 

（2）求摩托车全过程发生的位移的大小。 

 

【分析】（1）由表格可以看出摩托车在 0﹣12s 做匀加速直线运动，在 12s﹣20s 做匀速直线运动，在 20s

﹣28s 做匀减速直线运动，通过 求出摩托车减速过程的加速度，再由 vt＝v0+at 求出第 25s 末的

速度； 

（2）根据 分别求出摩托车加速阶段和减速阶段的位移，再由 s＝vt 求出摩托车在匀速阶段

的位移，三段位移相加即为全过程的总位移。 

【解答】解：（1）由表格可以看出摩托车在 0﹣12s 做匀加速直线运动，在 12s﹣20s 做匀速直线运动，

在 20s﹣28s 做匀减速直线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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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托车在做匀减速直线运动过程中的加速度  

摩托车在第 25s 末的速度为 v25＝v20+at3＝（24﹣3×5）m/s＝9m/s 

（2）摩托车在做匀加速直线运动过程的位移为：  

摩托车在做匀速直线运动过程的位移为：s2＝v12t2＝24×8m＝192m 

摩托车在做匀减速直线运动过程的位移为：  

全过程发生的位移为：s＝s1+s2+s3＝144m+192m+96m＝432m 

答：（1）摩托车在第 25s 末的速度的大小为 9m/s； 

（2）摩托车全过程发生的位移的大小为 432m。 

【点评】解决本题需要熟练加速度的定义式，通过速度与时间的关系求解末速度，题目难度较小。 

13．（8 分）质量为 m＝2kg 的物块放在水平地面上，用 F1＝10N 的水平力推时，物体恰好做匀速直线运动，

g 取 10m/s2。 

（1）求物体与水平地面间的动摩擦因数 μ 的大小； 

（2）现换用与水平方向成 53°的力 F2 斜向上拉时，物体也恰好做匀速直线运动，求拉力 F2 的大小（已

知 sin53°＝0.8，cos53°＝0.6）。 

 

【分析】对 F1、F2 作用下物块受力分析，根据平衡条件列式即可。 

【解答】解：（1）物体在水平方向拉力 F1 作用下做匀速直线运动，受力分析如图 1： 

 

                图 1 

根据平衡条件得： 

F1＝f1， 

N1＝mg， 

又 f1＝μN1， 

联立解得： 

μ＝0.5； 

（2）在 F2 作用时受力分析如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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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根据平衡条件得： 

F2cosθ＝f2， 

N2+F2sinθ＝mg， 

又 f2＝μN2， 

联立解得： 

F2＝10N。 

答：（1）物体与水平地面间的动摩擦因数 μ 的大小为 0.5； 

（2）拉力 F2 的大小为 10N。 

【点评】本题解题关键是正确的受力分析，注意滑动摩擦力大小与正压力大小有关。 

14．（13 分）如图所示，质量为 M 的斜面体放在水平地面上，斜面体的倾角为 30°，斜面上有一个质量为

m 的光滑小球被轻绳拴住悬挂在天花板上，绳子与竖直方向的夹角为 45°，整个装置处于静止状态。 

（1）求斜面对小球的支持力； 

（2）水平地面对斜面的支持力； 

（3）将斜面向右平移，绳子与竖直方向的夹角缓慢增大，求此过程中绳中张力的最小值，并说明此时

绳子的方向。 

 

【分析】对小球受力分析正交分解，根据平衡条件列式可求斜面对小球支持力和绳的拉力；对整体受力

分析可求地面对斜面支持力；绳子与竖直方向的夹角缓慢增大，小球在三个力作用下处于平衡状态，三

个力可以构成收尾相接矢量三角形，可知当拉力方向垂直于支持力时即沿斜面方向时，拉力最小。 

【解答】解：（1）对小球受力分析并建立直角坐标系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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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球静止，根据平衡条件得： 

水平方向：FNsin30°＝Tsin45°， 

竖直方向：FNcos30°+Tcos45°＝mg， 

解得： 

FN＝（ ﹣1）mg，T＝ ， 

方向垂直于斜面向上； 

（2）由（1）问可求出绳子中的拉力： 

T＝ ， 

对小球和斜面体整体分析竖直方向： 

F 地+Tcos45°＝（M+m）g， 

解得水平地面对料面体的支持力 F 地＝Mg+ ，方向竖直向上； 

（3）小球的重力不变，斜面体对它的支持力方向不变，分析可知，当拉力方向垂直于支持力时即沿斜

面方向时，拉力最小： 

Tmin＝mgsin30°＝0.5mg。 

答：（1）斜面对小球的支持力为（ ﹣1）mg，方向垂直于斜面向上； 

（2）水平地面对斜面的支持力为 Mg+ ，方向竖直向上； 

（3）当拉力方向垂直于支持力时即沿斜面方向时，拉力最小，绳中张力的最小值为 0.5mg。 

【点评】本题考查共点力作用下的物体平衡，难点在于第三问，绳的拉力最下时的分析，要知道当物体

处于三力作用下平衡时，三个力可以构成收尾相接矢量三角形，根据矢量三角形变化可分析绳拉力最小

位置。 

15．（16 分）国庆前，不少学校都举行了秋季运动会。新规则下，4×100 米接力跑的接区由原来的 20 米改

为 30 米，即原来接力区始端外的 10 米预跑区也变成了接力区。比赛过程中，接棒者可以在接力区内前

10 米内起跑，但必须在接力区内里完成交接棒，“接力区内”的判定是根据接力棒的位置，而不是根据

参赛者的身体或四肢的位置。甲、乙两同学在直跑道上进行交接棒接力训练，他们在奔跑时有相同的最

大速度 10m/s，乙从静止开始全力奔跑需跑出 30m 才能达到最大速度，这一过程可看作是匀加速直线运

动。现在甲持棒以最大速度向乙奔来，乙在接力区始端伺机全力奔出。若要求乙接棒时奔跑的速度达到

最大速度的 90%，以后便以此速度匀速跑出接力区，则： 

（1）甲、乙交接棒的位置距离接区末端的距离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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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甲在距离接力区始端多远处向乙发出加速口令？ 

（3）若乙在接力区始端傻傻地站着接棒，接到棒后才从静止开始全力奔跑，这样会浪费多少时间？ 

 

【分析】（1）根据初速度为 0 的匀变速直线运动速度位移公式 v2＝2ax，求出乙在接力区需奔出的距离，

由此得到甲、乙交接棒的位置距离接区末端的距离； 

（2）求出乙在运动过程中甲追上乙时甲的距离，由此得到甲在距离接力区始端多远处向乙发出加速口

令； 

（3）分别求出以最大速度跑出接力区和匀加速运动跑出接力区的时间，两者之差即为浪费的时间。 

【解答】解：（1）设 vm＝10m/s，x0＝30m，乙全力奔跑的加速度为 a，乙在接力区须奔出的距离为 x， 

根据速度—位移关系可得：vm
2＝2ax0 

（0.9vm）
2＝2ax1 

由以上两式可解得：a＝ m/s2，x1＝24.3m； 

甲、乙交接棒的位置距离接区末端的距离是：Δx＝30m﹣24.3m＝5.7m； 

（2）乙的速度达到最大速度的 90%时经过的时间为：t＝ ＝ s＝5.4s 

此过程中甲的位移为：x2＝vmt＝10×5.4m＝54m 

甲比乙多走的位移为：Δx＝x2﹣x1＝54m﹣24.3m＝29.7m； 

所以甲在距离接力区始端 29.7m 处向乙发出加速口令； 

（3）乙以最大速度跑出 24.3m 的时间为：t1＝ ＝ s＝2.43s， 

以平均速度 ＝ ＝ m/s＝4.5m/s 匀加速运动 x1 的时间为：t2＝ ＝ s＝5.4s 

故浪费的时间为：Δt＝t2﹣t1＝5.4s﹣2.43s＝2.97s。 

答：（1）甲、乙交接棒的位置距离接区末端的距离是 5.7m； 

（2）甲在距离接力区始端 29.7m 处向乙发出加速口令； 

（3）若乙在接力区始端傻傻地站着接棒，接到棒后才从静止开始全力奔跑，这样会浪费 2.97s。 

【点评】本题主要是考查匀变速直线运动的计算，解答本题的关键是能够分析求出甲乙的运动过程，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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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匀变速直线运动的公式的应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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