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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学年江苏省苏州市高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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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宝内部的主要部件是锂电池，充电宝中的锂电池在充电后，就是一个电源，可以给手机充

电。充电宝的铭牌通常标注的是“mA•h”（毫安时）的数量，即锂电池充满电后全部放电的电荷量。机

场规定：严禁携带额定能量超过 160W•h 的充电宝搭乘飞机。则根据以下充电宝铭牌，不能带上飞机的

是（  ） 

A．“25000mA•h”“3.7V” B．“32000mA•h”“5.0V”  

C．“35000mA•h”“5.0V” D．“40000mA•h”“3.7V” 

2．（4 分）为解释地球的磁性，19 世纪安培假设：地球的磁场是由绕过地心的轴的环形电流 I 引起的。在

下图中，正确表示安培假设中环形电流方向的是（  ） 

A．  B．  C．  D．  

3．（4 分）如图，条形磁体竖直放置，一个水平圆环从条形磁体上方位置向下运动，先到达磁体上端位置

M，然后到达磁体中部 P，再到达磁体下端位置 Q，最后到达下方 L。在整个运动过程中，穿过圆环的

磁通量最大值是在（  ） 

 

A．L 处 B．Q 处 C．P 处 D．N 处 

4．（4 分）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当穿过闭合导体回路的磁通量发生变化时，闭合导体回路中就能够产生感应电流  

B．变化的磁场产生了电场，变化的电场产生了磁场  

C．光是一种电磁波﹣﹣传播着的电磁场，光具有能量  

D．微观世界的某些极少数带电微粒的能量的变化可以是连续的 

5．（4 分）如图所示，两带电金属球在绝缘的光滑水平桌面上沿同一直线相向运动，A 球带电为﹣q，B 球

带电为+2q，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相碰前两球的运动过程中，由于两球电量不等，所以总动量不守恒  

B．相碰前两球的总动量随两球的距离逐渐减小而增大  

C．相碰分离后的两球的总动量不等于相碰前两球的总动量，因为两球相碰前作用力为引力，而相碰后

的作用力为斥力  

D．相碰分离后任一瞬时两球的总动量等于碰前两球的总动量，因为两球组成的系统合外力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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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分）根据闭合电路欧姆定律，有多种方法可以测定电池的电动势和内阻，如图是某次实验的测量数

据作的 U﹣I 图像，根据图像可以得出（  ） 

 

A．直线与 U 坐标轴的交点值表示断路时的路端电压，约为 1.49V  

B．直线与 I 坐标轴的交点值表示短路时的电流，约为 0.55A  

C．U﹣I 图像斜率的绝对值就是该电路的外电路的总电阻 R 外  

D．由 U﹣I 图像，当电源两端短路时，电流会是无穷大 

7．（4 分）如图所示，电源的电动势保持不变，内阻 r＝2Ω，定值电阻 R1＝0.5Ω，滑动变阻器 R2 的最大阻

值为 5Ω，则当滑动变阻器的阻值分别取多大时，分别可以使滑动变阻器 R2 消耗的功率最大；电源的输

出功率最大（  ） 

 

A．2.5Ω；2Ω B．2Ω；0.5Ω C．2.5Ω；1.5Ω D．5Ω；0.5Ω 

8．（4 分）部分风力等级对照表如下： 

风级 名称 风速（m•s
﹣1） 陆地物像 海面物像 浪高（m） 

2 轻风 1.6～3.3 感觉有风 小波峰未破碎 0.2 

4 和风 5.5～7.9 吹起尘土 小浪白沫波峰 1.0 

6 强风 10.8～13.8 电线有声 大浪白沫离峰 3.0 

8 大风 17.2～20.7 折毁树枝 浪长高有浪花 5.5 

10 狂风 24.5～28.4 拔起树木 海浪翻滚咆哮 9.0 

12 台风（一级飓风） 32.7～36.9 摧毁极大 海浪滔天 14.0 

已知空气的密度为 1.3kg/m3，假设空气垂直吹到静止的物体上时速度变为 0，则 8 级大风吹在静止站立

且面朝正对风向、身高约 1.7m 的人身上时，对人的推力的大小最接近的数值是（  ） 

A．100N B．300N C．500N D．700N 

9．（4 分）如图，小物块 a、b 和 c 静置于光滑水平地面上。现让 a 以速度 v 向右运动，与 b 发生弹性正碰，

然后 b 与 c 也发生弹性正碰。若 b 和 c 的质量可任意选择，碰后 c 的最大速度接近于（  ） 

 

A．8v B．6v C．4v D．2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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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分）在光滑桌面上将长为 πL 的软导线两端固定，固定点的距离为 2L，导线通有电流 I，处于磁感

应强度大小为 B、方向竖直向下的匀强磁场中，导线中的张力为（  ） 

A．BIL B．2BIL C．πBIL D．2πBIL 

二、非选择题：共 5 题，共 60 分.其中第 12 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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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计算时，答案中必须明确写出数值和单位. 

11．（15 分）小明利用如图 1 所示的实验装置验证动量定理。将遮光条安装在滑块上，用天平测出遮光条

和滑块的总质量 M＝120.0g，槽码和挂钩的总质量 m＝30.0g。实验时，将滑块系统系在绕过定滑轮悬挂

有槽码的细线上。滑块由静止释放，数字计时器记录下遮光条通过光电门 1 和 2 的遮光时间Δt1 和Δt2，

以及这两次开始遮光的时间间隔Δt。用游标卡尺测出遮光条的宽度，计算出滑块经过两光电门速度的

变化量Δv。 

 

（1）游标卡尺测量遮光条宽度如图 2 所示，其宽度 d＝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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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打开气泵，待气流稳定后调节气垫导轨，直至看到气垫导轨上的滑块能在短时间内保持静止，其

目的是      。 

（3）多次改变光电门 2 的位置进行测量，得到Δt 和Δv 的数据如表： 

Δt/s 0.721 0.790 0.856 0.913 0.968 1.020 

Δv/（m•s
﹣

1） 

1.38 1.52 1.68 1.75 1.86 1.96 

请根据表中数据，在方格纸上作出Δv﹣Δt 图线（图 3）。 

（4）查得当地的重力加速度 g＝9.80m/s2。根据动量定理，Δv﹣Δt 图线斜率的理论值为      m/s2。 

（5）实验结果发现，Δv﹣Δt 图线斜率的实验值总小于理论值，产生这一误差的两个可能原因

是      。 

A．选用的槽码质量偏小 

B．细线与气垫导轨不完全平行 

C．每次释放滑块的位置不同 

D．实验中Δt 的测量值偏大 

12．（8 分）欧姆表是在电流表的基础上改装而成的。为了使测量电阻时电流表指针能够偏转，表内应有电

源。如图所示是一个简单的欧姆表电路。设电源的电动势为 E，内阻为 r，电流表的内电阻为 Rg，可变

电阻为 R1，电流表满偏电流为 Ig。 

（1）当红、黑表笔之间接有待测电阻 Rx 时，电流表指针指在 Ix 处，则写出 Rx 与 Ix 之间函数关系（用

Ix 表示 Rx），并详细描述欧姆表刻度盘上电阻值的刻度分布情况（指出零欧姆在刻度盘上的位置，刻度

是否均匀，若不均匀，哪边密集）。 

 

（2）现两表笔直接相连时，指针指在表盘刻度“5”上，两表笔之间接有 800Ω的电阻时，指针指在刻

度“1”上.求刻度“4”应标注的电阻值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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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分）小明坐在汽车的副驾驶位上看到一个现象：当汽车的电动机启动时，汽车的车灯会瞬时变暗。

汽车的电源 E、电流表 A、车灯 L、电动机 M 连接的简化电路如图所示，已知汽车电源电动势为 12.5V，

内阻为 0.05Ω。车灯接通，电动机未起动时，电流表示数为 10A；电动机启动的瞬间，电流表示数达到

50A。求： 

（1）电动机未启动时，车灯的功率 P； 

（2）电动机启动瞬时，车灯的功率减少量ΔP（忽略电动机启动瞬间灯泡的电阻变化）。 

 

 

 

 

 

 

 

 

14．（13 分）一个士兵坐在皮划艇上，他连同装备和皮划艇的总质量是 M。这个士兵用自动步枪在 t 秒内

沿水平方向连续射出 n 发子弹，若每发子弹的质量是 m，子弹离开枪口时相对步枪的速度是 v。射击前

皮划艇是静止的，不考虑水的阻力。求： 

（1）第一次射击后皮划艇的速度； 

（2）连续射击第 10 次后皮划艇的速度改变量； 

（3）连续射击 10 次时枪所受到的平均反冲作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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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 分）光滑水平面上依次放 99 个质量均为 m 的弹性小球，质量相等的两弹性小球正碰时交换速度。

现一质量为 3m 的小球 A 以初速度 v0 与第 99 个小球发生弹性正碰，求： 

 

（1）小球 A 第一次与第 99 个小球碰后的速度大小； 

（2）第 1 个和第 2 个小球最终的速度大小； 

（3）第 99 个小球最终的速度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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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学年江苏省苏州市高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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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宝内部的主要部件是锂电池，充电宝中的锂电池在充电后，就是一个电源，可以给手机充

电。充电宝的铭牌通常标注的是“mA•h”（毫安时）的数量，即锂电池充满电后全部放电的电荷量。机

场规定：严禁携带额定能量超过 160W•h 的充电宝搭乘飞机。则根据以下充电宝铭牌，不能带上飞机的

是（  ） 

A．“25000mA•h”“3.7V” B．“32000mA•h”“5.0V”  

C．“35000mA•h”“5.0V” D．“40000mA•h”“3.7V” 

【分析】根据能量等于电荷量与电压的乘积可以求出题目的正确答案。 

【解答】解：根据题意，额定能量等于充电宝标注的电荷量与电压的乘积； 

A、W＝qU 代入数据解得 W＝92.5W•h＜160W•h 

B、W＝qU 代入数据解得 W＝160W•h＝160W•h 

C、W＝qU 代入数据解得 W＝175W•h＞160W•h 

D、W＝qU 代入数据解得 W＝148W•h＜160W•h 

机场规定：严禁携带额定能量超过 160W•h 的充电宝搭乘飞机，故 C 选项的充电宝不能携带，ABD 选

项的充电宝都可以； 

故选：C。 

【点评】明确电能是电荷量与电压的乘积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2．（4 分）为解释地球的磁性，19 世纪安培假设：地球的磁场是由绕过地心的轴的环形电流 I 引起的。在

下图中，正确表示安培假设中环形电流方向的是（  ） 

A．  B．   

C．  D．  

【分析】要知道环形电流的方向首先要知道地磁场的分布情况：地磁的南极在地理北极的附近，故右手

的拇指必需指向南方，然后根据安培定则四指弯曲的方向是电流流动的方向从而判定环形电流的方向。 

【解答】解：地磁的南极在地理北极的附近，故在用安培定则判定环形电流的方向时右手的拇指必需指

向南方； 

而根据安培定则：拇指与四指垂直，而四指弯曲的方向就是电流流动的方向，故四指的方向应该向西。

故 B 正确，ACD 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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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选：B。 

【点评】主要考查安培定则和地磁场分布，掌握安培定则和地磁场的分布情况是解决此题的关键所在，

另外要掌握此类题目一定要注意安培定则的准确应用。 

3．（4 分）如图，条形磁体竖直放置，一个水平圆环从条形磁体上方位置向下运动，先到达磁体上端位置

M，然后到达磁体中部 P，再到达磁体下端位置 Q，最后到达下方 L。在整个运动过程中，穿过圆环的

磁通量最大值是在（  ） 

 

A．L 处 B．Q 处 C．P 处 D．N 处 

【分析】明确条形磁铁的磁场分布及磁通量的定义明确磁通量的变化情况，从而即可求解。 

【解答】解：圆环从 M 到 N 过程中，穿过线圈的磁感线条数增多，则磁通量变大； 

由 M 到 P 的过程，线圈包含了所有的内部磁感线及部分外部磁感线，内外磁感线相互抵消，因越到中

间外部磁感线越少，故本过程磁通量是变大的。 

而 P→Q 的过程是 N 到 P 的过程的相反过程，磁通量是变小的，Q→L 的过程中远离磁铁，磁通量变小，

所以穿过圆环的磁通量最大值是在 P 处。故 ABD 错误，C 正确； 

故选：C。 

【点评】本题考查磁通量的定义，要注意明确磁通量可以用穿过线圈的磁感线条数来定性分析；同时注

意明确由正反方向穿过的磁感线是相互抵消的。 

4．（4 分）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当穿过闭合导体回路的磁通量发生变化时，闭合导体回路中就能够产生感应电流  

B．变化的磁场产生了电场，变化的电场产生了磁场  

C．光是一种电磁波﹣﹣传播着的电磁场，光具有能量  

D．微观世界的某些极少数带电微粒的能量的变化可以是连续的 

【分析】根据感应电流产生的条件判断；根据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判断；麦克斯韦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

并提出光是一种电磁波，赫兹通过实验证实了光是一种电磁波；能量子ε的整数倍一份一份地辐射或吸

收的，是不连续的。 

【解答】解：A、根据感应电流产生的条件，可知当穿过闭合导体回路的磁通量发生变化时，闭合导体

回路中就能够产生感应电流，故 A 正确； 

B、根据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可知变化的磁场产生电场，变化的电场产生磁场，故 B 正确； 

C、麦克斯韦提出了电磁理论，并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并提出光是一种电磁波，赫兹通过实验证实了

光是一种电磁波，根据电磁波的概念，可知光是传播着的电磁场，光具有能量，故 C 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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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微观世界的带电微粒辐射和吸收能量时是以最小能量值，即能量子ε的整数倍一份一份地辐射或吸

收的，是不连续的，故 D 错误。 

本题选择错误的， 

故选：D。 

【点评】本题考查了感应电流产生条件、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光是电磁波、能量量子化等基础知识，

要求学生对这部分知识要重视课本，强化记忆。 

5．（4 分）如图所示，两带电金属球在绝缘的光滑水平桌面上沿同一直线相向运动，A 球带电为﹣q，B 球

带电为+2q，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相碰前两球的运动过程中，由于两球电量不等，所以总动量不守恒  

B．相碰前两球的总动量随两球的距离逐渐减小而增大  

C．相碰分离后的两球的总动量不等于相碰前两球的总动量，因为两球相碰前作用力为引力，而相碰

后的作用力为斥力  

D．相碰分离后任一瞬时两球的总动量等于碰前两球的总动量，因为两球组成的系统合外力为零 

【分析】根据动量守恒的条件进行分析判断：相碰前，两球竖直方向所受的水平面的支持力与重力平衡，

两球所受的合外力为零，总动量守恒．碰撞前后，总动量也守恒． 

【解答】解：A、B、相碰前两球系统所受外力的合力为零，动量守恒，两球的总动量保持不变。故 A

错误，B 错误。 

C、D、将两球看作整体分析时，整体受重力支持力，水平方向不受外力，故整体系统动量守恒；故两球

相碰分离后的总动量等于碰前的总动量。故 C 错误，D 正确。 

故选：D。 

【点评】对于碰撞，其基本规律是遵守动量守恒定律，可对照动量守恒的条件进行理解；要明确两球之

间的弹力及库仑力均为内力，在分析动量是否守恒时不考虑内力． 

6．（4 分）根据闭合电路欧姆定律，有多种方法可以测定电池的电动势和内阻，如图是某次实验的测量数

据作的 U﹣I 图像，根据图像可以得出（  ） 

 

A．直线与 U 坐标轴的交点值表示断路时的路端电压，约为 1.49V  

B．直线与 I 坐标轴的交点值表示短路时的电流，约为 0.5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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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I 图像斜率的绝对值就是该电路的外电路的总电阻 R 外  

D．由 U﹣I 图像，当电源两端短路时，电流会是无穷大 

【分析】根据闭合电路的欧姆定律求出图象的函数表达式，然后根据图示图象分析答题。 

【解答】解：由闭合电路的欧姆定律得：U＝E﹣Ir 

A、直线与 U 坐标轴的交点值表示断路时的路端电压，由图示图象可知，约为 1.49V，故 A 正确； 

B、由图示图象可知，直线与 I 坐标轴的交点值表示路端电压为 1.20V 时的电流，约为 0.55A，故 B 错

误； 

C、U﹣I 图象斜率的绝对值等于该电池的内阻，故 C 错误； 

D、当电源两端短路时，短路电流 I＝ ，其中 E 为电源电动势，r 为电源内阻，短路电流 I 不是无穷大，

故 D 错误。 

故选：A。 

 

【点评】应用闭合电路的欧姆定律求出图象的函数表达式，根据图示图象即可解题。 

7．（4 分）如图所示，电源的电动势保持不变，内阻 r＝2Ω，定值电阻 R1＝0.5Ω，滑动变阻器 R2 的最大阻

值为 5Ω，则当滑动变阻器的阻值分别取多大时，分别可以使滑动变阻器 R2 消耗的功率最大；电源的输

出功率最大（  ） 

 

A．2.5Ω；2Ω B．2Ω；0.5Ω C．2.5Ω；1.5Ω D．5Ω；0.5Ω 

【分析】根据题意，当 R2 消耗的功率最大时是当 R2＝R1+r； 

电源的输出功率最大是当电路中电流最大时即 R2＝0。 

【解答】解：R2 消耗的功率为 

代入数据，根据数学知识可知当 R2＝2.5Ω时， 有最大值； 

电源的输出功率为 

mailto:yogor.cn
mailto:den@yogor.cn


友果培优                        yogor.cn                       与优秀为友 

Tel/Wechat: 177 5129 5132         homepage: yogor.cn        email: den@yogor.cn          QQ: 2645486215      11 

代入数据根据数学知识当 R2＝1.5Ω时，P 有最大值；故 C 正确，ABD

错误； 

故选：C。 

【点评】明确电路中电阻消耗的功率最大和电源输出的功率最大时外电路电阻与内电路电阻之间的关系

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8．（4 分）部分风力等级对照表如下： 

风级 名称 风速（m•s
﹣1） 陆地物像 海面物像 浪高（m） 

2 轻风 1.6～3.3 感觉有风 小波峰未破碎 0.2 

4 和风 5.5～7.9 吹起尘土 小浪白沫波峰 1.0 

6 强风 10.8～13.8 电线有声 大浪白沫离峰 3.0 

8 大风 17.2～20.7 折毁树枝 浪长高有浪花 5.5 

10 狂风 24.5～28.4 拔起树木 海浪翻滚咆哮 9.0 

12 台风（一级飓风） 32.7～36.9 摧毁极大 海浪滔天 14.0 

已知空气的密度为 1.3kg/m3，假设空气垂直吹到静止的物体上时速度变为 0，则 8 级大风吹在静止站立

且面朝正对风向、身高约 1.7m 的人身上时，对人的推力的大小最接近的数值是（  ） 

A．100N B．300N C．500N D．700N 

【分析】设定风速，人身受力面积，建立模型，由动量定理解答。 

【解答】解：设风速为 v，垂直吹到人身上面积为 s，时间 t 内吹到人身上的空气质量为 m＝ρvts，身体

对气流的作用力为 F′，规定气流方向为正方向，由动量定理： 

﹣F′t＝0﹣mv，即 F′＝ρsv2，根据实际情况取 s＝1.7×0.4m2＝0.68m2，v＝20m/s，所以 F′＝1.3×

0.68×202N＝353.6N，由牛顿第三定律，气流对人的推力大小为 F＝F′＝353.6N，最接近 300N，故 B

正确，ACD 错误； 

故选：B。 

【点评】“流体”问题的处理方法是：建立“柱体”模型，用动量定理解答，注意有关数据的估算。 

9．（4 分）如图，小物块 a、b 和 c 静置于光滑水平地面上。现让 a 以速度 v 向右运动，与 b 发生弹性正碰，

然后 b 与 c 也发生弹性正碰。若 b 和 c 的质量可任意选择，碰后 c 的最大速度接近于（  ） 

 

A．8v B．6v C．4v D．2v 

【分析】两个物块发生弹性碰撞时，遵守动量守恒定律和机械能守恒定律，由两大定律列式，得到两次

碰撞后物块的速度，再根据质量关系分析． 

【解答】解：a、b 发生弹性正碰时，取碰撞前 a 的速度方向为正方向，由动量守恒定律和机械能守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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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得： 

mav＝mava+mbvb； 

mav
2＝ mava

2+ mbvb
2； 

解得：vb＝  

当 ma＞＞mb 时：vb≈2v 

同理可得，b、c 正碰时，有：vc＝  

当 mb＞＞mc 时 vc≈2vb＝4v，所以碰后 c 的最大速度接近于 4v，故 C 正确、ABD 错误。 

故选：C。 

【点评】解决本题的关键要掌握弹性碰撞的两大规律：动量守恒定律和机械能守恒定律，通过列式进行

分析． 

10．（4 分）在光滑桌面上将长为 πL 的软导线两端固定，固定点的距离为 2L，导线通有电流 I，处于磁感

应强度大小为 B、方向竖直向下的匀强磁场中，导线中的张力为（  ） 

A．BIL B．2BIL C．πBIL D．2πBIL 

【分析】由安培力公式可求得两个固定点受到的安培力为 F＝BIL，其中 L 强调的是两点之间的有效距

离。 

【解答】解：由几何关系可得，软导线在光滑水平面上受到安培力后会呈现如图所示的半圆周状态。软

导线所受安培力大小为 F＝2BIL，导线中张力大小等于导线两端的拉力 T 大小，则有：2T＝F＝2BIL，

可得导线中张力大小为 BIL，故 BCD 错误，A 正确。 

故选：A。 

 

【点评】本题中要注意安培力的等效求法，虽然每一个点都受到安培力，但由于闭合的电路中，等效长

度为 2L，故等效安培力为 2BIL。本题导线中的张力处处相等，都等于线端的拉力。 

二、非选择题：共 5 题，共 60 分.其中第 12 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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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计算时，答案中必须明确写出数值和单位. 

11．（15 分）小明利用如图 1 所示的实验装置验证动量定理。将遮光条安装在滑块上，用天平测出遮光条

和滑块的总质量 M＝120.0g，槽码和挂钩的总质量 m＝30.0g。实验时，将滑块系统系在绕过定滑轮悬挂

有槽码的细线上。滑块由静止释放，数字计时器记录下遮光条通过光电门 1 和 2 的遮光时间Δt1 和Δt2，

以及这两次开始遮光的时间间隔Δt。用游标卡尺测出遮光条的宽度，计算出滑块经过两光电门速度的

变化量Δv。 

mailto:yogor.cn
mailto:den@yogor.cn


友果培优                        yogor.cn                       与优秀为友 

Tel/Wechat: 177 5129 5132         homepage: yogor.cn        email: den@yogor.cn          QQ: 2645486215      13 

 

（1）游标卡尺测量遮光条宽度如图 2 所示，其宽度 d＝ 10.10 mm。 

（2）打开气泵，待气流稳定后调节气垫导轨，直至看到气垫导轨上的滑块能在短时间内保持静止，其

目的是  将气垫导轨调至水平 。 

（3）多次改变光电门 2 的位置进行测量，得到Δt 和Δv 的数据如表： 

Δt/s 0.721 0.790 0.856 0.913 0.968 1.020 

Δv/（m•s
﹣

1） 

1.38 1.52 1.68 1.75 1.86 1.96 

请根据表中数据，在方格纸上作出Δv﹣Δt 图线（图 3）。 

（4）查得当地的重力加速度 g＝9.80m/s2。根据动量定理，Δv﹣Δt 图线斜率的理论值为  1.96 m/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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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实验结果发现，Δv﹣Δt 图线斜率的实验值总小于理论值，产生这一误差的两个可能原因是  

BD 。 

A．选用的槽码质量偏小 

B．细线与气垫导轨不完全平行 

C．每次释放滑块的位置不同 

D．实验中Δt 的测量值偏大 

【分析】（1）按卡尺读数规则读出；（2）将气垫导轨调至水平；（3）描点作图；（4）由动量定理解答；

（5）见解析； 

【解答】解：（1）卡尺的读数为：10mm+5×0.02mm＝10.10mm 

（2）滑块能在短时间内保持静止，其目的是将气垫导轨调至水平； 

（3）  

（4）由动量定理：mgΔt＝（m+M）Δv，则Δv﹣Δt 图线斜率的理论值：k＝ ＝ ＝

＝1.96m/s2 

（5）A、由（4）问可得：k＝ ＝ ，选用的槽码质量 m 偏小，并不会引起Δv﹣Δt 图线斜率的

实验值与理论值的偏差，故 A 错误； 

B、细线与气垫导轨不完全平行，滑块所受合力为 F 的水平分力，所以图线斜率实验值偏小，故 B 正确； 

C、滑块释放的位置与斜率相关的参量无关，故 C 错误； 

D、Δt 偏大，则 k＝ 偏小，即图线斜率偏小，故 D 正确； 

故选：BD. 

答：（1）10.10；（2）将气垫导轨调至水平；（3）见解答；（4）1.96；（5）BD 

【点评】熟练掌握基本仪器的读数规则，会根据实验要求调整实验装置，用图像处理实验数据，会分析

实验误差，提高实验能力。 

12．（8 分）欧姆表是在电流表的基础上改装而成的。为了使测量电阻时电流表指针能够偏转，表内应有电

源。如图所示是一个简单的欧姆表电路。设电源的电动势为 E，内阻为 r，电流表的内电阻为 Rg，可变

电阻为 R1，电流表满偏电流为 Ig。 

（1）当红、黑表笔之间接有待测电阻 Rx 时，电流表指针指在 Ix 处，则写出 Rx 与 Ix 之间函数关系（用

Ix 表示 Rx），并详细描述欧姆表刻度盘上电阻值的刻度分布情况（指出零欧姆在刻度盘上的位置，刻度

是否均匀，若不均匀，哪边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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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两表笔直接相连时，指针指在表盘刻度“5”上，两表笔之间接有 800Ω的电阻时，指针指在刻

度“1”上.求刻度“4”应标注的电阻值 R。 

【分析】（1）根据欧姆表的结构，由闭合电路欧姆定律可以求出电流与待测电阻的关系，并分析欧姆挡

刻度的特点； 

（2）根据欧姆定律，写出欧姆调零、测已知电阻、测未知电阻时的表达式，联立求得待测电阻的值。 

【解答】解：（1）根据闭合电路欧姆定律可以写出测电阻时电路的电流的大小： 。 

从上式可以看出，Rx 较大时，电流 Ix 较小，Rx＝0 时，电流表满偏，故零欧姆在刻度盘的最右端。 

由于 Ix 与 Rx 不是线性关系，所以欧姆挡的刻度不均匀，越靠近左端越密集； 

（2）两表笔直接相连欧姆调零时，由闭合电路欧姆定律得：E＝IgR 内 

两表笔之间接有 R＝800Ω的电阻时，由闭合电路欧姆定律得：  

指针指在刻度“4”上时，由闭合电路欧姆定律得：  

联立解得：R'＝50Ω。 

答：（1）写出 Rx 与 Ix 之间函数关系为： 、电阻值的刻度分布情况是：零欧姆在刻

度盘的最右端；欧姆挡的刻度不均匀，越靠近左端越密集； 

（2）指针指在刻度“1”上，那么刻度在“4”应标注的电阻值 R 为 50Ω。 

【点评】本小题考查了考查欧姆表的结构、测量原理，同时还要注意测量误差应如何来分析，对于电阻

的测量若电压表不可用可将电流表与电阻串联当作电压表应用． 

13．（8 分）小明坐在汽车的副驾驶位上看到一个现象：当汽车的电动机启动时，汽车的车灯会瞬时变暗。

汽车的电源 E、电流表 A、车灯 L、电动机 M 连接的简化电路如图所示，已知汽车电源电动势为 12.5V，

内阻为 0.05Ω。车灯接通，电动机未起动时，电流表示数为 10A；电动机启动的瞬间，电流表示数达到

50A。求： 

（1）电动机未启动时，车灯的功率 P； 

（2）电动机启动瞬时，车灯的功率减少量ΔP（忽略电动机启动瞬间灯泡的电阻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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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1）电动机未启动时，车灯的功率 P＝UI 可求； 

（2）电动机启动瞬时，车灯的功率减少量ΔP 等于电动机未启动时功率与电动机启动时的功率的差值。 

【解答】解：（1）电动机未起动时，根据题意 I＝10A，U＝E﹣Ir，代入数据可得，U＝12V，由 P＝UI

代入数据可得：P＝120W； 

（2）灯泡电阻： ，代入数据解得：R＝1.2Ω， 

电动机启动的瞬间，由题意可知 I'＝50A，根据公式 U'＝E﹣I'r 代入数据解得：U'＝10V，P'＝UI'，代入

数据得 ， 

ΔP＝P﹣P′代入数据解得：ΔP＝ ≈36.67W 

答：（1）电动机未启动时，车灯的功率为 120W； 

（2）电动机启动瞬时，车灯的功率减少量为 36.67W。 

【点评】明确功率的计算公式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14．（13 分）一个士兵坐在皮划艇上，他连同装备和皮划艇的总质量是 M。这个士兵用自动步枪在 t 秒内

沿水平方向连续射出 n 发子弹，若每发子弹的质量是 m，子弹离开枪口时相对步枪的速度是 v。射击前

皮划艇是静止的，不考虑水的阻力。求： 

（1）第一次射击后皮划艇的速度； 

（2）连续射击第 10 次后皮划艇的速度改变量； 

（3）连续射击 10 次时枪所受到的平均反冲作用力。 

【分析】本题在计算时没有忽略子弹射出后对总质量的影响，还要注意射出速度是相对枪口的速度。 

（1）根据动量守恒定律，求第一次射击后皮划艇的速度； 

（2）根据动量守恒求得连续 10 次射击后皮划艇的速度的变化量； 

（3）对子弹，根据动量定理求得连续射击时子弹所受的平均作用力，由牛顿第三定律求枪所受到的平

均反冲作用力． 

【解答】解：以皮划艇和枪运动的方向为正，每次子弹相对枪的速度大小均为 v，设第一次射出后皮划

艇和枪的速度为 v1，那么子弹对地的速度大小为（v﹣v1），子弹射出前后动量守恒则有： 

第一次射击：0＝（M﹣m）v1﹣m（v﹣v1） 

解得：v1＝  

（2）同理，第二次射击：（M﹣m）v1＝（M﹣2m）v2﹣m（v﹣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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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得：v2＝v1+ ，从而求得：v2﹣v1＝  

第三次射击：（M﹣2m）v2＝（M﹣3m）v3﹣m（v﹣v3） 

解得：v3＝v2+ ，从而可得：v3﹣v2＝  

………… 

余次类推，第 n 次射击：vn＝v（n﹣1）+ ，从而 vn﹣v（n﹣1）＝  

那么：v10＝v9+ ，从而可得：v10﹣v9＝  

（3）对连续射击 10 次的整个过程，对皮划艇和步枪由动量定理：  

所以：  

因为：v10＝v1+（v2﹣v1）+（v3﹣v2）+（v4﹣v3）+（v5﹣v4）+（v6﹣v5）+（v7﹣v6）+（v8﹣v7）+（v9

﹣v8）+（v10﹣v9）＝ +  

所 以 ： F ＝ （ +

） 

答：（1）第一次射击后皮划艇的速度为 ；（2）连续射击第 10 次后皮划艇的速度改变量为 ； 

（ 3 ） 连 续 射 击 10 次 时 枪 所 受 到 的 平 均 反 冲 作 用 力 为

（ + ）。 

【点评】本题要注意动量守恒定律及动量定理的应用，明确所研究的系统正确列式计算，题干中没有忽

略子弹质量对系统总质量的影响，还有速度不是相对于地的速度，造成此题难度增大。 

15．（16 分）光滑水平面上依次放 99 个质量均为 m 的弹性小球，质量相等的两弹性小球正碰时交换速度。

现一质量为 3m 的小球 A 以初速度 v0 与第 99 个小球发生弹性正碰，求： 

 

（1）小球 A 第一次与第 99 个小球碰后的速度大小； 

（2）第 1 个和第 2 个小球最终的速度大小； 

（3）第 99 个小球最终的速度大小。 

【分析】（1）根据动量守恒定律和机械能守恒定律求小球 A 第一次与第 99 个小球碰后的速度大小。 

（2）根据质量相等的两弹性小球正碰时交换速度，确定第 1 个和第 2 小球最终的速度大小； 

（3）根据动量守恒定律、能量守恒定律结合数学归纳法进行解答。 

【解答】解：涉及动量守恒定律取向右为正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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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球 A 第一次与第 99 个小球碰撞过程，由动量守恒定律得 

 3mv0＝3mvA1+mv99 

根据机械能守定律得： ×3mv0
2＝ 3mvA1

2+ mv99
2 

联立解得小球 A 第一次与第 99 个小球碰撞后速度大小为： ，99 号第一次被碰撞后的速度大

小为：v1＝  

故 v1 先与 98 号碰撞且速度交换，而 99 号静止后再与 A 球作第二次碰撞。 

（2）99 号球依次向前碰，均是速度交换，所以最后的 1 号小球的最终速度为（只碰一次） ； 

2 号小球的最终速度（只碰两次）： ； 

（ 3）A 球以初速度 与 99 号球第二次碰撞过程中，根据动量守恒定律可得：

 

根据机械能守恒定律可得： . 

99 号球第二次碰撞后获得的速度为：  

A 球与 99 号球第二次碰撞后的速度为：  

由于 2 号小球不可能与 1 号小球再碰撞，以此类推 

3 号小球最终速度（只碰三次）为：  

…… 

99 号小球最终速度（碰 99 次）为 。 

答：（1）小球 A 第一次与第 99 个小球碰后的速度大小为 ； 

（2）第 1 个最终速度为 ，第 2 个小球最终的速度大小为 ； 

（3）第 99 个小球最终的速度大小为 。 

【点评】解答本题的关键要掌握弹性碰撞的两大规律：动量守恒定律和机械能守恒定律，并能运用结论：

质量相等的两弹性小球正碰时交换速度，来分析最终各个小球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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