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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onics C质点o是为了研究而引入的理想化的模型p因此

其从科学方法上来说属于建立理想模型的方法y 故选oy

i gohnics 质点是用来代替物体的有质量的点p选项g正

确t质点是理想化的模型p它实际上是不存在的p选项o正确t

当物体的大小和形状对研究的问题没有影响或影响可以忽略

时p可视物体为质点p选项h正确t物体能否被看作质点与研

究的问题有关p比如p虽然地球在绕太阳公转p但因地球的线

度比日地间距小得多p故地球可被看作质点p选项(错误y

c (nics 质点是一个理想化的模型p当物体的形状和大小

对所研究的问题没有影响时p我们就可以把它看成质点p故体

积很小的物体不一定能看成质点p如花粉颗粒很小p在研究花

粉颗粒在水中的转动时就不能将其看成质点p故g项错误t体

积很大的物体有时也可看成质点p如地球很大p当研究地球的

公转时可以把地球看成质点p故 o项错误t在一山路转弯处p

司机判断汽车是否能安全通过时p汽车的形状和大小不能忽

略p不可以将汽车看成质点p故h项错误t描绘航空母舰在海

洋中的运动轨迹时p航空母舰可看成质点p故(项正确y

) g(nics 研究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所需时间的多少p地

球自身的大小和形状对公转一周的时间没有影响p所以能把

地球视为质点pg项正确t研究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地球上

不同区域季节的变化2昼夜长短的变化p地球自身的形状和

大小不能忽略p不能被视为质点po项错误t计算火车全部通

过一座普通大桥所需的时间时p火车的长度不可以忽略p不

能看作质点ph项错误t计算火车从连云港站开往北京站所

需的时间时p火车的长度对时间的影响很小很小p可以忽略p

火车能被视为质点p(项正确y

0 (nics 研究接力赛中运动员的接棒姿势时要考虑运动员

的站法2用哪只手接棒等问题p此时运动员不能被看成质点p

故g项错误t抛硬币猜它落地时朝上的是正面还是反面p需要

区分它的正反面p即要考虑它的形状p故不能把它看作质点p

故o项错误t花样滑冰比赛中p我们主要观看运动员的肢体动

作p运动员不能被看作质点p故 h项错误t研究马拉松比赛中

运动员的速度时可以把运动员看作质点p故(项正确y

- (nics 研究纳米车的组成时p涉及车的形状与大小p此

时不可以将纳米车看作质点p故 g项错误t研究纳米车马达

的工作过程时p其形状不能忽略p不能看作质点p故 o项错

误t研究纳米车如何治疗疾病时p要考虑车的动作p不能看作

质点p故h项错误t研究纳米车运动的距离时p车的形状能忽

略p能看作质点p故(项正确y 故选(y

i20 B 判断物体的大小和形状对所研究的问题有无影

响p如果无影响或影响不大p该物体可以视为质点p否则不能

视为质点y

e (nics 在乒乓球比赛时p运动员发出的乒乓球有转动p

研究乒乓球运动员的发球特点时不能把乒乓球看作质点pg

项错误t步枪运动员的成绩是按环数来计算的p因此不能把

靶看作质点po项错误t研究C神舟十号o飞船绕地球运行的

飞行姿态是否稳定时p需要考虑其形状p因此不能把飞船看

作质点ph项错误t用ij 定位系统研究汽车的位置时p不需

要考虑汽车各部分运动的差异p可以把汽车看作质点p(项

正确y

F gnics 对同一个物体p选定不同的参考系p其运动形式

一般是不一样的p故研究和描述一个物体的运动时p必须选

定参考系p选项g正确p选项 o错误t参考系的选取是任意

的p一般本着使研究问题简单方便的原则p习惯上选取地球

为参考系p而选取不同的参考系来观察同一个物体的运动p

观察的结果往往是不同的p但不是一定不同p选项 h2(

错误y

o gnics 为了研究物体的运动p所选择的假定不动的物体

就是参考系p选项g正确t参考系的选择应有利于简化问题p

不一定是静止的物体p选项 o错误t观察沿水平方向匀速飞

行的飞机上自由落下的炸弹的运动轨迹时p若以地面为参考

系p炸弹的轨迹是抛物线p而以飞机为参考系p炸弹的轨迹是

直线p显然一个物体的运动情况与参考系的选择有关p选项

h错误t比较两个物体的运动情况时应选择同一参考系p选

项(错误y

ru gnics C桥流水不流o可以理解为C桥动水不动op意思

就是说桥在运动p水处于静止y gd以水为参照物p则水就是

静止的p而桥相对于水的位置发生了变化p则桥是运动的p与

题意相符p正确tod以桥为参照物p则桥是静止的p而水相对

于桥的位置发生了变化p则水是运动的p与题意不符p错误t

hd以人为参照物p因为人在桥上走p桥相对于人的位置发生

了变化p所以桥是运动的p而水相对于人的位置也发生了变

化p因此水也是运动的p与题意不符p错误t(d以河岸为参照

物p桥相对于河岸的位置没有发生变化p则桥是静止的p而水

相对于河岸的位置发生了变化p因此水是运动的p与题意不

符p错误y 故选gy

rr onics 参考系可以任意选取p运动的物体也可以作为参

考系p但不能选被研究物体本身p参考系的选择情况不同p物

体的运动和静止情况也不同p这是由于运动的相对性y 选地

面为参考系p受油机是运动的p故g项错误t选加油机为参考

系p受油机相对于加油机是静止的p故o项正确t参考系可以

eer



任意选取C可以是静止的物体C也可以是运动的物体C任何物

体都可以被选为参考系C故h项错误o(项错误p

yr hnight以轮滑少年为参考系C背景是运动的C轮滑少年

在摄影师眼中是静止的C因此摄影师所选择的参考系是轮滑

少年C故h项正确p

y( gnight解答此题的关键是根据题目中的叙述C判断出

甲o乙o丙三架电梯中的乘客所描述的运动是以什么物体作

为参考系的C而且要根据运动的相对性C转换一下参考系p

电梯中的乘客看其他物体的运动情况时C是以自己所乘的电

梯为参考系p 甲中乘客看到楼向下运动C说明甲相对于地面

一定在向上运动p 同理C乙相对甲在向上运动C说明乙相对

于地面也是向上运动C且运动得比甲更快p 丙电梯无论是静

止C还是在向下运动C或以比甲o乙都慢的速度在向上运动C

丙中的乘客看甲o乙两架电梯都会感到是在向上运动p 故

ooho(可能Cg不可能C选gp

yc (night由烟囱冒出烟的方向可知风向向左C甲车上的旗

帜向左飘C则甲车可能静止C可能向右运动C也可能以小于风

速的速度向左运动C乙车上的旗帜向右飘C则乙车一定以大

于风速的速度向左运动p 故选(p

y) o(night由题图可知C甲正由二楼下到一楼C乙正由三楼

下到二楼C丙则正由一楼上到二楼p 由于电梯正常运行的速

率相等C电梯的倾角又相同C所以乙相对甲静止C相对丙运

动C甲与丙在水平方向上是相对静止的p 故oo(选项正确p

y hnight由于我们习惯以地球为参考系C因地球自西向东

自转C通常看到太阳东升西落的自然现象p 旅客能看到太阳

从西边升起的奇妙现象C太阳此时一定在西方C所以一定是

傍晚Cgoo两项错误2在傍晚C要产生太阳升起的感觉C只有

飞机0下落-的速度大于太阳相对地球的速度才能产生这种

效果C即飞机向西飞行的速度大于太阳向西的速度C所以 h

项正确C(项错误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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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hnight0北京时间 ue 时 rE 分开始初亏-C显然这句话中

的 ue 时 rE 分对应时间轴上一个点C是时刻C其余三个选项

均对应时间轴上的一段线段C皆为时间p

r (night 0这么早就到-是指来的那个时刻C0等很久了-

是指时间Cg项不符合题意20前 l 秒钟-和0最后 l 秒钟-在

时间轴上对应的是一段线段C因此都是指时间Co项不符合

题意20c 点 ru 分-是指时刻C0停车 c 分-是指时间Ch项不

符合题意20第 l 秒内-是指时间C0l 秒末-是指时刻C(项符

合题意p

( (nightuetc 年 E 月 s 日 u 时 uc 分指的是时刻Cg项错

误2te C. ,虽然很短C但指的是时间间隔Co项错误2新闻联播

开始于 ts 时C指的是时刻Ch项错误2画时间轴可看出 (项

正确p

c g(night物体在 E ,内指的是物体在 e 到第 E ,末这 E ,

的时间2物体在第 E ,内指的是物体在第 r ,末到第 E ,末这

t ,的时间p 故选go(p

) onight选井口处为原点C竖直向上为正方向C由于水桶

在水面时位于井口的下方C离井口的距离为 r LC故位置为

Cr L2出井后C方向向上C又将水桶提高了 t LC故位置为

t Lp 故选op

第 . 题图

 onight坐标原点t定在抛出点正下方 u L

处C向下为坐标轴的正方向C小球从距地面

r L高处开始下落C在坐标原点 t的上方C所

以抛出点d的位置坐标是 Cu L2小球落到地

面上C此时距离坐标原点 t为 u LC所以落地

点.的位置坐标是 u L2小球在距离地面 t L

高处被接住C此时的小球在坐标原点t的下方

t L处C所以接住点 的位置坐标是 t LCo项正确p

A hnight研究运动员的运动快慢时C运动员的大小可以忽

略不计C能将运动员看作质点C故g项错误2出发后前 u 小时

内与第 u 小时内是指两段不同的时间C故 o项错误2不同观

众观察同一名运动员的运动C选择的参考系不同C其结果可

能有所不同C故h项正确2位移是描述物体位置变化的物理

量C0全马-rultsE 公里指的是路程C故(项错误p

l g(

i o(night题中 gohtohusshrCtohr 分别为不同位置C分

别与各个时刻对应C故要深刻理解和区别时间与时刻o位移

与位置p 针对位移这一概念C要找好它对应时间的初位置o

末位置C并画出这一过程的有向线段C才能作出正确的选择p

ght 为第 t ,内的位移C选项 g错误2ghrCt为er Ctr,内的

位移C方向由g指向 hrCtC选项o正确2huhr 为第 u ,末到第

r ,末的位移C选项h错误2hrCthr 为第 r ,内的位移C方向由

hrCt指向 hrC选项(正确p

yv ohnight沿直线运动的物体C若没有往复运动C也只能说

位移的大小等于路程C而不能说位移等于路程C因为位移是

矢量C路程是标量p 在有往复的直线运动和曲线运动中C位

移的大小是小于路程的C位移只取决于始o末位置C与路径无

关C而路程是与路径有关的p 故正确选项为oohp

yy (night开始运动时C气门芯在轮子的正上方C距离地面

ueC当气门芯由轮子的正上方第一次运动到轮子的正下方

时C气门芯在水平方向的位移为轮子周长的一半C即 t
u ;

u!e7!eC所以气门芯位移的大小为 euer u 8e!er槡
u 7

e r 8!槡
uC故选(p

yr g(night甲的位移为 tee LC乙o丙的位移为 eC故g项正

确Co项错误p 甲的路程为 tee LC乙的路程为 ree LC丙的路

程为cee LC故h项错误C(项正确p

y( etr在 uee L赛跑中Cuee L指路径的长度C即路程是 uee L2

位移是从起点d指向终点 的有向线段C因弯道部分 t 是

半圆弧C则直径 * 7u ;tee
!

L7.ll9 LC故位移的大小d 7

!!#



dtu 8*槡
u 7ttcl. L%方向由d指向 C

oup跑至弯道t 的中点y时%路程是 i7dt8

g

ty7tee L8

Ee L7tEe Lh

位移的大小dy7 dt8*t gu

u

8 *t gu槡
u

7tlEl. LC 方向由

d指向yC

(c h

() hn 200标量和矢量都既可以取正值%也可以取负值%故

g项错误h标量是只有大小没有方向的物理量%故 o项错误h

位移既有大小又有方向%是矢量%故 h项正确h位移 Cte L

的大小为te L%比 E L大%故(项错误C

(0 (n 200位移是矢量%其大小要看绝对值%故甲的位移小

于乙的位移%故g项错误h位移是矢量%只有大小和方向都相

同时%位移才相同%因此两运动物体的位移大小均为 Ee L

时%这两个物体的位移不一定相同%故 o项错误h温度是标

量%其正-负表示温度的高低%不表示方向%故 h项错误%(项

正确C 故选(C

(2 h(n 200质点沿直线运动%前 u ,由 Celu L处运动到坐

标原点处%位移方向与规定的正方向相同%选项 g错误ht ,

末质点的位移为0u C0t 7Celt LCo Celu Lp 7elt L%选

项o错误hl ,末质点位置坐标为07elt L%选项h正确hr ,

内质点运动方向不变%位移大小为 elr L%选项(正确C

( gh(n 200匀速直线运动的 0CB图像是一条倾斜的直

线%直线与纵坐标的交点表示出发时物体离原点的距离C 当

直线与B轴平行时%表示物体位置不变%处于静止状态%两图

线的交点表示两物体处在同一位置%离原点距离相等C

(e o(n 200电磁打点计时器和电火花计时器都使用交流

电%故g项错误h使用打点计时器时%应先接通电源%再拉动

纸带%故o项正确h打点周期等于交流电频率的倒数%使用交

流电的频率如果不是 Ee FA%则打点计时器的打点周期不再

是 eleu ,%故h项错误h使用打点计时器时%应将打点计时器

先固定在某位置%防止打点计时器在打点过程中移动%故 (

项正确C

lr gh(n 200电磁打点计时器应使用低压交流电源%交流电

频率为 Ee FA%故g项正确h纸带必须穿过限位孔%并注意把

纸带压在复写纸的下面%故 o项错误h要先通电%后释放纸

带%纸带通过后立即切断电源%故 h项正确h若纸带不理顺%

会造成较大摩擦%甚至会把纸带拉断%故(项正确C

l( on 200每隔 t ,用笔在纸带上点下一个点%如果在纸带

上点下了 te 个点%也就是有 s 个时间间隔%因此纸带的运动

时间是 s ,C 故选oC

ll g(n 200每隔四个点取一个计数点时%相邻计数点间的

时间间隔为 elte ,%选项g正确h每五个点取一个计数点时%

相邻计数点间的时间间隔为 elte ,%选项(正确C

li on 200时间间隔和位置是纸带上直接记录的物理量%无

需测量%选项g-h-(错误h位移是利用刻度尺直接测量获得

的物理量%选项o正确C

lc go(n 200通过数点痕的个数便可获得物体运动的时间%

选项g正确h通过刻度尺可测量出某段时间内的位移%选项o

正确h点痕记录了点的分布情况%它反映的是物体的运动情

况%不能反映物体的质量和形状%选项h错误%选项(正确C

l) trlenlelen 200从滴下水滴g到滴下水滴s共有 9个时

间间隔%又每个时间间隔为 ule ,%则总时间为 trle ,%dv段的

位移为07lele 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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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n 200速度是描述物体运动快慢的物理量%它表示物

体位置变化的快慢%不能表示位置变化的大小%位置变化的

大小用位移的大小表示%故g项正确%o-h两项错误h速度是

矢量%既有大小%又有方向%速率是标量%只有大小%没有方

向%(项正确C

l (n 2001是按比值定义法定义的物理量%与"0-"B无关%

g项错误h匀速直线运动是速度的大小和方向都不变的运

动%o-h两项错误h速度的方向与物体运动的方向一致%(项

正确C

i oh(n 20017"0
"B
是计算速度的公式%适用于任何运动%但

此式只说明速度可用位移"0除以时间"B来求得%并不是说

1与"0成正比%与"B成反比%g项错误%o-h两项正确h速度

的大小表示物体运动的快慢%速度的方向表示物体的运动方

向%(项正确C

c gh(n 200因为速度是矢量%其正-负号表示物体的运动

方向与规定正方向的关系%比较大小时%要看速度的绝对值%

故选项 g-h正确%选项 o错误h甲-乙两质点在同一直线上

沿相反方向运动%07u ;te L8r ;te L7.e L%故选项 (

正确C

) h

0 gn 200列车的最高时速指的是在安全情况下所能达到

的最大速度%为瞬时速度%故 g项正确h电动自行车限速

ue <L=>%限制的是瞬时速度%故 o项错误h子弹射出枪口时

的速度与枪口这一位置点对应%为瞬时速度%故h项错误h运

动员的冲刺速度为 te L=,%冲刺速度指的是瞬时速度%故 (

项错误C 故选gC

2 on 200子弹的长度约为 ulE ?L%所以曝光时间内子弹的

位移大约为07ulE ;te Cu ;u! L%又已知子弹的速度 17

Eee L=,%所以曝光时间 B7017ulE ;te Cu ;u!
Eee ,7te C. ,%

故选oC

 hn 200甲的平均速度 1甲 7 0
0
u
1t

8

0
u
1u

7rc <L=>C 乙的

!!$



平均速度1乙 7
1tC
B
u 81uC

B
u

B 7Ee <L=>o 所以 1甲 p1乙y故 h

正确o

r hnight质点在前 u
l B时间内的位移 0t 71u ( u

l B7
1B
l y

后
t
l B时间内的位移0u 7u1(

t
l B7

u
l 1By则质点在 B时间内

平均速度大小是17
0t 80u
B 7

1B
l 8u

l 1B

B 71o 故选ho

c) onight平均速度大小等于位移与时间的比值y即 17

0
B7s <L

E
.e >

7tec <L=>y故 g项错误yo项正确 车内速度计

指示的示数为 tEe <L=>y只有大小没有方向y为瞬时速率y即

赛车经过路标 时的瞬时速度的大小y故 h项错误 赛车经

过路标  时的速度方向为轨迹在  点的切线方向y故 (项

错误o 故选oo

cc elu Lntu L=,ntu L=,night人的身高和照片中人的高

度之比为 tee 2ty运动员胸前号码布上模糊部分的宽度是

u ;te Cl Ly所以运动员 t
.e ,内的位移 "07elu Lo t

.e ,内

运动员的平均速度 17"0
"B

7elu
t
.e

L=,7tu L=,y即冲刺时的

速度大小为 tu L=,o

c0 onight瞬时速度和平均速度是矢量y平均速率是标量y

故g项错误 做匀速直线运动的物体y平均速度与瞬时速度

大小相等y故o项正确 平均速度的大小不等同于平均速率y

因为平均速率等于路程与时间的比值y故h0(两项错误o

c- o(night平均速率并不等同于平均速度的大小y一般情

况下y平均速率要大于平均速度的大小y故g错误 瞬时速度

的大小即瞬时速率yo正确 17"0
"B

y即使 "B很小y仍为平均

速度yh错误 匀速直线运动的速度大小和方向均不变y故 (

正确o

c2 g(

c (night设从山脚到山顶的位移为0y路程为io 此人往返

一次对应的位移"07ey其平均速度17"0"B
7eo 平均速率等

于路程与时间的比值y往返一次的平均速率为 17 i8i
i
1t

8i1u

7

u1t1u
1t 81u

y故选(o

i Beit位移是初位置指向末位置的有向线段y是矢量 

路程是物体运动轨迹的长度y是标量y位移的大小总是小于

或等于路程y而且只有物体做单向直线运动时y位移的大小

才等于路程 平均速度 7位移j时间y是矢量y平均速率 7路

程j时间y是标量y因位移的大小总是小于或等于路程y所以

平均速度的大小总是小于或等于平均速率o

ci telee ?Lntul.e ?Lnuul.e ?Lnlelee ?Lnel.uEnel9uE

nel.uE

ight由毫米刻度尺可读出 e0t0l0r 点的读数分别是

telee ?L0tul.e ?L0uul.e ?L0lelee ?Lo 由题意知相邻计

数点间的时间间隔"B7r ;eleu ,7elec ,y由读数可得 t0l

两点间和 t0r 两点间的位移大小分别是 "0t 7uul.e ?LC

tul.e ?L7telee ?Ly"0u 7lelee ?LCtul.e ?L7t9lre ?Ly

则 t0l 两点间和 t0r 两点间的平均速度分别是 1t 7"
0t
"Bt

7

telee ;te Cu

elt. L=,7el.uE L=,y1u 7"
0u
"Bu

7t9lre ;te Cu

elur L=,7

el9uE L=,yt0l 两点更接近于 u 点y故 u 点的瞬时速度更接

近于 t0l 两点间的平均速度 el.uE L=,o

cn ellEnelrlnellEnight由题意知y相邻两点间的时间间

隔为 eleu ,yd0 两点间的距离为 trle LL7eletr e Lyd0.

两点间的距离为 u.le LL7eleu. e Lo 根据平均速度的公

式170B得y1d 7ellE L=,y1d.gelrl L=,o 纸带在 t点的

瞬时速度更接近d0 两点间的平均速度 ellE L=,o

cF 根据平均速度的公式 17"0
"B
和瞬时速度的定义式求解y当

"Boe 时y可以用平均速度代替瞬时速度o

打d0.两点的时间内纸带的平均速度为1d.7
0d.
Bd.

7ullt L=,o

当时间间隔很短时y可以用平均速度代替瞬时速度y故打 t

点时纸带的瞬时速度为1t71d 7
0d 
Bd 

7ultl L=,y

由于不知道 g0.间有多少个点y故不知道 g.段的时间间

隔y所以无法算出打g0.两点的时间内纸带的平均速度o

cr 根据某段时间内的平均速度可以粗略代表某点的瞬时速度

的思想来计算小球的速度y小球运动到计数点 l 时y其速度

为1l 71ur 7
0ur
uu7ul9cu E L=,o

0) o(night物体甲的速度图像平行于 B轴y因此物体甲做

匀速直线运动y选项 g错误 物体乙在第 t ,内向正方向做

速率为 E L=,的匀速直线运动y第 u ,内静止y第 l ,内沿负

方向做速率为 E L=,的匀速直线运动y故选项 o正确 物体

乙在第 t ,内的位移 0t 71tBt 7E Ly在第 u ,内的位移 0u 7

1uBu 7ey在第 l ,内的位移0l 71lBl 7CE Ly所以物体乙在最

初 l ,内的位移070t 80u 80l 7ey故选项h错误 物体乙在

最初 l ,内的路程n7v0t v8v0u v8v0l v7te Ly故选项 (

正确o

0c gnightg选项中图像平行于时间轴y所以物体做匀速直

线运动 o0h选项中的速度随时间增大y且 o选项中物体做

初速度不为零的加速运动yh选项中物体做初速度为零的加

速运动 (选项中的速度随时间减小y所以物体做减速运动o

g选项正确o

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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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gn!!""加速度不是速度C与速度没有直接关系C是与速

度相互独立的一个物理量C用来描述速度变化的快慢C也叫

速度的变化率C既能反映速度变化的快慢C又能反映速度变

化的方向C故g项正确o

p gn!!""利用 (7"1
"B
求得的加速度是 "B时间内的平均加

速度C故g项正确o 由加速度的定义式 ( 7"1
"B
可知C加速度

的方向与速度变化量的方向相同C但与速度的方向不一定相

同C故o项错误o ( 7"1
"B
是加速度的定义式C加速度与速度

的变化量c变化的时间无关C故hc(两项错误o 故选go

) g(n!!""高速行驶的磁悬浮列车的速度很快C但可能做

匀速直线运动C加速度可能为零C故 g项正确o 汽车刹车至

静止时如果初速度很大C加速度不一定大C这是因为加速度

还与刹车的时间有关C故 o项错误o 在炮膛中点燃火药后C

炮弹发射时的瞬时速度和加速度不可能都为零C故 h项错

误o 刘翔在 tte L栏比赛起跑时的速度很小C但是速度变化

很快C即加速度很大C故(项正确o 故选gc(o

 (n!!""加速度方向与速度方向一致时C物体做加速直线

运动C速度一直增加Cgco错误2加速度减小说明速度变化越

来越慢C但只要加速度不为零C速度就一直增加C当加速度减

小到零时C汽车速度达到最大Ch错误C(正确o

!0-2 "判断物体速度的大小变化C不必去管加速度的大

小C也不用去管加速度大小的变化C只需看加速度的方向与

速度的方向是否相同o 若加速度与速度的方向相同C则物体

一定做加速直线运动2若加速度与速度的方向相反C则物体

一定做减速直线运动o

B o(n!!""当加速度方向与速度方向相同时C物体做加速

运动C当加速度方向与速度方向相反时C物体做减速运动o

当物体做加速运动时C加速度方向与速度方向相同C若速度

方向为正C加速度方向一定为正C故 g项错误o 物体做加速

运动时C加速度方向与速度方向相同C若速度方向为负C则加

速度方向为负C故o项正确o 当物体做减速运动时C加速度

方向与速度方向相反C若速度方向为负C则加速度方向为正C

故h项错误C(项正确o

e h(n!!""根据 (7"1
"B
知速度变化越大C加速度不一定大C

还与时间有关C故 g项错误2当加速度方向与速度方向相同

时C物体做加速运动C速度增大C若加速度方向为正C速度方

向为负C则速度减小C故o项错误2加速度方向与速度方向相

同时C虽然加速度减小C但物体速度仍会增大C故 h项正确2

在相同时间内加速度越大C速度变化量 "17("B就越大C故

(项正确o

i on!!""速度越大C速度变化不一定快C加速度不一定大C

故g项错误2加速度是反映速度变化快慢的物理量C速度变

化越快C加速度越大C故 o项正确2根据 ( 7"1
"B
知C速度变化

量越大C加速度不一定大C故 h项错误2速度为零C速度的变

化率不一定为零C即加速度不一定为零C故(项错误o

j on!!""甲c乙的加速度一正一负C在相同时间内速度的

变化量大小相等C方向不同C故g项错误2甲的加速度方向与

速度方向相同C甲做加速直线运动C乙的加速度方向与速度

方向相反C乙做减速直线运动C故 o项正确2甲c乙的加速度

大小相等C速度变化快慢相同C故h项错误2甲的加速度大小

等于乙的加速度大小C故(项错误o

n o(n!!""伞兵下降过程中C由于 (Ce 且 1e CeC所以速度

一直增大C当 (7e 时C速度达到最大C此后做匀速直线运动C

位移继续增大Cgch错误Coc(正确o

!* hn!!""注意将速度单位换算成国际单位-L=,C然后根据

加 速 度 的 定 义 式 ( 7"1
"B
进 行 计 算C 即 ( 7"1

"B
7

.e <L=> Cue <L=>
E , gttlt L=,

E , gulu L=,uo

!! 摩托车碰撞过程做减速运动C初速度为 1e 7l. <L=> 7

te L=,C末速度为17eC则加速度为(7
1C1e
B 7e Cte

eleeu L=,u 7

CE eee L=,u 7CEee7C可见摩托车的加速度数值达到了

Eee7C驾驶员有生命危险o

!p ohn!!""

!" #$%& '(

g
第 t ,内c第 u ,内纵坐标为正C速度均为正

方向
;

o
根据斜率的正c负C可知第 t ,内加速度为

正方向C第 u ,内加速度为负方向
#

h 第 l ,内速度为负方向C加速度为负方向 #

( 第 u ,末物体的加速度为Cu L=,u ;

!) o(n!!""在 e D.. ,内图像的斜率越来越小C加速度越来

越小C故海盗快艇做加速度减小的加速运动Cg项错误2海盗

快艇在 s. ,末为临界点C速度由正变负C即改变运动的方向C

开始掉头逃跑C此时海盗快艇离商船最近Co项正确Ch项错

误2根据(7"1
"B
可得C( 7"1

"B
7CtE Ce
tt. Cs. L=,u 7Cel9E L=,uC

所以(项正确o

! h(n!!""在 e DBt 时间内C甲图线的斜率小于乙图线的斜

率C而且均为正值C则甲的加速度小于乙的加速度C且方向相

同C故gco项错误2在Bt DBu 时间内C甲c乙的速度均为正值C

说明两物体均沿正方向运动C运动方向相同C故h项正确2在

e DBu 时间内C甲图线的斜率小于乙图线的斜率C而且均为正

值C加速度均沿正方向C则甲的加速度小于乙的加速度C且方

!!&



向相同C故(项正确o

py gnrigh本题疑难之处是对 1CB图线斜率意义的理解o

1CB图线的斜率表示加速度C斜率的正负表示加速度的方

向t绝对值表示加速度的大小(横轴上方的图线表示物体沿

80方向运动C下方的图线表示物体沿 C0方向运动o 故第

u ,内和第 l ,内速度方向相同C选项 g错误(第 u ,内和第

l ,内的加速度方向相反C选项o正确(减速时加速度的方向

与速度的方向相反C因第 l ,内t第 E ,内物体均做减速运

动C故选项ht(正确o

pc )t 在Bt 7E ,时刻电梯的速度1t 7te L=,(

Bu 7c ,时刻电梯的速度1u 7E L=,o

)u 由速度2时间图线的斜率表示加速度C可得

e Du ,内加速度为 (t 7
te Ce

u L=,u 7E L=,uC

u DE ,内加速度为 (u 7eC

E Dc ,内加速度为 (l 7
E Cte

l L=,u 7Ctl9 L=,uo

)l 加速度2时间图像如图所示o

第 t. 题图

p0 g(nrigh根据位移2时间图像可知C甲的初始位置坐标

为t LC末位置坐标为 u LC则甲质点在 l ,内的位移为 t LC

故g项正确(甲质点在 e Dt ,内位移不变C处于静止状态C

故o项错误(乙质点的速度2时间图像的斜率发生变化C说

明加速度发生变化C故h项错误(乙质点的速度一直为正值C

说明速度方向不变C一直向一个方向运动C故 (项正确o 故

选gt(o

p- ohnrigh图线 t 表示物体做直线运动C故 g项错误(0CB

图像中图线的斜率表示物体运动的速度C图线 t 表示物体做

加速运动C图线 u 表示物体做匀速直线运动C加速度为零C故

Bt 时刻物体 t 的加速度大于物体 u 的加速度C故 o项正确(

由1CB图像可知Ce 至Bl 时间内物体 r 的位移大于物体 l 的

位移C故由170B可知物体 r 的平均速度大于物体 l 的平均

速度C故h项正确(0CB图像中的转折点表示物体的位移开

始减小C运动方向开始反向C1CB图像中的转折点表示速度

减小C但其方向仍沿正方向C运动方向没有变化C故 (项

错误o

20  B ei j in g F

p )t #n)u #n)l ;n)r ;n)E ;n). #n)9 ;

)c ;

righ)t 速度是描述物体运动快慢的物理量C速度大表示

物体运动得快o

)u 运动的快慢实质就是物体位置变化的快慢C速度大也可

以理解为物体的位置变化得快o

)l 速度越大C物体的位置变化越快C但如果时间极短C位移

有可能很小C即位移由速度和时间共同决定o

)r 平均速度指运动物体在某段时间内的位移与发生这段位

移所用时间的比值C而速度的平均值是多个速度值的平均

数C两者通常不相等o

)E 平均速度大小与瞬时速度大小没有必然联系o

). 瞬时速度的大小称为瞬时速率C简称速率o

)9 平均速率是路程与时间的比值C平均速度是位移与时间

的比值o

)c 速率为瞬时速度的大小C而平均速率是路程与时间的比

值o 速率是状态量C平均速率是过程量C两者间没有必然

联系o

o onrigh设dt7u0Ct 7r0Cdt段的前t后半程所用的时

间分别为Bt 和BuCt 段所用的时间是 uBlC则 Bt 7
0

l L=,CBu 7

0
el. L=,Cu L=,uBl 8. L=,uBl 7r0C从d点运动到 点的平

均速度为17 .0
Bt 8Bu 8uBl

C联立方程C整理得17u L=,C故o项

正确o

n hnrigh由题图可知C超声波通过位移 0u 时C所用时间为

Bu CBe
u C则超声波的速度为 1声 7

0u
Bu CBe
u

C
u0u
Bu

C故 g项错误(超

声波在
Bt
u 时间内通过的位移为0tC则超声波的速度为 1声 7

0t
Bt
u

7
u0t
Bt

C故 o项错误(根据题意可得物体通过的位移为

0u C0t 时C所用时间为
Bu CBe
u C

Bt
u 8BeC物体的平均速度为17

0u C0t
Bu CBe
u C

Bt
u 8Be

7
u)0u C0t 
Bu CBt 8Be

C故h项正确C(项错误o

d )t ;n)u #n)l ;n)r ;n)E ;n). #n)9 ;

)c ;n)s ;

righ)t 加速度是描述物体速度变化快慢的物理量C速度

才是描述物体运动快慢的物理量o

)r 若物体的加速度和速度方向相反C则物体做减速运动o

)E 物体运动的速度变化量很大C但所用时间不确定C故不能

确定加速度很大o

). 速度很大的物体C若速度变化很慢则加速度很小C若速度

没有变化则加速度为零o

)9 速度为零的物体加速度不一定为零C如炮弹发射瞬间速

er 



度为零C而加速度很大o

pcy加速度很大说明物体速度变化很快C不能说明物体的速

度一定很大o

psy加速度增大C速度变化率增大C但变化量不一定增大o

r hnight甲的加速度方向与速度方向相同C做加速运动(

乙的加速度方向与速度方向相反C做减速运动o 所以甲的速

度在增大C乙的速度在减小C故h项正确o

c o(night取初速度方向为正方向C若 t ,后物体的速度方

向与初速度方向相同C速度变化量 "17E L=,Cr L=,7

t L=,C加速度(7"1
"B

7t
t L=,u 7t L=,uo 若 t ,后物体的速

度方向与初速度方向相反C速度变化量 "1C7CE L=,C

r L=,7Cs L=,C加速度(C7"1C
"B

7Cs
t L=,u 7Cs L=,uC负号

表示方向与初速度方向相反C故o)(两项正确o

 pty接通电源n释放纸带npuyrnplyelreenelr9s

ightpty为了打点稳定并且尽量多地使用纸带C应先接通

电源再释放纸带o puy打点计时器的打点周期为 eleu ,C而

两相邻计数点间的时间间隔为 elte ,C可见中间有 E 个时间

间隔C则每相邻两个计数点之间还有 r 个点未画出o ply根

据匀变速直线运动中中点时刻的速度等于该过程中的平均

速度可知C1t7
0d 
uu7pll.u 8rllcy?L

u ;elte , 7re ?L=,7elree L=,C

1 7
0t.
uu7prllc 8Eluey?L

u ;elte , 7r9ls ?L=,7elr9s L=,o

i20- t注意计时点与计数点的关系 每隔 r个计时点取

一个计数点C时间间隔为p r 8ty ;eleu ,C而非 "B7r ;

eleu ,o

B ptyeltn加速npuyeleclnply1t
ightpty由于d)t两点之间共有 E 个时间间隔C而打点计

时器每隔 eleu ,打一个点C因此相邻两计数点间的时间间隔

u7elt ,(由相邻两计数点间的时间间隔相同C且纸带越向

右计数点间的距离越大可知C纸带的速度越来越大C即纸带

做加速直线运动o

puy由题图可知Cd).之间的距离为d.7ulE ?L7eleuE LC

由平均速度等于位移除以时间可以解出 d).间的平均速度

为1u 7
eleuE
elt ;l L=,gelecl L=,o

ply当时间越短时C平均速度越接近瞬时速度C故 t点的速

度更接近1to

i20- t为减小误差C应以计数点为中心取较小位移 "0

来求平均速度o

e g(night题中图像的纵坐标表示两车所在的位置C由题

图可知Bt 时刻两图线相距最远C即两车的间距最大Cg项正

确(Bl 时刻两车处在同一位置C故o项错误(图线斜率表示速

度C由题图可知Ce DBt 时间内甲图线的斜率大于乙图线的斜

率C之后甲图线的斜率小于乙图线的斜率C由于甲图线过 g

点的切线与dt平行C则甲车的初速度等于乙车在 Bl 时刻的

速度C故h项错误C(项正确o

ij onight根据1CB图像与坐标轴围成的面积大小表示位

移可知C在Bt 时刻C甲车的位移小于乙车的位移C故 g错误(

根据1CB图像中图线的斜率大小等于物体的加速度大小)斜

率的正负表示加速度的方向可知C在Bt 时刻C甲)乙两汽车的

加速度方向相反C故 o正确(在 B轴上方C两汽车运动的速度

方向相同C都为正C故 h错误(根据斜率表示加速度可知C在

e DBt 时间内C甲汽车的加速度逐渐减小C故(错误o

ii hnight0CB图像中C图线斜率表示速度C由题图可知甲

的速度不变C所以甲车做匀速直线运动(乙的斜率逐渐减小C

所以乙车做速度逐渐减小的直线运动C并非曲线运动C故 g

项错误(在B7e时刻)Bt 时刻甲)乙两车的位置都相同C又都

是单向直线运动C所以两车路程相等C故 o项错误(由 1CB

图像与时间轴围成图形的面积表示位移可知C丙)丁两车在

Bu 时刻速度相同CBu 时刻之前丁的速度大于丙的速度CBu 时

刻n面积g差最大CBu 时刻是丙)丁相距最远的时刻C故 h项

正确(e DBu 时间内C丙的位移小于丁的位移C时间相等C所以

丙的平均速度小于丁的平均速度C故(项错误o

Fou nd er E le ctr

i gnight本题中利用平均速度等效替代瞬时速度C故只能

尽量减小计算平均速度时的位移C即换用宽度更窄的遮光

条o 故选go

o (night由 07EB8Bu 与 071eB8
t
u (B

u 对比C知 1e 7

E L=,C(7u L=,uCB7e 时 07eC所以第 t ,内的位移为0t 7

E ;t L8tu L7. LCg项错误C(项正确(前 u ,内的位移为

0u 7E ;u L8uu L7tr LC前 u ,内的平均速度为 17
0u
B7

tr
u L=,79 L=,Co项错误(第 r ,内的位移为 0r C0rCt 7

Er L8ru LCcEp r Cty 8prCty u sL7pur 8ryLC而第

pr8ty ,内的位移为 0r8t C0r 7Epr 8tyL8pr 8ty u LC

pEr8ruyL7pur8.yLC所以任意相邻的 t ,内位移差为

pur8.yLCpur8ryL7u LCh项错误o 故选(o

C onight由题图可知Celu DelE > 内甲)乙都做匀速直线

运动C加速度均为零C故g项错误(位移.时间图像的斜率表

示速度Celu DelE >内甲的斜率大C则甲的速度比乙的大C故

o项正确(根据运动的位移等于0的变化量可知Cel. Delc >

内甲的位移比乙的大C故h项错误(e Del. >内C甲的位移比

乙的大Cel. Delc > 内C甲的位移依然比乙的大C因此 elc >

内甲的路程比乙的大C故(项错误o 故选oo

, onight由题图可知C在前 l ,内物体的速度均为正值C说

明在前 l ,内物体的运动方向不变C故 g项错误(速度.时

间图像的斜率表示加速度C由题图可知C第l ,内和第 r ,内

图线的斜率相同C则加速度相同C故o项正确(1CB图像与时

间轴所围的n面积g表示位移C由几何知识可知C第 t ,内和

 L 



第 r ,内的位移大小相等C故 h项错误o根据p面积y可知C

e Du ,内和 e Dr ,内的位移大小相等C但所用时间不相等C

因此平均速度大小不相等C故(项错误r 故选or

i onght(根据1CB图像的p面积y大小表示位移大小C且图

像在时间轴上方的p面积y表示的位移为正C在时间轴下方的

p面积y表示的位移为负可知CB7c ,时质点的位移为 "07

u ;cu 8r)
u LCt ;cu 8r)

u L7l LC由于质点在B7e 时位于

07E L处C故当 B7c ,时C质点在 0轴上的位置为 l L8

E L7c L处r 故选or

 (nght(e Du ,内的速度2时间图像在时间轴的上方C都

为正C速度方向没有改变C故g项错误o速度2时间图像的斜

率表示加速度C由题图可知Ct Dl ,内图像的斜率不变C则加

速度不变C其方向没有发生改变C故 o项错误o根据 1CB图

像中p面积y表示位移可知Ce Du ,内的位移为 0t 7t
u ;u ;

u L7u LC故h项错误o根据p面积y表示位移可知Ce Dl ,内

的位移为0u 7
t
u ;u ;u LCt

u ;t ;u L7t LCe DE ,内的

位移为0l 70t C
t
u ;u ;u L8t

u ;u ;t L7t LC可见第 l ,

末和第 E ,末的位置相同C故(项正确r 故选(r

0 ohnght(在时刻 BtC(0-两车的位置坐标相同C由于开始

时 (的位移大于-的位移C所以是 -追上 (C故 g项错误o在

时刻BuC( 的位移继续增大C-的位移减小C则两车的运动方

向相反C故o项正确o0CB图线的斜率表示速度C在 Bt 到 Bu
这段时间内C-车图线的斜率先减小后增大C则-车的速率先

减小后增大C故h项正确o在Bt 到Bu 这段时间内C-图线的斜

率不是一直大于 (图线的斜率C因此-车的速率不是一直比

(车的大C故(项错误r 故选o0hr

2 o(nght(在B7e 到B7t ,之间C甲始终沿正方向运动C而

乙先沿负方向运动后沿正方向运动C故 g项错误o根据速

度2时间图像与坐标轴所围的p面积y表示物体的位移C且 B

轴上方的p面积y表示位移是正值CB轴下方的p面积y表示位

移是负值知C在 B7e 到B79 ,之间乙的位移为零C故 o项正

确o在B7e 到B7r ,之间C甲的速度始终为正值C说明甲一直

沿正方向做单向直线运动C故h项错误o根据 1CB图像的斜

率表示物体的加速度可知C甲0乙在 B7. ,时的加速度方向

都沿负方向C方向相同C故(项正确r 故选o0(r

02  Beij in g F

o (nght(在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的过程中C飞船和空间

站的大小和形状均不能忽略C否则将无法对接C因此二者均

不能看成质点r 故选(r

u onght(在记录运动轨迹时可以把人看成质点C故g项错

误o位移大小为两点间的线段长度Ch和E间的距离约为 re LC

即人发生的位移大小C故 o项正确o运动距离 tlrE <L是路

程C路程除以时间是平均速率C故 h项错误ore L是位移大

小C位移除以时间是平均速度C故(项错误r

l hnght(骑行选手的骑行路线不是单向直线C所以其位移

大小一定不等于路程C故g项错误o研究选手骑车速度时C是

以地面为参考系的C故 o项错误o某位选手骑行全程用了

l >uE LEFC指的是时间C故h项正确o用ij 对选手定位时C

是定位选手某一时刻的具体位置C是一个点C与坐标系有关C

故(项错误r

$ (nght(路程等于运动轨迹的长度Ci7!:8lee Lg.tr LC

没有方向o位移大小等于首末位置的距离C07u:8lee L7

Eee LC方向从d到 r 故选(r

i onght(由题意可知C开始时乙向上做匀减速运动C甲向

下做自由落体运动C甲0乙相向运动C因此甲看到乙向上运

动o当乙到达最高点C速度为零时C甲有向下的速度C而且越

来越快C此时乙也开始向下运动C但是速度没有甲快C所以甲

看到乙一直向上运动r 故选or

 hnght(速度是矢量C速度的变化量"171u C1tC根据图示

可知C"1的方向与初速度的方向相反C而加速度的方向与速

度变化量的方向相同C可见加速度的方向与初速度的方向相

反C因此汽车做减速运动C故h项正确r

0 (nght(因为根据每秒内自行车的位移无法得出自行车

的运动规律C所以无法求出 r ,末的瞬时速度C故 g项错误o

第 u ,内的平均速度1u 7
0u
Bu

7u
t L=,7u L=,C故 o项错误o

r ,内的平均速度 170B7t 8u 8l 8r
r L=,7ulE L=,C故 h

项错误o中间u ,内的平均速度 1C7u 8l
u L=,7ulE L=,C故 (

项正确r

2 onght(做加速运动的物体C速度与加速度方向相同C当

加速度逐渐减小到零时C速度仍然增大C只是增大得越来越

慢C故o项正确Cg0h两项错误o在加速度逐渐减小到零的过

程中C物体的运动方向一直没有改变C因此位移一直增大C当

加速度减为零后C物体做匀速运动C位移还将继续增大C故 (

项错误r 故选or

) hnght(0CB图像只能表示直线运动C即甲0乙均做直线

运动C故g项错误o甲车先做匀速运动C然后静止Co项错误o

乙车对应图线的斜率不断变大C即速度不断增大Ch项正确o

甲0乙图线有两个交点C即在e Dtu ,内相遇两次C(项错误r

o* hnght(在Bt 时刻C甲图线的斜率为正C乙图线的斜率为

负C故两物体的加速度方向不同C故 g项错误o甲0乙的 1CB

图像都在时间轴的上方C速度始终都为正C运动方向没有改

变C故o项错误o1CB图线与B轴围成图形的面积表示位移C

根据图像可知CBl 时刻相距最远CBr 时刻相遇C故 h项正确o

e DBr 时间内C甲物体的位移等于乙物体的位移C时间相等C

则平均速度相等C故(项错误r

oo ct)g(ncu)uuen偏小nght(ct)打点计时器每隔 eleu ,

打一个点C因此记录了物体运动的时间C故g项正确o纸带上

!''



的点迹与物体的形状和质量无关C故 o项错误o因为纸带跟

运动物体连在一起C而打点计时器固定C所以纸带上的点迹

就相应地记录了物体在不同时刻的位置C用刻度尺量出各点

迹间的距离可知道物体在不同时间内的位移C再根据物体的

运动性质可算出物体在不同时刻的速度C但速度不是纸带上

的点迹可以直接记录的C故h项错误C(项正确p

yur电火花打点计时器使用交流 uue )电源工作C打点周期

u7t
27eleu ,C当电源频率变为 .e FA时C实际打点周期将

变小C但进行计算时C仍然用时间间隔 eleu ,计算C因此算出

的速度数值将比物体速度的真实值小p

0- ytreleunyurll.Enylrellen202 ytr打点计时器的

打点周期u7t
27t

Ee ,7eleu ,C即电源频率等于 Ee FA时

每隔 eleu ,打一个点p

yur由题图可知Cd点的读数为 elee ?LCt点的读数为

ll.E ?LC因此dot发生的位移大小为 ll.E ?Lp

ylr由题图可知Cd到 t之间有 . 个间隔C因此时间B7.u7

. ;eleu ,7eltu ,C则从dot的平均速度17
0dt
B7ll.E ?L

eltu ,g

le ?L=,7elle L=,p

0 以初速度的方向为正方向C有1e 7E L=,C17uE L=,CB7te ,C

则 (7
1C1e
B 7uE L=,CE L=,

te , 7u L=,uC得到 ( 为正值C表示

其方向与规定的正方向相同p

对于刹车阶段有 17uE L=,C1C7eCBC7u ,C则(C71CC1BC 7

e CuE L=,
u , 7CtulE L=,uC得到 (C为负值C表示其方向与初

速度方向相反p

0B 由于客车与货车做相对运动C选货车为参考系C客车的一个

乘客从货车头运动到货车尾的距离为07lee LC所用时间

B7te ,C则客车相对于货车的速度170B7le L=,p

由于两车同时相向运动C故有171货 81客C

所以C货车匀速运动速度大小1货 71C1客 7te L=,p

0e 设这个位置离隧道右出口距离为0C当此修路工向左奔跑时C

在相同的时间内C修路工奔跑的距离为 tee C0C火车运动的

距离为 lee Lo当此修路工向右奔跑时C在相同的时间内C修

路工奔跑的距离为0C火车运动的距离为 uee Lp

设火车速度为1C修路工奔跑的最小速度为 r1C当他向左跑

时C根据时间相等列出的方程为lee
17tee C0

r1 o当他向右跑

时C根据时间相等列出的方程为uee
1 70r1C联立解得C07

re LCr7elup

0i 设鱼雷快艇的速度为1C鱼雷的速度为1Cp

对第一枚鱼雷追及敌舰过程C设该过程敌舰速度为 1tC有

1CBt 7Fe 81tBtC解得1t 7ue L=,p

第一枚鱼雷击中敌舰时C快艇和敌舰的距离变为F7Fe C

y1C1trBtC

对第二枚鱼雷追及敌舰的过程C设该过程敌舰速度为 1uC有

1CBu 7F81uBuC解得1u 7te L=,p

ounder Electronics Co., LAll

 uri gh v;VWlXYo?Z56t; 

[\ !" !")

0 (oHgIihn202 正确的实验步骤是-把长木板平放在实

验桌上C并使滑轮伸出桌面o把打点计时器固定在木板的没

有滑轮的一端C并连好电路o把一条细绳拴在小车上C细绳跨

过定滑轮C另一端吊着合适的钩码o把穿过打点计时器的纸

带固定在小车后面o使小车停在靠近打点计时器处C先接通

电源C再放开小车C让小车运动o打完一条纸带C断开电源C取

下纸带o换上新纸带C再重做两次p 即顺序为(oHgIihp

- hn202 实验过程中C一般长木板应平放C不能侧向倾斜C

但适当地调整使一端高一端低C也是可以的Cg项错误p 使

用刻度尺测量长度时C需要估读Co项错误Ch项正确p 作

1CB图像时C若各点与直线拟合C则作直线并使直线经过尽量

多的点C(项错误p

 oh(n202 打点计时器使用的是交流电源C故 g项错误p

电火花打点计时器是利用火花放电使墨粉在纸带上打出墨

点而显示点迹的一种计时仪器C不会产生拖痕C可使实验更

精确C误差更小o而电磁打点计时器是利用变化的低压交变

电流使铁芯产生磁性C吸引带振针的铁条C通过复写纸在纸

带上打出点C可能会产生一些拖痕C且点痕有时不太明显C误

差较大C故o项正确p 要选用平整的纸带C这样的纸带和打

点计时器间的摩擦阻力较小C故h((两项正确p

B 乙n#接线柱接在直流电上n$电压选择 tu )挡

202 电火花打点计时器用的是 uue )交流电C即日常的民

用电o而电磁打点计时器用的是 . )以下的交流电C实验中

要用学生电源的交流 . )或 r )挡来供电C所以该同学用的

是图乙的电磁打点计时器p 图yJr中导线应接在学生电源右

边的#gh$接线柱上C且调整输出电压为 . )或 r )p 故图

yJr中存在的错误有#接线柱接在直流电上o$电压选择

tu )挡p

e hn202 不论两个计数点间的距离大还是小C采用 h项所

述方法可减小误差Ch项正确p

i hn202 方法g偶然误差较大p 方法 (偶然误差也比较

!')



大C 只有利用实验数据画出对应的1CB图像o才可充分利用

各次测量数据o减小偶然误差C 由于在物理图像中o两坐标

轴的分度大小往往是不相等的o根据同一组数据o可以画出

倾角不同的许多图像o方法o是错误的C 正确的方法是根据

图像找出不同时刻所对应的速度值o然后利用公式 ( 7"1
"B
算

出加速度o即方法hC

p elE L=,nel.E L=,ntlE L=,unyrig利用匀变速直线运动

的推论得 1l 7
0ur
Bur

7elE L=,o1r 7
0lE
BlE

7el.E L=,o( 7
1r C1l
B 7

tlE L=,uC

h tt(Elrentuleentu(elutntl(el.e

yrigtt(由题图可知 *u 7Elre ?Lo*l 7tulee ?LC

tu(小车通过计数点cu)的瞬时速度可用ct) cl)间的平均

速度表示o则1u 7
*u C*t

te ;eleu ,7elut L=,C

tl(小车通过计数点cr)的瞬时速度1r 7
*l C*u

te ;eleu ,7elll L=,o

则小车加速度大小 (7"1
"B

7
1r C1u

te ;eleu ,7el.e L=,uC

 设对应点 t2u2l2r2E 的瞬时速度分别为1t21u21l21r21Eo则有

1t 7
tl. 8tlr

eler ?L=,79E ?L=,7el9E L=,o

1u 7
tlr 8tlu

eler ?L=,7.E ?L=,7el.E L=,o

1l 7
tlu 8tle

eler ?L=,7EE ?L=,7elEE L=,o

1r 7
tle 8elc

eler ?L=,7rE ?L=,7elrE L=,o

1E 7
elc 8el.

eler ?L=,7lE ?L=,7ellE L=,o

以速度为纵坐标o以时间为横坐标建立直角坐标系o用描点

法作出小车在薄布上做减速运动时的 1CB图像C 将图线延

长o使其与纵轴相交o如图所示o由图像可知o小车做减速运

动的初速度为 elcE L=,o即为小车在玻璃板上的运动速度C

第 s 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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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 ec tro

n (nyrig匀变速直线运动的加速度大小和方向都不变o即

加速度是一恒量o故 o错误o(正确i在匀变速直线运动中o

相等时间内速度的变化量相等o连续相等时间内位移的变化

量相等o且变化量不为零o故g2h均错误C

c gnyrig匀变速直线运动是速度均匀变化而加速度不变

的直线运动og项正确C

s onyrig每隔 u ,测一次速度o测量数据依次为 elE L=,2

t L=,2u L=,2l L=,  速度是变化的o但不是匀变速直线

运动C

C ghnyrig在匀加速直线运动中 1C1eo在匀减速直线运动

中1p1eoo项错误i匀变速直线运动的1CB图像的斜率表示

加速度o(项错误C

o gnyrig习惯上我们规定 1e 的方向为正方向o当 ( 与 1e
方向相同时 (取正号o( 与 1e 方向相反时 ( 取负号o所以#

.正确o$错误i1的方向与1e 方向有可能相反o,错误C

L h(nyrig当速度方向和加速度方向相同时o物体做加速

运动i当速度方向和加速度方向相反时o物体做减速运动C

不能只根据加速度的正负来判断物体是做加速运动还是减

速运动C h2(两项正确C

p (nyrig根据 1B71e 8(B可知o若 B相同o1B大o由于 1e 的

大小未知o故不能判断 (的大小i若1B和 1e 的差值大o由于 B

的大小未知o故不能判断 ( 的大小i若 ( 相同o1e 大的质点o

其运动时间未知o因此不能判断1B的大小i若B相同o(大o则

1BC1e 一定大C

h (nyrig由题意知17tE L=,o(7u L=,uoB7E ,o根据 17

1e 8(B得o1e 71C(B7E L=,o故选(C

 onyrig车速最大o刹车加速度最小时o刹车时间最长o故

有B7
e C1e
C(LEF

7e Cc
Cr ,7u ,o故o项正确og2h2(三项错误o故

选oC

nt onyrig由速度公式 171e 8(B得o离开跑道前 1t 7(tBto

离开跑道后 1u C1t 7(uBuo代入数据得 Bt 7ue ,oBu 7lu ,o所

以B7Bt 8Bu 7Eu ,C o项正确C

nn o(nyrig由171e 8(B可知o甲的初速度大小为 r L=,o加

速度大小为. L=,uo乙的初速度大小为 E L=,o加速度大小为

E L=,uo选项 g错误2o正确i当甲2乙两者速度相等时o有

r 8.B7E 8EBo解得B7t ,o即B7t ,时两者速度相等o选项 h

错误i当B7. ,时o甲的速度大小为 re L=,o乙的速度大小为

lE L=,o两者相差 E L=,o选项(正确C

nc gohnyrig物体丙的速度是 Cr L=,表示丙的速度大小

为 r L=,o负号表示其速度方向与所选定的正方向相反o不表

示大小C 通过d点时o1甲 C1丙 C1乙o故 g项说法是正确的C

由171e 8(B知通过d点前 t ,时o1甲 7E L=,o1乙 7Cr L=,o

1丙 7C. L=,o则大小有 1丙 C1甲 C1乙o故 o项说法正确C 通

过d点 t ,后o1甲 79 L=,o1乙 7c L=,o1丙 7Cu L=,o则有

1乙 C1甲 C1丙o故h项说法正确C

ns g(nyrig汽车的初速度大小为 te L=,o如果以加速度

u L=,u 做匀加速运动o则 . ,后的速度171e 8(tBt 7uu L=,i

如果汽车以加速度 u L=,u 做匀减速运动o则经过Bu 7
1e
(u

7

d. 



E ,汽车的速度减为零C因此 . ,后汽车的速度为零o

py gohnrigh速度越来越大的匀变速运动是匀加速运动C速

度越来越小的匀变速运动是匀减速运动o 在 e Dr ,内C物体

做匀减速直线运动t在 r Dc ,内C物体做匀加速直线运动t在

B7r ,的前后C物体的速度由正值变为负值C因此速度的方

向发生变化C所以选项g(o(h都正确o 物体在 r ,末的速度

为零C加速度不为零C选项(错误o

pc )t 汽车在司机反应时间内运动的位移为

071eBe 7ue ;elE L7te Lo

开始做匀减速运动时C汽车离d杆的距离为

i7us LCte L7ts Lo

)u 由题图乙结合题意可知C汽车做匀减速运动的加速度为

(7"1
"B

7 . Cue
9lE CelE L=,u 7Cu L=,uo

由题意可知C汽车从t杆到 杆的时间为 u ,C从d杆到 杆

的时间为 . ,C设汽车经过 d杆时的速度大小为 1dC有1 7

1d8(BtC解得1d7tc L=,o

设汽车经过 t杆时的速度大小为 1tC有 1 71t8(BuC解得

1t7te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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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icc

p hnrigh做匀变速直线运动的物体C只有当物体的初速度

为零时C物体在第 t ,内和第 u ,内的位移之比才是 t 2lC物

体在第 t ,末和第 u ,末的速度之比才是 t 2uC选项 g(o错

误t在连续相等时间内的位移差均为 (BuC选项 h正确t在连

续相等时间内的位移不相等C选项(错误o

s gnrigh第 l ,内的位移为 0l 7t
u ( ;)l , u Ct

u ( ;

)u , u 7E LC所以 (7u L=,uC故第 t ,末的速度为 17(B7

u L=,C故g项正确o

 gohnrigh由17(B知 ( 7elu L=,uC故前 te ,内通过的

位移大小为07t
u (B

u 7t
u ;elu ;teu L7te LCg(o两项正

确t前 te ,内的平均速度大小为 170B7te
te L=,7t L=,Ch

项正确t0te 7t
u ( ;)te , u Ct

u ( ;)s , u 7tls LC(项

错误o

y onrigh小球在沿斜面上滑过程中最后 t ,的位移等于从

最高点沿斜面由静止下滑第 t ,内通过的位移C为07t
u (B

u 7

t
u ;E ;tu L7ulE LC故o项正确o

c hnrigh设一节车厢长为 FC则 F 7t
u (B

u
tCrF 7

t
u (B

u
uC将

Bt 7u ,CBu 7. ,代入上面两式C解得 r7so

C hnrigh由题图得直线方程为 0B7elEB8elEC由 071eB8

t
u (B

uC得 0B71e 8
t
u (BC可得 ( 7t L=,uC1e 7elE L=,C可知

物体的加速度不变C做匀加速直线运动o 故 g(o((三项错

误Ch项正确o

o 由逆向思考得 07t
u (B

uC( 7u0
Bu

7u ;u
tu L=,u 7r L=,uC0C7

t
u ;r ;9u L7sc Lo

. )t 选沿斜面向上的方向为正方向o

物体沿斜面向上做匀减速运动C位移07
1e 81
u BC

由题意知17eC07nC故1e 7
un
Bo

)u 由题意知171e 8(BC得加速度 (7Cun
Bu
C方向与1e 相反o

考虑到速度的方向C大小为初速度大小一半的速度为1t 7
t
u 1e

或1u 7Ct
u 1eo

故经过的时间Bt 7
1t C1e
( 7t

u B或Bu 7
1u C1e
( 7l

u Bo

由位移公式得物体此时到出发点的距离

0t 7
1e 81t

u Bt 7
l
r n或0u 7

1e 81u
u Bu 7

l
r no

故物体的速度大小为初速度大小的一半时经过的时间为
t
u B

或
l
u BC此时与出发点的距离为

l
r no

, onrigh由速度图像与横轴所围面积表示位移可知C质点

在前 c ,内位移为07l LCE L7Cu LC平均速度 170B7

CeluE L=,C负号说明方向与正方向相反C即向左C选项 o

正确o

pL gnrigh由题意知C图像是以向上为正方向Cg( 段为向上

的匀加速运动C(-段仍为匀加速上升阶段C但 (-段的加速度

比g(段的加速度大C选项g正确t-A段火箭速度仍向上C但

加速度为负C即加速度与速度方向相反C火箭向上做减速运

动C到BA时刻速度为零C即达到了最高点C故选项 o(h((均

错误o

pp hnrigh设消防队员匀加速运动和匀减速运动的加速度

大小分别为 (t((uC所用时间分别为 Bt(Buo 根据题意可知

(tBt 7(uBuC(t 7u(uCBt 8Bu 7l ,C t
u (tB

u
t 8

t
u (uB

u
u 7tu LC联立

解得 (t 7c L=,uCBt 7t ,CBu 7u ,C(u 7r L=,uC则 1t 7(tBt 7

c L=,C故选ho

rl rhh根据1CB图线与时间轴围成的面积大小是否等

于该消防队员下滑的总高度 tu LC排除 g项t消防队员先匀

加速后匀减速C排除 (项t加速下滑时的加速度大小是减速

ts 



时的 u 倍C排除o项o

py (nrigh汽车经过两根电线杆的平均速度为 170BC由于

汽车做匀加速直线运动C所以有 17
1t 81u

u C联立两式代入数

据得1t 7E L=,C即经过第一根电线杆时的速度为 E L=,C故

gtoth三项错误C(项正确o

p( (nrigh所有匀变速直线运动的位移 071BC位移表达式

还有071eB8
t
u (B

uC071BCt
u (B

uC相同时间内位移的大小与

初速度1et(或与末速度1t(有关C故只有(项正确o

pc go(nrigh由07t
u )1e 81 B得这段运动所用时间为 B7

r ,C代入 (7
1C1e
B得加速度为 elE L=,uCgto两项正确2自计

时开始Cu ,末的速度为 9 L=,Ch项错误2由 1B
u

717

t
u )1e 81 得中间时刻的速度为 9 L=,C(项正确o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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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ctr

p onrigh公式07
1u C1ue
u( 适用于匀变速直线运动C既适用于

匀加速直线运动C也适用于匀减速直线运动C既适用于位移

为正的情况C也适用于位移为负的情况C选项 o正确C选项

gth错误2当物体做匀加速直线运动C且规定初速度的反方

向为正方向时C(t0就会同时为负值C选项(错误o

y hnrigh设运动员滑至山坡底端的速度为 1C此速度又为

减速运动的初速度C由速度与位移的关系式有 1u 7u(t0tC

e C1u 7Cu(u0uC故 (t 2(u 70u 20t 7u 2to

( hnrigh由 1u C1ue 7u(0和 1e 7c L=,C( 7t L=,uC07

tc LC可求出17te L=,C故选项h正确o

c hnrigh根据公式171e 8(B得B7C
1e
( 7E

u ,7ulE ,C即

汽车经 ulE ,就停下来C则制动后 r ,内通过的路程即制动后

ulE ,内通过的路程07C
1ue
u( 7 Eu

u ;u L7.luE LCh项正确o

o hnrigh子弹从射入 d到穿出 t的过程中做匀变速直线

运动C设子弹运动的加速度为 (C由运动学公式知 lF7

1uu C1
u
t

u( C得 (7
1uu C1

u
t

.F C假设穿出 d的速度为 1C则 F 7
1u C1ut
u( C

代入 (解得17
u1ut 81

u
u

槡 l C因此选项h正确o

n )t 货车做匀减速直线运动加速度大小 (7"1
"B

7
1e
Bo

)u 由运动学公式 1u C1ue 7u(0C得最大上行距离 F 7

1ue
u( 7

1eB
u o

i ghnrigh匀变速直线运动中C某段时间内的平均速度等

于中间时刻的瞬时速度C则 1t 71uC设 (t-两点的速度分别

为1(t1-C则1u 7
1( 81-

u C1l 7
1u( 81

u
-

槡u C因为 1ul C1uu 7
1u( 81

u
-

u C

1u( 81
u
-8u1(1-
r 7

)1( C1- 
u

r CeC可知不论匀加速直线运动C还

是匀减速直线运动C均有1l C1uC故gth两项正确Cot(两项

错误o

s hnrigh运动是相对的o 若以列车为参考系C则该位置相

对于列车做匀加速直线运动C该位置经过车身中部时的速度

17
1ue 81

u
t

槡u 7E L=,)通过变换参考系C转换为求中点位置的

速度 C选项h正确o

 (nrigh利用中间位置速度10
u
7
1ue 81

u

槡u 这一推论得 17

1ue 8e
u

槡u C1e 7槡u1C滑雪者在斜面上的平均速度17
1e 8e
u 7

槡u
u 1C(项正确o

pC (nrigh列车过完桥所行驶的距离为 uFC车头经过桥尾时

的速度为1uC则1u 是这一段距离的中间位置的瞬时速度C设列

车过完桥时的速度为1C则1u 7
1ut 81

u

槡u C解得17 u1uu C1
u

槡 to

pp (nrigh由加速度公式 (7"1
"B
得 (71Cr1B 7Cl1

BC负号表

示与初速度方向相反C故 g项错误2利用中间位置的速度公

式1中 7
1u 81ue
槡u 得 1中 7 1u 8t.1u

槡 u 7 t91u

槡u 7 t9
槡u 1C故 o

项错误2根据中间时刻的瞬时速度等于平均速度C得1B
u 717

18r1
u 7E

u 1C故h项错误2根据位移公式071B8t
u (B

u 知 e D

B
u 时间内发生的位移 07r1;

B
u Ct

u ;l1
B; Bt gu

u

7tl1B
c C

在
B
u DB时间内位移0C7r1BCt

u ;l1
B;Bu Ctl1B

c 791B
c C所以

e DBu 时间内发生的位移比
B
u DB时间内的位移大 l

r 1BC故 (

项正确o

py on righ 在匀变速直线运动中间位置的速度 10
u

7

1ud81
u
t

槡u 7 1u 8s1u

槡 u 7槡E1C故 g项错误2在匀变速直线运

动中间时刻的速度1B
u
7
1d81t

u 718l1u 7u1C故 o项正确2由

题可知C物体在B时间内的速度的增加量是 u1C不能判断出

物体在经过任意时间内速度的增量均为 l1C故 h项错误2物

体在时间B的中间时刻的速度为 u1C则物体在后 Bu 时间所通

过的距离比前
B
u 时间所通过的距离大 "07

u18l1
u ;Bu C

18u1
u ;Bu 7t

u 1BC故(项错误o 故选oo

o.,



 Ltd.A中间时刻的瞬时速度公式 1B
u
7
1e 81
u 仅适用于

匀变速直线运动C且 1eo1是初o末速度C必须考虑其方向问

题p 平均速度公式170B适合一切类型的运动C而只有匀变

速直线运动中才有171B
u
p

yr hn igA由题知物体做匀加速直线运动Cu7r ,C0t 7

ur LC0u 7.r LC根据推论"07(uuC得0u C0t 7(u
uC解得(7

0u C0t
uu

7.r Cur
ru L=,u 7ulE L=,uC又0t 71eu8

t
u (u

uC得1e 7

0t
uCt

u (uC代入数据解得1e 7t L=,C故选hp

yh on igA物体做匀加速直线运动C连续通过两段位移C速

度增加量相同C则运动的时间相等C设为uC则有"07(uuC即

tE LCte L7(uuC根据速度与时间公式有t"17E L=,7(uC

解得u7t ,C( 7E L=,uC故 o项正确Cgoho(三项错误C故

选op

y( gn igA设质点从t到 所用时间为 uC则 0u C0t 7(uuC

因此u7
0u C0t
槡( C则从t到.的时间为 u

0u C0t
槡( C质点经

过 点的速度1 7
0t 80u
uu 7

0t 80u
u

(
0u C0槡 t

C故g项正确Coo

ho(三项错误p 故选gp

c)  20- Be ij ing

y gn igA设加速度为 (C则由07t
u (B

uC得 (7u0
Bu

7elc L=,uC

所以第 t ,末速度1t 7(Fut ,n 7elc L=,C第 u ,内通过路

程为0u 7
t
u (Fuu ,n u Ct

u (Fut ,n u 7tlu LC故#$.正

确C,错误C即选项g正确C其余均错误p

d gn igA设初速度为 1eC加速度为 (p 根据位移公式 07

1eB8
t
u (B

uC将B7E ,和B79 ,分别代入C解得1e 7CelE L=,C

(7t L=,up 质点在B7. ,时的速度1. 71e 8(B7ElE L=,C故

g项正确p

r on igA根据匀变速直线运动的位移与时间公式C得

t
u (r

u Ct
u (urCtn

u 70C解得 ( 7 u0
urCtC故 t ,末的速度为

17(B7 u0
urCtC故选op

h g(n igA将此质点沿直线运动的位移随时间的变化关系

式07EB8BuC与匀变速直线运动的位移e时间关系式 07

1eB8
t
u (B

u 进行对比C得质点的初速度为 1e 7E L=,C加速度

(7u L=,uC质点第 t ,内的位移为 0t 7E ;t L8t
u ;u ;

tu L7. LC在前 u ,内的位移为 0u 7E ;u L8t
u ;u ;

uu L7tr LC故前 u ,内的平均速度为 17
0u
B7tr

u L=,7

9 L=,C故g项正确Co项错误r任意相邻 t ,内的位移差为

"07(uu 7u ;tu L7u LCh项错误r因为质点做加速度为

(7u L=,u 的匀加速直线运动C所以任意 t ,内速度的增加量

都是 u L=,C(项正确p

( ohn igA对d到 .过程C根据平均速度公式有 F 7
1.
u BC

解得1.7
uF
BC故g项错误r对 d到 .过程C根据位移公式有

F7t
u (B

uC解得 (7uF
Bu
C故 o项正确r对 d到 t过程C根据位

移公式有
F
l 7t

u (B
u
tC对 d到  过程C根据位移公式有uF

l 7

t
u (B

u
uC物体在t 段的平均速度为1t 7

F
l
Bu CBt

C联立解得Bt 7

槡l
l BCBu 7

槡.
l BC1t 7

u槡. 8槡lnF
lB C故h项正确C(项错误p

 on igA设汽车刹车时的加速度大小为 (C减速到 e 的时

间为BC正常行驶的速度大小为1eC则当超声波信号与汽车相

遇时汽车移动的距离为 0t 71eF
B
u Ct

u (
Bt gu

u

C1e 7(BC超

声波信号传播的距离为 0u 7lre L=,;Bu C0t 80u 7lEE LC

lEE LCllE L7t
u (B

uC联立解得 B7u ,C( 7te L=,uC1e 7

ue L=,p

E utn刹车后小车做匀减速运动C小球继续做匀速运动C则

0球 71eBC0车 71eBC
t
u (B

uC0球 C0车 7FC

代入数据可解得B7t ,p

经判断知小球离开小车时C小车没有停止运动C故从刹车开

始到小球离开小车所用的时间为 t ,p

uun经判断小球离开小车又经Bt 7elE ,落地时C小车已经停

止运动C则小车总位移0t 7
1ue
u(C解得0t 7lltuE Lp

 lecrA i匀减速直线运动c分为i单向匀减速直线运

动cC比如i刹车运动cC和i双向匀减速直线运动cC比如i物

体沿光滑斜面减速到零后再反向做匀加速直线运动cp 解答

此类问题时要注意区分上述两种情况p

s hn igA使用 r 倍速度的i快镜头cC则有 1C7r1p 由于使

用i快镜头c时汽车发生的位移与不使用i快镜头c时相同C

由公式 (71
u

u0得知C(C7t.(C故h项正确p

C on igA根据"07(uuC得 ( 7"0
uu 7Ct

t L=,u 7Ct L=,uC

根据071eB8
t
u (B

uC得1e 7llE L=,Cg项正确Co项错误r第

u ,末的速度 1u 71e 8(B7ullE Ct ;unL=,7tlE L=,C则

0l 7
e C1uu
u( 7CuluE

Cu L7s
c LC位移0l 内的平均速度大小17

1u
u 7el9E L=,Cho(两项正确p

o.,



Fo hnr: u设物体dt段和t 段位移均为0Cdt段加速度大

小为 (tCt 段加速度大小为 (uo 对 dt段有 1
u
tC1

u
d7u(t0C

对t 段有1u C1
u
t7u(u0C由题意Cu1t7p1d81 yo 由以上三

式得 (u C(t 7
t
r0p1dC1 y

uC则 (u C(tC故选ho

FF (nr: u设匀加速的加速度为 (C物体的速度分别为 1ti1u
和1lo 据题得1u C1t 71l C1u 7"1C则 1l C1t 7u"1o 据运动

学公式可知 1uu C1ut 7u(0tC得p1u C1t y p1u 81t y 7u(0tC即

"1p1u 81t y 7u(0tg1
u
l C1uu 7u(0uC得p1l C1u y p1l 81u y 7

u(0uC即"1p1l 81u y 7u(0uC联立解得 ( 7
p"1y u

0u C0t
C故 (项正

确Cgioih三项错误o

rht(:u因每次速度的变化量相同C则由 "17("B知每

次所用的时间也相同C故有0u C0t 7(p"By u 7( "1t g(
u

C解得

(7p"1y u

0u C0t
o

Fc onr: u利用)逆向思维法 C把物体的运动看成逆向的初

速度为零的匀加速直线运动C则做匀减速直线运动的物体在

连续相等时间内的位移之比为 9 2E 2l 2tC所以有 9
t 7

tr L
0t

C0t 7u LC故选o项o

F2 hnr: u初速度为零的匀加速运动C经过连续相等位移时

间之比为 t 2p槡u Cty2p槡l C槡uy2pu C槡lyC设运动总时间

为BC有 B
ul9 ,7

u
u C槡l

C得 B7ue ,C再由 0总 7t
u (B

u 7l. L得

(7eltc L=,uC选ho

F0 (nr: u将末速度为零的匀减速直线运动看成是反方向

初速度为零的匀加速直线运动p逆向思维yC从静止开始通过

连续相等的三段位移所用时间之比为Bt 2Bu 2Bl 7t 2p槡u C

ty2p槡l C槡uyC则倒数第 l Li倒数第 u Li最后 t L内的时

间之比为p槡l C槡uy2p槡u Cty2tC平均速度之比为 t

槡l C槡u
2

t

槡u Ct
2t 7p槡l 8槡uy2p槡u 8ty2tC故只有选项(正确o

00-2 02  Beijn

gF o  Beijn un der

F gnr: u物体只受重力作用C并且从静止开始下落的运动

才是自由落体运动C实际下落中C空气阻力很小C可以忽略不

计时C也可以看作是自由落体运动Chi(正确Cg错误g自由

落体运动的性质是初速度为零i加速度为 7 的竖直向下的匀

加速直线运动Co正确o

c (

2 ohnr: u只受重力作用且由静止开始的竖直向下的运动

是自由落体运动Cgi(两项错误g自由落体运动的加速度恒

定为 7C则根据"177B可知C在任意相等的时间内速度变化

量相等Co项正确g因为自由落体运动是匀变速直线运动C则

某段时间的中间时刻的速度等于初速度与末速度和的一半C

h项正确o

rElecu对自由落体运动条件认识不清C往往误认为物体

仅在重力作用下的运动就看作是自由落体运动或者是误认

为只要物体从静止下落C物体就做自由落体运动C从而误

选gi(o

0 gnr: u重力加速度是矢量C方向竖直向下C与重力的方

向相同o 在地球表面C不同的地方C7 的大小略有不同C但都

在 slc L=,u 左右C所以g不正确Co正确o 在地球表面同一

地点且同一高度C7的值都相同C随着高度的增大C7 的值逐

渐变小C所以hi(正确o

t hnr: u设物体自由下落总高度为 oC由 o 7t
u 7B

u 得 B7

uo
槡7 C下落全程的一半历时 BC7 u ;pojuy

槡 7 C则 BCB7槡uu Ch

项正确o

n gnr: u小球在第 E ,内的位移是 tc LC则第 E ,内的平

均速度为c170B7tc
t L=,7tc L=,o 第 E ,内的平均速度等

于 rlE ,末的速度C所以有c(71BC7tc
rlE L=,u 7r L=,uC小球

在 u ,末的速度是c1u 7(Bu 7r ;u L=,7c L=,C故g项正确C

oih两项错误g小球在前 E ,内的位移是c07t
u (B

u
E 7t

u ;

r ;uE L7Ee LC故(项错误o 故选go

s onr: u当第一粒石子运动的时间为 B时C第二粒石子运

动的时间为 pBCtyo 则有 ot 7 t
u 7B

u#C1t 77B$C ou 7

t
u 7pBCty

u.C1u 77pBCty,o 由#.得c"o77BCt
u 7C由

$,得c"177o 因此C"o 随 B增大而增大C"1不变C选项 o

正确o

 oh(nr: u如果位置)t 是小球释放的初始位置C则有

otu 2oul 2olr 2orE 7t 2l 2E 29C而题图提供的信息是 otu 2

oul 2olr 2orE 7u 2l 2r 2EC故 g项错误g因 orE Colr 7olr C

oul 7oul Cotu 7*C故 o项正确g由 "07(uu 得 ( 7"0
uu 7 *

uu C

故h项正确g小球在位置)l 的速度 1l 7
our
uu79*

uuC故 (项

正确o

C onr: u设悬链的长度为 FC从悬点至悬点正下方 tulc L

处的一点的高度为 oC经Bt 悬链的下端经过该点C则 o CF 7

t
u 7B

u
tC代入数据解得cBt 7tlu ,C经 Bu 悬链的上端经过该点C

则有co7t
u 7B

u
uC代入数据解得cBu 7tl. ,C则经历的时间为c

"B7Bu CBt 7elr ,C故o项正确Cgihi(三项错误o

o.,



第 te 题图

 L ontd. 画出直杆穿过隧道的图示C"B7

uoo8Ft 8Fup
槡 7 C uo

槡7 t7 u ;tE
槡te C

u ;E
槡 gte ,7o槡l Ctp,C故o项正确y

  设重物下落时间为BC该星球表面重力加速度

为 7C则

lu L7t
u 7B

uC

lu LCtr L7t
u 7oBCtp

uC

联立得B7r ,C77r L=,uy

 r 利用自由落体运动的规律C可以由多种方法求解y

方法一i设窗顶离屋檐的距离为 iC球落到窗顶处的速度为

1tC落到窗底处的速度为1uy

根据177B得1t 77BtC1u 77oBt 8"Bpy

分别代入公式1uu C1
u
t 7u7g"o 得 7u oBt 8"Bp u C7uBut 7u7g

"oC代入数据i"B7eluE ,C"o 7u LC77te L=,uC解得 Bt 7

el.9E ,y

所以i7t
u 7B

u
t 7

t
u ;te L=,u ;oel.9E ,p u 7uluc Ly

方法二i1uu C1
u
t 7u7g"oC又因为1u C1t 77g"By

所以 1t 7 t tu
u"o
"B

C7" gB 7t
u t; u ;u L

eluE ,Cte L=,u ;

el guE , 7.l9E L=,y

根据1ut 7u7i得i7
1ut
u7 7

o.l9E L=,p u

u ;te L=,u
7uluc Ly

方法三i小球经过窗口"o7u L这段位移的中间时刻的瞬时

速度为1中 7"o
"B

7 u L
eluE ,7c L=,y

由1中 77B中 得C到此时C所用时间B中 7
1中
7 7c L=,

te L=,u
7elc ,C

所以小球从屋檐落到窗顶时所用时间为

B7B中 C"Bu 7elc ,CeluEu ,7el.9E ,y

所以i7t
u 7B

u 7t
u ;te L=,u ;oel.9E ,p u 7uluc Ly

 h otponoup
uoouBt CotBup
BtBuoBu CBtp

td. ot 71eBt 8 t
u 7B

u
tCou 71eBu 8 t

u 7B
u
uC由此可得 7 7

uoouBt CotBup
BtBuoBu CBtp

y

t( c ) 20-BeijngFo un der

 ontd. 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论断的是伽利略Co项

正确y

r hntd. 亚里士多德认为C在同一地点重的物体和轻的物

体下落快慢不同C故g项错误E伽利略猜想自由落体的运动

速度与下落时间成正比C并未直接用实验进行验证C而是在

斜面实验的基础上进行理想化推理C故 o项错误E伽利略通

过数学推演并用小球在斜面上的运动验证了位移与时间的

平方成正比C故h项正确C(项错误y

h g(ntd. 因为物体下落得太快C伽利略无法测量物体自

由下落的时间C为了使物体运动速度变慢C伽利略转向探究

物体在斜面上的运动问题y 甲l乙l丙三个过程都是实验现

象C采用斜面可以e冲淡c重力的作用C使实验现象更明显y

采用不同倾角的斜面C是为了观察其规律性C形成外推的实

验基础C丁过程是在此基础上经过合理的外推得到的结论C

故gl(两项正确y

t hntd. 由于时间测量上的困难C伽利略无法直接研究自

由落体运动C而是在斜面实验的基础上合理外推C最终得到

倾角为 sec时小球运动o自由落体运动p的规律y 所以C在当

时并没有直接对落体运动进行实验C伽利略所用的物理实验

方法属于理想实验法Ch项正确y

s hntd. 伽利略探究物体下落规律的过程i先对亚里士多

德对落体运动的结论提出质疑...大小石块捆在一起下落

得出矛盾的结论E猜想...下落的运动是最简单的运动C速

度与时间成正比E数学推理...如果 1,BC则有 0,BuE实验

验证...设计出斜面实验并进行研究C得出光滑斜面上滑下

的物体的规律0,BuE合理外推...将光滑斜面上滑下的物体

的规律0,Bu 推广到落体运动y 从探究过程来看C答案应是

h项y

d (ntd. 小球在斜面上三次运动的位移不同C末速度一定

不同C故g项错误E由17(B可得C(71BC三次下落中的加速

度相同C故公式正确C但不是伽利略用来证明匀变速直线运

动的结论C故o项错误E由题图可知Cit Ciu Ciu CilC故 h项

错误E由运动学公式可知Ci7t
u (B

uC( 7ui
Bu
C故三次下落中位

移与时间平方的比值一定为定值C伽利略正是用这一规律说

明小球沿光滑斜面下滑为匀变速直线运动C故(项正确y 故

选(y

. otp猜想与假设noup分析与论证ntd. otp伽利略在事

实没有验证以前提出的观点应该是猜想与假设y oup重复实

验寻找到大量数据C对数据进行合理科学地分析得出正确的

结论C属于分析与论证y

A otphnoup9rn不变n减小nolphntd. otp关于初速

度为零的匀变速运动C位移与时间的二次方成正比C由于水

是均匀稳定地流出C水的体积和时间成正比C所以量筒中收

集的水量可以间接测量时间C故选 hy oup该运动是匀变速

直线运动C位移与时间的二次方成正比C即位移与水的体积

的二次方成正比y 小组同学漏填了第 l 组数据C实验正常C

这组水量;79r LKy 若保持倾角 !不变C增大滑块质量C物

体的加速度不变C则相同的 iC水量 ;将不变E若保持滑块质

量不变C增大倾角 !C加速度将增大C则相同的 iC时间减少C

!'&



水量;将减小C olp本实验误差的主要来源有y水从水箱中

流出不够稳定r距离测量的不准确r滑块开始下滑和开始流

水不同步r选用了内径较大的量筒等r故选hC

igh t (c) 20 0- 20 

t g(n Bei观察速度j时间图像ru ,后乙的速度大于甲的

速度r选项g正确n前 u ,r甲的速度一直大于乙的速度ru ,

末甲g乙速度相等ru ,末二者距离最大r选项 o错误n速度j

时间图线与横轴包围的面积代表位移rr ,内甲g乙的位移相

同r时间相同r所以平均速度相同r选项 h错误nr ,末甲g乙

位移都等于re Lr此时乙刚好追上甲r选项(正确C

 on Beit历时Be 7C
1t
( 7E ,停下r此时0d71dBe 7ue Lr

0t7
1t
u Be 7uE Lr0dp0t89r说明d是在t停后再追上的rE ,

过后还需时间Bt 7
0t89 C0d
1d

7l ,r故B总 7Be 8Bt 7c ,C

F hn Bei由图像可知y在B7t ,时r甲乙速度相等r位移不

等r没有相遇r故g项错误n1CB图像与坐标轴围成的面积表

示位移r由图像可知r. ,末甲乙相距最远r最远距离 07

te Lr故o项错误n甲乙两个物体在 u D. ,内图像的斜率相

同r所以加速度相同r则甲相对乙做匀速直线运动r故h项正

确g(项错误C 故选hC

o (n Bei由题可知r甲运动的时间为 lB时与乙相遇r则y

t
u u(甲olBp

u 7t
u (乙 ouBp

ur所以 (甲 7r
s (乙r故 g项错误n

相遇时甲的速度 1t 7(甲ulB7r
s (乙ulB7r

l (乙 Bn乙的速

度y1u 7(乙uuB7u(乙 Br所以
1t
1u

7u
l r故 o项错误n速度相等

时r两质点相距最远r设经过Be 时间甲与乙的速度相等r则y

(甲oB8Bep 7(乙 Ber联立可得Be 7
r
E Br故h项错误n结合 h项

可知r甲运动的时间为yB8Be 7B8r
E B7

s
E Br故 (项正确C

故选(C

n ohn Bei由题图可知r两车速度相等时经历的时间为

ue ,r甲车的加速度 (t 7CuE
uE L=,u 7Ct L=,ur乙车的加速

度 (u 7
CtE
le L=,u 7CelE L=,ur此时甲车的位移0甲 71甲 B8

t
u (tB

u 7lee Lr乙车的位移0乙 71乙 B8
t
u (uB

u 7uee Lr可知

要不相撞r则两车的距离至少为 "07lee LCuee L7

tee Lr因为两车发生碰撞r则两车的距离小于 tee Lr故 g

项错误ro项正确C B7ue ,时两车速度相等r可知两辆车一

定是在刹车后的 ue ,之内的某时刻发生相撞的r故 h项正

确r(项错误C 故选oghC

d h(n Bei根据1CB图像与时间轴所围e面积E大小等于

位移r由题图知rB7l ,时r-车的位移为yi-71-B7te ;l L7

le Lr(车的位移为i( 7
t
u ;ole 8uep ;t L8t

u ;oue 8

tEp ;u L7.e Lr则i( Ci-7le Lr所以在 B7l ,时追尾r故

h项正确rggo两项错误n若刹车不失灵r由图线可知在 B7

u ,时两车速度相等r小汽车相对于大卡车的位移 "07t
u ;

ote 8lep ;u LCte ;u L7ue Lple Lr所以若刹车不失

灵r不会追尾r故(项正确C 故选hg(C

l gohn Bei若乙车追上甲车时r甲g乙两车速度相同r即此

时B7ur则ie 7itr此后甲车速度大于乙车速度r全程甲g乙

仅相遇一次n若甲g乙两车速度相同时rie pitr则此时乙车已

在甲车的前面r以后甲还会追上乙r全程中甲g乙相遇 u 次n

若甲g乙两车速度相同时rie Citr则此时甲车仍在乙车的前

面r以后乙车不可能再追上甲车了r全程中甲g乙都不会相

遇r综上所述r选项ggogh正确r(错误C

e 设电动车行驶速度为1r行驶 tee L历时 Br则追上时汽车速

度为 r1r设此过程中汽车位移 0t 71B7u1Br电动车位移 0u 7

1B7tee Lr联立得 0t 7uee Lr故汽车开始运动时两车相距

i70t C0u 7tee LC

c otp设t火车的加速度大小为 (r(7
1ue C1

u

u0 7elu L=,uC

oupt车速度减少到 ue L=,时r二者相距最近r此时 t车位

移为0trd车位移为0ur

则由0t 7
1utC1

u
d

u( r1d71tC(Br0u 71dBr

可得0t 7t uEe Lr0u 7t eee LC

因为0t C0u 8uee Lr所以两车会相撞C

olp能见度至少要达到 0L时r才能保证火车不相撞r07

0t C0u 7uEe LC

tr 解法一y用临界条件求解

#

otp当汽车的速度为1e 7. L=,时r二者相距最远r所用时间

为B7
1e
( 7u ,r

最远距离为"071eBC
t
u (B

u 7. LC

oup两车距离最近时有1eBC7
t
u (BC

ur解得BC7r ,r

汽车的速度为17(BC7tu L=,C

解法二y用图像法求解

otp汽车和自行车的1CB图像如图$所示r由图像可得 B7

u ,时r二者相距最远C 最远距离等于图中阴影部分的面积r

即"07t
u ;. ;u L7. LC

oni



$

第 te 题图

cus两车距离最近时C即两个 1CB图线下方面积相等时C由

图像得此时汽车的速度为17tu L=,o

解法三p用数学方法求解

cts由题意知自行车与汽车的位移之差为"071eBC
t
u (B

uC因

二次项系数小于零C当 B7
C1e

u ; Ct gt
u (

7u ,时C"0有最大

值C最大值"0L71eBC
t
u (B

u 7. ;u LCt
u ;l ;uu L7. Lo

cus当"071eBC
t
u (B

u 7e 时相遇C得 B7r ,C汽车的速度为

17(B7tu L=,o

yri g ht(c) 20 0-2

0 on02  选取竖直向上的方向为正方向C物体在 E ,内的

位移po71eBC
t
u 7B

u 7uE LCe LB方向与初速度的方向相

同C竖直向上o 物体上升的最大高度pv7
1ue
u7 7

leu

u ;te L7

rE LC物体上升的时间pB7
1e
7 7l ,pE ,C所以物体的路程p

i7uvCo7.E LC故 ge(两项错误BE ,内的平均速度p17

o
B7E L=,C方向竖直向上C故 o项正确BE ,内速度的变化

量p"177B7Ee L=,C方向竖直向下C故h项错误o

g gn02  从竖直上抛的最高点到点 d的时间Bd7
ud
u C从竖

直上抛的最高点到点t的时间 Bt7
ut
u C则 det两点的距离

07t
u 7B

u
dC

t
u 7B

u
t7

t
c 7cu

u
dCu

u
tso

i ghn02  由题图可知物体上升的最大高度为 ue LC上升

时间为 E ,C由 o7t
u 7CB

u 得 7C7tl. L=,uCg项正确Co项错

误B1e 77CB7c L=,Ch项正确B由竖直上抛运动的特点知C(

项错误o

j go(n02  物体做竖直上抛运动C石子运动到离抛出点

tE L处CtE L可能在抛出点上方C也可能在抛出点下方C规

定竖直向上为正方向C则石子在抛出点上方时 o7tE L或石

子在抛出点下方时 o 7CtE LC分别代入 o71eBC
t
u 7B

uC解

得时间为 t ,或 l ,co7tE Ls或cu 8槡9s ,co7CtE Lso

第 E 题图

n 画出小球运动的情景图C如图所示o 小球先

后经过d点的时间间隔"B7u ,C根据竖直上

抛运动的对称性C小球从 d点到最高点的时

间Bt 7
"B
u 7t ,C小球在 d点处的速度1d7

7Bt 7te L=,B

在gd段根据公式 1udC1
u
e 7Cu7o 得 1e 7te

槡u L=,B

小球从g点上抛到d点的时间

Bu 7
1dC1e
C7 7te Cte槡u

Cte ,7c槡u Cts ,o

根据对称性C小球从抛出到返回原处所经历的总时间 B7

ucBt 8Bus 7u槡u ,o

 cts设小物体离开气球时C气球离地的高度为 oC则 Co7

1eBC
t
u 7B

uc取竖直向上为正方向sC所以 o7te Lo

cus小物体着地时的速度为 1B71e C7B7CtE L=,cF Cu表

示方向竖直向下so

所以小物体着地时的速度大小为 tE L=,o

cls小物体着地时C气球的高度v7o t8 1eB8
t
u (Bgu 7uu Lo

nde rE lero 20 0-n

0 (n02  物体做匀变速直线运动的位移公式为071eB8

t
u (B

uC题目中其位移随时间的变化规律 07rB8uBuC类比可

得1e 7r L=,C(7r L=,uC(正确o

g gh(n02  根据运动学公式 171e 8(B可得 t ,末的速度

大小为17t. L=,Cc ;t L=,7c L=,C所以 g正确B达到最

高点时C速度为零C所用时间 B7
e C1e
( 7u ,CB7l ,时C17

Cc L=,C所以o错误Bu ,内物体的位移为07
1e
u B7t. LC所

以h正确B由位移公式可知Cl ,内物体的位移为 071eB8

t
u (B

u t7 t. ;l Ct
u ;c ;l gu L7tu LC所以(正确o

i gn02  设物体沿斜面下滑的加速度为 (C物体到达斜面

底端时的速度为1C则有1u 7u(FC #

t
lt g1

u

7u(FCC $

由#e$两式可得 FC7t
s FCg项正确o

j hn02  设列车长为 nC加速度为 (C车身中部经过站台时

速度为 1C则有 1u Ctu 7u(i n
u #C9u C1u 7u(i n

u $C由

#$得17E L=,C可知h正确o

csc



F gnor: 匀变速直线运动的中间时刻的瞬时速度1t 71e 8

(B半C对于匀加速直线运动C前一半位移的平均速度小于后一

半位移的平均速度C故前一半位移所用的时间大于后一半位

移所用的时间C即B前半 CB半C1u 71e 8(B前半 C1tC其中 ( 为正

值p对于匀减速直线运动C前一半位移的平均速度大于后一

半位移的平均速度C故前一半位移所用的时间小于后一半位

移所用的时间C即B前半CpB半C1u 71e 8(B前半CC1tC其中 ( 为负

值C故g正确y

r ghnor: 列车从静止开始做匀加速直线运动C速度 17

u槡 (0C所以每节车厢末端经过观察者的速度之比是 t 2

槡u2槡l2iCg正确p时间 B7 u0
槡( C所以每节车厢末端经过

观察者的时间之比是 t 2槡u2槡l2iCo错误p根据连续相等

时间内的位移之比 0t 20u 20l 2i20r 7t 2l 2E 2i2

gurCth可知C在相等时间里经过观察者的车厢数之比是

t 2l 2E 2iCh正确C(错误y

t oh(nor: 设经过位移中点时的速度为 10
u
C则对前半段

的位移有 u(( 0
u 71u0

u
C1utC对后半段的位移有u(( 0

u 7

1uu C1
u
0
u
C由这两式得 10

u
7

1ut 81
u
u

槡u Cg项错误Co项正确p对

匀变速直线运动而言C总有171B
u
7
1t 81u

u Chc(两项正确y

) gh(nor: 物体做初速度为零的匀加速直线运动y 由

1u 7u(0得 1,槡0Cg项正确p同时 1t C1d 71tC1 C1t 7

g槡u Cth1tC1.C1 7g槡l C槡uh1tC1EC1.7gu C槡lh1tCo项

错误p又由17(B知Bt2B 2B. 2BE71t21 21. 21ECh项正

确p因Bt2BE7t 2uC即Bdt7BtEC1t为 dE段的中间时刻的速

度C故1t71C(项正确y

 (nor: 用逆向思维法解答y 由题意C若倒过来分析C子

弹向左做匀加速直线运动C初速度为零C设每个木块长为 FC

则1ul 7u((FC1
u
u 7u((uFC1ut 7u((lFC1lCc1uCc1tC分别为子

弹倒过来向左穿透第 l 块木块后c穿透第 u 块木块后c穿透

第 t 块木块后的速度C则1tC21uC21lC7槡l 2槡u 2tC子弹依次

向右穿入每个木块时速度比 1t 21u 21l 7槡l2槡u2tC因此选

项gco错误y 由 1lC7(BlC1uC7(gBu 8Bl hC1tC7(gBt 8Bu 8

BlhC三式联立C得Bt 2Bu 2Bl 7g槡l C槡uh 2g槡u Cth2tC因此

选项h错误C选项(正确y

20 ghnor: 如果立即做匀加速直线运动CBt 7u ,内的位移

071Bt 8t
u (tB

u
t 7ue LCtc LC此时汽车的速度为 1t 718

(tBt 7tu L=,ptulE L=,C汽车没有超速Cg正确Co错误p如

果立即做匀减速运动C速度减为零需要时间Bu 7
1
(u

7tl. ,C此

过程通过的位移为0u 7
t
u (uB

u
u 7.lr LC即刹车距离为 .lr LC

提前 tc L减速C汽车不会通过停车线C如果距停车线 E L处

减速C则会过线C因而h正确C(错误y

22 g(nor: 根据1u 7u(0得C 0
1u

7t
u(C可知

t
u( 7t

te C解得刹

车过程中加速度大小 (7E L=,uC由图线可知C汽车的初速度

为 te L=,C则刹车过程持续的时间B7
1e
( 7u ,C故o错误Cgc

(正确p刹车过程中 l ,内的位移等于 u ,内的位移C则 07

1ue
u( 7te LCh错误y

2- go(nor: 在思考距离内汽车是匀速运动的C驾驶员酒后

驾驶的反应时间Bt 7
tEle
tE ,7ueleue ,7uEleuE ,7t ,C驾驶员正

常反应时间Bu 7
9lE
tE ,7te

ue ,7tulEuE ,7elE ,C所以驾驶员酒

后反应时间比正常情况下多 elE ,Cg项正确p由题表中数据

可知C速度为 ue L=,时C制动距离为 r.l9 LC故o项正确p汽

车制动时的加速度大小 (都相同C按速度为 tE L=,时计算C

有 (71
u

ui7
tEu

u ;guulE C9lEh L=,u 79lE L=,uC故 h项错误p

题表中07 uEu

u ;9lE L8uEle L7..l9 LC故(项正确y

2B gth轿车实际制动前 el. ,内做匀速直线运动C匀速运动的

位移为 0t 7se
ll. ;el. L7tE LC实际制动中的加速度大小

(79lE L=,uC实际制动中当速度减为零时的位移 0u 7
1ue
u( 7

se
llt g.

u

u ;9lE L7tuEl LC由于 0t 80u 7
t9e
l L7E.l9 LCEe LC故

轿车t会与停在前面的轿车d相撞y

guh设与 d相碰时的速度为 1C根据运动学公式得eu ;

g C9lE L=,uh ;gEe CtEh L71u C se
ll.t gL=,

u

C解得 17

te L=,y

2i gth由匀变速直线运动的速度位移公式 1uBC1
u
e 7u(0C结合图

像可得满载时加速度大小为 (t 7E L=,uC严重超载时加速度

大小为 (u 7ulE L=,up设该型号货车满载时以 179u <L=> 7

ue L=,的速度减速C由匀变速运动的速度公式得 17(tBt 得

运动时间Bt 7
1
(t

7r ,C由速度位移公式得1u 7u(t0t 可得汽

车的制动距离0t 7
1u

u(t
7re LC设该型号货车严重超载时以

1C7Er <L=> 7tE L=,行驶时C由匀变速运动的速度公式得

1C7(uBu 得运动时间Bu 7
1C
(u

7. ,C由速度位移公式得e1Cu 7

u(u0u 可得汽车的制动距离e0u 71C
u

u(u
7rE LC该型号严重超

载的货车制动时间和制动距离均不符合安全要求y

guh该型号货车满载时以 179u <L=> 7ue L=,速度正常行

驶时C从发现险情到车停下来的行驶的距离 071B80t 7

.e Ly 即跟前车距离至少应为 .e Ly

jin



g Fto根据表格数据可知C驾驶员在反应时间内做匀速直线运

动C则pB7
it
1t

7
id
1l

y

解得pid7
1l
1t

rit 7
ce
re ;te L7ue Ly

Fuo如果路面情况相同C汽车刹车的加速度相同C则p0t 7

1ut
u(C0t7

1ul
u(y

解以上两式得p0t7
1ul
1ut

r0t 7
ceu

reu ;te L7re LC

F 7id80t7ue L8re L7.e Ly

Flo驾驶员的正常反应时间B7
it
1t

7te
re
ll.

,7els ,y

喝了酒的驾驶员的反应时间p

BC7B8elt ,7Fels 8elto ,7tle ,y

在反应时间内汽车行驶的距离p

i71BC79u
ll. ;tle L7ue Ly

刹车距离p071
u

1ut
r0t 7

9uu

reu ;te L7lulr Ly

停车距离pF7i807Fue 8lulro L7Eulr LCEe Ly

故汽车不能在 Ee L内停下来y

igh t( c) 2 0- 20 

g on Bei第一段时间内的平均速度为p1t 7
0
Bt

7t.
r L=,7

r L=,C第二段时间内的平均速度为p1u 70Bu
7t.

u L=,7

c L=,C根据某段时间内的平均速度等于中间时刻的瞬时速

度知C两个中间时刻的时间间隔为"B7u ,8t ,7l ,C则加速

度为p(7
1u C1t
"B

7c Cr
l L=,u 7r

l L=,uCgjhj(三项错误Co

项正确C故选oy

i gn Bei动能变为原来的 s 倍C则物体的速度变为原来的

l 倍C即17l1eC由i7
t
u F1e 81oB和 ( 7

1C1e
B C得(7i

Bu
C故

g正确y

n gn Bei小车上的小球自d点自由落地的时间Bt 7
uv
槡7 C

小车从d到 t的时间 Bu 7*1g小车运动至 t点时细线被轧

断C小球下落的时间 Bl 7 uo
槡7 g根据题意可得时间关系为

Bt 7Bu 8BlC即
uv
槡7 7*18 uo

槡7 C解得 o7tluE LCg项正确y

F hn Bei根据17(B可知Cu L=,7u L=,u ;BtC该同学的加

速时间为Bt 7t ,y

加速的位移为0t 7
t
u (B

u
t 7t

u ;u ;tu L7t LC该同学匀速

运动到达关卡 u 的时间为Bu 7
9
u ,7llE ,C该同学由关卡 t

到关卡 u 的总时间为B7Bt 8Bu 7rlE ,pE ,C故该同学到达关

卡 u 时是放行的y

由关卡 u 到关卡 l 的时间为Bl 7
c
u ,7r ,C此时所用总时间

为 clE ,C可知关卡 l 也是放行的C可以通过y

到达关卡 r 的总时间为 t ,8llE ,8r ,8r ,7tulE ,C由于

关卡放行和关闭的时间分别为 E ,和u ,C所以自开始计时的

关闭时间段分别为 E D9 ,jtu Dtr ,uu可见最先挡住的是

关卡 rC故选项h正确y

 o(n Bei根据题意C在 Bu 时刻C甲j乙两车并排行驶C在

Bt DBu 时间内C甲车的位移大于乙车的位移C所以在 Bt 时刻

甲车在后C乙车在前C选项g错误Co正确g1CB图像中C图线

的斜率表示加速度C甲j乙两车的加速度均先变小后变大C选

项h错误C(正确y

d h(n Bei0CB图像中图线切线的斜率表示瞬时速度C故

Bt 时刻两车速度不相等Cg项错误g甲j乙两车在同一平直公

路上同向运动C故它们的位移与各自的路程大小相等C由图

像可知C从 e 到 Bt 时间内C甲车走过的路程小于乙车走过的

路程Co项错误g在Bt DBu 时间内C两车初j末位置相同C故两

车走过的路程相等C大小为0u C0tCh项正确g在 Bt DBu 时间

内C甲图线在某一时刻的切线与乙图线平行C则该时刻甲车

的瞬时速度与乙车的瞬时速度相等C(项正确y

e hn Bei设匀减速直线运动的时间为 BC根据 1CB图像与

时间轴围成的面积表示物体通过的位移C可知 tE LCte ;

elE L7te
u L=,rBC则B7u ,C故匀减速运动的加速度大小为

(7"1B7te
u L=,u 7E L=,uC故选hy

r hn Bei本题应用逆向思维求解C即运动员的竖直上抛运

动可等同于从一定高度处开始的自由落体运动C所以第四个

v
r 所用的时间为Bu 7

u ;vr
槡7 C第一个vr 所用的时间为 Bt 7

uv
槡7 C

u ;l
r v

槡 7 C因此有
Bu
Bt

7 t
u C槡l

7u 8槡lC即 l p
Bu
Bt

p

rCh项正确y

  Elci本题情境为运动员做竖直上抛运动C如果考生直

接计算C计算过程会相当复杂y 如果考生用逆向思维C将竖

直上抛运动等效为逆向的自由落体运动C则计算过程会变得

简单很多y

t u0
槡7 ncen不相等n Bei直尺下落的时间即为自由落体

运动的时间C根据07t
u 7B

u 可得CB7 u0
槡7 C即乙同学的反应

时间为
u0
槡7 y 测量范围为 e Delr ,C则所用直尺的长度即为

roo



自由落体下落 elr ,的位移的大小C即 o 7t
u 7B

u 7t
u ;te ;

elru L7elc L7ce ?Lo 自由落体运动是初速度为零的匀加

速直线运动C根据匀加速直线运动的规律可知C在相等时间

间隔通过的位移是不断增加的C所以每个时间间隔在直尺上

对应的长度是不相等的o

py rti从右向左nruieltsnelel9nght(rti小车受到摩擦

力作用做减速运动C水滴间距离逐渐减小C故小车从右向左运

动o rui滴水的时间间隔u7 le
r. Ct ,7u

l ,C小车运动到d点

时的速度 17eltt9 8eltll

u ;u
l

L=,7elts L=,C小车的加速度

(7reltEe 8eltlli Creltt9 8elteei

r ; ut gl

u L=,u 7elel9 L=,uo

pp rti1d8(c
"B
u nruiEultnt.llnght( rti"B时间内的

平均速度等于其中间时刻的瞬时速度C所以171d8(c
"B
u o

rui题图丙的纵截距等于 1dC由题图可知 1d7Eult ?L=,C题

图丙中直线的斜率 )7 (u C)7"1
"B

7cltuE ?L=,uC所以 ( 7

t.ll ?L=,uo

p rtignhnrui如图所示o

第 tu 题图

rli小车的速度随时间均匀变化n加速度nrri越小越好n

有关nrEi如果小球的初速度为 eC其速度 1,BC那么它通过

的位移0,Buo 因此C只要测量小球通过不同位移所用的时

间C就可以检验小球的速度是否随时间均匀变化o

ght(rti打点计时器使用 Ee FA的交流电源Cg项正确Co

项错误2实验需要测出计数点间的距离C故还需要刻度尺Ch

项正确2计数点间的时间间隔可通过纸带上打出的点测出C

故不需要秒表C(项错误2本实验不需要测小车的质量C选项

I错误o

rui计数点 对应的坐标为rluC1liC由此描点C连线时让尽

可能多的点在连线上C不在连线上的点尽量对称分布在直线

的两侧o

rli1CB图像中图线的斜率表示小车的加速度C由于图线为

斜直线C故小车的速度随时间均匀变化C故小车做匀加速直

线运动o

rri从理论上讲C"B越小C在该时间内的平均速度越接近计

数点的瞬时速度C故"B越小越好2根据实验原理知C"0测量

时有误差C选取"0的大小与速度测量的误差有关o

p0 dnelullnel9Enght(本题考查纸带数据处理0速度和加

速度的计算及其相关知识点o 根据题述C物块加速下滑C在

d0t0 0.0E五个点中C打点计时器最先打出的是 d点o 根

据刻度尺读数规则可读出Ct点对应的刻度为 tlue ?LC 点

对应的刻度为 lltE ?LC.点对应的刻度为 ElcE ?LCE点对

应的刻度为 slle ?LCdt7tlue ?LCt 7tlsE ?LC .7

ul9e ?LC.E7llrE ?Lo 两个相邻计数点之间的时间 u7

E ;t
Ee ,7elte ,C根据做匀变速直线运动的质点在一段时间

内的平均速度等于中间时刻的瞬时速度可得C打出 点时物

块的速度大小为 1 7
t 8 .

uu gelull L=,o 由逐差法可得

(7 .8.ECrdt8t i
ruu C解得 (7el9E L=,uo

0-2 02 Be ij ing

p hnght(由匀速直线运动的性质可知C选项 g正确2匀变

速直线运动的加速度保持不变C但它的速度时刻在变化C选

项o正确2只有速度随时间均匀增加的运动才是匀加速运

动C速度随时间均匀减小的运动叫作匀减速直线运动C选项

h错误0(正确o

 (nght(加速度为 . L=,u 是指任意 t 秒内末速度比初速

度大 . L=,C故g项错误2某秒末与前一秒初的时间间隔是

u ,C故速度差为 tu L=,C故o项错误2匀加速直线运动中C根

据"07(uu 可得C任意 t 秒内物体的位移比前一秒内位移大

. LC所以h项错误C(项正确o 故选(o

0 (nght(根据速度的正负表示物体的运动方向可知C在B7

u ,时C该质点的速度方向没有改变C故 g项错误2根据 面

积F大小表示位移可知C在 u Dr ,内该质点的位移为u07

nu ;r C.idL7Ctu LC在 e Du ,内该质点的位移是 eC故

o0h两项错误2在 r D. ,内该质点运动的加速度是 ( 7"1
"B

7

e Cr C.i
u L=,u 7l L=,uC故(项正确o 故选(o

e (nght(根据公式 o7t
u 7B

u 得C第 t ,内下落的距离 ot 7

t
u ;te ;tu L7E Lo 设物体开始下落时离地面的高度为vC

下落时间为BC则有v7t
u 7B

un#CvCrot 7
t
u 7rBC"Bi

un$C

由#C$得 rot 7t
u 7B

u Ct
u 7rBC"Bi

uC故 B7ulE ,Cv7

t
u ;te ;rulEi u L7ltluE Lo

r E



l hnectr1CB图像中的图线并非运动轨迹C甲o乙两物体

的速度均为正值C即沿同方向做直线运动Cg项错误p速度图

像与坐标轴围成的面积表示位移C故o项错误pe DBt 时间内

甲的位移小于乙的位移C而平均速度7位移
时间

C故h项正确p速

度图像切线的斜率表示加速度C故(项错误y

r hnectr火车中途急刹车C停止后又加速到 1eC这段时间

内的位移为07
1e
u Bey 由题意可得1eiBCBeg 8

1e
u Be 71BC则火

车匀速运动的速度为1e 7
u1B

uBCBe
C故选hy

第 9 题图

h g(nectr如图所示C画出符合题意

的1CB图像C由题意知C匀速运动和先

加速再减速运动ig, g的位移相等C

时间相等C根据图像可得出1LLM7u1C虚

线gC 表示 (to(u 改变后的先加速再

减速运动C由图可知 g项正确Cooh两

项错误p由 1LLM7(tBt 7(u iBe CBt gC1LLM7u1C解得
(t(u
(t 8(u

7

u1
Be
C故(项正确y

( hnectr采用逆向思维C动车做初速度为零的匀加速直线

运动C通过连续相等位移所用的时间之比为 t 2i槡u Ctg 2

i槡l C槡ug2)2i槡r C r槡 CtgC可知 9 号车厢和 . 号车厢通

过他的时间之比为 t 2i槡u CtgC故 9 号车厢通过他的时间

为-B7 r

槡u Ct
,7ri槡u 8tg,C根据 F7t

u (B
u 得加速度为-( 7

uF
Bu

7 Ee
ir槡u 8rg u

L=,ugelE L=,uC故选hy

) onectr设甲前进距离为it 时C速度为1C甲乙匀加速直线

运动的加速度为 (C则有-1B8t
u (B

u Ct
u (B

u 7iu CitC根据速

度位移公式得C17 u(i槡 tC解得 B7
iu Cit
u(i槡 t

C则 dt的距离 i7

iu 8 t
u (B

u 7iu 8 t
u , (,

iiu Citg
u

u(it
7iu 8

iiu Citg
u

rit
7

iit 8iug
u

rit
y 故选oy

!* (nectrgd杆能上升的最大位移 07
1ue
u7 7E LC故 g项错

误pod杆上升到最高点的时间 Bt 7
1e
7 7t ,C杆向下的位移

0C7re L8E L7rE LC则下降的时间 Bu 7 u0C
槡7 7l ,C则杆

从抛出到落地的时间B7t ,8l ,7r ,C故 o项错误phd设经

过B时间相遇C则有- t
u 7B

u 81eBC
t
u 7B

u 7oC解得B7tlE ,C此

时杆的速度171e C7B7te L=,CtE L=,7CE L=,C此时杆

的速度的大小1为 E L=,C方向竖直向下C球的速度大小 1C7

7B7tE L=,y设小球越过杆的过程用时为 BCC则有 1CBC8

t
u 7BC

u tC 1BC8t
u 7BCgu 7FC代入数据解得BC7elt ,C故h项

错误p(d设经过B时间相遇C则有- t
u 7B

u 81eBC
t
u 7B

u 7oC解

得B7ulE ,C此时杆的速度 171e C7B7te L=,CuE L=,7

CtE L=,C此时杆的速度的大小为 tE L=,C方向向下C球的速

度大小1C77B7uE L=,C设小球越过杆的过程用时为 BCC则有

1CBC8t
u 7BC

u C 1BC8t
u 7BCt gu 7FC代入数据解得 BC7elt ,C故

(项正确y

!! ghnectr实验中调节定滑轮的高度使小车o纸带o细绳和

定滑轮上边缘在一条直线上C可以减小摩擦Cg项正确p要适

当地选取坐标轴的单位长度使图像尽量分布在较大的坐标

平面内Co项错误p开始前要先接通电源后松开纸带C这样可

以使实验效果更好C打完点要先断开电源后取纸带Ch项正

确p钩码的质量要适中C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C(项错误y

!" itguuen交流电niugonilghnirgslu L=,untlE9 L=,

iEg重物下落过程中受空气阻力或纸带下落过程中受限位孔

的阻力

ectritg电火花计时器是一种使用交流电源的计时仪器C

实验室中的电火花计时器的工作电压是 uue )y

iug为了减小阻力对实验的影响C在选择重物时要选择密度

大的物体C故选铁块y

ilg测重物下落的加速度时C需用刻度尺测计数点间的距离C

从纸带上可获取相关时间C不需要天平o秒表C故选刻度尺y

irg由0 EC 0d 7 ( i uug u 有 ( 7
0 EC0d 
ruu 7

i.ulc Ctlleg ;te Cu LCtlle ;te Cu L
r ;elteu ,u

7slu L=,uy

而1 7
0t.
uu7illlr Culeg ;te Cu

u ;elte L=,7tlE9 L=,y

iEg实验中不可避免受到纸带与限位孔之间的摩擦力以及空

气阻力的影响C因此实验中所得到的重物下落的加速度值小

于当地的重力加速度值y

!# 巡逻车加速过程位移07
1L
u Be 7uEe Lpu eee L80汽车C

所以巡逻车先加速再匀速才能追上汽车y

设巡逻车至少需要时间B才能追上汽车C则有-

0巡逻 7uEe L81LiBCte ,gC0汽车 71BC0巡逻 7u eee L80汽车C

解得B7tEe ,y

!$ 设小狗应在离主人 i处向飞碟运动的方向跑去才能恰好接

住飞碟y

根据位移关系C飞碟的位移为-071eBeC

小狗的位移-0C71u Bt 81iBe CBtgC

两者满足的关系是-i70C0CC解得-i7tr Ly

!l itgt 段的平均速度1t 7
0
B7tr

9 L=,7u L=,C匀变速直线

!)"



运动的平均速度1t 7
1t81 

u C故1 7l L=,o

puy匀变速直线运动的加速度 ( 7
1 C1t
B 7l Ct

9 L=,u 7

u
9 L=,uC根据速度位移公式 1ut7u(0dtC代入数据得 0dt7

9
r L7tl9E LC故桥头与出发点间的距离为 tl9E Lo

ri pty根据题图可知C图线 ( 的速度随位移增大而增大C图线 -

的速度随位移增大而减小C所以图线 (表示质点甲的运动C当

07e时C乙的速度为 . L=,C即质点乙的初速度1e 7. L=,o

puy设质点乙g甲先后通过07. L处时的速度均为1C对质点

甲h1u 7u(t0tt#C对质点乙h1u C1ue 7Cu(u0tt$C联立

#$解得h(t 8(u 7l L=,u tt.C当质点甲的速度 1t 7

c L=,g质点乙的速度 1u 7u L=,时C两质点通过相同的位移

均为0Co 对质点甲h1ut 7u(t0Ctt,C对质点乙h1uu C1
u
e 7

Cu(u0Ctt(C联立,(解得h(t 7u(uttcC联立.c解

得h(t 7u L=,uC(u 7t L=,uo

) 200-22 BeijngF ou

n de rE luecu

tr e lu on ics

r gn Co.由力的相互性可知C力是物体对物体的作用C不

可以离开物体而独立存在C有施力物体就有受力物体C故 g

正确Ch错误,并不是直接接触的物体间才有力的作用C如重

力就不是接触力C故o错误,天平是测量质量的仪器C而力的

大小是用测力计测量的C故(错误o

 gn Co.物体的运动状态发生改变C一定是受到了力的作

用C但运动状态不变并不一定是没有受到力的作用C故选项

g正确Co错误,力可以使物体的运动状态发生改变或者使

物体发生形变C故选项 h错误,力的大小g方向g作用点都影

响力的作用效果C故选项(错误o

L on Co.球拍击球时C球拍对球施加力的作用C因此施力

物体是球拍C受力物体是球C故选oo

t (n Co.力总是成对出现的C产生力的物体也总是成对

出现的C这一对物体一定分别是施力物体和受力物体C故选

项 ggogh错误,产生力的作用的两个物体不一定接触C选

项 (正确o

d (n Co.形状规则C质量分布均匀的物体C重心在物体的

几何中心处Cg项错误,重心有可能在物体上C也可能在物体

外C例如折尺的重心在折尺外的某一点Co项错误,重力实际

上是地球对物体的引力的一个分力Ch项错误o

i hn Co.将一块圆形薄板在中央挖掉一个小圆后C其质量

减小了C故其重力减小了o 圆形薄板的几何中心是圆心C又因

为薄板的质量是均匀分布的C故其重心在圆心处C当在中央挖

掉一个小圆后C剩下的部分仍是规则的C其几何中心仍是圆

心C故其重心也是在圆心处C因此C重心位置未发生改变o

. hn Co.物体的质量是不变的C仍为 .ee <NC而在月球上

的重力为s月 7D7月 7t
. D77sce Oo

( hn Co.依然还是二力平衡C支持力等于重力C故读数

未变o

) hn Co.船的平衡是由重力和浮力平衡达成的C即 D7 7

"水 7;C引力变化C即 7 发生变化C重力变了C等体积的水的重

力只有原来的一半C而船的吃水深度不变C故h项正确o

r* (n Co.可看出始g末重心均在杯子中心C但水开始流出

时重心肯定是下降的C故之后一定是上升的C所以(项正确o

rr (n Co.四种过杆姿势中C前三种过杆时重心均在横杆之

上C而背越式过杆时C头g躯干g腿依次过杆C身体的大部分与

杆接近C甚至低于杆o

r hn Co.边长为 F的质量分布均匀的立方体C重心在几何

中心上C重心的高度为 t
u F,绕 -A棱翻转使对角面d-A.处于

竖直位置时C重心位置高度为槡uu FC升高的高度等于 o7

p槡u CtyF
u C故h正确Cggog(错误o 故选ho

rL o

rt rEcn Co.矩形均匀薄板的重心在其几何中心C如图所示C

矩形板对角线d.和 E的交点 g即为重心C根据二力平衡

知识C重力s跟悬线拉力等大g反向且共线C则悬线延长线必

过g点C过g点作gE%d C垂足为EC由几何知识得CPLF #7

gE
tE7 gE

dtCdE7 E
lE Cle 7tC所以#7rEco

第 tr 题图

nnnnn

第 tE 题图

rd eu n Co.如图所示C当圆球在斜面上处于静止时C圆球的

重力作用线一定通过 t点C又知圆球在水平面上静止时C球

与地面的接触点为 dC则其重力作用线与 gd重合o 综上所

述C球的重心应位于过t点的竖直线和gd线的交点 C由几

何关系知C& tg7lecC由此得圆球重心距球心 g的距离

g 7e,EF lec7eu o

!)#



!& on!!""本题考查重力的方向和受力图的画法C 重力方

向竖直向下o阻力 2与飞行速度方向相反o在飞行过程中球

不受脚的作用力C

!p on!!""判断作用效果是否相同o应从力的三要素o即大

小y方向和作用点去考虑o三要素相同则作用效果相同o而力

沿其作用线平移时作用效果不变o选项o正确C

ri g ht (c ) 2

! gn!!""球对运动员脸部的弹力是由于球的形变产生的o

g说法错误oh说法正确0发生撞击时o足球的形变越明显说

明产生的弹力越大oo说法正确0弹力的产生条件是接触和

发生弹性形变o(说法正确C 本题选错误的说法o故选gC

0 gon!!""本题考查对弹性形变的理解C -撑竿的形变2y

-椅面发生的微小形变2均能恢复原状o是弹性形变0-细钢

丝被绕制成弹簧2不能恢复成-钢丝2o-铝桶被砸扁2不能恢

复成-桶2o是非弹性形变o故gyo两项正确ohy(两项错误C

2 ohn!!""在运动员跳起时o跳板和运动员的脚都发生了

形变o跳板受到的压力是脚发生形变而产生的o运动员受到

的支持力是跳板发生形变而产生的o所以选项oyh正确C

 (n!!""两物体不接触或接触但未发生弹性形变o就一定

无弹力产生o故 gyoyh三项错误0只有直接接触且发生弹性

形变的物体间才产生弹力o(项正确C

B hn!!""支持力的方向总是垂直于接触面指向被支持的

物体o选项h正确C

& gn!!""钢球与容器的侧壁接触o是否有弹力作用就看接

触处是否发生形变o但微小形变难以觉察o只能借助假设法

判断C 假设容器侧壁对钢球无弹力作用o则钢球受重力和容

器底部对它的支持力作用o钢球仍将处于静止状态o故钢球

与容器侧壁虽然接触但没有发生形变o容器侧壁对钢球无弹

力作用的假设成立C 换个角度o假设侧壁有弹力o球将受到

一个向右e或斜向右i的弹力作用o在这个力的作用下o球将

向右运动o而实际上球却没有向右运动o说明侧壁处无挤压o

没有弹力C

p hn!!""g图中小球处于静止状态o重力和绳的弹力平

衡o斜面与球之间不可能产生弹力o否则小球不可能平衡o故

g图中球只受一个弹力作用og错误0o图中水平面对小球

有弹力作用o但斜面和球之间没有弹力作用o故 o图中球受

一个弹力作用oo错误0h图中小球受到绳子拉力y重力y斜

面的支持力三力作用下处于平衡状态o因此小球受两个弹力

作用o故h正确0(图中竖直面对小球没有弹力作用o否则小

球不可能处于平衡状态o故(错误C 故选hC

j 各物体所受弹力如图所示n

第 c 题图

!!""解答本题时要明确以下三点n

eti当点与面e或曲面i接触时o弹力方向与面之间的关系C

eui绳上弹力方向的特点C

eli接触面为球面时o弹力方向的延长线或反向延长线的

特点C

g ghn!!""弹簧弹力 E7)0中的 0为弹簧的形变量e伸长

量或压缩量i0)为弹簧的劲度系数o只与弹簧本身有关o由

弹簧本身的材料y长度y粗细y匝数等因素决定o)在数值上等

于弹簧单位长度形变量时弹力的大小o故 gyh两项正确ooy

(两项错误C

!F ghn!!""弹簧两端拉力E等大反向o其合力为零o故g项

正确oo项错误0)由弹簧本身决定o与E无关o其大小可用公

式)7E0计算o易求得)7le
elt O=L7lee O=Lo故h项正确o

(项错误C

!! gn!!""由题意可知每根弹簧受到的拉力均为E7rcer O7

tue Oo每根弹簧的伸长量 07tlEe LCel9e L7elce Lo由

E7)0得)7E07tue
elce O=L7tEe O=Lo故g项正确C

!0 hn!!""当挂一个小球时o根据胡克定律o有D77)07)F0

当挂两个小球时o上面弹簧o有 uD77)0to下面弹簧o有D77

)0uC 故t球距悬点g的距离为07uF80t 80u 7EFo只有选

项h正确C

!2 ohn!!""设轻弹簧原长为 neo劲度系数为 )o根据胡克定

律得Et 7)ene CntioEu 7)enu Cneio两式联立得 )7
Eu 8Et

nu Cnt
o

ne 7
Etnu 8Eunt
Et 8Eu

o选项oyh正确ogy(错误C

! eti由题图读出o弹簧的弹力 E7e 时o弹簧的长度为 Fe 7

te ?Lo即弹簧的原长为 te ?Lo由题图读出弹力为Et 7te O0

弹簧的长度为 Ft 7E ?Lo

弹簧压缩的长度0t 7Ft CFe 7E ?L7eleE Lo由胡克定律得

弹簧的劲度系数为)7
Et

0t
7uee O=LC

eui弹簧的弹力为 E O时o弹簧的形变量 "07E)7ulE ?Lo

弹簧的原长为 te ?Lo弹簧处于压缩状态o所以弹簧的长度为

9lE ?LC

ri o
unhtdhe ElcosC.

(c ) ,

! eti刻度尺neui弹簧原长y弹簧所受外力与对应的伸长量

 Lt



F或长度CnFlC弹簧有自重n超出弹性限度nFrCho(gIHi

opyrFtC实验需要测弹簧的长度i形变量g故还需要的实

验器材是刻度尺h

FuC为了测量弹簧的形变量g实验中还应测量弹簧原长i弹簧

所受外力与对应的伸长量F或长度Ch

FlC图线不过原点说明没有力时有了形变量g故说明弹簧有

自身的重力存在t图线末端弯曲的原因是超出弹簧的弹性

限度h

FrC实验中要先组装器材g即 hog然后进行实验g即 (g再进

行数据处理g分析解释表达式g最后整理仪器g即 gIHih 所

以先后顺序为ho(gIHih

( o(nopyr图像所描述的是弹簧产生的弹力大小与弹簧的

形变量的关系图像g而不是指弹簧的长度g故 g项错误go项

正确t由图像求得 )7"E
"0

7uee O=Lgh项错误t弹簧的劲度

系数由弹簧的本身性质决定g与弹簧受力与否及受力方向无

关g(项正确h

c onopyr图像中的斜率表示劲度系数g可知 ( 的劲度系数

比-的大go正确gh错误t图线与 n轴的截距表示原长g则 (

的原长比-的短gg错误t弹力与弹簧的伸长量成正比g(

错误h

) (nopyr根据胡克定律g当悬挂 tE O重物时g有Et 7)FFt C

FeCg当悬挂 ue O重物时gEu 7)FFu CFeCg将Et 7tE OgFt 7

elt. LgEu 7ue OgFu 7eltc Lg代入解得 )7uEe O=LgFe 7

elte Lh

 ohnopyr某人用 .ee O的力g根据牛顿第三定律得知g人

的每只手受到拉力器的拉力为 .ee Og故 g项错误t由于四

根弹簧并排安装g每根弹簧受到的拉力相等g每根弹簧产生

的弹力均为 tEe Og故 o项正确t每根弹簧的伸长量为 07

tl. LCelr L7tlu Lg弹力 E7tEe Og则由胡克定律FE7

)0C得g劲度系数)7E07tuE O=Lg故h项正确g(项错误h

2 FtC竖直nFuCrnEenFlCtenopyr FtC弹簧是竖直的g

刻度尺必须与弹簧平行g故刻度尺要保持竖直状态h FuC弹

簧处于原长时g弹力为零g故原长为 r ?Lt弹簧弹力为 u O

时g弹簧的长度为 c ?Lg伸长量为 r ?Lg根据胡克定律g有0

)7E
"0

7 u O
eler L7Ee O=Lh FlC由题图丙得到弹簧的弹力为

l Og根据题图乙得到弹簧的长度为 te ?Lh

0 FtC竖直nFuC静止nFlnt LLnFlCF0nFrCrlsnte

opyrFtC弹簧的轴线必须沿重力方向g所以应沿竖直方向h

FuC由于表中测量值已经估读到 elt LLg所以刻度尺的最小

刻度应是 t LLh

FlC因为 De7 7)FF0CFe CgrD7 8De7 7)FFr CFe Cg整理得

rD77)FFr CF0Cg所以横轴应为弹簧长度与 F0的差值h

FrC从上式可以看出图像的斜率表示劲度系数 )的大小g即

)7"D7
"0

7rls O=LgDe 7
)FF0CFeC

7 7tle ;te Cu <N7te Nh

0-20 02  Be

ij i ng Be  F oun

d ohnopyr产生滑动摩擦力的条件有四个0相互接触i挤

压i接触面粗糙i发生相对滑动g四者缺一不可h 由产生滑动

摩擦力的条件可知g选项错误go选项正确h 滑动摩擦力的

方向与接触面相切g而压力垂直于接触面g所以滑动摩擦力

的方向跟接触面所受压力的方向垂直gh选项正确h 如擦黑

板时g黑板是静止的g但其相对黑板擦是运动的g也受滑动摩

擦力g所以关键是e相对运动 g故(选项错误h

( g(nopyr由摩擦力产生的条件可知有摩擦力必有弹力g

有弹力不一定有摩擦力gg项正确t滑动摩擦力的方向总是

跟接触面相切g跟物体相对运动方向相反g并不是跟物体运

动的方向相反gh项错误t由于滑动摩擦力的方向总是跟物

体相对运动方向相反g所以滑动摩擦力的作用总是阻碍物体

间的相对滑动g但对物体的运动来说g可能是动力g也可能是

阻力g(项正确t滑动摩擦力的大小27EEOg所以滑动摩擦力

跟物体的重力大小无关go项错误h

c gnopyr1t 71u 时gdit间无相对运动g也没有相对运动的

趋势g故不存在摩擦力h 1t C1u 时gd相对于 t向右运动g故

d受t向左的摩擦力h 1t p1u 时gd相对于 t向左运动g故 d

受t向右的摩擦力h

) onopyr物体重 ue Og在水平面上运动g所以正压力大小

EO7ue Oh 由E27EEO知gE27elt ;ue O7u Oh 滑动摩擦

力的方向与物体相对运动的方向相反g所以向右h

 onopyr翻倒以前物体对水平台的压力不变g所以滑动摩

擦力大小不变h

2 (nopyr设弹簧伸长长度为 0g由胡克定律和二力平衡得

)07ED77Eg所以07ED7
) 7E)g(项正确h

0 hnopyr根据E7EEOg得E7tlu Og因为纸的上下两面都

要受到书对它的滑动摩擦力g所以要把纸从书中拉出g拉力

至少应为 ulr Ogh项正确h

l gnopyr木块d受到的摩擦力与长木板 t的受力及运动

状态无关g由水平弹簧测力计的示数恒为 EQ知 d处于静止

状态g长木板t对木块d的滑动摩擦力大小始终等于 EQg故

g项正确goihi(三项错误h

) onopyr对木块 l 分析g所受滑动摩擦力与弹簧弹力平

衡g有EDl77)0g则07
EDl7
) h 对木块 u 和 l 整体分析g所受

滑动摩擦力和弹簧弹力平衡g有 EFDu 8Dl C 7 7)0Cg则 0C7

EFDu 8DlC7
) g则 til 两木块间的距离 i7uF 8080C7uF 8

EFDu 8uDlC7
) g故o正确h

d* hnopyr木块在竖直方向上平衡g有 C7sg则木块所受的

摩擦力27EC7Esh 因为不能确定木块是否做匀速运动g所

!)%



以2与E不一定相等C故gooo(三项错误Ch项正确p

yy onrigh物块先受向右的摩擦力做减速运动C减至速度为

e 后又反向加速p 若1t C1uC物块向左减速和向右加速两过

程中始终受水平向右的恒定摩擦力C故 1uC71ut若 1t p1uC物

块反向加速C速度达到 1t 后随传送带一起匀速运动至光滑

水平面C所以1uC71tp 故选op

y( gnrigh两种情况下皮带对物块滑动摩擦力的大小cE27

ED7)和方向c水平向左)均不变C所以物块的运动情况相同p

故选gp

y ct)当物体刚开始被拉动时C弹簧的伸长量为 "0t 7tt ?LC

c ?L7l ?LC根据胡克定律可得弹簧的弹力为Et 7)"0t 7

uee O=L;elel L7. OC此时物体所受的最大静摩擦力等于

弹簧的弹力C即E2LLM 7. Op

cu)当物体匀速滑动时C弹簧的伸长量为 "0u 7telE ?LC

c ?L7ulE ?LC根据胡克定律可得弹簧的弹力为Eu 7)"0u 7

uee O=L;eleuE L7E OC此时物体所受的滑动摩擦力等于

弹簧的弹力C即E27E Op

cl)由滑动摩擦力公式可得E27EEO7ED7C求得E7eluEp

第 tr 题图

y2 以物体d为研究对象进行受力分析C

水平方向上除外力 E外C它还受到

物体t对它水平向左的滑动摩擦力

Etdo地面对它水平向左的滑动摩擦

力E地dC如图所示C由平衡条件得 E7Etd8E地dC其中 Etd7

EstCE地d7Ecsd8st)C联立以上三式解得E7elrp

0- 2 2 Be ij ing

y hnrigh两个表面粗糙的物体C只有直接接触并产生弹性

形变C且有相对运动趋势C才会产生静摩擦力C故 g项错误t

静摩擦力可以作为阻力C也可以作为动力C静摩擦力的方向

总是与物体的相对运动趋势方向相反C故 o项错误Ch项正

确t受静摩擦力作用的物体C相对接触面一定静止C但相对地

面可能运动C(项错误p

( ghnrigh当用水平推力向右推木箱时C木箱具有沿推力

方向水平向右运动的趋势C故选项g正确Co错误t木箱受到

静摩擦力的方向与相对地面运动趋势的方向相反C故木箱受

到水平向左的静摩擦力的作用C故选项h正确C(错误p

 onrigh骑自行车时C后轮有相对于地面向后滑动的趋

势C后轮受到的摩擦力 Eu 是向前的C前轮有向前滑动的趋

势C摩擦力Et 是向后的t推自行车前进时C地面对前轮的摩

擦力Elo对后轮的摩擦力Er 都向后C选项o正确p

2 hnrigh杂技演员向上o向下都是匀速运动C且竖直方向

上只受重力和摩擦力的作用C由二力平衡知C杂技演员所受

的摩擦力总是向上C大小等于其重力Ch项正确p

F g(nrigh,oC两物体一起向上做匀速直线运动C对 ,oC

整体进行受力分析C受到重力和EC墙对,没有弹力C否则合

力不能为零C故不可能有摩擦力t对C进行受力分析CC受到

重力o,对C的支持力C这两个力的合力不能为零C所以还受

到,对C向上的静摩擦力C则 C也给 ,一个沿斜面向下的

静摩擦力C再对 ,进行受力分析得C,受到重力o推力 EoC

对,的压力以及C给,沿斜面向下的静摩擦力C一共 r 个

力C故go(正确Cooh错误p

o (nrighy为主动轮C即轮子带动皮带运动C故皮带相对 y

轮有沿逆时针方向运动的趋势t另一个轮子为从动轮C即轮

子是在皮带的带动下运动的p d点位置在与主动轮接触的

皮带上C轮子带动皮带顺时针运动C故皮带受到轮子的摩擦

力方向向上C那么皮带对主动轮上 t点的摩擦力方向向下t

同理C 点位置在与从动轮接触的皮带上C轮子是在皮带的

带动下运动的C故皮带对从动轮上 .点的摩擦力方向向下C

皮带上的 点受到的摩擦力的方向向上C可知选项(正确p

u ghnrigh用力E推物体C在没推动前C物体受静摩擦力作

用C静摩擦力的大小随E的增大而增大p 当E增大到能推动

物体时C物体受到的摩擦力为滑动摩擦力C滑动摩擦力的大

小E27EEO7ED7C正确选项为gohp

第 c 题图

n hnrigh以黑毛巾为研究对

象C其水平受力如图所示d其中

2t 7
t
u ED7C2u 7ED7C2l 7

l
u ED7C

2r 7uED7C故E72t 82u 82l 82r 7EED7p

e ohnrigh当d所受的最大静摩擦力水平向右时C拉力 Et

有最大值ELLM72L 8st7tr Ot当 d所受的最大静摩擦力水

平向左时C拉力 Et 有最小值 ELEF 7stC2L 7. OC故 ooh项

正确p

yr hnrighd物体做水平方向的匀速直线运动C水平方向不

受摩擦力C否则d不能匀速Cg项错误tto 物体有向下滑动

的趋势C受到沿传送带向上的静摩擦力C其大小均为D7,EF !C

故h项正确Coo(项错误p

yy onrigh物体y始终静止不动C故轻弹簧的形变量没有变

化C弹力u保持不变C又E72CuC知力E逐渐增大时C2也逐

渐增大C故只有选项o正确p

y( onrigh由平衡条件可知C手对瓶子的摩擦力跟瓶子的重

力恰好是一对平衡力Co项正确C(项错误t静摩擦力的大小

与压力大小无关C最大静摩擦力大小跟压力成正比Cgoh两

项错误p

y hnrigh未加E时C木块d在水平地面上受轻弹簧的弹力

Et 和静摩擦力Ed作用C且Et 7Ed7)07c OC木块 t在水平

地面上受轻弹簧弹力 Eu 和静摩擦力 Et作用C且 Eu 7Et7

)07c Op 在木块t上施加水平向右的拉力E7t O后C由于

Eu 8EpEstC故木块 t所受摩擦力仍为静摩擦力C其大小

EtC7Eu 8E7s OC木块 d的受力情况不变Ch项正确Cgooo

(三项错误p

0-  Eelctr ij ino

y hnrigh在该同学奔跑途中C后脚用力向后蹬C人才向前

运动C正是地面给后脚向前的静摩擦力C使人能向前运动p

nic



而当前脚向前跨时C正是地面给前脚向后的静摩擦力C使人

不会向前滑动C所以前脚受到地面向后的静摩擦力o

p (nyrig甲图中假设dht接触面光滑Cdht也能保持相对

静止C一起匀速运动C说明dht间没有相对运动趋势Cdht间

没有静摩擦力t乙图中假设dht接触面光滑C则 d相对 t有

左滑趋势C说明 d受静摩擦力C且方向和 E方向相反C故 (

项正确o

( g(nyrig由于木块静止在竖直墙面上C木块在水平方向

受到的推力E与墙面对木块的弹力EO二力平衡C即EO7Eo

当E增加到 uE时C墙面对木块的弹力也将增加到 uEo 在竖

直方向上C木块的重力与墙面对木块的静摩擦力二力平衡C

即E27D7C故gh(两项正确o

c hnyrig由于d相对于t没有运动的趋势C所以dht之间

的摩擦力为 eCt物体受力平衡C由二力平衡可知C 对 t具

有水平向左h大小为 u O的摩擦力C因此 t对  具有水平向

右h大小为 u O的摩擦力C地面对  具有水平向左h大小为

u O的摩擦力o 故选ho

) onyrig对d受力分析C因 d处于静止状态C故 d受到的

合外力为零C在竖直方向上受到竖直向下的重力C故 t对 d

施加的摩擦力方向肯定竖直向上C故 g项错误tt对 d的力

与d对t的力是一对相互作用的力C可知它们的作用方向相

反C则d对t的摩擦力方向向下C故h项错误t对整体受力分

析可知C整体在竖直方向保持静止C则墙对 t一定有竖直向

上的摩擦力C故o项正确C(项错误o

 hnyrig分别对物块处于dht点时进行受力分析C根据胡

克定律即可求解o 物块在离墙壁最近和最远点C受到的静摩

擦力等于最大静摩擦力E2LC则E2L 7)2Fe C0t0CE2L 7)20u C

Fe0C解得)7
uE2L
0u C0t

C故h项正确Cghoh(三项错误o

0 onyrig先将所有的书2设有 r 本0当作整体C受力分析C

竖直方向受重力h静摩擦力C二力平衡C有 uEtE0rD7o 再考

虑除最外侧两本书的其余书-2r Cu0本 C受力分析C竖直方

向受重力h静摩擦力C二力平衡C有 uEuE02rCu0D7C联立两

式C解得 r ruC故最多可以有 ru 本书o

B onyrig由题意可知Cdht间的最大静摩擦力 27EC7

ell ;ce O7ur OCt与桌面  之间的最大静摩擦力为 2C7

ECC7ell ;t9e O7Et Oo 当对滑轮施以水平力 E7re O

时C两根绳子上各有 ue O的作用力C此时dht物体都处于静

止C则d对t的摩擦力为 ue OC故 g项错误Co项正确tt对

 的摩擦力为 re OC故 h项错误t细线的张力为 ue OC故 (

项错误o

e ohnyrig对 ( 进行分析C由于墙壁光滑C故 ( 只受到 -对

(的摩擦力Cg项错误t最大静摩擦力与正压力有关C故压力

越大C最大静摩擦力越大Co项正确t( 受重力h-对 ( 的压

力h墙壁对 (的压力h-对 ( 的静摩擦力而处于静止状态C竖

直方向上C-对 ( 的摩擦力大小等于 ( 的重力C方向竖直向

上CE增大C摩擦力大小不变C始终等于 ( 的重力Ch项正确t

(有向下运动的趋势C-相对于 ( 有向上运动的趋势C(项

错误o

ij (nyrig当拉力 E较小时Cdhth 都处于静止状态Cdh 

间的摩擦力大小为零C对 dh 整体分析Ct对 d的摩擦力等

于拉力E的大小C选项 ghh错误t设 dht的质量均为 ,C先

对木板t受力分析C竖直方向受重力h压力和支持力C水平方

向受d对t向右的摩擦力2dt和地面对t向左的摩擦力 2C由

于d对t的最大静摩擦力E2D8,07小于地面对 t的最大

静摩擦力E2D8u,0 7C故木板 t一定保持静止C选项 (正

确Co错误o

ii (nyrig滑动摩擦力27EEO7ED7保持不变C跟相对速度

无关C所以"0C7"072)7ED7
)o

ip gnyrig因在施加拉力 E前C弹簧处于伸长状态C此时地

面对d的摩擦力水平向左C地面对 t的摩擦力水平向右C对

t施加水平向右的拉力后C随着 E的增大C物体 t受地面的

摩擦力先水平向右逐渐减小C再水平向左逐渐增大C当 t相

对地面向右运动后C物体 t受地面的摩擦力不再变化C而在

物体t运动之前C物体 d受地面的摩擦力水平向左C大小不

变C当t向右运动后C随弹簧弹力的增大C物体d受地面的摩

擦力逐渐增大C综上所述Cg项正确Cohhh(三项错误o

i( o(nyrig由题意知手指与第 t张牌之间有相对滑动C则手

指与第 t张牌之间的摩擦力为2t 7EtEOo 第 t 张牌受到手指

的摩擦力向右C故h项错误o 第 t 张牌与第 u 张牌间的最大

静摩擦力为2u 7Eu2EO8D70C故2t p2uo 第u张牌与第l张牌

间的摩擦力仍为2uC是静摩擦力o 则从第 u 张牌至第 El 张牌

之间均属于静摩擦力C其大小为 2uC故 o项正确Cg项错误o

第 Er张牌受到水平桌面的摩擦力方向向左C故(项正确o

ic gonyrig当t与地面间静摩擦力达到最大值2LLM后C拉力

传感器才有示数C地面对t的最大静摩擦力为 2LLM7)Bto 当

拉力E大于d和地面对t的最大静摩擦力之和时Ct开始滑

动o dht相对滑动后C拉力传感器的示数保持不变C则 2dt7

)Bu C2LLM7)2Bu CBt 0C选项 gho正确o 由于 dht的质量未

知C则Edt和E不能求出C选项hh(错误o

i) onyrig选物体为研究对象C因为开始时推力为 eC竖直方

向上只有重力C物体在重力 s作用下沿墙面下滑t当推力开

始变大后C物体在竖直方向又受到向上的滑动摩擦力作用t

开始一段时间E2psC物体加速下滑t当 E27s时C物体速度

达到最大值C之后E2CsC物体向下做减速运动C直至速度减

为 eo 在整个运动过程中C摩擦力为滑动摩擦力C大小为E27

EE7E)BC即E2与B成正比C在E2CB图像上是过原点的直线o

当物体速度减为 e 之后C滑动摩擦力突变为静摩擦力C其大

小由平衡条件可知E27sC所以物体静止后的图线为平行于

B轴的线段o 故选oo

ing Fo udner El ecc

i onyrig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总是同时出现的Cg错误Co正

tro



确C 地球对物体有力的作用o同时物体对地球也有力的作

用oh错误C 气球所受浮力的反作用力是气球对空气向下的

压力o(错误C

p onyrig火箭的工作原理是反冲运动o火箭燃料燃烧产生

的高温高压燃气从尾喷管迅速喷出时o使火箭获得反冲速

度o故正确选项为oC

h (nyrig力Eu 是弹簧对小球的拉力oEl 是小球对弹簧的

拉力o两力是一对作用力与反作用力oEu 与 Er 没有直接关

系o不是一对作用力与反作用力o故 g错误tEt 是小球的重

力o其施力物体是地球o故 o错误tEr 与 El 都作用在弹簧

上o不是一对作用力与反作用力o而是一对平衡力o故 h错

误tEl 是小球对弹簧的拉力o所以 El 的施力物体是小球o故

(正确C 故选(C

( gh(nyrig人从小船的一端走向另一端时o要受到船给人

的摩擦力o方向与人行走的方向相同o根据牛顿第三定律知o

人对小船也有一个摩擦力o其方向与人行走的方向相反o因

此船在这个摩擦力的作用下改变运动状态o向人行走的相反

方向运动o所以选项 g正确C 汽车行驶时o通过排气筒向后

排出燃气o虽然燃气对排气筒有反作用力o但毕竟很小o并不

是汽车动力的来源o因此选项o错误C 农田灌溉用的自动喷

水器o当水从弯管的喷嘴喷射出来时o弯管在水的反作用力

的推动下会自动旋转o大大增加了喷水的面积o选项h正确C

乌贼通过身体侧面的孔把水吸入鳃腔o然后用力把水经过小

孔压出体外o乌贼就获得了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力o从而向排

水的相反方向游去o选项(正确C

c o(nyrig物体的运动状态是由其自身的受力情况决定

的o只有当物体所受的合外力不为零时o物体的运动状态才

会改变o无论物体处于何种状态o物体间的作用力与反作用

力总是大小相等)方向相反o由于它们作用在不同的物体上o

其效果可以不同C 甲获胜的原因是甲受到的地面的摩擦力

大于绳子对甲的拉力t乙失败的原因是绳子对乙的拉力大于

乙受到的地面的摩擦力C 但是o甲对乙的拉力大小始终等于

乙对甲的拉力大小C 选项o)(正确C

 hnyrig对人受力分析2人受到地面给人的弹力和重力o

因为弹力大于重力o所以人能跳起C

0 onyrig脚对球的力与球对脚的力是一对作用力与反作

用力o其大小相等)方向相反C

- ohnyrig人对沙滩的压力和沙滩对人的支持力是作用力

与反作用力o二力大小相等o故 g项错误oo项正确t对人受

力分析o受重力和支持力o人会向下加速运动o是由于重力大

于支持力o故h项正确o(项错误C

2 gh(nyrigd对t的作用力和 t对 d的作用力是一对相

互作用力o大小相等og项正确oo项错误t在碰撞过程中od

鸡蛋内的蛋黄和蛋白由于惯性o对d的蛋壳有向前的力的作

用o所以d蛋壳所受的合力比t蛋壳小ot蛋壳被撞破oh)(

两项正确C

Be gnyrig设下面一个圆柱体对上面圆柱体的作用力大小

为Eo受力分析可得 uE?R,lec7D7o解得 E7槡ll D7o则可知

上面圆柱体对下面一侧圆柱体的作用力大小为槡
l
l D7o选项

o错误t隔离下面一个圆柱体o分析受力可得o木桩对圆柱体

作用力大小为EO7E?R,.ec7槡l. D7o选项g正确t对三个圆

柱体整体受力分析可得o地面对下面两个圆柱体的作用力大

小为 lD7o根据对称性可知地面对下面其中一个圆柱体的作

用力大小为 tlED7o选项h)(错误C

BB hnyrig力的作用是相互的o所以甲对乙的拉力大小等于

乙对甲的拉力大小o故 g)o两项错误t对甲同学受力分析o

甲同学受到重力)台秤 y的支持力)弹簧测力计的向下的拉

力o如果甲同学增大拉弹簧测力计的力o弹簧测力计对甲同

学的拉力将增大o台秤 y对甲同学的支持力将增大o故台秤

y的示数将增大o同理可知台秤 F的示数将减小o故 h项正

确o(项错误C

Bp gnyrigd推t时d与t之间有相互作用力o作用力与反

作用力同时产生o大小相等o选项g正确oo)h)(错误C

Bh ohnyrig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总是大小相等o方向相反o作

用在不同的物体上o不能合成o故g项错误t一对平衡力大小

相等o方向相反o作用在同一个物体上o合力总等于零o故 o

项正确t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一定作用在不同的物体上o故 h

项正确t一对平衡力是作用在同一个物体上的o故(项错误C

B(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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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onyrig合力与分力是等效替代的关系o即合力的作用效

果与几个分力的共同作用效果相同o合力的作用效果可以替

代这几个分力的作用效果o但不能认为合力与分力同时作用

在物体上og)h说法正确oo说法错误t力是矢量o所以求合

力时遵循平行四边形定则o(说法正确C o符合题意C

第 u 题图

p (nyrig根据力的平行四边形定则

可知o两个共点力的合力大小范围是

vEt CEu v E Et 8Euo说明合力 E可

能小于小的分力o也可能大于大的分

力o故选项 g)h错误o选项 (正确t合

力的大小随分力夹角的增大而减小*如

图所示+o故选项o错误C

h g(nyrig根据平行四边形定则oEt)Eu 同时增大一倍oE

也增大一倍o故g正确t如果Et)Eu 方向相反oEt)Eu 同时增

加 te OoE不变o故 o错误t如果 Et)Eu 方向相反oEt 增加

te OoEu 减少 te OoE可能增加 ue Oo故 h错误t如果 Et)Eu

方向相反o若Et)Eu 中的一个增大oE不一定增大o故(正确C

( (nyrig可以先将Et)Eu 两个力进行合成o合力为 c Oo方

向向右o木块处于静止状态o所以木块还受到向左的静摩擦

!*!



力 c OC同时说明木块与地面的最大静摩擦力大于或等于

c Oo 撤去Et 后C木块受 u O的推力C小于最大静摩擦力C所

以木块静止C水平方向所受合力为 eo

p onyrig根据题意可得CE7槡uEtC当两个力的夹角为 tuec

时C合力E合 7Et 7槡
u
u EC即选项o正确o

h (nyrig根据三角形定则CEt 与Eu 的合力可用从Et 的起

点到Eu 的终点的有向线段表示C正好与 El 大小相等t方向

相反C故合力等于 eo 故(项正确Cgtoth三项错误o

( hnyrig小孩的重力和两根绳子拉力的合力等大反向C合

力一定C两分力夹角越大C分力越大C所以夹角越大C绳子拉

力越大C则乙中绳子容易断C故 h正确Cgtot(错误o 故

选ho

c ohnyrig根据平行四边形定则C三个力的合力的最大值

第 s 题图

为 t9 OC最小值为 t OCoth两项正确o

) hnyrig本题考查合力的计算C关键是明

确绳子t tt.间拉力的夹角是 tueco 以滑

轮为研究对象C悬挂重物的绳的拉力是 E7

D77tee OC故小滑轮受到绳的作用力沿

t tt.方向C大小都是 tee Oo 从图中看出C

& t.7tuecC& tE7&.tEC得& tE7&.tE7.ecC即

2 tE是等边三角形C故E合 7tee Oo

0- hnyrig在两分力大小一定的情况下C合力随着分力间夹

角的减小而增大C夹角为 ec时合力最大2合力随着分力间夹

角的增大而减小C夹角为 tcec时合力最小Ch项正确o

00 onyrig物体受 r个力处于静止状态C则其中0rCt 个力

的合力一定与剩余的那个力等大反向C故除 Et 以外的其他

各力的合力大小等于 EtC且与 Et 方向相反C故当 Et 转过

sec后C物体受到的合力大小应为槡uEtCo项正确o

0 onyrig夹角!7ec时CE7Et 8Eu 7E OC夹角!7tcec时C

EC7vEt CEu v7t OC所以 Et 7l OCEu 7u OC或Et 7u OC

Eu 7l OCo正确o

第 tl 题图

0B onyrig如图所示C定滑轮只改变力的

方向C不改变力的大小C所以绳的拉力

Et 7Eu 7tee OC柱顶所受压力大小 E7

uEt?R,lec7u ;tee ;槡lu O7tee槡l OCo

项正确o

0e o(nyrig夹角不变CEt 大小不变CEu

增大C合力 E可以减小C也可以增大C如图甲所示C故 g错

误Co正确2两个分力都增大C合力大小可能增大t减小或不

变C如图乙t丙t丁所示C故h错误C(正确o

第 tr 题图

0p hnyrig由题图可知CE9 和El 可合成为EcCEr 和 Es 可合

成为EcCEt 和E. 可合成为
t
u EcC因为是正六边形C所以Ec 7

uEtCEu 7EE 7EtC所以九个力的合力为 lEc 8t
u Ec 8Eu 8

EE 7sEtC故选ho

0h h(nyrig系统原来处于静止状态C撤去弹簧 -的瞬间C弹

簧 (的弹力未变C可知撤去瞬间球所受到的合力大小与原来

弹簧-的弹力大小相等C方向相反C故原来弹簧 -的弹力大

小为 u OC方向可能向上C也可能向下o 由平衡条件得知C弹

簧 (的弹力大小可能为 c OC方向向上2也可能大小为 tu OC

方向向上o 若撤去弹簧 (C则撤去瞬间球所受到的合力大小

与原来弹簧 (的弹力大小相等C方向相反C故撤去 ( 的瞬间

球所受到的合力大小可能为 c OC方向向下2或大小为 tu OC

方向向下C故ht(两项正确Cgto两项错误o

ij i ng FouderEl ec tro

0 o(nyrig用两只弹簧测力计拉橡皮条时C两细绳套的夹

角约在 .ecDtuec范围C实验中不需要计算出合力的大小C没

必要非得把绳套间夹角设定为 secCg项错误2实验中 E与

EC的图示不一定完全重合C只要两者长度差不多C夹角很小C

就可以近似验证n力的平行四边形定则iCo项正确2EttEu

夹角不确定C它们的大小与合力 E的大小关系不确定Ch项

错误2为减小读数和作图的误差C实验中用弹簧测力计拉橡

皮条时C应使弹簧测力计与木板平面平行且弹簧测力计的轴

线沿橡皮条或细绳套方向C(项正确o

 (nyrig实验时通过作出三个力的图示C来验证n力的平

行四边形定则iC因此重物的重力必须要知道C故 g项是必

要的2弹簧测力计用来测力的大小C必须在使用前校零C故 o

项是必要的2细线方向必须与木板平面平行C这样才能确保

所测力的大小的准确性C故 h项是必要的2每次实验不需要

使g点静止在同一位置C故(项是不必要的o

B gh(nyrig橡皮条弹性要好C拉到 g点时拉力适当大些C

可减小测量误差对实验的影响C故g正确2画平行四边形时C

夹角稍大一些时作出的平行四边形就会准确些C故 o错误2

拉橡皮条时C橡皮条t细绳和弹簧测力计要平行贴近木板面C

故h正确2为了方便而且更加准确地确定力的方向C操作时

可以使拉橡皮条的绳细且长一些C故(正确o

e 0t 静止n0u 三根细线的方向n0l 结点g的位置n0r E

和EC在误差范围内重合

yrig0t 要测量装满水的水壶的重力C则记下水壶静止时

cs 



电子秤的示数EC

oup要画出平行四边形y则需要记录分力的大小和方向y所以

在白纸上记下结点g的位置的同时也要记录三根细线的方

向以及电子秤的示数EtC

olp已经记录了一个分力的大小y还要记录另一个分力的大

小y则结点g的位置不能变化y力的方向也都不能变化y所以

应使结点g的位置和三根细线的方向与题图乙中重合y记录

电子秤的示数EuC

orp根据平行四边形定则作出 EtrEu 的合力 EC的图示y若 E

和EC在误差范围内重合y则平行四边形定则得到验证C

i otp如图所示C noupghnolp张华做的符合实验事实n

orpo

第 E 题图
ght(otp用平行四边形定则作图y即以 EtrEu 为两邻边作

平行四边形y对角线就表示合力EC o标上箭头表明方向p

oup两分力可以同时大于合力y故 g正确c结点受三个力作

用处于平衡状态y其中两弹簧测力计的拉力的合力与第三个

力)))橡皮筋拉力等大r反向y是一对平衡力y而橡皮筋的拉

力不是合力y故o错误c只有保证结点在同一位置才能说明

作用效果相同y故h正确c若两个分力的大小变化而方向都

不变y则合力必定变化y故(错误C

olp作图法得到的E必为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y单个弹簧测

力计的拉力EC一定与橡皮筋共线y故张华的实验比较符合实

验事实C

orp当两个力共同作用的效果跟一个力单独作用的效果相同

时y它们就是等效替代关系C

 otpEEo 0u 内均可pnoupulten画法如图#所示nolplll

o说明0 0elu 内均可p

#

nnn

$
第 . 题图

ght(otp根据表格数据描点y然后连成一条过原点的直

线y如图$所示y直线的斜率等于弹簧的劲度系数y)7

llE
.lru ;te Cu O=L7EE O=LC

oup读出弹簧测力计的读数为 ulte Oo保留三位有效数字pC

以g为顶点y画出两弹簧的绳套方向就是两拉力方向y再确

定并画好力的标度y画出两拉力的图示y以两拉力为邻边作

出平行四边形y画出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y即合力E合C

olp用刻度尺量出合力的长度y根据确定的标度算出合力的

大小C

0- 2 2 Be ij ing

F gnght(两个分力的作用效果与其合力的作用效果一定

是相同的y合力可以等效替代两个分力yg正确yo错误c分

力与合力的关系遵从平行四边形定则y不符合平行四边形定

则的分解都是不正确的yhr(错误C

o g(nght(汽车上桥时重力沿斜面向下的分力为 D7,EF !y

当引桥长时y!角小y重力向下的分力小时y车行驶方便r安

全yg项正确co项中滑梯陡与小孩重力互不相干yo项错误c

h中双臂产生的合力大小均等于人的重力yh项错误c风吹

船帆使之向前航行一定是风力可以分解出沿船前进方向的

分力y(项正确C

u hnght(小明的重力可分解为沿两个木板方向的分力y由

于两个木板夹角接近 tcecy根据平行四边形定则y可知分力

可远大于小明的重力y选项h正确C

n gnght(将E分解为水平方向和竖直方向y根据平行四边

形定则y竖直方向上分力 EC7E,EF !y故 g正确yorhr(错

误C 故选gC

i hnght(g项中物体重力分解为垂直于斜面使物体压紧

斜面的分力st 和沿斜面向下使物体向下滑的分力 suco项

中物体的重力分解为沿两条细绳使细绳张紧的分力 st 和

suygro两项正确ch项中物体的重力应分解为垂直于两接

触面使物体紧压两接触面的分力st 和suyh项错误c(项中

物体的重力分解为水平向左压紧墙的分力 st 和沿绳向下使

绳张紧的分力suy(项正确C

 ohnght(题图中三个物体对地面的压力分别为EO甲 7

D7CE,EF !yEO乙 7D78E,EF !yEO丙 7D7y因它们均相对地面

滑动y由摩擦力E27EEO知yE2乙 CE2丙 CE2甲yorh两项正确C

d h(nght(EtrEu 两个力是D7的两个正交分力y其作用效

果与重力D7等效yEt 的作用是使物体沿斜面下滑yEu 的作

用是使物体压紧斜面C 物体只受重力D7和斜面对物体的支

持力EO的作用C 综上所述y选项hr(正确C

e onght(减速带对车轮的弹力方向垂直车轮和减速带的

接触面y指向受力物体y故 grh错误c按照力的作用效果分

解y将E可以分解为水平方向和竖直方向y水平方向的分力

产生的效果减慢汽车的速度y竖直方向上分力产生向上运动

的作用效果y故o正确y(错误C 故选oC

r oh(nght(由题意可知yEt 最小时y即为 Et 垂直于 Eu

时yEtLEF 7E,EF lec7te ;elE O7E OC 当Et pE O时y无解c

当Et 7E O时y有一解c当E OpEt pte O时y有两解c当Et0

te O时y有一解y故orhr(正确yg错误C

 El



第 s 题图

Fo hnr: u由题图可知当E与倾斜绳子垂直时 E有极小值C

所以 o 7#p

FF yti对滑轮g受力分析g由于 gdhgt绳中的拉力大小相等C

g 的拉力与gdhgt两个拉力的合力平衡C合力在&tgd的

角平分线所在的直线上C所以tg与竖直方向的夹角为 .ecC

与水平方向的夹角为 lecp

对物体dC拉力和重力平衡C则有gEu7sd7ree OC

对物体tC摩擦力等于拉力的水平分量C则有g

E27Eu?R,lec7uee槡l Op

yui对滑轮gCg 绳的拉力与gdhgt两绳拉力的合力平衡C

则有Eu 7uEu?R,lec7槡l Eu7ree槡l Op

Ft yti对氢气球进行受力分析C如图甲所示p 由平衡条件可知C

竖直方向gE浮 7D78u,EF l9c(水平方向gE风 7u?R,l9 cC解

得E风 7tu OCu7tE Op

第 tu 题图

yui对人受力分析C如图乙所示p 由平衡条件可知C竖直方

向guC7uCEO7,7CuC,EF l9c7Eee OCtE ;el. O7rst OC

则人对地面的压力大小为 rst Op

yli若风力增强C只改变了水平方向的力C视氢气球及人为一

整体可知C竖直方向上的受力情况没有改变C则人对地面的

压力不变p

c) 2 00 -2 Bei ji ng 

F hnr: u处于平衡状态的物体C从运动形式上看C物体处于

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从受力上看C物体所受合力为零p

某一时刻速度为零的物体C受力不一定为零C故不一定处于

平衡状态C选项g错误(物体相对于另一物体保持静止时C该

物体不一定处于平衡状态C如当另一物体做变速运动时C该

物体也做相同的变速运动C此物体处于非平衡状态C故选项

o错误(选项h符合平衡条件的判断(物体做自由落体运动

的下落瞬间C虽然速度为零但加速度不为零C故不是平衡状

态C选项(错误p

t hnr: u物体的平衡条件g合力为零C但不一定只受两个

力C故选项 g错误(当物体只受一个力时C合力不为零C故物

体一定不处于平衡状态C选项o错误p

u ohnr: u由题图知C木块处于静止状态C合外力为零C则

一定受到摩擦力的作用C故与天花板间一定有弹力作用C所

以g项错误Co项正确(木块受到的静摩擦力 27D7,EF !8

E?R,!C所以在E增大的过程中C摩擦力一定增大C所以 h项

正确C(项错误p

第 r 题图

n gnr: u隔离光滑均匀圆球 tC对 t受

力分析如图所示C可得EO 7E?R,!CuD7 C

E,EF !7eC解得 EO 7uD7
PLF !

C又对两球组成

的整体有 lD7CEEO7eC联立解得E7槡lu p

故选gp

d hnr: u对 t球受力分析可知Ct球受到重力h绳子的拉

力C两个力合力为零C杆对 t球没有弹力C否则不能平衡C故

g项错误(转轴受两侧绳子的两个拉力和弹力而平衡C由于

两个拉力的合力斜向右下方C根据平衡条件C转轴 g对滑轮

的作用力斜向左上方C故o项错误(设绳的拉力为 uC对 t球

有u7Dt7C对d球平行杆的方向有u?R,lec7Dd7,EF lecC联

立解得Dd2Dt7槡l2tCDd7 2u7槡l2tC故 h项正确C(项

错误p

e onr: u根据题意知C当倾角为 lec木板处于静止状态时C

物块受到的静摩擦力与倾角为 rEc时的滑动摩擦力大小相

等C由平衡条件有D7,EF lec72静C且2静 72滑 7ED7?R,rEcC得

E7,EF lec
?R,rEc7

槡u
u C故o项正确p

r o(nr: u以t点为研究对象C分析受力情况g受到连接重

物的绳子的拉力uy等于重物的重力sih轻杆的支持力 C和

绳子的拉力EC如图所示p 由平衡条件得知CC和 E的合力

与u大小相等C方向相反C根据三角形相似可得 Cdt7Etg7

u
dgC又u7sC解得C7dtdg sCE7tgdg sp 使&tdg缓慢变

小时Cdthdg保持不变Ctg变小C则 C保持不变CE变小C故

oh(两项正确Cghh两项错误p

第 9 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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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c 题图

E ghnr: u对篮球受力分析如图所示C设细线与墙壁的夹

角为!C则由几何关系和平衡条件可得u?R,!7sCu,EF !7CC

缩短悬线d 的长度C线与墙壁的夹角 !变大C所以线 d 对

球的拉力u增大C墙对球的支持力 C增大C故 ghh两项正

确Coh(两项错误p

lee



c ontron如图所示C座椅静止时C受重力和两个拉力而平

衡C故三个力的合力为零C即E7eC根据共点力平衡条件C有

uEt?R,!7D7C解得Et 7
D7

u?R,!
o 由于长期使用C导致两根支

架向内发生了稍小倾斜C图中的 !角减小了C则 ?R,!增大C

故E不变CEt 减小o

第 s 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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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te 题图

py ontron如图所示C对小球受力分析C由几何三角形 dgt

与力三角形tEO.相似C知 sgd7
EO

gt7EdtC又 srgdrgt为定

值C故EO不变C选项grhr(错误i缓慢上移时dt减小C故 E

减小C选项o正确o

pp o(ntron重新平衡时C重物受到的合力仍为零C没有变

化C故g项错误o 对滑轮研究C根据力的合成和二力平衡得g

橡皮绳对滑轮的合力大小等于重物的重力C保持不变o 设橡

皮绳的弹力大小为uC重物的重力为 sC则有 uu?R,!
u 7sC!

变大C则得u变大C故or(两项正确Ch项错误o

ph g(ntron本题易错之处是认为细线越长拉力越小o 移动

前C由力的合成与二力平衡可得C( 段细线中的拉力 E( 7

s
PLF rEc7sCg项正确Co项错误i夹子向左移动一小段距离

后C玩具的位置下移C(段细线不再水平C与重力平衡的力变

为 (r-两段细线中拉力的竖直分量之和C故移动后 -段细线

中拉力的竖直分量变小C(项正确Ch项错误o

pt ontron对球受力分析C受重力和两个支持力C其中重力

大小和方向均不变C竖直挡板支持力方向不变C滑块支持力

与竖直方向的夹角变大C如图甲所示o 根据平衡条件C竖直

挡板支持力和滑块支持力均变大C故 o项正确Ch项错误o

对,和D整体分析C受重力r推力r地面支持力和竖直挡板

的支持力C如图乙所示o 根据平衡条件C有E7CCEO 7(,8

Dc7C由于竖直挡板的支持力变大C故推力增加C地面支持力

不变C故gr(两项错误o

第 tl 题图

p) (tc对小球C受到 ErD7ruC处于平衡状态C在水平方向上

E?R,lec7u?R,!C在竖直方向上E,EF lec8u,EF !7D7C根据

这两个式子可求出!7lecCu7te槡l Oo

(uc对木块C受到 ,7rur2rCC处于平衡状态C水平方向上

u?R,!72C竖直方向上C7,78u,EF !C27ECC联立三式可得

E7槡lE o

 20 t 0-2  B eij

p hntron由题意可知C木块在斜向左上方的力 E的作用

下C沿天花板向左做匀速直线运动C因此除受到重力外C还受

到推力C由于天花板对木块有竖直向下的支持力C根据摩擦

力产生的条件C则存在向右的滑动摩擦力C对木块受力分析C

木块受重力r支持力r摩擦力与推力C故 h正确Cgror(错

误o 故选ho

h ontron物块d受重力r支持力C可能有摩擦力i对物块 d

进行运动分析C做匀速直线运动C加速度为零C合力为零i根

据平衡条件C摩擦力为零C即不受摩擦力C故 o正确Cgrhr(

错误o 故选oo

t hntron本题疑难之处是分析哪个物体的受力作为有效

突破口o 先对d分析Ct对 d有向右的静摩擦力i再分析 t

受力Ct至少受到重力rd对t的压力和静摩擦力r斜面的支

持力四个力C而斜面对木块 t可能有静摩擦力C也可能没有

静摩擦力C故选项h正确Cgror(错误o

) g(ntron解本题的关键是分析轻弹簧弹力的有无o 假设

没有轻弹簧并且斜面足够粗糙C滑块也可能静止在题图所示

位置C所以轻弹簧可能处于原长状态C此时滑块受到 l 个力

的作用Cg正确Co错误o 如果斜面对滑块的支持力大小为

零C那么斜面与滑块之间肯定没有摩擦力C滑块只受到竖直

向下的重力和沿轻弹簧方向的拉力C二力不可能平衡C所以

斜面对滑块的支持力大小不可能为零Ch错误o 根据滑块在

斜面上静止可知C斜面对滑块的摩擦力大小一定等于 t
u D7C

(正确o

i oh(ntron以  为研究对象C分析受力g受重力r拉力 E

和d对 向上的支持力和向左的静摩擦力C共四个力o 以 t

为研究对象C分析受力g受重力和d的支持力C共两个力o 以

d为研究对象C分析受力g受重力rt的压力r 的压力和摩擦

力r地面的支持力和摩擦力C共 . 个力C故 g错误i对 o项中

物体受力分析如图甲所示o 如果g(tcE弹 7s的话C物体受

力可以平衡C故y可能受 u 个力的作用o (ucE弹 ps的话Cy

不可能平衡o (lc如果gE弹 CsC物体会受到挡板 ,C的弹力

E和摩擦力2C受力分析如图乙所示o 故 y可能受 r 个力的

作用o 综上所述gy可能的受力个数是 u 个或 r 个C故 o正

确o 若小车做匀速运动C则小车受力平衡C所以小车受重力r

支持力r拉力和摩擦力C共四个力C故 h正确o 若小车做加速

运动C若E的水平分量正好提供加速度时C不受摩擦力C此时

可能受重力r支持力r拉力这三个力C故(正确o 故选orhr(o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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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 us:e r" !$$

! o(n!!""假设两球间有弹力C则悬线不竖直C与题矛盾C

故 (-间无弹力C故g错误o若两球间无弹力C则两个球的悬

线都竖直C与题矛盾C说明 (-间有弹力C故o正确o假设两球

间有弹力C则-小球将向右运动C与题矛盾C故 (-间无弹力C

故h错误o假设 (对-球无弹力C-球将落下C故二球间有弹

力C故(正确p 故选oy(p

!ight"不少同学习惯地认为接触就一定有弹力C误选 h

项C判断弹力是否存在C当有明显形变时C可直接由弹力产生

的条件进行判断C当形变不明显时C可采用假设法y状态法或

替代法进行判断p

( (n!!""弹簧可能被拉伸也可能被压缩p 当弹簧被拉伸

时C天花板受到的拉力Et 7l O8u O7E OC地板受到的压力

Ct 7l O8r OCE O7u OC选项 (可能p 当弹簧被压缩时C

天花板受拉力Eu 7l OCu O7t OC地板受压力 Cu 7l O8

r OCt O7. OC故选项gyoyh均没有可能p 故选(p

c ohn!!""力E大小合适时C球可以静止在斜面上C当力 E

增大到一定程度时墙才对球有水平向左的弹力C故 g错误C

o正确o而斜面对球必须有垂直斜面向上的弹力才能使球不

下落C故h正确C(错误p

第 r 题图

) gn!!""对楔形石块进行受力分析C如图

所示C将重力沿垂直于石块侧面 E方向分

解C则EC7EC故E7 D7
u,EF #

p

 (n!!""y为主动轮C即轮子带动皮带运

动C故皮带相对y轮有沿逆时针方向运动的

趋势C另一个轮子为从动轮C即轮子是在皮带的带动下运动

的p d点位置在与主动轮接触的皮带上C轮子带动皮带顺时

针运动C故皮带受到轮子的摩擦力方向向上C那么皮带对主

动轮上t点的摩擦力方向向下o同理C 点位置在与从动轮

接触的皮带上C轮子是在皮带的带动下运动的C故皮带对从

动轮上.点的摩擦力方向向下C皮带上的  点受到的摩擦

力的方向向上C可知选项(正确p

2 gn!!""取物块与斜劈整体作为研究对象C由于物块匀速

运动y斜劈静止C故整体所受外力之和必为零p 分析整体的

受力可知C由于重力y地面的支持力方向都沿竖直方向C若地

面的摩擦力不为零时C其合力只能沿水平方向C必导致整体

的合力不为零C与题述矛盾C故只有g正确p

0 g(n!!""剪断右侧绳的瞬间C右侧细绳上拉力突变为零C

而弹簧对两木块的拉力没有发生突变C与原来一样C所以 -

相对地面有向左的运动趋势C受到摩擦力 E2-C方向向右Ch

错误C(正确p 剪断右侧绳的瞬间C木块 ( 受到的各力都没

有发生变化Cg正确Co错误p

- (n!!""以d为研究对象进行受力分析C受水平向右的拉

力和水平向左的静摩擦力C有 EC27Dd(o再以 t为研究对

象C受水平向右的静摩擦力27Dt(C当2为最大静摩擦力时C

解得 (72Dt
7EDd7
Dt

7tu
u L=,u 7. L=,uC此时E7rc Op 由此

可以看出C当Eprc O时Cdyt间的摩擦力达不到最大静摩

擦力Cdyt间不会发生相对运动C故选项(正确p

B g(n !!""t与  之间的最大静摩擦力 2t 7EeDd 8

Dti77elt ;el 8ui ;te O7E OCdyt间最大静摩擦力为

2u 7EDd77elt ;le O7l Op2tp 当 t刚要拉动时C右侧绳

子的拉力至少等于dyt间最大静摩擦力C即u72u 7l Op 再

对三个物体组成的整体进行研究C由于地面光滑C由平衡条

件得到C水平向左的拉力最小值为 E7uu7. OC由于 t与  

之间的最大静摩擦力比较大C所以施加最小拉力拉动 t物体

时Cdyt物体将相对滑动C故gy(两项正确p

第 te 题图

!j g(n!!""本题疑难之处是对摩擦力大

小和方向的判定p 斜面对物体的作用力

是斜面对物体的支持力与摩擦力的合力p

因为物体始终保持静止状态C所以斜面对

物体的作用力和物体重力 s与拉力 E的

合力是平衡力p 物体的重力 s和拉力 E

的合力的变化如图所示C由图可知CE合 可

能先减小后增大C也可能逐渐增大C故 oyh项错误Cgy(项

正确p

第 tt 题图

!! (n!!""解本题的关键是分析小球的受力

情况C作出动态分析图p 由力的合成和二力

平衡得C在细绳与竖直方向的夹角 #逐渐减

小的过程中C重力s不变C细绳的拉力 Et 的

方向发生缓慢的逆时针的转动C而支持力 Eu

的方向不变p 作出动态平衡时力的矢量三

角形C如图所示p 当Et 与Eu 垂直时CEt 取最小值C从图中不

难发现CEt 先逐渐减小后逐渐增大CEu 逐渐减小p 故选项 (

正确p

第 tu 题图

!( g(n!!""本题疑难之处在于能否熟练

运用动态平衡的方法来求解p 以结点 g

为研究对象C分析受力C竖直向下的力 sy

绳gd的拉力 Egd和绳 gt的拉力 EgtC由

结点处于平衡状态可知C两根轻绳的拉力

的合力与 s大小相等y方向相反C作出轻

绳gt在不同位置时力的合成图如图所

ing



示C由图看出CEgd逐渐减小CEgt先减小后增大C当 !7sec时C

Egt最小o 故gp(正确Coph错误o

yr onight解本题的关键是理解挡板缓慢转动时小球总处

于静止状态o 小球受力分析如图甲所示C因挡板缓慢转动C

所以小球处于动态平衡状态C在转动过程中C此三力(重力p

斜面支持力p挡板弹力c组成的矢量三角形变化情况如图乙

所示(重力大小p方向均不变C斜面对其支持力方向始终不

变cC由图乙可知此过程中斜面对小球的支持力不断减小C挡

板对小球的弹力先减小后增大C可知选项o正确o

第 tl 题图

y) gnight对物体d与斜劈t组成的整体进行受力分析 整

体受到竖直向下的重力(,8Dc7p竖直向上的支持力 EOp斜

向上的推力EC由于系统处于平衡状态C所以还受到水平向

左的静摩擦力E2C根据平衡条件有E27E?R,#CE,EF #8EO7

(,8Dc7C根据以上分析可知g正确o

第 tE 题图

y2 gnight以下面三只灯笼的整体为研

究对象C进行受力分析C如图所示o 竖直

方向有u?R,lec7lD7C得 u7 lD7
?R,lec7

u槡lD7C故选go

y0 gnight以 E eee 个小球组成的整体为

研究对象C分析受力情况C如图(tc所示C

根据平衡条件E7E eeeD7C再以第 u etl个到第 E eee个小球

组成的整体为研究对象C分析受力情况C如图(uc所示C则有

PLF #7u sccD7
E 7u scc

E eeeC故g正确Cophp(错误o 故选go

第 t. 题图

第 t9 题图

y- h(night本题疑难之处在于能否在正确

受力分析的基础上运用整体法以及正交分

解法求解物体的平衡问题o 对 dpt整体受

力分析C如图所示C受到重力(,8Dc 7p支

持力C和已知的两个推力C对于整体C由于

两个推力刚好平衡C故整体与地面间没有摩擦力C且有 C7

(,8Dc7C故o错误C(正确o 再对木块 d受力分析C至少

受重力D7p已知的推力Ept对d的支持力CCo 当推力 E沿

斜面的分力大于重力沿斜面的分力时C摩擦力的方向沿斜面

向下o 当推力E沿斜面的分力小于重力沿斜面的分力时C摩

擦力的方向沿斜面向上o 当推力 E沿斜面的分力等于重力

沿斜面的分力时C摩擦力为零o 在垂直斜面方向上有 CC7

D7?R,!8E,EF !(!为斜劈倾角cC故g错误Ch正确o

20  B eijn g Fou

y hn n (

r (night弹簧伸长的长度为 07u ?L7eleu LC弹簧的弹

力为E7r OC根据胡克定律 E7)0得 )7E07 r
eleu O=L7

uee O=LC故gpoph错误C(正确o 故选(o

) hnight对 ( 物体分析可知C( 物体受重力p支持力的作

用C有沿斜面向下滑动的趋势C因此 ( 受到摩擦力C2tdee再

对 (-整体分析可知C(-整体受重力p支持力的作用C有沿斜

面向下滑动的趋势C因此-受到摩擦力C2udee对 (-及 y组

成的整体分析C由于整体在水平方向不受外力C因此 y不受

地面的摩擦力C2l 7eo 故h正确Cgpop(错误o 故选ho

2 hnight物体的重心的位置跟形状还有质量分布有关C石

块下滑前后C质量分布变化C形状变化C所以重心改变C故 g

错误e动摩擦因数与倾角无关C故 o错误e石块处于平衡状

态C则有 D7,EF !72CEO 7D7?R,!C自卸车车厢倾角逐渐增

大C车厢与石块间的正压力 EO逐渐减小C故 h正确e石块滑

动后的摩擦力是滑动摩擦力C小于最大静摩擦力C也小于重

力沿斜面方向的分力C故(错误o 故选ho

第 . 题图

0 ohnight力的 分 解 如 图 所 示C EO 7

E

u?R,t
u (tcecC!c

7 E

u,EF !
u

C故 E一定C!

越小CEO越大C选项g错误Co正确e!一定C

E越大CEO越大C选项(错误Ch正确o

- (night分析可知工件受力平衡C对工件

受到的重力按照压紧斜面r和 的效果进行分解如图所示C

结合几何关系可知工件对斜面r的压力大小为 Et 7

D7?R,lec7槡lu D7p对斜面 的压力大小为 Eu 7D7,EF lec7

t
u D7C(项正确Cgpoph三项均错误o

iElect根据重力的作用效果确定它的两个分力的方向

并根据平行四边形定则和几何关系求得两个分力的大小是

本题的关键o

第 9 题图

nnnnnnn

第 c 题图

t hnight增加钢索的数量C索塔受到的向下的压力增大Cg

ron



项错误C当索塔受到的力E一定时o降低索塔的高度o钢索与

水平方向的夹角#减小o则钢索受到的拉力将增大oo项错

误C如果索塔两侧的钢索对称且拉力大小相同o则两侧拉力

在水平方向的合力为零o钢索的合力一定竖直向下oh项正

确C索塔受到钢索的拉力合力竖直向下o当两侧钢索的拉力

大小不等时o由图可知o两侧的钢索不一定对称o(项错误p

y gnrigh两手臂对称支撑o夹角为 !o则在竖直方向tuE(

?R,!
u 7so所以E7 s

u?R,!
u

C当 !7.ec时o运动员单手对地

面的正压力大小与地面对手的作用力沿竖直方向的分力是

相等的o为E(?R,!
u 7 s

u?R,!
u

(?R,!
u 7su o故g正确p

c) gnrigh设物块的质量最大为 Do将物块的重力沿斜面方

向和垂直斜面方向分解o由平衡条件o在沿斜面方向有 E7

D7,EF lec8ED7?R,leco解得D7tEe <Nog项正确p

cc hnrigh以气球为研究对象o受力分析如图所示o则由力

的平衡条件可知o气球在水平方向的合力为零o即风对气球

作用力的大小为E7u,EF #oh项正确og o (三项错误p

第 tt 题图

nnnnn

第 tu 题图

c2 o(nrigh对C进行受力分析如图所示o因为 C的重力与

水平拉力E的合力和细绳的拉力u是一对平衡力o从图中可

以看出水平拉力的大小逐渐增大o细绳的拉力也一直增大og

项错误oo项正确C,的质量与C的质量的大小关系不确定o

设斜面倾角为!o若DC70D,7,EF !o则,所受斜面的摩擦力

大小会一直增大o若 DC7 pD,7,EF !o则 ,所受斜面的摩擦

力大小可能先减小后增大o(项正确oh项错误p

c0 g(nrigh对重物受力分析o画出甲 乙 丙三个特殊位置的

受力图o其中ug,和u,C的合力大小 方向均不变o大小等于so

在重物移动的过程中 g,与 ,C的夹角 #不变o由图甲 乙 

丙可知ug,先增大后减小ou,C逐渐增大o选项g (正确p

第 tl 题图

c- gonrigh衣服受力如图所示o由于挂钩光滑o因此绳上拉

第 tr 题图

力大小处处相等o设 , C间距为 *o绳

子总长为 Fo则 ,EF !7 *F o由平衡条件

得 uu?R,!7D7o当绳子右端上移时o!

不变o绳子拉力不变o选项g正确C将杆

C向右移一些o则 * 变大o!变大o绳子

拉力变大o选项o正确C由以上分析可知o绳子拉力大小与绳

的两端高度差无关o选项h错误C两侧绳子拉力大小相等o与

竖直方向夹角均不变o因此若换挂质量更大的衣服o绳子拉

力变大o衣架悬挂点不动o选项(错误p

c ll99EnEll9nrigh题中所用的标尺精度为 eleE LLo标

尺上游标第 tE 条刻度线与主尺刻度线对齐o根据读数规则o

图BJe所示的标尺读数为 ll9 ?L8tE ;eleeE ?L7ll9 ?L8

ele9E ?L7ll99E ?Lp 托盘中放有质量为D7eltee <N的砝

码时o弹簧受到的拉力的增加量 "E7D7 7eltee ;slc O7

elsce Oo弹簧伸长量的增加量 "07ll99E ?LCtlsE ?L7

tlcuE ?L7eletc uE Lo根据胡克定律E7)0o解得此弹簧的

劲度系数)7"E
"0

7Ell9 O=Lp

ci BteohnBueonrigh Bte实验时两个测力计读数大小不

一定相等o故橡皮条没有必要在两绳套夹角的角平分线上o

选项g错误C同一次实验o结点 g的位置需保持不变o不同

次实验中o结点g的位置可以改变o选项 o正确C使用测力

计时o施力方向应沿测力计轴线o读数时视线要正对测力计

刻度o选项h正确C两分力与合力的大小关系不确定o当两分

力夹角大于 sec时o分力可以大于合力o选项(错误p

Bue图 g (中两分力夹角太小o实验误差较大C图 h中力的

标度相对于力来说太大o导致画出的图太小C图 o中两分力

夹角大小适中o画出的图大小适中o实验误差较小o故选项 o

正确p

jn Found er  El

c g

2 gnrigh视蜗牛为质点o匀速运动时受力平衡o除重力 s

外o蜗牛还受葡萄枝对它的作用力的合力 Eo则E7sp 故

选gp

0 onrigh物块匀速上滑o则有E7D7,EF l9c8ED7?R,l9co

代入数据解得E7elreoo项正确p

第 r 题图

- (nrigh对铁块受力分析如图所示o由图可

知g o h正确o(错误p

 gnrigh三种情况下o物体相对于传送带均

向右匀速运动o物体均受传送带向左的滑动摩

擦力o滑动摩擦力大小均为 27ED7o根据二力平衡条件得

Et 7Eu 727ED7o故正确选项为gp

i onrigh由胡克定律与受力平衡知识o对于题图甲有 )07

so对于题图乙有Et 8s7)B08oeo对于题图丙有 Eu 8s7

)B08uoeo可得出Eu 与Et 的大小关系为Eu 7uEtp

ect



第 9 题图

r ononic作出小球的受力分析图如图所

示C根据平衡条件得 E7D7C故 ( 弹簧的

弹力 Et 7E?R,Elc7lD7
E C-弹簧的弹力

Eu 7E?R,l9c7rD7
E C根据胡克定律 E7

)0C得07E)C则 (p-两弹簧的伸长量之比

为
0t
0u

7

Et

)t
Eu

)u

7
l)u
r)t

C故o项正确y

i (nonic将重力按照实际作用效果进行分解C可知木块对

dpt两面的压力分别为Ed7D7,EF !CEt7D7?R,!C故木块受

到的滑动摩擦力27EgEd8Eth 7槡l 8t
u ED7y

第 s 题图

t hnonic将 (p-看成一个整体进行受力分

析可知C当力E与g(垂直时CE最小g如图所

示hC且最小值ELEF 7uD7,EF !7D7y

(c hnonic设t与斜面间的动摩擦因数为 EC

dpt匀速下滑时C对整体有 uD7,EF !7ED7?R,

!8uED7?R,!C解得 E7u
l PLF !y隔离 t有 D7,EF !7Edt8

ED7?R,!C解得dpt间的弹力为Edt7
t
l D7,EF !Ch项正确y

(( gthll.nguh(nonicgth由题图知弹簧测力计的分度值

为 elu OC故读得结果为 ll. Oy

guh本实验中是利用平衡条件确定两拉力的合力与重物 ,

所受重力等值反向C故g是必要的y 因弹簧测力计的零点误

差影响到各拉力的测量值C故o也是必要的y 因只有拉线方

向与木板平行时才能保证各力在竖直板上记录的方向与真

实方向相同C故h亦是必要的y 由于本实验中只需测出两拉

力的大小和方向以及重物的重力即可验证平行四边形定则C

而测力计d的拉力不同时g点的位置就不同C故不可能也无

必要使g点静止在同一位置C答案为(y

() gthtl.nguh当接触面的粗糙程度相同时C压力越大C滑动

摩擦力越大n当压力相同时C滑动摩擦力的大小与接触面的

材料性质有关nglh小于

onicgth由于用弹簧测力计拉动物体在水平放置的长木

板上做匀速直线运动C可知铁块受到的拉力和摩擦力大小相

等C拉力大小等于弹簧测力计的示数C故有 E甲 7t O8

elu O;l 7tl. Oy

guh在甲p乙两图中C接触面的粗糙程度相同C压力大小不同C

弹簧测力计的示数也不同C可得到的结论是 当接触面的粗

糙程度相同时C压力越大C滑动摩擦力越大2在乙p丙两图中C

铁块和木块叠放在一起C控制了压力大小相同C与长木板的

接触面材料性质不同C滑动摩擦力大小不同C可得到的结论

是 当压力相同时C滑动摩擦力大小与接触面的材料性质

有关y

glh实验时C小宇先在竖直方向上对弹簧测力计调零C然后弹

簧测力计要在水平方向上使用就要重新调零C由于弹簧受重

力的影响C可知弹簧在竖直方向上比在水平方向上要长C若

不调零指针指在零刻度线的上方C所以测量结果将偏小y

(0 gth由于砝码处于静止C则)"07D7C

所以有)7D7
"0

7elu ;te
u ;te Cl O=L7t eee O=Ly

guh要使书恰好能匀速运动C则)"0C7ED7C

得E7)"0CD7 7t eee ;ulr ;te Cl

elc ;te 7elly

(- 以不锈钢套锅悬挂点为研究对象C由力的分解知识可知C不

锈钢套锅和锅内的食物的总重力为 D7C四个支架对悬挂点

支持的合力也为D7y

如图所示C由于四脚架的四根支架等长C与竖直方向的夹角

均相等C设夹角为 !C因此每根支架的承受力 EO大小均相

同C沿竖直方向的分力为EC有 E7t
r D7CEO 7 E

?R,!
C根据几

何关系有 ?R,!7oF C解得 EO7s Oy

第 tr 题图

(2 gth如图#所示C对物体受力分析并由正交分解法得E,EF lec8

EO7D700#CE?R,lec7E200$C由#$得EO7D7 C

E,EF lec7lee OCtee O;elE 7uEe OCE27Ee槡l Oy

guh如图$所示C对滑轮上一点受力分析有 Eu 7uEB

?R,.ecC解得Eu7tee Oy

#

nnnn

$

第 tE 题图

(e gth小球处于平衡状态C其所受合力为零C以小球为研究对

象C由平衡条件得C

水平方向有E?R,.ecCEu?R,!7eC

竖直方向有E,EF .ecCEu,EF !CD77eC

联立解得!7lecy

guh木块和小球的整体所受合力为零y 以木块和小球的整体

为研究对象C由平衡条件得C

水平方向有E?R,.ecCEEO7eC

竖直方向EO8E,EF .ecC,7CD77eC

联立解得E7槡ll y

ij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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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伽利略通过C理想斜面实验o证明了运动不需力

来维持p物体不受外力作用时p总保持原来的匀速直线运动

状态或静止状态p推翻了由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力是维持物体

运动的原因的错误观点p故选项(正确y

r ohn!!""伽利略的理想实验是建立在可靠的实验事实基

础之上p经过抽象思维i科学推理p把合理的假设i巧妙的构

想和严密的推理有机地结合起来p深刻地揭示了自然规律p

有力地否定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p但现实中永远无法通过实

验演示y

g ohn!!""亚里士多德对自由落体运动的观点是p两物体

从同一高度自由下落p重的物体比轻的物体下落快p对力与

运动观点的认识是必须有力作用在物体上p物体才能运动p

选项g错误po正确h伽利略通过数学推算t已知物体的初速

度为零p而且速度随时间均匀变化p即1,Bp它的位移与所用

时间的平方成正比p即 0,Bup然后通过斜面实验验证了这一

结论p选项h正确h牛顿第一定律是牛顿在前人(包括伽利

略i笛卡儿等c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p选项(错误y

) (n!!""牛顿第一定律揭示了两层含义t一是物体不受外

力时的运动状态h二是力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y 牛顿

第一定律反映物体在不受力时处于静止状态或匀速直线运

动状态p选项g错误h它揭示了一切物体都有惯性p同时又指

出了物体运动状态改变的原因p选项oih错误p(正确y

 g(n!!""力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p牛顿第一定律说

明了这一点p若物体运动状态发生改变p则一定是因为受到外

力的作用p故选项g正确p选项h错误h质量是惯性大小的唯

一量度p宇宙飞船内物体具有质量p则仍存在惯性p选项 o错

误h歼击机在进入战斗状态时要丢掉副油箱p减小质量p这样

做是为了减小惯性p有利于运动状态的改变p选项(正确y

2 on!!""因小车表面光滑p因此球在水平方向上没有受到

外力作用y 原来两球与小车有相同速度p当车突然停止时p

物体的运动状态不会改变p故o项正确y

0 (n!!""力与物体的运动状态没有必然的联系p故选项 g

错误h若物体做匀速直线运动p则物体受到的外力为零或不

受力p故选项o错误h物体不受外力时p则运动状态一定不

变p故选项h错误h物体不受外力时p一定会保持静止或匀速

直线运动状态p故选项(正确y

- hn!!""物体受力不变时p加速度不变p若加速度不为零p

速度一定在改变p则运动状态一定在改变h若加速度为零p速

度不变p运动状态不变p故 g错误h物体受力变化时p加速度

在变化p速度在改变p运动状态在改变h物体受力不变时p运

动状态也可能改变p故o错误h物体不受力时p根据牛顿第二

定律知其加速度为 ep则其运动状态不会改变p故 h正确p(

错误y

B hn!!""若汽车做匀速直线运动p则摆锤不会从实线位置

摆到虚线位置p故 gio均错误h由题图可知摆锤向右摆动p

摆锤具有水平向左的加速度p故汽车加速度向左p汽车可能

向左加速或向右减速p故h正确i(错误y

!e 物体的运动不需要力来维持n理想实验法

!!""根据伽利略的理想斜面实验p本实验中若表面绝对光

滑p小车将永远运动下去p不需要力来维持h两个实验都是理

想实验y

!! (n!!""惯性是物体的固有属性p与物体运动状态无关p

故g项错误y 有外力作用时p物体运动状态发生改变p但运

动状态改变不等于物体惯性改变y C克服惯性oC惯性消失o

等说法均是错误的p不管物体是否受外力作用p其惯性是没

有改变的p故oih两项错误y 物体的惯性由物体本身质量

决定p与运动状态和是否受力无关p故(项正确y

!r hn!!""惯性的大小与人的质量有关p系好安全带可以防

止刹车时因人的惯性而造成的伤害y

!g hn!!""采用了大功率的发动机后p某些赛车的速度甚至

能超过某些老式螺旋桨飞机的速度p不是由于使小质量的物

体获得大惯性p是由于功率增大的缘故p故g错误h射出枪膛

的子弹在运动一段距离后连一件棉衣也穿不透p是由于速度

减小了p不是由于惯性减小p子弹的惯性没有变化p故 o错

误h货车运行到不同的车站时p经常要摘下或加挂一些车厢p

质量改变了p会改变它的惯性p故 h正确h摩托车转弯时p车

手一方面要控制适当的速度p另一方面要将身体稍微向里倾

斜p改变向心力p防止侧滑p而人和车的惯性并没有改变p故

(错误y 故选hy

第 tr 题图

!) ghn!!""受力如图所示p在绳的d端缓慢增

加拉力p使得 .绳的拉力uu 逐渐增大p这个过

程进行缓慢p可以认为重球始终处于平衡状态p

即uu 7ut 8D7p随着ut 增大puu 也增大且uu 总

是大于utp所以  .绳被拉断pg项正确po项

错误y 若在d端猛拉p由于重球质量很大p力的

作用时间极短p由于惯性p上段绳  .的拉力几乎未增加put
已达到极限程度p故dt绳先断ph项正确p(项错误y

! (n!!""石子i谷粒i草屑和瘪粒飞出时初速度基本相同p

在飞行中受到空气阻力的作用p由于小石子相对谷粒i草屑

和瘪粒的质量较大p惯性大p其运动状态不易改变p故其飞行

最远p而草屑和瘪粒质量小p惯性小p速度变化快p故落点近p

所以选(项y

ioji n/ g FndrElc`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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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n!!""小盘与砝码的重力不可说成是小车所受的合

Co.



力Cg项错误o由于小车下滑必受摩擦力作用C平衡摩擦力之

后p实际上是,7,EF !7E2yC小车所受合力才等于细绳的拉

力Co项错误Ch项正确o平衡摩擦力之后C只有当小车质量

,远大于小盘与砝码的总质量Dp即 ,rDy时C细绳中的拉

力大小才近似等于小盘和砝码的重力大小C小车所受合力大

小才近似等于小盘和砝码的重力大小C(项正确i

g ptygnpuyh(nht(cpty实验采用了控制变量法C即先保

证物体质量不变C研究加速度与合力的关系C再保证物体受

力不变C研究加速度与质量的关系i

puy探究 (与D的关系时C保持E不变C改变 D大小o探究 (

与E的关系时C保持D不变C改变E大小C故g)o错误i (C

t
D关系图像为过原点的直线C作出这个图像容易证明 (与 D

成反比Ch正确i 只有小车的质量远大于小盘与砝码的总质

量时C小车受到的合力大小才约等于小盘与砝码的总重力C(

正确i

 pty平衡摩擦力npuy远小于nply控制变量法

ht(cpty步骤.是为了平衡掉小车与木板)纸带与打点计

时器间的摩擦力i

puy步骤,中C要求小盘和砝码总质量pD8Dt y远小于小车

的质量,i

ply该实验采用的是控制变量法i

2 pty平衡摩擦力法npuy控制变量法nply近似法npry图

像法npEy化曲为直法

ht(cpty由于小车运动受到摩擦阻力C所以要平衡摩擦

力C以减小实验误差C称为平衡摩擦力法o

puy在探究加速度与力)质量的关系时C先保持其中一个量不

变C探究其他两个量之间的关系C称为控制变量法o

ply当小车质量,车rD沙 时C细绳对小车的拉力大小近似等

于沙及桶的总重力D沙 7C称为近似法o

pry通过图像研究实验的结果C称为图像法o

pEy在作图时C由 ( C,车 图像转化为 ( C
t
,车
图像C使图线由

曲线转化为直线C称为化曲为直法i

0 g(nht(c因为题图甲和乙中都是直线C丙)丁中在 ( 较小

时C图线也是直线C说明满足小车质量和车上砝码的总质量

之和,远大于小盘及盘中砝码的总质量Do题图丙经过坐标

原点C说明平衡摩擦力比较到位i 由题图甲可知C甲同学平

衡摩擦力不够或没有平衡摩擦力C即木板倾角太小C由题图

乙可知C乙同学平衡摩擦力过度C即木板倾角太大i

- pty# t
,8Dn$合理n.否n因为实验的研究对象是整个

系统C系统受到的合外力就等于D7npuy,8D

ht(cpty将盒内的沙子转移到桶中C就保证了 ,8D不

变C即系统的总质量不变C研究对象是整个系统C(7
E合
,8D7

D7
,8DC可见 (CE图像斜率的物理意义是

t
,8DC系统的合外

力就等于所悬挂沙桶的重力 D7C不必满足 ,rD这样的

条件i

puy向盒子内添加或去掉部分沙子C是改变系统的总质量

,8DC而系统的合外力仍等于所悬挂沙桶的重力 D7C保证

了合外力不变i

B ptyoh(npuytlEenply#长木板没有垫高C或垫高后的倾

角较小p或平衡摩擦力不够yn$
Eu CEt

(t
ht(cpty小车上是动滑轮C因此小车所受拉力总为弹簧测

力计示数的 u 倍C故g)I项多余i

puy由 0l. C0el 7( pluy uC且 u7eleu ;u ,C解得 ( 7

tlEe L=,ui

ply#从题图知E7Et Ce时 (7eC表明未平衡摩擦或平衡摩

擦力不够i $设小车所受摩擦阻力为2C对小车有EC27,(C

变式 (7t
,EC2,i 由 (CE图像可知斜率 t

,7
(t

Eu CEt
C解得

,7
Eu CEt

(t
i

eiji ng  Fioun de r E

l hnht(c在 E7)D( 中C)的数值是由 E)D)( 三者的单位

决定的C如果D的单位用 <NC( 的单位用 L=,uC力的单位用

OC则可使)7tCh项正确i

g h(nht(c物体的质量与加速度无关C故 g错误oo项违反

了因果关系o选项h)(符合矢量性和瞬时性关系C故选h)(i

 ohnht(c牛顿第二定律只适用于宏观物体在低速时的运

动Cg错误oE7D(具有同时性Co正确o如果 E7D( 中 E是

合力C则 (为合力产生的加速度C即各分力产生加速度的矢

量和Ch正确o如果物体做减速运动C则1与E反向C(错误i

2 onht(c物体在水平地面上向左运动C竖直方向受重力)

支持力C相互平衡i 在水平方向上受水平向右的推力)水平

向右的滑动摩擦力i 水平向右的推力大小为 E7ue OC滑动

摩擦力大小为27EC7ED77elu ;te ;te O7ue OC所以合

力大小为E合 7E827pue 8ueyO7re OC方向水平向右C根

据牛顿第二定律得e加速度 (7
E合
D 7re

te L=,u 7r L=,uC方向

水平向右i 故选oi

0 hnht(c设物体 d的质量为 DC则 Et 7D(tCEu 7D(uC当

Et 和Eu 同时作用在物体 d上时C合力的大小范围是 Et C

Eu E Et 8EuC即D(t CD(u D( D(t 8D(uC故加速度的

大小范围为 l L=,u ( 9 L=,uC选项h不可能i

- g(nht(c弹簧处于压缩状态C故小球受到合力方向向右C

小球加速度方向向右i 若小车原速度方向向右C则小车向右

做加速运动Cg项正确o若小车原速度方向向左C则小车向左

做减速运动C(项正确i

B onht(c由1CB图像可知C物体在 e DBe 的时间内向下做

匀加速直线运动C加速度大小为 (t 7
1e
Be
C设物体受到恒定的

ctc



空气阻力大小为2C由牛顿第二定律可知 D7 CEt C27D(tC

解得Et 7D7CD
1e
Be

C2o物体在Be DlBe 的时间内向下做匀速

直线运动C则由力的平衡条件可知Eu 827D7即Eu 7D7C2o

物体在 lBe DrBe 的时间内向下做匀减速直线运动C加速度大

小为 (l 7
1e
Be
C由牛顿第二定律可知 El 82CD7 7D(lC解得

El 7D78D
1e
Be

C2C因此El CEu CEtCo项正确p

y hnrighEt 作用于 d时C
Et

lD7ED7
uDCEu 作用于 t时C

Eu

lD7

ED7
D C因此有 uEt 7EuC选项h正确p

t o(nrigh设d的质量为 DC则 t的质量为 uDC在两物体

保持相对静止时C把 dt看成一个整体C根据牛顿第二定律

得((7
Ed8Et
lD 7tt CuB

lD C对 t隔离分析(设 d对 t的作用力

大小为CC则有(C8Et7uD(C解得(C7t
l ct. CrB)C由此可

知当B7r ,时CC7eC此后d t分离Ct物体做匀加速直线运

动C故o正确o当 B7e 时C可得((t 7
Ed8Et
lD 7tt

lDC当 B7u ,

时C加速度为((u 7
Ed8Et
lD 79

lDC则d物体在 u ,末时刻的加

速度是初始时刻的
9
tt C故 g错误oB7rlE ,时Cd的加速度

为((d7
Ed
D7s Cu ;rlE

D 7eC说明 B7rlE ,之前 d在做加速

运动C此时d的速度不为零C而且速度方向与t相同C故h错

误oBCrlE ,后Cd的加速度 (dpeC而 t的加速度不变C则知

BCrlE ,后Cd t的加速度方向相反C故 (正确p 所以 o (

正确Cg h错误p

20 ct)滑块受到的滑动摩擦力大小27ED77elt OC

由题图可知 e Dl ,内水平力 Et 7elE OC方向水平向右C滑

块水平向右做初速度为零的匀加速直线运动C则1l 7(tBlp

根据牛顿第二定律有Et C27D(tC解得1l 7. L=,p

l Dr ,内水平力大小Eu 7tlt OC方向水平向左p

滑块水平向右做匀减速直线运动C则1r 71l C(uBlrC

根据牛顿第二定律有Eu 827D(uC解得1r 7ep

cu)e Dl ,内滑块的位移大小0l 7
e 81l
u BlC

l Dr ,内滑块的位移大小0lr 7
1l 81r

u BlrC

由题图可知 r D9 ,内水平力El 7tll OC方向水平向左C滑块

水平向左做初速度为零的匀加速直线运动C则0r9 7
t
u (lB

u
r9C

根据牛顿第二定律有El C27D(lC

B79 ,时滑块与d点间的距离070r9 C0l C0lrC解得07tE Lp

22 g(nrigh轻绳-拉力为零CF y整体所受合力为uD7,EF !C

由E7D( 知C(F7(y77,EF !Cg项正确Co h两项错误o由

17(B知C(项正确p

2- onrigh设d t  的质量均为 DC剪断细线前C对 t  整

体受力分析C受到总重力和细线的拉力而平衡C故细线的拉

力大小u7uD7o再对物块 d受力分析C受到重力 细线拉力

和弹簧的拉力p 剪断细线后C重力和弹簧的弹力不变C细线

的拉力减为零C故物块t受到的合力等于 uD7C向下C物块 d

受到的合力为 uD7C向上C物块  受到的力不变C合力为零C

故物块t有向下的 u7的加速度C物块d具有 u7的向上的加

速度C物块 的加速度为零C所以o选项正确p

2002  Beijn g Fou

2 g

- (nrigh在国际单位制中C基本物理量的单位有米 秒 千

克 安培 开尔文 摩尔 坎德拉p 可知C四个选项中只有(选

项符合题意C故(正确Cg o h错误p 故选(p

r点睛h熟记国际单位制中的七个基本单位以及对应的物

理量p

n hnrigh测量长度用刻度尺C质量用天平C时间用秒表C故

h正确Cg o (错误p 故选hp

d hnrigh根据牛顿第二定律可知 E7D(C即 t O7t <Ne

L=,uCF的单位是LCB的单位是,Cy7EeFB C所以用国际单位

制中的基本单位来表示功率的单位是 <NeLu =,lC故h正确C

g o (错误p

r ct)#,(Elncu)(Elncl)cen$.

righct)属于物理量的有密度 加速度 质量 长度 时间p

cu)在国际单位制中C作为基本物理量的有七个C本题中有质

量 长度 时间三个p

cl)国际单位制中的基本单位有七个C本题中有时间的单位

秒 质量的单位千克o属于国际单位制中导出单位的有

米j秒 牛顿p

c hnrigh基本单位和导出单位一起组成了单位制C故 g说

法正确o选用的基本单位不同C构成的单位制是不同的C故 o

说法正确o基本单位采用国际单位制中的单位C其导出单位

一定是国际单位制中的单位C故 h说法错误o物理公式反映

物理规律C物理公式可以确定物理量间的数量关系C也可以

确定物理量间的单位关系C故(说法正确p

o ohnrigh若运算过程中所有物理量均用国际单位制中的

单位表示C则运算时可只进行数值运算C而省略单位运算C故

选项g错误C选项o正确o通过分析物理表达式左右两边的

单位C可初步检查表达式的正确性C选项 h正确o因为位移 0

的单位是LC而右边 (B的单位却是L=,C故表达式07(B是错

误的C选项(错误p

y (nrigh国际单位制中C规定了七种基本量与基本单位C即

长度cL) 质量c<N) 时间c,) 电流cg) 热力学温度cT) 物

质的量cLRU) 发光强度c?V)p 国际单位制就是各国都要统一

采用的通用单位制C故g项正确p 国际单位制的重要作用之

!"'



一C就是便于世界各国在政治o经济o科技o文化各个领域中的

交流C故o项正确p 为了物理运算简捷o方便C才有了国际单

位制的统一规定C只要运算过程中各物理量均采用国际单位

制中的单位C最终得到的结果也必然是国际单位制中的单位C

这是国际单位制的又一重要作用C故 h项正确p 国际单位制

中规定基本单位的物理量中没有y能量rC故(项错误p

i hnght(新物理量表示的是加速度变化的快慢C所以新物

理量应该等于加速度的变化量与时间的比值C而加速度的单

位是L=,uC所以新物理量的单位应该是L=,lC所以h正确p

c) (nght(在解题代入公式之前应先统一单位C然后再进行

计算C故goh错误 单位统一后C只需在数字后面写单位C故

o错误C(正确p

cc onght(根据飞船和空间站的速度变化C得出它们的加速

度C再根据牛顿第二定律得出它们的总质量C总质量减去飞

船的质量就是空间站的质量p

由加速度定义式得 (7
1C1e
B 7eleEE L=,u 7elet L=,up

由牛顿第二定律E72Dt 8Du0(得

Du 7
ECDt(
( 7see Cl eee ;elet

elet <N7cl9 ;ter <Np

c0 onght(可把Lo"的单位用基本单位表示C代入进行单位

运算C看得出的单位是否是 1的单位p L的单位用国际单位

制中的基本单位表示tt jL7t O
Lu 7t <N

Ld,u
C"的单位用国

际单位制中的基本单位表示t<N=LlC代入 g选项中C单位为

Lu =,uCg项错误 代入o项得单位为L=,Co项正确 代入h项

为,=LCh项错误 同理C(项单位为 <N=2Lud,0C(项错误p

c. o(nght(将等式两边各物理量的国际单位制单位代入后

进行单位运算C经过验证可知选项oo(可能正确p

c 2t0,n时间n2u0L=,un加速度n2l0On力

ght(将各物理量的单位都取国际单位制的单位C再由公式

导出C如 n
槡7 中代入单位得

L
L=,槡 u 7 ,槡

u 7,C为时间单位C

同理可导出2u02l0分别是加速度和力的单位p

cA 根据物理量d的表达式C导出d的单位C就可以知道d表示什

么物理量p 与 s,
槡:相对应的单位为

OdLud<NCud<N
槡 L 7

OdLd<N槡
Ct 7 2<NdLd,Cu0dLd<N槡

Ct 7L=,p 物理

量d的单位是L=,C所以物理量d是速度p

ll r ig hts revd; !" !)&

c h

0 2t0物体向上运动过程中C受拉力Eo支持力Co重力D7和摩

擦力2C设物体向上运动的加速度为 (tC根据牛顿第二定律有

ECD7,EF !C27D(tC由平衡条件得 C7D7?R,!C又 27ECC

解得 (t 7ule L=,uCB7rle ,时物体的速度大小为 1t 7(tB7

cle L=,p

2u0绳断时物体距斜面底端的位移it 7
t
u (tB

u 7t. Lp

绳断后物体沿斜面向上做匀减速直线运动C设运动的加速度

大小为 (uC则根据牛顿第二定律C对物体沿斜面向上运动的

过程有D7,EF !8ED7?R,!7D(uC解得 (u 7cle L=,uC物体做

减速运动的时间Bu 7
1t
(u

7tle ,C减速运动的位移iu 7
1t
u Bu 7

rle Lp

此后物体将沿斜面匀加速下滑C设物体下滑的加速度为 (lC

根据牛顿第二定律C对物体加速下滑的过程有 D7,EF !C

ED7?R,!7D(lC解得 (l 7rle L=,up

设物体由最高点到斜面底端的时间为 BlC物体向下匀加速运

动的过程有it 8iu 7
t
u (lB

u
lC解得Bl 7 t槡 e ,7llu ,p

所以从绳子断了开始到物体返回到斜面底端的时间为 B总 7

Bu 8Bl 7rlu ,p

第 l 题图

. hnght(西瓜与汽车具有相同的加速度 (C

对西瓜d受力分析如图所示CE表示周围西瓜

对西瓜 d的作用力C则由牛顿第二定律得

Eu C2D70槡
u 7D(C解得 E7D 7u 8(槡

uC故

选项h对Cgo(错p

 2t0滑块在水平木板上滑行时有1ue 7u(FCED77D(C解得E7

elEp

2u0滑块沿斜面上滑阶段有 D7,EF !8ED7?R,!7D(tCBt 7

1e
(t

C07
1e
u BtC滑块下滑阶段有 D7,EF !CED7?R,!7D(uC07

t
u (uB

u
uCB7Bt 8BuC联立得B7

t 8槡E
u ,p

A gnght(设长 F的绳子质量为DC在E作用下加速度为 (C

则E7D(p 对长度为0的绳子部分有 u70F D(C联立得 u7

E
F 0C故g项正确p

& hn ght(对雨滴受力分析C由牛顿第二定律得 D7 C

E27D(p 雨滴加速下落C速度增大C阻力增大C故加速度减

小C在1CB图像中其斜率变小C故选项h正确p

' o(nght(由题图乙得物块在前 E L位移内做匀减速运

动C在 E Dtl L位移内做匀加速运动C且由图线斜率得匀减

速运动的加速度大小 (t 7
tee
u ;E L=,u 7te L=,uC匀加速运动

的加速度大小(u 7
.r

u ;2tl CE0 L=,u 7r L=,uC匀减速运动的

时间B7
1e
(t

7t ,C又由牛顿第二定律得E8ED77D(t 和EC

ED77D(uC联立解得E79 OC动摩擦因数 E7ellC选项 oo(

正确p

( hnght(由题图中1CB图像可知Ce Du ,内小环做匀加速

运动的加速度为 ( 71B7t
u L=,u 7elE L=,u u ,以后小环

!")



做匀速直线运动C e Du ,内o由牛顿第二定律得 Et C

D7,EF #7D(pp#ou ,后物体做匀速运动o由共点力平衡条

件得Eu 7D7,EF #pp$o由#$两式o代入数据可解得 D7

t <No#7lecC 故h正确ogyoy(错误C 故选hC

r hnight在 B7e 时刻o将工件轻轻放在传送带的左端时o

工件开始以加速度 (7E7做匀加速直线运动o工件与挡杆第

一次碰撞后速度必须反向o所以选项 gyo错误(若当工件与

传送带相对静止时才与挡杆发生碰撞o则碰撞以后速度大小

不变o方向反向o当速度反向减速到零以后再向右加速运动o

当工件刚好与传送带相对静止时与挡杆发生第二次碰撞o选

项h正确(工件与弹性挡杆发生碰撞前的加速过程中和工件

与弹性挡杆碰撞后的减速过程中所受滑动摩擦力不变o即两

过程中加速度大小不变o故选项(错误C

c) gnight根据E7)0知弹力与形变量 0成正比o由于向下

为正方向o而弹簧的弹力方向向上o选项g中的图线向下o故

g正确(根据牛顿第二定律E合 7D7C)0o刚接触弹簧时弹力

小于重力o合力向下为正方向o当弹力增加到等于 D7 时o合

力为零(弹力大于重力时o合力向上为负方向o根据牛顿第二

定律 (7
E合
D77 C)0Do加速度大小先减小然后反向增大o故

oyh错误(小球先向下做加速度减小的加速运动o当加速度

等于零时o速度达到最大o之后加速度向上o做加速度增大的

减速运动o故(错误C 故选gC

 200 0- 0 Be ij ing

c (night物体处于超重或失重状态时o物体的重力 由地

球对物体吸引而产生F本身不会发生变化o所以 gyo错误C

质量是惯性大小的量度o所以一个物体的惯性不会随物体的

运动状态改变而发生变化o所以h错误o(正确C

o o(night体操运动员双手握住单杠吊在空中不动时o单

杠对他的拉力等于运动员的重力o运动员既不处于超重状态

也不处于失重状态og错误(蹦床运动员在空中上升和下落

过程中只受重力o加速度大小等于当地的重力加速度o方向

竖直向下o即处于失重状态oo正确(举重运动员在举起杠铃

后不动的那段时间内地面对他的支持力等于他和杠铃的重

力o运动员和杠铃既不处于超重状态也不处于失重状态oh

错误(不论是超重y失重或是完全失重o物体所受的重力都没

有发生改变o(正确C

u onight火箭加速上升时o加速度方向向上o火箭处于超

重状态o故g错误oo正确(高速气流对火箭的作用力与火箭

对气流的作用力属于作用力与反作用力o所以高速气流对火

箭的作用力等于火箭对气流的作用力o故 h错误o(错误C

故选oC

n h(night小红同学处于失重状态o必有向下的加速度o即

减速上升或加速下降o故hy(两项正确C

d onight以重力和弹力大小相等为临界点o临界点以前为

失重o临界点以后为超重o故o项正确C

e hnight顾客加速运动时o受重力y支持力和水平向右的

静摩擦力作用o扶梯对顾客的作用力指向右上方o顾客对扶

梯的作用力指向左下方o当顾客匀速运动时o顾客只受重力

和竖直向上的支持力作用o所以仅h项正确C

 hnight图甲显示该同学实际的体重o图乙显示向上加速

超重时的示数o图丙显示向上减速失重时的示数o图丁显示

向下加速失重时的示数o图戊显示向下减速超重时的示数o

综合图片可知o根据图甲和图丙或图戊估测电梯制动时的加

速度o图甲和图乙或图丁可估测电梯启动时的加速度o故 h

项正确C

E ohnight当升降机静止时o地板对物体的静摩擦力与弹

簧的弹力平衡o且该静摩擦力小于或等于最大静摩擦力C 当

升降机有向下的加速度时o物体对地板的正压力必然会减

小o也就减小了最大静摩擦力o这时的最大静摩擦力小于升

降机静止时的静摩擦力o而弹簧的弹力又未改变o故在这种

情况下d可能被拉向右方C 四个选项中 oyh两种情况升降

机的加速度是向下的o故选oyhC

r onight某人在地面上最多能举起 .e <N的物体o则此人

的最大举力为E7D7 7.e ;te O7.ee OC 在升降机中o对

重物根据牛顿第二定律有 DC7 CE7DC(o解得 ( 77 CEDC7

te C.eetet ge L=,u 7r L=,uo方向竖直向下C 故升降机应减速

上升或加速下降o加速度大小为 r L=,uC

c) ohnight由题图可看出电梯在 e Dr ,加速上升or Dtc ,

匀速上升otc Duu ,减速上升o所以 g项错误oo项正确(最

大加速度 ( 7"ED 7ue
l L=,ug.l9 L=,uo故 h项正确o(项

错误C

cc g(night题图甲中 ol 代表本次下潜最大深度o结合题图

乙可得 ol 7l.e Log项正确(1CB图像的斜率表示潜水器运

动的加速度o所以 e Dt LEF 和 l Dr LEF 的加速度最大o( 7

t
le L=,uoo项错误(当加速度向上时o潜水器处于超重状态o

所以潜水员向下做减速运动y向上做加速运动的过程都处于

超重状态o故 l Dr LEF和 . Dc LEF 内为超重状态oe Dt LEF

和 c Dte LEF内为失重状态oh项错误o(项正确C

co 设座舱距地面 le L时速度为 1oot 7ce LCle L7Ee Lo

ou 7le LC

 tF自由下落过程人和座舱只受重力o此时 ( 77o由牛顿第

二定律得D7CEOt 7D(o则EOt 7eC

 uF开始自由下落的阶段o由运动学公式得

1u 7u7otC #

制动减速阶段o由运动学公式得

C1u 7Cu(ouC $

由牛顿第二定律得EOu CD77D(C .

由#$得 (7E
l 7C ,

lec



由.,得EOu 7
c
l D7C

由牛顿第三定律o人对座椅的压力EOuC7EOuo则
EOuC
D77

c
l C

py 当上底板压力传感器示数为 .le Oo下底板压力传感器示数

为 tele O时o

对物体有rD78E上 CE弹 7D(o

E弹 7E下 代入数据得rD7elEe <NC

itg弹簧弹力不变D78
E弹
u CE弹 7D(to得 (t 7eC

箱静止或做匀速直线运动h

iug上底板压力为零o取向上为正o则E弹 CD7 7D(uh代入数

据得r(u 7te L=,uo要使上底板压力传感器示数为零o则箱向

上的加速度大于或等于te L=,u均可C 此时箱向上加速运动

或向下减速运动o并且加速度 (0te L=,uC 超重状态C

pt (n(c) 将容器抛出后o容器和容器中的水处于完全失重

状态o液面下任何一点的压强都等于 eo小孔不会向下漏水C

p2 on(c) 无论是上升过程还是下降过程o还是最高点o运

动员的加速度始终向下o所以他处于失重状态o故 g0(错

误oo正确h起跳时运动员加速度的方向向上o地面对他的支

持力大于他受到的重力o故h错误C 故选oC

p0 (n(c) 竖直上抛运动是初速度向上o只在重力作用下的

运动o球在最高点只受到重力o故g错误h球上升到最高点时

受到重力的作用o速度为零o加速度为 7o不是平衡状态o故 o

错误h球上升到最高点时受到重力的作用o加速度为 7o加速

度的方向向下o处于失重状态o故h错误h竖直上抛运动上升

和下落过程都是只受到重力的作用o故(正确C 故选(C

p- (n(c) 起跳以后的下落过程中他的加速度方向向下o所

以处于失重状态o故g错误h他具有水平初速度o所以不能看

成自由落体运动o故o错误h入水过程中o开始时水对他的作

用力大小i浮力和阻力g小于他的重力o所以先向下做一段加

速运动o即入水后的速度先增大o故 h错误h入水过程中o水

对他的作用力和他对水的作用力o因为是一对作用力与反作

用力o二者大小相等o故(正确C 故选(C

20 t  Beij in g F

p hn(c) 本题的易错之处是摩擦力方向的判定o以及同速

时摩擦力突变C 物块刚放上传送带时o速度小于传送带的速

度o物块受到向右的滑动摩擦力作用而做匀加速运动o对物

块应用牛顿第二定律得 ED7 7D(o( 7E7 7t L=,uC 物块加

速到1运动的距离为 Feo由运动学公式得 1
u 7u(FeoFe 7

u LC 设传送带长为 Fo由于 FCFeo当物块与传送带同速后o

两者相对静止o无相对运动趋势o摩擦力突然变为零o物块做

匀速运动C 因此物块先加速后匀速C 加速阶段 17(Bto得

Bt 7u ,C 匀速阶段 FCFe 71Buo得 Bu 7s ,C 则物块从 d端被

送到t端所用的时间为B7Bt 8Buo得B7tt ,C 故h正确C

o on(c) 行李放在传送带上o传送带对行李的滑动摩擦力

使行李开始做匀加速直线运动o随后行李又以与传送带相等

的速率做匀速直线运动C 加速度为 ( 7E7 7t L=,uo历时

Bt 7
1
( 7t ,达到共同速度o位移0t 7

1
u Bt 7elE Lo此后行李

匀速运动Bu 7
u C0t
1 7tlE ,到达t处o共用 ulE ,C 乘客到达

t处o历时B7u
17u ,o故 o项正确C 若传送带速度足够大o

行李一直加速运动o最短运动时间 BLEF 7
u ;u
槡t ,7u ,o(项

错误C

y ohn(c) 本题易错之处是分析各种情况下滑块所受的摩

擦力C 传送带静止或沿逆时针方向转动时o滑块相对于传送

带向右滑动o受到向左的滑动摩擦力作用o在传送带上做匀

减速直线运动o且运动情况完全相同o选项 h正确o(错误h

传送带沿顺时针方向转动时o当滑块滑动到传送带左侧时的

速度分别大于0小于和等于传送带速度时o滑块相对于传送

带分别向右0向左滑动和相对静止o滑块分别受到向左0向右

的滑动摩擦力和不受摩擦力作用o分三种情况讨论o受摩擦

力向左时滑块减速运动o减速到与传送带速度相等时再匀速

以大于1e 的速率离开 点o达不到传送带速度则以 1e 的速

率离开 点h受摩擦力向右时滑块加速运动o无论能否达到

传送带速度均以大于1e 的速度离开  点h当摩擦力为零时o

滑块匀速运动o所以选项g错误oo正确C

t 开始时o物体的加速度为

(t 77,EF !8E7?R,!7te L=,uC

因为
1ue
u(t

7E Lp0dtoEpPLF !o

所以物体先以 (t 匀加速o再以 (u 匀加速运动o

以 (t 匀加速的时间Bt 7
1e
(t

7te
te ,7t ,o

以 (t 匀加速的位移

0t 7
t
u (tB

u
t 7

t
u ;te ;tu L7E LC

当物体与传送带同速后o物体的加速度为

(u 77,EF !CE7?R,!7u L=,uo

以 (u 匀加速运动的位移为

0u 70dtC0t 7t. LCE L7tt Lo

由0u 71eBu 8
t
u (uB

u
uo得Bu 7t ,C

所以物体从d运动到t的时间

B7Bt 8Bu 7t ,8t ,7u ,C

20 2 undij in g  

p hn(c) 若物块与小车保持相对静止一起运动o设加速度

为 (o对系统受力分析o由牛顿第二定律可得 E7i,8Dg(o

隔离小物块受力分析o二者间的摩擦力 2为静摩擦力o且 2 

ED7o由牛顿第二定律可得27D(o联立可得 (D 7(, 7( 

E77u L=,uC 若物块与小车间发生了相对运动o二者间的摩

err



擦力2为滑动摩擦力C且 (Dp(,C隔离小物块受力分析C如图

所示C由牛顿第二定律可得27ED77D(DC解得 (D7u L=,uC

选项h正确C选项gooo(错误p

第 t 题图

y o(nrigh由于木板相对于地面是否即将滑动不清楚C地

面的静摩擦力不一定达到最大C则木板受到地面的摩擦力的

大小不一定是EutD8,(7C故 g错误c对木板)水平方向受

到木块向右的滑动摩擦力 2t 和地面的向左的静摩擦力 2uC

2t 7EtD7C由平衡条件得 2u 72t 7EtD7C故 o正确c由题分析

可知C木块对木板的摩擦力2t 不大于地面对木板的最大静摩

擦力C当E改变时C2t 不变C则木板不可能运动C故 h错误C(

正确p

 onrigh刚开始C外力E较小C两物体保持相对静止C加速

度大小为(7EuD7)BuDC可见C加速度 (的大小随着时间B逐渐

增大C对应的1CB图线的斜率逐渐增大Cho(错误c随着时间

B的增大C外力E增大C当物块和木板之间的摩擦力大小达到

最大静摩擦力时C物块 d与木板 t发生相对运动C此时有

E27D(CECE27D(C解得 E7uE2C即 )B7uE2C可见 BC
uE2
)

后C物块将在大小恒定的摩擦力的作用下做匀加速直线运

动C其对应的1CB图线是倾斜的直线Cg错误Co正确p

2 tt(在 e Dt ,内Cdot分别做匀加速直线运动C根据牛顿第

二定律可得ED7 7,(dCEt CED7 7D(tC代入数据得)(d7

t L=,uC(t7r L=,up

tu(当Bt 7t ,后C拉力Eu 7ED7C铁块t做匀速运动C速度大

小为1tC木板d仍做匀加速直线运动C又经过时间 BuC速度与

铁块t相等1t 7(tBtC又 1t 7(dtBt 8Bu (C解得 Bu 7l ,C1t 7

r L=,p

设dot速度相等后一起做匀加速直线运动C运动时间 Bl 7

t9 Ct Cl(,7l ,C加速度为 (C由牛顿第二定律可知)Eu 7

t,8D((C解得 (7u
l L=,uc

木板d受到的静摩擦力27,(pED7C故dot一起运动C则有

i7t
u (tB

u
t 81tBu C

t
u (dtBt 8Bu(

uC代入数据C解得i7. Lp

tl(当二者速度相等时木板的速度最大C则长木板最大速度

1d,7(dtBt 8Bu( 8(BlC解得1d,7. L=,p

0-2 02  B0e ij ing

F ohnrigh取整体为研究对象C由牛顿第二定律得 EC

EED77ED(p 再选取 tou 两块木块为研究对象C由牛顿第二

定律得ECuED7CEO7uD(C联立两式解得 EO 7el.EC进一

步分析可得C从左向右C相邻两块木块间的相互作用力是依

次变小的C选项ooh正确p

y hnrighd与t保持相对静止C则二者向下的加速度是相

等的C设它们的总质量为 ,C则 ,( 7,7,EF #C所以 ( 7

7,EF #C方向沿斜面向下p 以d为研究对象C若d只受重力和

支持力C则不会具有沿斜面向下的加速度C故 d受到弹簧水

平向左的弹力C即弹簧 Ft 处于压缩状态p 同理C若以 o.为

研究对象C则 o.整体受到重力o斜面的支持力作用时C合

力的大小E合 7D7,EF #C 受到的重力o斜面的支持力作用提

供的加速度为 (77,EF #C即 没有受到弹簧的弹力C弹簧 Fu
处于原长状态C故选项h正确Cgooo(错误p 故选hp

第 l 题图

 hnrigh对球受力分析C可知球受重

力ot 绳子的拉力 Euuodt绳子的拉力

EutC如图C根据牛顿第二定律C水平方

向)Euu CEut ,EF !7D(C竖直方向)

Eut?R,!CD77eC解得 Eut 7 D7?R,!#
C

Euu 7D7PLF !8D($p 匀速运动时加速度为零C刹车后C加

速度向左Cdt绳子的拉力不变Ct 绳子的拉力变小C故 h正

确Cgooo(错误p 故选hp

2 (nrigh物体d和t放在足够长的木板上C随木板一起以

速度1向右做匀速直线运动C若木板光滑Cd和 t仍以速度 1

向右做匀速直线运动C物体 d和 t之间的距离保持不变c若

木板粗糙C因为物体 d和 t是由同种材料制成的C故在木板

突然停止运动时Cd和t以相同大小的加速度做匀减速直线

运动C考虑到它们有相同的初速度C故它们在相同的时间内

发生的位移相等C所以 d和 t之间的距离也保持不变C所以

(正确Cgoooh错误p

o onrigh当盘静止时C由平衡条件得 )nCtD8De ( 7 7ep

当弹簧再伸长"n时C刚放手瞬间C由牛顿第二定律得)tn8

"n( CtD8De(77tD8De((CEOCD77D(C联立解得 EO 7

t 8"nt gnD7p
u go(nrigh选项g)对dt整体由牛顿第二定律得

E7lD(C #
设d对t的作用力为EtC对t由牛顿第二定律得

Et 7D(C $

由#$得Et 7
E
l Cg正确c

选项o)设t对d的作用力为EuC

对d由牛顿第二定律得Eu 7uD(C .

由#.得Eu 7
u
l EC由牛顿第三定律知 d对 t的作用力为

EuC7Eu 7
u
l ECo正确c

选项ho()对dt整体由牛顿第二定律得

ECEnlD77lD(CC ,
设d对t的作用力为ElC对t由牛顿第二定律得

El CED77D(CC (

der



由,(得El 7
E
l Ch错误C(正确o

p hnyrig解答本题的关键在于dht间的弹力为零时C两物

体开始分离o 开始时Cd和 t一起向上做加速运动C对 d和

t组成的整体有 E8)"0CuD7 7uD(C因 E7D7C"0逐渐减

小C故加速度 (变小C即在t和d分离前C它们做加速度减小

的变加速运动o 当d和t间的作用力为零时Ct和d将要分

离C此时t和d的加速度相等C对物体t有 ECD77D(tC得

(t7eC故 (d7eC对物体 d有 E弹u CD7 7D(dC故 E弹u 7D7o

开始时弹力E弹t 7uD7Ct和d刚分离时弹簧弹力 E弹u 7D7C

故弹簧的劲度系数)7
E弹t CE弹u

o 7D7o C选项h正确o

t (nyrig解答本题的关键是把握(恰好c两个字C即可得出

d与小车之间的弹力不能减小C得出加速度的方向C然后根

据要保证t无滑动C则受到的摩擦力不能超过最大静摩擦

力C根据牛顿第二定律列式求解o 当小车静止时Cd恰好不

下滑C此时D7727EEOC要保证 d恰好不下滑C则 d与小车

之间的弹力不能减小C所以加速度一定向左Ct在水平方向

上受到摩擦力C竖直方向上受到小车的支持力h重力和吸引

力C要保证t无滑动C则受到的摩擦力不能超过最大静摩擦

力C即D(7E)D78EO C解得 (7)t 8E 7C故选项(正确o

2 )t 管第一次落地弹起时C管的加速度大小为 (tC球的加速

度大小为 (uC由牛顿第二定律

对管0,78rD77,(tC

对球0rD7CD77D(uC

解得 (t 7ue L=,uC方向向下-(u 7le L=,uC方向向上o

)u 管第一次碰地时C1e 7 u槡 7vC

碰后管速1t 7 u槡 7vC方向向上-碰后球速 1u 7 u槡 7vC方向

向下o

设经过时间BC球h管速度相同C球刚好没有从管中滑出C则有

对管0171t C(tBC

对球017C1u 8(uBC

联立并代入数值C解得B7elr ,o

)l 管经时间B上升的高度 ot 71tBC
t
u (tB

uC

球下降的高度 ou 71uBC
t
u (uB

uC

代入数据C解得管长 F7ot 8ou 7r Lo

0 )t 当系统加速度向右时C小球对斜面可能没有压力o 当小

球对斜面恰好没有压力时C对球C由牛顿第二定律得D7?RP#7

D(tC解得 (t 77?RP#C方向水平向右C则当加速度 (0(t 7

7?RP#C方向水平向右时C小球对斜面没有压力o

)u 当系统加速度向左时C小球对绳子可能没有拉力o 当小

球对细绳恰好没有拉力时C对球C由牛顿第二定律得D7PLF #7

D(uC解得 (u 77PLF #C方向水平向左C则当 (0(u 77PLF #C方

向水平向左时C小球对细绳无拉力o

)l #7.ecC斜面体以 (7te L=,u 的加速度向右做匀加速运

动时C临界加速度为 (e 77?RP.ec7
te槡l
l L=,u pte L=,uC则

小球飘起来C与斜面不接触C设此时绳子与水平方向夹角为

!C由牛顿第二定律得D7?RP!7D(C解得?RP!7tC则!7rEcC

绳对小球的拉力u7D7,EF !
7ue槡u Oo

00 hnyrig本题易错之处在于不能正确理解合力的变化与

速度变化的关系o 开始时小球做竖直向下的匀加速直线运

动C因为选竖直向下为正方向C则速度为正且一直增大C加速

度方向竖直向下C且大小为 ( 77C
E2
DC保持不变-落地后弹

起的过程中C小球向上做减速运动C速度为负且一直减小C加

速度大小为 (C778
E2
DC保持不变C方向竖直向下C故上升过

程的加速度大于下落过程的加速度Ch正确o

0B (nyrig其中的一个力逐渐减小到零的过程中C物体受到

的合力逐渐增大C则其加速度逐渐增大C速度时间图像中图

线的斜率表示加速度C所以在力逐渐减小到零的过程中C图

线的斜率的绝对值逐渐增大-当这个力又从零恢复到原来大

小时C合力逐渐减小C加速度逐渐减小C图线斜率的绝对值逐

渐减小o 只有(符合题意o

0e g(nyrig本题的易错之处是误以为物体在斜面上和水平

面上所受摩擦力大小相等o 物体在斜面上的摩擦力大小 27

ED7?R,!C大小不变C在水平面上的摩擦力大小 2C7ED7C大

小不变C故h错误-根据牛顿第二定律得C物体在斜面上的加

速度大小为 (77,EF !CE7?R,!C在水平面上的加速度大小为

(C7E7C在斜面上做匀加速直线运动C在水平面上做匀减速

直线运动C故o错误Cgh(可能正确o 故选gh(o

0i gonyrig从图像可知C两物体匀减速运动的加速度大小

都为 (C7
1e
Be
C根据牛顿第二定律C匀减速运动中有 27D(CC

则摩擦力大小都为27D
1e
Be
o 根据图像知C匀加速运动的加

速度分别为 (t 7
u1e
Be

h(u 7
1e
rBe

C根据牛顿第二定律C匀加速运

动中有EC27D(C则 Et 7
lD1e
Be

CEu 7
ED1e
rBe

CEt 和 Eu 的大小

之比为tu 2EC故g正确C(错误-图线与时间轴所围成的面

积表示运动的位移C则位移之比为0t 20u 7. 2EC故 o正确-

1CB图像与时间轴包围的面积表示位移C在 lBe 末Cd的位移

大于t的位移C此时t未追上dC故h错误o 故选ghoo

0j (nyrig本题疑难之处是混淆速度与加速度的概念而出

错o 在 e DBt 时间内C由题图乙可知C物体做加速运动C加速

度逐渐减小C设斜面倾角为 !C对物体受力分析C在竖直方向

上有C?R,!82,EF !CD77D(tC在水平方向上有C,EF !72?R,

!C因加速度减小C则支持力 C和摩擦力 2均减小o 在Bt DBu
时间内C由题图乙可知C物体做减速运动C加速度逐渐增大C

对物体受力分析C在竖直方向上有 D7 C)C?R,!82,EF ! 7

D(uC在水平方向上有C,EF !72?R,!C因加速度增大C则支持

力C和摩擦力2均减小C故选项(正确o

ing



Fo ohnr: u从 e到Bt 时刻C对dot整体C根据牛顿第二定律

得ECuD7p,EF !8)07uD(C得E7uD7,EF !C)08uD(C则知

拉力E逐渐增大y从Bt 时刻dot分离CBt DBu 时间内C对t分

析C根据牛顿第二定律得 ECD7,EF !7D(C得 E7D7,EF !8

D(C拉力E不变C故g错误i 由题图可知CBt 时刻 dot分离C

此时刻对d根据牛顿第二定律有)0t CD7,EF !7D(C解得0t 7

D7,EF !8D(
) C开始时有 uD7,EF !7)0eC又 1

u 7u(g0e C0t hC

联立解得17 u(gD7,EF !CD(h
槡 ) C故 o正确C(错误i 由题

图可知CBu 时刻d的加速度为零C速度最大C根据牛顿第二定

律和胡克定律有D7,EF !7)0uC得0u 7
D7,EF !
) C故h正确i

t(c ) 20-B ei jin

F gnr: u由牛顿第二定律得 ECD7 8E弹 7D(C由胡克定

律得E弹 7D7C)0C联立解得E7D(8)0C对比题给的四个图

像知C正确的是选项gi

g (nr: u当小车向右做匀加速运动时C其加速度的方向水

平向右C由牛顿第二定律可知C小球所受合外力的方向水平

向右C即沿图中g.方向C选项(正确C选项goooh错误i

 o(nr: u甲o乙下落的时间与加速度有关C应先求加速

度C由 D甲 7";甲 7" r
l !e

lt g甲 得 e甲 7
l lD甲
r"槡!

C阻力 2甲 7

)e甲 7)
l lD甲
r"槡!

C由牛顿第二定律知 (甲 7
D甲 7C2甲
D甲

77 C

)
l l
r"!Du槡 甲

C同理 (乙 77 C)
l l
r"!Du槡 乙

C因 D甲 CD乙C所以

(甲 C(乙C故h项错误y再由位移公式 o7t
u (B

u 可知 B甲 pB乙C

故g项错误y再由速度位移公式 1u 7u(o 得 1甲 C1乙Co项正

确y甲球受到的阻力大C甲o乙下落距离相等C故甲球克服阻

力做的功大于乙球克服阻力做的功C(项正确i

u gh(nr: u设物块的质量为 Do斜面的倾角为 !C物块与

斜面间的动摩擦因数为EC物块沿斜面上滑和下滑时的加速

度大小分别为 (t 和 (uC根据牛顿第二定律有nD7,EF !8

ED7?R,!7D(tCD7,EF !CED7?R,!7D(ui 再结合1CB图线

斜率的物理意义有n(t 7
1e
Bt
C(u 7

1t
Bt
i 由上述四式可见C无法

求出DC可以求出!oEC故o错误Cgoh均正确i e DBt 时间内

的1CB图线与横轴包围的面积大小等于物块沿斜面上滑的

最大距离C!已求出C故可以求出物块上滑的最大高度C故 (

正确i

d o(nr: u根据 1CB图线与横轴所围图形的面积表示位

移C可知第二次滑翔过程中在竖直方向上的位移比第一次的

大Cg项错误y根据1CB图线的斜率表示加速度C综合分析可

知C第二次滑翔过程中在竖直方向上的平均加速度比第一次

的小Ch项错误y第二次滑翔过程中在竖直方向的位移比第

一次的大C又运动员每次滑翔过程中竖直位移与水平位移的

比值相同g等于倾斜雪道与水平面夹角的正切值hC故第二次

滑翔过程中在水平方向上的位移比第一次的大Co项正确y

竖直方向上的速度大小为 1t 时C根据 1CB图线的斜率表示

加速度可知C第二次滑翔过程中在竖直方向上的加速度比第

一次的小C由牛顿第二定律有 D7 C27D(C可知第二次滑翔

过程中在竖直方向上所受阻力比第一次的大C(项正确i

o g(nr: u地板对人的支持力 EO 7D7 8D(CB7u ,时C(

有正的最大值C此时 EO最大C由牛顿第三定律得 g正确Co

错误yB7clE ,时C( 有负的最大值C此时 EO最小C由牛顿第

三定律得h错误C(正确i

e gnr: u对人与安全带作用的过程应用牛顿第二定律C则

有ECD77D(C而 (71B7 u槡 7o
B C解得E7D u槡 7o

B 8D7C故

g正确i

r (nr: u受空气阻力作用的物体C上升过程nD78)17D(C

得 (778)D1C1减小C( 减小C到达最高点时 17eC( 77C即

两图线与B轴相交时斜率相等C故(正确i

E o(nr: u三个物块靠在一起C将以相同加速度向右运动C

则加速度(7EC.ED7
.D C所以Ce和 F之间相互作用力 Et 7

lD(8lED7 7t
u ECF与 y之间相互作用力Eu 7ECED7 C

D(7ECED7Ct
. E8ED77E

. EC所以C)7
Et

Eu
7

t
u E

E
. E

7l
E y

由于表达式与E无关C故)7l
E 恒成立C故goh错误Coo(正

确i 故选oo(i

Fl o(nr: u由题图可见C鱼缸相对桌布向左滑动C故桌布对

鱼缸的滑动摩擦力方向向右Cg错误i 因为鱼缸与桌布o鱼

缸与桌面间的动摩擦因数相等C所以鱼缸加速过程与减速过

程的加速度大小相等C均为E7y由17(B可知C鱼缸在桌布上

加速运动的时间与在桌面上减速运动的时间相等C故 o正

确i 若猫增大拉力C鱼缸受到的摩擦力仍为滑动摩擦力C由

E27ED7可知CE2不变C故 h错误i 若猫的拉力减小到使鱼

缸不会相对桌布滑动C则鱼缸就会滑出桌面C故(正确i

FF o(nr: u当升降机匀速运动C物块相对于斜面匀速下滑

时有nD7,EF !7ED7?R,!C则 E7PLF !g!为斜面倾角hC当升

降机加速上升时C设加速度为 (C物块处于超重状态C物块

e重力c变为sC7D78D(C支持力变为CC7gD78D(h?R,!C

D7?R,!Co正确i e重力c沿斜面向下的分力 s下C7gD7 8

D(h,EF !C沿斜面摩擦力变为 2C7ECC7EgD78D(h?R,!C

ED7?R,!Cg错误i 2C7EgD7 8D(h p?R,!7PLF !gD78

D(hp?R,!7gD78D(h,EF !7s下Ci 所以物块仍沿斜面匀

速运动C(正确Ch错误i

Fg gonr: u由题图g?h可知木板在 e Du ,内处于静止状

tro



态C再结合题图oJp中细绳对物块的拉力 2在 e Du ,内逐渐

增大C可知物块受到木板的摩擦力逐渐增大C故可以判断木

板受到的水平外力E也逐渐增大Ch项错误y由题图o?p可知

木板在 u Dr ,内做匀加速运动C其加速度大小为 (t 7

elr Ce
r Cu L=,u 7elu L=,uC在 r DE ,内做匀减速运动C其加速

度大小为 (u 7
elr Celu

E Cr L=,u 7elu L=,uC另外由于物块静止

不动C同时结合题图oJp可知物块与木板之间的滑动摩擦力

E272C故对木板进行受力分析C由牛顿第二定律可得 EC

E27D(trE27D(uC解得 D7t <NrE7elr OCgro两项均正

确y由于不知道物块的质量C所以不能求出物块与木板之间

的动摩擦因数C(项错误i

ght(c)题图oJp中细绳上拉力的变化情况与木板的受

力情况不易联系在一起C是本题的易错点i 要通过力传感器

固定判断出物块相对于地面静止C从而判断木板的受力情

况C由1CB图像求出木板在施加力 E时的加速度和撤掉 E

时的加速度C根据牛顿第二定律求解待求物理量i

 2 ohng0c)如图所示C假设挂钩yrF东边有0节车厢C西边

有H节车厢C每节车厢质量为 Di 当向东行驶时C以 H节车

厢为研究对象C则有 E7HD(y当向西行驶时C以 0节车厢为

研究对象C则有E7u
l 0D(C联立两式有H7

u
l 0i 可见C列车

车厢总节数C708H7E
l 0C设07lror7tCuClC)pC则C7

ErC故选项orh正确i

第 tl 题图

 $ oh(ng0c)对 drt整体C地面对 t的最大静摩擦力为

l
u ED7C故当ECl

u ED7 时Cdrt相对地面运动C故 g错误i

对drt整体应用牛顿第二定律C有 ECE
u ;lD7 7lD(y对

tC在drt恰好要发生相对运动时CE;uD7CE
u ;lD7 7D(C

两式联立解得E7lED7C可见C当EClED7时Cd相对 t才能

滑动Ch正确i 当E7E
u ED7 时Cdrt相对静止C对整体有-

E
u ED7CE

u ;lD77lD(C(7t
l E7C故 o正确i 无论 E为何

值Ct所受最大的动力为d对 t的最大静摩擦力 uED7C故 t

的最大加速度 (tL 7
uED7Ct

u ;lED7

D 7t
u E7C可知(正确i

 % otp游船匀加速运动过程中加速度大小 (t 7
"1t
"Bt

7rlure L=,u 7

elteE L=,ui

位移大小0t 7
1
u "Bt 7

rlu
u ;re L7cr Li

oup游船匀减速运动过程中加速度大小

(u 7
"1l
"Bl

7rlu Celu
9ue C.re L=,u 7eleE L=,ui

根据牛顿第二定律得E7,(u 7c eee ;eleE O7ree Oi

olp游船在整个行驶过程中的总位移070t 81"Bu 8
181t
u "Bl

t
7

cr 8rlu ;.ee 8rlu 8elu
u g;ce L7u 9ce LC

游船在整个行驶过程中的平均速度大小170B7u 9ce
9ue L=,g

llc. L=,i

 & otp对冰球分析C根据速度位移公式得-1ue C1
u
t 7u(ieC加速度

为 (7
1ue C1

u
t

uie
C根据牛顿第二定律得(7E7C解得冰球与冰面

之间的动摩擦因数为E7
1ue C1

u
t

u7ie
i

oup根据两者运动时间相等C有
ie
1e 81t

u

7
it
1u
u

C解得运动员到

达小旗处的最小速度为1u 7
ito1e 81tp
ie

C

则最小加速度为-(C7
1uu
uit

7
ito1e 81tp

u

uiue
i

 ' otp设货物的质量为DC货物在车厢内滑动过程中C货物与车

厢间的动摩擦因数 E7elrC受摩擦力大小为 2C加速度大小

为 (tC则

28D7,EF !7D(tC #

27ED7?R,!C $

联立#$式并代入数据得 (t 7E L=,ui .

(t 的方向沿制动坡床向下i

oup设货车的质量为,C车尾位于制动坡床底端时的车速为

17ul L=,i 货物在车厢内开始滑动到车头距制动坡床顶端

ie 7lc L的过程中C用时为BC货物相对制动坡床的运动距离

为itC在车厢内滑动的距离i7r LC货车的加速度大小为 (uC

货车相对制动坡床的运动距离为 iui 货车受到制动坡床的

阻力大小为ECE是货车和货物总重的)倍C)7elrrC货车长

度ne 7tu LC制动坡床的长度为nC则

,7,EF !8EC27,(uC ,

E7)oD8,p7C (

it 71BC
t
u (tB

uC c

iu 71BC
t
u (uB

uC .

i7it CiuC E

n7ne 8ie 8iuC l

联立#$,Dl并代入数据得n7sc Li

 ( otp对整体分析C根据平衡条件可知C沿斜面方向上重力的分

力与弹簧弹力平衡C则有 )0e t7 D8l
E gD 7,EF !C解得 )7

!"&



cD7,EF !
E0e

FF#o

ru:由题意可知C-经两段相等的时间位移为 0ep设分离时位

移为0tC此时形变量为0uC由匀变速直线运动相邻相等时间

内位移关系的规律可知
0t
0e

7t
r FF$C说明当形变量为0u 7

0e C
0e
r 7

l0e
r 时二者分离p对 D分析C因为分离时 (-间没有

弹力C则根据牛顿第二定律可知y)0u CD7,EF !7D(FF.C

联立#$.解得 (77,EF !
E o

rl:设时间为 BC则经时间 B时C(-前进的位移07t
u (B

u 7

7,EF !Bu

te C则形变量变为"070e C0C对整体分析可知C由牛顿

第二定律有 E8)"0 tC D8l
E gD 7,EF !7 D8l

Et gD (C解
得E7c

uED7,EF !8rD7
u,EFu!

uE0e
BuC因分离时位移07

0e
r C由 07

0e
r 7t

u (B
uC解得B7

E0e
u7,EF槡 !

C故应保证 e Bp
E0e

u7,EF槡 !
CE

表达式才能成立o

ri rt:对d受力分析C根据牛顿第二定律得yEtDd7 7Dd(dC代

入数据解得y(d7E L=,uC方向向右C对 t分析C根据牛顿第

二定律得yEtDt7 7Dt(tC代入数据解得y(t7E L=,uC方向

向左o

对木板分析C根据牛顿第二定律得yEtDt7 CEtDd7 CEurD8

Dd8Dt:77D(tC代入数据解得y(t 7ulE L=,uC方向向右o

当木板与t共速时C有y171e C(tBt 7(tBtC

代入数据解得yBt 7elr ,C17t L=,o

ru:t相对木板静止时C突变为受静摩擦力Cd受力不变加速

度仍为 E L=,uC方向向右C对t与木板受力分析C有yEtDd7 8

EurD8Dd8Dt:77rD8Dt:(uC代入数据解得y(u 7
E
l L=,uC

方向向左C当木板与d共速时有y1C71C(uBu 7C18(dBuC代

入数据解得yBu 7ell ,C1C7elE L=,o

当Bt 7elr ,C0t7
1e 81
u Bt 7

l 8t
u ;elr L7elc LC

0木 7e 81
u Bt 7

e 8t
u ;elr L7elu LC

Ft板 70tC0木 7relc Celu:L7el. LC

对dC向左C0d7
1e 81
u Bt 7

l 8t
u ;elr L7elc LC

Fdt板 70d80木 7relc 8elu:L7t LC

当Bu 7ell ,C对dC向左C0dt 7
1C1C
u Bu 7

t CelE
u ;ell L7l

re Lo

对木板C向右C0木t 7
181C
u Bu 7

t 8elE
u ;ell L7s

re LC

Fdu板 70dt 80木t 7
l
re 8st gre L7ell LC

可知dgt相距 F 7Ft板 8Fdt板 8Fdu板 7rel. 8t 8ell:L7

tls Lo

ht( c) 20 0- 20 

r hn Bei牛顿第一定律是由理想斜面实验经过推理总结

得出来的C选项g错误p牛顿第一定律即惯性定律C其成立是

不需要条件的C任何物体都具有这种惯性C与物体是否受力

无关C选项o错误gh正确p牛顿第一定律描述了物体在不受

力时所表现出的运动状态C说明物体的运动是不需要力来维

持的C同时说明力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C选项(错误o

j on Bei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是作用在两个不同的物体上

的力C它们不能进行合成C作用效果也会体现在两个不同的

物体上C无法相互抵消C选项g错误p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总是

同时产生g同时变化g同时消失C且性质相同C而平衡力不一

定同时产生g同时消失C且平衡力的性质也不一定相同C选项

o正确Chg(均错误o

n on Bei由题意可知上面砖块处于失重状态C因此断定整

体加速度竖直向下C电梯可能加速下降C也可能减速上升C故

o项正确o

g hn Bei一切物体均具有惯性C质量是惯性大小的唯一量

度C乒乓球可以快速抽杀C是因为乒乓球的质量小C其惯

性小o

 gn Bei设小车的加速度为 (C橡皮筋的劲度系数为 )C伸

长量为0C小钉 d下方的橡皮筋与水平面的夹角为 !C可知

)0,EF !7D7C而小球y距d点的高度 o70,EF !C可得 o7D7)C

可见C小球距d点的高度 o与小球随小车在水平面上运动的

加速度大小 (无关C即小球的高度 o不变o

F on Bei设两小球随小车一起向右运动的加速度为 (C细

线 gd与竖直方向的夹角为 !tC以两小球的整体为研究对

象C它们受到总的重力rDt 8Du:7与细线 gd的拉力 utC有

rDt 8Du:7uPLF !t 7rDt 8Du:(C解得 PLF !t 7
(
7 p设细线

gt与竖直方向的夹角为 !uC以小球 t为研究对象C其受到

重力 Du7 及细线 gt的拉力 uuC有 Du7PLF !u 7Du(C解得

PLF !u 7
(
7 o 可见两悬线与竖直方向夹角相等C即两段悬线

在同一条直线上o

d gn Bei由于滑轮为轻质的C因此dgt受到细线的拉力相

等C且均为 elEEC而 d的质量比 t的小C若 dgt发生相对滑

动C则d应相对t向右运动o 设 dgt恰好发生相对滑动时C

水平向右的拉力为EeC以dgt整体为研究对象C它们共同的

加速度(7
Ee

Dd8Dt
p以 t为研究对象C有 ( 7EDd78elEEe

Dt
C

解得Ee 7ue Opu. OC说明拉力 E7u. O时Cdgt之间已发

生了相对滑动C故d的加速度 (d7
elEECEDd7

Dd
7ElE L=,uC

t的加速度 (t7
elEE8EDd7

Dt
7E L=,uo

er 



E (nlect设木块放在动摩擦因数为 E的地面上C则对整体

有oECErD77rD(C解得 (7ECErD7
rD p再对 l 及其以后的木

块分析C则有 uCyr CurED7 7yr CurD(C解得ou t7 t C

u gr ECu与动摩擦因数无关C故无论地面是否光滑C均为

t Cut gr EC故(正确i 故选(i

g onlect由于箱子所受的空气阻力与下落速度的二次方

成正比C故箱子在下落过程中的加速度 ( 越来越小C结合

D7CEO7D(可知选项 g错误ho正确p因为箱子在运动过

程中要受到空气阻力作用C不是处于完全失重状态C所以箱

内物体受到的支持力不为零C选项 h错误p若下落距离足够

长C箱子最终将做匀速直线运动C这时箱内物体受到的支持

力等于重力C故物体不可能离开箱子的底部而(飘c起来C选

项(错误i

) onlect解法一o常规解法

设物块的质量为DC木板的长度为 FC物块与木板间的动摩擦

因数为Ei

物块在质量为,的木板上运动时C根据牛顿第二定律C

对物块有oECED77D(DC

对木板有oED77,(,i

设物块在木板上运动的时间为BC由运动学知识有o

t
u (DB

u Ct
u (,B

u 7FC17(,BC

联立解得o17ED7
,

uF
E
DCE7CED7
槡 ,

i

由上式可知o若Et 7Euh,t p,uC则 1t C1uC选项 o正确p若

Et pEuh,t 7,uC则 1t C1uC选项 (错误i 本题的正确答案

是oi

解法二o极限分析法

分析gho选项时C令质量大者无限大i 若木板的质量无限大C

则其加速度无限小C且二者从相对运动到分离的时间也较短i

由17(B可知C分离时木板的速度也很小C故选项o正确i

同理C在分析hh(选项时C令力大者无穷大i 若作用在木块

上的力E无限大C则物块的加速度无限大C则两者从相对运

动到分离的时间会极短i 对于木板来说C由17(B可知C由于

加速的时间短C则分离时木板的速度也较小C选项(错误i

)) ytr( 7
iu Cit
uu n( 7 t

luu yir Cit rn( 7
t

suu 2yi. 8iE 8ir r C

yil 8iu 8it r0nyur两者所用的小车和砝码的总质量n

D甲 pD乙

lectytr利用 ithiu 两段C由 "i7(u
u 得 ( 7

iu Cit
uu i 因为

iu Cit 7(u
uCil Ciu 7(uuCir Cil 7(uuC所以 ir Cit 7l(uuC

故 (7 t
luuyir Citri 同理C( 7

t
luu yiE Ciu r 7 t

luu yi. Cil rC

所以 l( 7 t
luu 2yir Cit r 8yiE Ciu r 8yi. Cil r0C即 ( 7

t
suu2yi. 8iE 8irr Cyil 8iu 8itr0i

yur在 (CE图像上CE相同时C由图像可知 (甲 C(乙CE相同

时C加速度与质量成反比C则 D甲 pD乙C即甲h乙两同学在实

验中所用小车和砝码的总质量不同C且D甲 pD乙i

)0 ytrelEr L=,ntle L=,unyur砝码和砝码盘的总质量不再

满足远小于木块质量

)- 设物体的质量为 DC在竖直方向上有 D7 7ECE为摩擦力i

在临界状态下CE7EEOCEO为物体所受水平弹力i 又由牛顿

第二定律 EO 7D(i 由以上各式得加速度 ( 7
EO

D 7 7
E

7

te
elc L=,u 7tulE L=,ui

)2 ytr由速度 时间图像可知C物体开始时做加速度减小的加

速直线运动C最后做匀速运动i 在B7e时刻C图线切线的斜

率即为该时刻的加速度C故有(e 7
tu Ce
l Ce L=,u 7r L=,ui

yur在B7e 时刻开始加速时C1e 7eC由牛顿第二定律可得

D7,EF !C)1e CED7?R,!7D(eC #

最后匀速时C1L 7te L=,C(7eC由平衡条件可得

D7,EF !C)1L CED7?R,!7eC $

由#$联立解得oE7eluEC)7le <N=,i

)B ytr飞行器的动力系统正常工作时C设飞行器上升时的加速

度大小为 (tC有ov7t
u (tB

u
tCECD7C27D(tC解得o(t 7

u L=,uC27r Oi

yur在Bu 7. ,时C设飞行器的速度为 1C距离地面的高度为

op在Bu 7. ,之后C设飞行器上升时的加速度大小为(uC有o

17(tBuCo7
t
u (tB

u
u 或 o7

1u

u(t g
t
CD7827D(uCoL Co71

u

u(u
C解

得ooL 7ru Li

)e ytr在物块到达木板的中间位置之前C物块与木板间发生相

对滑动C木板在物块对它的滑动摩擦力作用下做加速运动C

其加速度大小为o(7ED7
, i

当木板加速到速度1y与物块的速度相同r后C木板将与物块

一起做匀速运动C故物块做加速运动的时间为oB71( 71,
ED7
i

yur物块到达木板的中间位置后C将与木板一起做匀速运动i

由于物块在竖直方向上受力平衡C在水平方向上只可能受到

木板的摩擦力C但物块做匀速运动C可见其所受合力为零C故

可知物块与木板间不存在摩擦力C即o27ei

ylr在物块与木板间发生相对滑动的过程中C设物块和木板

的位移分别为ithiuC有oit 71BCiu 7
1
u jB

或iu 7
1u

ut g( i
根据题意可知oit Ciu 7

n
u C解得on7

,1u

ED7
i

ini



For:  u se r%%

! hn!!""列车的加速度大小 (7"1
"B

7Ee
tEe L=,u 7t

l L=,uC

减速时C加速度方向与速度方向相反C(C7Ct
l L=,uC故 go

o两项都正确p以初速度方向为正方向C列车减速时C1CB图

像的图线依然在时间轴B轴的上方Ch项错误p由 17(B可得

17t
l ;.e L=,7ue L=,C(项正确y

r ghn!!""根据加速度的定义式 (7"1
"B

7
1C1e
B代入数据得

(7. Cc
t L=,u 7Cu L=,uC方向向西y 物体做匀减速运动C根

据速度公式 171e 8(BC有 B7
1C1e
( y 当17r L=,时C

B7r Cc
Cu ,7u ,p当17Cr L=,时CB7Cr Cc

Cu ,7. ,C故 goh

正确y

i hn!!""根据g面积h表示位移C图像在时间轴上方位移为

正C在时间轴下方位移为负C可知Ce Du与 uDuu时间内的

位移方向相反C故(错误y 设u时刻速度为1tCuu时刻速度

为1uCe Du与uDuu时间内的位移大小相等o方向相反C则

有t
e 81t
u (u7C

1t 81u
u (uC解得 1u 7Cu1tC即 u秒末与 uu

秒末速度大小之比为 t 2uC故 h正确y e Du时间内的加速

度为 (t 7
1t
uCuDuu时间内的加速度为t(u 7

1u C1t
u 7C

l1t
uC

故 e Du与uDuu时间内的加速度大小之比为 t 2lC故 g错

误y 在u时刻前后的短暂时间里速度均为正C质点的运动方

向没有改变C故o错误y 故选hy

c hn!!""设-时刻的速度为 1-C加速度为 (C根据 071eB8

t
u (B

u得th 71(DCt
u (D

u ))#Ch 71-r Ct
u (r

u))$C

1-71( C(D)).C#$.联立得1-7
 Du 8ru2h
 D8r2DrC故选hy

0 on!!""第 t ,内的位移t0t 71eB8
t
u (B

u 7c L))#C第

l ,内的位移t0l 71uB8
t
u (B

u 7elE L))$C其中 1u 是物体

在第 u ,末的速度C1u 71e 8(;u)).C联立#$.式C代入

数据解得t1e 7slc9E L=,C( 7Cll9E L=,uy 第 l ,末的速

度t1l 71e 8(Bl 7Ctll9E L=,C说明在 l ,末前物体已经反

方向运动y 还有一种情况t物体做减速运动C速度为 e 后就

静止不动 刹车问题2C即在 l ,末前就停止运动y 如果物体

在 l ,末前就停止运动C其加速度就不为 Cll9E L=,uC故 g

错误Co正确p第 elE ,末速度为第 t ,的中间时刻速度C1B
u
7

17c L=,C故 h错误p如果在 l ,末前就已经停止运动C则物

体在第 ulE ,末速度不等于第 l ,的平均速度C故 (错误y

故选oy

- on!!""直杆受三个力作用而处于平衡状态C这三个力的

作用线 或延长线2一定相交于一点C如图所示C可知 EOd7

D7,EF o 7t
u D7CEOt7D7?R,o 7槡lu D7y

第 . 题图

nnn

第 9 题图

2 on!!""以小球为研究对象C其受力情况如图所示C小球

受到重力D7o挡板,g的支持力E,和挡板Cg的支持力EC
三个力的作用而处于平衡状态C可知挡板 ,g的支持力 E,
和挡板Cg的支持力EC的合力EC7D7p根据题意可知EC7

D7C可见C以表示EC和 EC的线段为邻边的三角形是等腰三

角形C由几何关系可知o 7tcecC!
u C又 !8o 7tcecC#C解得

!7lecy

 t9lEen t2uee O=Ln u2t9lEen.ec

B  t2闪光频率等于水滴滴落的频率n u2sl9u

!!"" t2频闪仪闪光频率等于水滴滴落的频率时C可看到

一串仿佛固定不动的水滴y

 u2由逐差法得

7 7 e rll.9 Cu.lls2 C u.lls Ctllrl2i ;te Cu

r ; tt gle

u L=,u 7

sl9u L=,uy

!j  t2elt.n u2 Cn l2(

!!"" t2由纸带可知C在连续相等时间内的位移之差"07

elt. ?LC根据"07(uu 得加速度为t(7"0
uu 7elt.;te

Cu

elet L=,u 7

elt. L=,uy

 u2将小车放回原处并按住C继续向小桶中加入细砂C记下传

感器的示数EtC此时Et 7D7C释放小车后C根据牛顿第二定

律有tD7CEu 7D(C可知Eu pD7C则Et CEuy

 l2研究 (与 E的关系C保持质量不变C改变小车所受的合

力C可知图像中E7Eu CEeC故(正确Cgoooh错误y

!!  t27,EF !C(
7?R,!

n u2ellE

!!"" t2对铁块受力分析C由牛顿第二定律有 D7,EF !C

ing



ED7?R,!7D( 解得 E77,EF !C(
7?R,!

C oup两个相邻计数点之

间的时间间隔u7E ;t
Ee ,7elte , 由逐差法和"07(uu 可

得 (7tls9 L=,u 代入E77,EF !C(
7?R,!

 解得E7ellEC

yr otp设连续两次撞击铁轨的时间间隔为 "B 每根铁轨的长度

为n 则客车速度为i17n
"B

 其中 n7uEle L "B7tele
t. Ct , 解

得i17l9lE L=,C

oup设从货车开始运动后B7uele ,的时间内 客车行驶的路

程为it 货车行驶的路程为iu 货车的加速度为 ( le 节货车

车厢的总长度为 F7le ;t.le L7rce LC

由运动学公式有iit 71B iu 7
t
u (B

u 

由题给条件有iF7it Ciu 联立解得i(7tllE L=,uC

yg otp由题意得 直杆对dht环的支持力 EO大小相等 方向竖

直向上 选取物块和夹子整体为研究对象 由受力平衡的条

件可得iuEO7o,8Dp7 解得iEO7o,8Dp7
u C

oup由于物块恰好能不下滑 故物块受到两侧夹子的摩擦力

为最大静摩擦力2L 2L等于滑动摩擦力 设此时夹子一侧对

物块的压力为E 以物块为研究对象 由平衡条件可得i

u2L 7,7 2L 7EE 解得iE7,7uE
C

yt otp根据1CB图像中图线与时间轴所围成的面积等于位移

可知 

物块上升的位移为i0t 7
t
u ;u ;t L7t L 

物块下滑的距离为i0u 7
t
u ;t ;t L7elE L 

u ,内物块的位移大小为i070t C0u 7elE L 

u ,内物块的路程为iF70t 80u 7tlE LC

oup由题图乙知 物块加速向上运动的加速度为i (t 7

u
elE L=,u 7r L=,u 方向沿斜面向上 

减速向上运动的加速度为i(u 7e Cu
elE L=,u 7Cr L=,u 方向

沿斜面向下 

设斜面倾角为! 斜面对物块的滑动摩擦力为 E2 根据牛顿

第二定律有i

ECE2CD7,EF !7D(t CE2CD7,EF !7D(u 

解得iE7c OC

y( otp小木块减速过程受重力h支持力和摩擦力 根据牛顿第二

定律 有D7,EF !8ED7?R,!7D(u 得 (u 79lE L=,ucc# 

对于减速过程 根据运动学公式 同样有0u 7
1u

u(u
cc$ 由#

$解得17tlE L=, 故木块向上经过t点时速度为 tlE L=,C

oup小木块加速过程受推力h重力h支持力和摩擦力 根据牛

顿第二定律 有 ECD7,EF !CED7?R,!7D(t 对于加速过

程 根据运动学公式 有 0t 71
u

u(t
 代入数据解得 E7te O 

(t 7ulE L=,uC

olpd到t的过程中Bt 7
1
(t

7tlEulE ,7el. , 

t到 的过程中Bu 7
1
(u

7tlE9lE ,7elu , 

木块下降过程受重力h支持力和摩擦力 根据牛顿第二定律 

有D7,EF !CED7?R,!7D(l 得(l 7ulE L=,u 根据位移公

式 有 t
u (lB

u
l 70t 80u 解得 Bl 7 el槡 rc ,gel.s , 从出发到

回到d点经历的时间iB7Bt 8Bu 8Bl 7oel. 8elu 8el.sp,7

tlrs ,C

y) otp货物在倾斜轨道上做匀加速直线运动 由牛顿第二定律

有D7,EF !CEeD7?R,!7D(e 

代入数据解得 (e 7E L=,u 由1ue 7u(e2
oe

,EF !
 得1e 7E L=,C

oup若货物滑上木板 d时 木板不动 由受力分析得 EtD7 

EuoD8uDp7 

若滑上木板t时 木板 t开始滑动 由受力分析得 EtD7 C

EuoD8Dp7 

代入数据得 elr pEt el.C

olp由oup知货物滑上 d时 木板 d不动 而滑上木板 t时 

木板t开始滑动C

设货物下滑高度为 o 到达轨道末端时速度大小为 1u 则有

1uu 7u(e
o

,EF !
 

货物滑上d时做匀减速运动 

加速度大小 (t 7Et77E L=,u 

设货物离开d时速度为1l 1
u
l C1

u
u 7Cu(tn 

货物滑上t时 加速度大小 (u 7Et77E L=,u 

t的加速度大小 (l 7Et7CuEu77t L=,u 

由题意 货物到达t最右端时两者恰好具有共同速度 设为1r 

货物做匀减速运动1r 71l C(uB 1
u
r C1

u
l 7Cu(un货 

t做匀加速运动1r 7(lB 1
u
r 7u(lnt 

位移关系满足nt8n7n货 代入数据解得 o7ul.r LC

For:  u se r"*#

y ohn!!""加速度是描述速度变化快慢的物理量 是速度

的变化率 加速度大说明速度变化得快 是速度变化率大 而

不是变化量大 加速度的定义式 ( 7"1
"B
是个矢量式 所以加

速度的方向总是和速度变化量的方向相同 g错误 ohh正

确'加速度为负值 说明速度朝负向增加 如果物体的速度也

朝负向 则物体做加速运动 (错误C

r gn!!""公式1u 7r 8r0可以变形为 r071u Cr 根据匀变

速直线运动的速度与位移关系 u(071u C1ue 可得物体运动

的加速度为u L=,u 初速度为 u L=, 故g正确 ohhh(错误 

!#)



故选gC

o gnpyri1CB图像中图线的斜率表示加速度g则由题图可

知ge DBe 时间内物体的加速度越来越小g故 g正确hBe 时刻

物体的速度为零g但是并不是回到了出发点g故o错误h由于

物体的速度一直沿正方向g故运动方向没有发生变化g故 h

错误h根据图像的面积可求得位移g再根据平均速度公式即

可求得平均速度g由题图可知g两段相等的时间内g面积并不

相同g故平均速度不同g故(错误h故选gC

pt(c)i解答本题时不少同学对 1CB图像的拐点不理

解g习惯地认为拐点就是速度方向发生改变的点g造成错选

h项C

 ohnpyri物体运动状态是否改变g要看其速度的大小2方

向是否发生变化g故选项o2h正确g(错误h物体运动状态会

不会变化g取决于是否受外力作用g运动状态改变的难易程

度取决于物体的质量g故选项g错误C

0 onpyri质点从d点运动到t点g在通过第一个 Fr 的路程

的过程中0设末速度为1t-g有1
u
t C1

u
e 7u(

F
r h在通过第二个

F
r 的路程的过程中0设末速度为 1u -g有 1

u
u C1ut t7u ( 8

( gr F
r h在通过第三个

F
r 的路程的过程中0设末速度为1l -g

有1ul C1
u
u 7u (8

u(t gr F
r h同理g在通过第 r个 Fr 的路程的过

程中0设末速度为1rg此速度即为质点到达 t点时的速度-g

有1ur C1
u
rCt 7u (80rCt-(2 0r

F
r h由以上各式可得 1

u
r C1

u
e 7

lrCt
r (Fg故质点到达t点时的速度1r 7 1ue 8

lrCt
r槡 (FC

2 o

B hnpyri当物块与斜面间动摩擦因数 E0PLF !时gd2t间

无弹力C

e oh

i (npyri在选项g2o2h中g研究对象的形状2大小对研究

的问题的影响较大g不能忽略g研究对象不可看作质点C

jn hnpyri亚里士多德认为在同一地点重的物体和轻的物

体下落快慢不同g伽利略认为在同一地点轻2重物体的下落

快慢是相同的g故g错误h伽利略猜想自由落体运动的速度

与下落时间成正比g但并未直接用实验进行验证g而是在斜

面实验的基础上进行了理想化推理g故 o错误h伽利略通过

数学推演并用小球在斜面上运动验证了位移与时间的二次

方成正比g故h正确g(错误C

jj ohnpyri伽利略通过数学运算得到结论 如果物体的初

速度为零g而且速度随时间的变化是均匀的g那么它通过的

位移与所用的时间的二次方成正比g这样g只要测出物体通

过不同位移所用的时间g就可以检验这个物体的速度是否随

时间均匀变化g故g2(错误go正确h滴水计时这样的计时工

具不能测量自由落体运动所用的较短的时间g伽利略采用了

一个巧妙的方法用来F冲淡o重力g他让铜球沿阻力很小的斜

面滚下g小球在斜面上运动的加速度要比它竖直下落的加速

度小得多g所以时间长g容易测量g故h正确C

ju gh(npyri伽利略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否定了亚里士多

德关于F重的物体下落快g轻的物体下落慢o的论断g选项 g

正确h伽利略提出了自由落体运动是一种匀变速直线运动g

选项o错误h通过对斜面上小球运动的研究g得出小球沿斜

面滚下的运动是匀加速直线运动g合理外推出当倾角增大到

sec时g即自由落体运动也会保持匀加速运动的性质g选项 h

正确h伽利略通过数学推演并用小球在斜面上运动验证了位

移与时间的二次方成正比g选项(正确C

jo hnpyri本题易错之处是认为杆的弹力沿杆的方向C 滑

轮受到轻绳的作用力应等效为两段轻绳中拉力 Et 和 Eu 的

合力g因同一根轻绳上的张力处处相等g都等于重物的重力g

即Et 7Eu 7D77tee OC 用平行四边形定则作图g如图所示g

可知合力E7tee Og所以滑轮受到轻绳的作用力为 tee Og方

向与水平方向成 lec角斜向下g选项h正确C

第 tl 题图

nnnnn

第 tr 题图

j onpyri本题易错之处是误判杆受力的方向C 选取绳子

与滑轮的接触点为研究对象g对其受力分析g如图所示C 绳

中的弹力大小相等g即 Eut 7Euu 7sg 点处于三力平衡状

态g将三个力的示意图平移可以组成闭合三角形g如图中虚

线所示g设d 段绳子与竖直墙壁间的夹角为 !g则根据几何

知识可知E7us,EF !
u g当绳的d端沿墙缓慢向下移时g绳的

拉力不变g!增大gE也增大g根据力的作用是相互的可知g

t 杆受绳的压力增大go正确gg2h2(错误C

j0 (npyri由整体法易知g当环 d与杆间无摩擦时gd2t的

加速度都沿杆向下g大小为 7,EF !g轻绳与杆垂直h当环 d与

杆间有摩擦时g轻绳与杆一定不垂直g若 E7PLF !时gd2t匀

速下滑g轻绳竖直g故(项正确C

j2 ghnpyri剪断轻绳前g对整体EClD77lD(g #

对  )"0CD77D(g $

剪断轻绳的瞬间g对d ECD77D(dg .

由#.得 (d7u78l(C

对t )"08D77D(tg ,

由$,得 (t7u78(C

对  )"0CD77D( g (

比较$(得 ( 7(g故g2h两项正确go2(两项错误C

nde



第 t9 题图

r hnElec由共点力平衡条件知C

沙子缓慢漏出过程中C滑轮处于动

态平衡C总有 #7u!o 假设漏沙过

程中 !减小C则 #必将变大C上述

等式关系不再存在C假设不成立C

故g项错误p由于 #保持不变C在

沙子漏出过程中CggC的张力一定

减小Co项错误p沙子漏出Cu减小C则C增大Ch项正确C(项

错误o

ry gnElec设绳中张力大小为 EC对 d应用平衡条件可得

E?R,Elc7ErDd7CE,EF Elcip对 t应用平衡条件可得

E?R,l9c7ErDt7CE,EF l9ciC联立解得
Dd
Dt

7rE8l
lE8rC所以 g

正确o

rg rti竖直nruirnEenrlitenElec rti悬挂重物后C弹

簧沿竖直方向伸长C要测量弹簧沿竖直方向上的伸长量C刻

度尺要保持竖直状态o

rui如果以弹簧长度0为横坐标C弹力大小E为纵坐标C作出

EC0图像C那么图像与横轴的截距表示弹簧的原长C图像的

斜率表示弹簧的劲度系数C所以根据图像可知C该弹簧的原

长0e 7r ?LC劲度系数)7"E
"0

7Ee O=Lo

rli弹簧测力计的示数表示弹力的大小C即 E7l OC所以该

弹簧的长度为070e 8
E
)7te ?Lo

ht rtilleerules Dllet 均对inrlerlls Drlt 均对ir有效数

字不做要求inrui变大n变大

Elecrti根据胡克定律可知C弹簧g 伸长 tlee ?L时C弹

簧的弹力E7)("07Eee ;tlee ;te Cu O7Elee Op由题图

乙可知C弹簧测力计 (的读数 E( 7llee Op由于弹簧测力计

()-间夹角为 secC故根据勾股定理有Eu
( 8E

u
-7E

uC解得弹簧

测力计-的读数E-7rlee Oo

第 ue 题图

rui保持弹簧伸长 tlee ?L不变C即

要保持弹簧测力计 ( 的弹力 E( 与弹

簧测力计 -的弹力 E-的合力 E不

变p根据平行四边形定则C作出 E()E-
与合力E的变化关系动态图如图所

示C由图可知C合力 E不变C保持弹簧

测力计 (与弹簧g 的夹角不变C减小弹簧测力计 -与弹簧

g 的夹角时CE( 与E-均变大o

hr rtiohnruielse.nrlielecnelt.n.

Elec本题疑难之处在于不能正确分析图像出现偏差的

原因o

rti平衡摩擦力时C取下沙桶C将纸带连接在小车上并穿过打

点计时器C适当调整木板右端的高度C直到小车被轻推后沿

木板匀速运动Co正确Cg错误p每次改变小车质量时C不需

要重新平衡摩擦力Ch正确p实验时C应先接通电源C再释放

小车C(错误o

rui运用逐差法可得 (7
0.sC0d.
suu 7else. L=,uo

rli根据题图丙中#知C当ECelec O时C小车才开始运动C

可知小车运动时受到的摩擦力E27elec OC图线的斜率表示

质量的倒数C则 D7elec
elEe <N7elt. <No 平衡摩擦力后C( 与

E成正比C图线的斜率不变C故正确图线为.o

hh rti(7
rBut CB

u
ui*

u

uiButB
u
u

nrui
roe
F 7nrlillrnrri窄些

Elecrti滑块通过光电门 t)u 时的速度分别为 *Bt
) *Bu

C又

*
Bt g
u

u

C *
Bt g
t

u

7u(iC 解 得 滑 块 的 加 速 度 大 小 (7

rBut CB
u
ui*

u

uiButB
u
u

o

rui设气垫导轨的倾角为 !C滑块在导轨上运动的过程中C其

受到的合力等于其重力沿轨道方向上的分力 D7,EF !C有

D7,EF !7D(C其中,EF !7
roe
F C解得 (7

roe
F NC故只要满足此

关系式C就表明加速度与所受的合外力成正比o

rli由题图可知C主尺读数为 l LLC游标尺上 e2刻度线后

面的第 r 根刻度线与主尺上的刻度线对齐C故遮光条的宽度

*7l LL8elr LL7llr LLo

rri题中是将挡光片通过光电门时的平均速度看作滑块的瞬

时速度C故挡光片越窄C实验误差越小C应窄些o

h0 解本题的关键在于分析出当甲)乙两车的速度相等时没有相

撞C则两车就不可能相撞o

设乙车的初速度为 1tC乙车速度达到甲车速度 1u 所需时间

为BC反应时间为BeC初速度方向为正方向C则由匀变速直线

运动公式得01u 71t 8(BC代入数据可得B7l ,o

这段时间内C甲车运动的距离0u 71urB8Bei 7ut LC

乙车运动的距离0t 71tBe 8
t
u r1t 81uiB7ls LC

两车运动位移差070t C0u 7tc Lpue LC

所以C两车不会相撞o

h- rti匀速下滑时C圆筒受支持力)摩擦力及重力p根据平衡条

件C有2Cs,EF #7eC则水泥圆筒下滑过程中受到的摩擦力为

s,EF #o

rui两根直木棍对圆筒均有摩擦力C则有s,EF #7u2tC所以

2t 7
t
u s,EF #C

两直木棍对圆筒的支持力的合力为 C7s?R,#C设支持力分

别为Ct)CuC则有Ct 7CuC根据几何关系及平行四边形定则

知CCjuCt
7 eu CFuj槡 r

e C

根据滑动摩擦力公式有2t 7ECtC

20 



联立可得E7
2t
Ct

7 reu CF槡
u

ue PLF #C

op ytr公共汽车启动时加速所用的时间为iBt 7
1t
( g

加速行驶的路程为i0t 7
1ut
u(g

上面所求的时间和路程同时也是制动减速的时间和路程g所

以汽车每次匀速行驶所经过的路程为i0u 7FCu0tg

匀速行驶所用时间为iBu 7
0u
1t

C

又 uBt 8Bu 7Bg解得 (7t L=,uC

yur设电动车从该车站到达第 r 站所用的总时间为 ug有i

u7ryB8"Br 8Beg1uu7rFg解得ir7tuC

oh 本题需分情况讨论C

若汽车不采取措施g

到达交叉点的时间为Bt 7
t9E
tE ,7lE

l ,g

穿过交叉点的时间为Bu 7
t9E 8E

tE ,7tu ,g

列车到达交叉点的时间为Bet 7
uee
ue ,7te ,g

列车穿过交叉点的时间为Beu 7
uee 8lee

ue ,7uE ,C

因Bu CBetg如果要求汽车先于列车穿过交叉点g汽车必须加

速g所用时间B必须满足BpBetg设加速度大小为 (tg则

1tBet 8
t
u (tB

u
et Ctce Lg解得 (t Cel. L=,uC

因Bt pBeug如果要求汽车在列车之后通过交叉点g汽车必须

减速g所用时间必须满足 BCBeug设汽车的加速度大小为 (ug

则1tBeu C
t
u (uB

u
eu pt9E Lg解得 (u Cel.r L=,uC

此时1t C(uBeu peg所以汽车在交叉点前已停下C

因此应有
1ut
u(u

pt9E Lg所以 (u Cel.rl L=,uC

所以汽车司机可以让汽车以 (t Cel. L=,u 的加速度加速通

过或以 (u Cel.rl L=,u 的加速度减速停下C

第 u9 题图

ot ytr滑块在斜面上下滑时g满足i

D7,EF !CEtC7D(tg #

C7D7?R,!g $

由1CB图得加速度

(t 7
1e
Bt

7. L=,ug .

综合#$.解得Et 7
t
l C

滑块滑上木板后减速EtD77D(ug ,

其中 (u 7
1e C1t
Bu CBt

g (

对木板分析有EtD7CEuyD8,r77,(lg c

其中 (l 7
1t
Bu CBt

g .

综合,(c.解得Eu 7eluC

yur由于Eu pEtg故滑块与木板达共速后一起匀减速运动g

加速度满足EuyD8,r77yD8,r(rg E

又 (r 7
1t
BCBu

g l

综合El解得B7. ,C

木板的最小长度n7t
u 1eyBu CBtr 7tc LC

o( 解本题的关键是能够分析出当两车速度相等时g它们的距离

最大C

ytr警车在追赶货车的过程中g当两车速度相等时g它们间的

距离最大g设警车发动后经过Bt 时间两车的速度相等g则

Bt 7
te
ulE ,7r ,g

i货 7yElE 8rr ;te L7sE Lg

i警 7t
u (B

u
t 7

t
u ;ulE ;ru L7ue Lg

所以两车间的最大距离为"i7i货 Ci警 79E LC

yur1e 7se <L=> 7uE L=,g当警车刚达到最大速度时g运动

时间

Bu 7
uE
ulE ,7te ,g

i货C7yElE 8ter ;te L7tEE Lg

i警C7
t
u (B

u
u 7

t
u ;ulE ;teu L7tuE Lg

因为i货CCi警Cg故警车在加速阶段不能追上货车C

ylr警车刚达到最大速度时两车距离"iC7i货CCi警C7le Lg

警车达到最大速度后做匀速运动g设再经过 "B时间追赶上

货车g则i"B7"iC1e C1
7u ,g

所以警车发动后要经过B7Bu 8"B7tu ,才能追上货车C

c)  20-B eijing

 gnFoun时间d长度d质量均是只有大小g没有方向的物理

量g属于标量e位移是既有大小又有方向的物理量g属于

矢量C

o (nFoun运动员看到身边的队员好像没有下落是以自己

或身边的队员为参考系g选项g错误e运动员俯视大地g看到

大地迎面而来g他是以自己为参考系g选项o错误e运动员看

到身后的云朵往后运动是以运动员自己作为参考系g选项 h

错误e地面上的观众看到运动员往下落g他是以地球或地面

为参考系g选项(正确C

r hnFoun根据题中图像可知g汽车的速度变小g汽车做减

速直线运动e汽车的加速度与"1方向相同g所以汽车的加速

度方向与1td1u 的方向都相反C

E hnFoun由题图可知汽车的初速 1e 7ue <L=>gEl. L=,g

末速度1B7.e <L=>gt.l9 L=,g由加速度的定义式得 ( 7

1BC1e
B 7t.l9 CEl.

c L=,ugtlr L=,uC

lee



c ontron电压的高低不影响打点的疏密C电源频率偏高o

钩码太少都会使打的点较密集p

y ontron汽车做匀加速行驶r加速度大小为 u L=,ur经过

第二根电线杆时的速度大小为 tE L=,r用时 E ,r根据速度与

时间关系式171e 8(B可得1e 71C(B7tE L=,Cu ;E L=,7

E L=,p

i (ntron根据1B71e 8(Br若 B相同r1B大r但 1e 的大小未

知r故不能判断 ( 的大小C由 ( 7
1BC1e
B 可知r1B和 1e 的差值

大r但B的大小未知r故不能判断 ( 的大小C若 ( 相同r1e 大

的质点r其运动时间未知r因此不能判断 1B的大小C若 B相

同r(大r则1B和1e 的差值一定大p

g hntron两个小球都做自由落体运动r它们的运动情况完

全相同r加速度也相同r下落过程中速度变化一样快r与质量

的大小无关C两球下落的加速度相同r根据 o 7t
u 7B

u 可知r

落地时间相等C根据177B可知r落地时的速度也相等p

h gntron由ECB图和1CB图可得r物块在 u ,到 r ,内r所

受外力Et 7l Or物块做匀加速运动r加速度 ( 7"1
"B

7

r
u L=,u 7u L=,urEt CE27D(r物块在 r ,到 . ,所受外力

Eu 7u Or物块做匀速直线运动r有Eu 7E27ED7r解得 D7

elE <NrE7elrp

t( gntron设两弹簧的伸长量都为 0r( 的质量为 Dr对小球

-受力分析r由平衡条件可得r弹簧t的弹力Et 7)t07uD7r

对小球 (受力分析r由平衡条件有)t08D7 7)d0?R,.ecr解

得)d7l)tC轻绳上的拉力Eu 7)d0,EF .ec7槡lu )d07
l槡l
u )t0p

tt ct)竖直ncu)稳定nFlnt LLncl)F0ncr)rlsnte

t ct)elrsncu)h(ncl)
Dl7CcDl 8Du)(

Du7

tronct)由于交变电源的频率为 Ee FAr每相邻两计数点

间还有 r 个计时点r两相邻计数点间的时间间隔 u7

eleu ,;E 7elt ,r由匀变速直线运动的推论 "07(uu 可知r

滑块的加速度大小 (7
0. C0l
luu 7elrs L=,uCcu)cl)以系统为

研究对象r由牛顿第二定律得有 Dl7 C27cDu 8Dl ) (r滑动

摩擦力27EDu7r解得 E7
Dl7CcDl 8Du)(

Du7
r要测动摩擦因

数Er需要测出滑块的质量Duo托盘和砝码的总质量Dlp

t2 匀加速运动的加速度大小 (t 7
1t C1e
Bt

7ue Ce
ue L=,u 7t L=,ur

同时可以得出到达坡底的速度1u 7Ee L=,r匀减速运动的加

速度大小 (u 7
1u
Bu

7Ee
ue L=,u 7ulE L=,ur故 (t 和 (u 大小的比

值
(t
(u

7u
E p

t0 以 为对象r可知合力为零r设d t的夹角为 u!r则有

uu?R,!7Er根据几何关系有0?R,!7 cF8e) u Ce槡
u

F8e r所以

u7 EcF8e)
u Fu 8u槡 Fe

rC7u,EF !r所以C7 Ee
u Fu 8u槡 Fe

p

tc ct)由题图知dt间的距离为007t
u ;t. ;u L7t. Lp

cu)滑块由d到t的加速度大小为0(t 7
"1
"B

7c L=,ur下滑的

加速度大小为0(u 7
(t
r 7u L=,ur下滑的时间0Bu 7 u0

(槡u
7

r ,r滑到 d点的速度大小017(uBu 7c L=,p 上滑时间为0

Bt 7u ,p 所需总时间为0B7Bt 8Bu 7. ,p

ty ct)以冰车及小明为研究对象r由牛顿第二定律有0

ECED77D(tr1L 7(tBr解得01L 7E L=,p

cu)冰车匀加速运动过程中有00t 7
t
u (tB

ur

冰车自由滑行时r由牛顿第二定律有0ED77D(ur

根据匀变速运动的规律有01uL 7u(u0ur

又0070t 80ur解得007Ee Lp

0- 20 Be ij inng

t ontron原来静止r在短时间内不知飞向何方r说明速度

变化快r也就是加速度大p

 hntron刹车后r汽车的运动可视为匀减速直线运动r由

匀变速直线运动的平均速度公式可求出汽车刹车后拖行的

路程i7
1e
u B7

c
u ;t L7r Lr小于按规定速率为 c L=,时拖

行的路程 Els Lr所以符合规定p

2 hntron汽车o钢坯都静止时r将dot作为整体r汽车底板

对d没有摩擦力r选项 g错误C汽车o钢坯都静止时rt受到

沿dot接触面向上的摩擦力r选项o错误C汽车向左加速时r

若汽车与钢坯相对静止r对dot整体分析r汽车底板对 d有

向左的静摩擦力r选项h正确C汽车向左启动后rt有向左的

加速度rd对t的弹力增大r选项(错误p

0 ontron整个装置自由下落时r处于完全失重状态r小球

不受浮力r对弹簧也没有拉力r弹簧的伸长量为零r水的体积

没有发生变化r杯中液面的高度不变p

c hntron设物体的初速度为 1er到达 t点时的速度为 1tr

由于dt与t 段的位移相等r根据匀变速直线的平均速度

公式有
1e 81t

u Bt 7
1t 8e
u Bur其中Bt 2Bu 7t 2rr解得1t 7

1e
l C物

体通过dt段的加速度 (t 7
1t C1e
Bt

7C
u1e
lBt

r通过 t 段的加

速度 (u 7
e C1t
Bu

7C
1e
lBu

r解得 (t 2(u 7c 2tp

y (ntron只有当环与杆之间无摩擦时r对dot整体应用牛

顿第二定律得加速度为 7,EF !r此时轻绳才与杆垂直rgoh错

误C当环与杆间有摩擦r且摩擦力27Ddt7,EF !时rdot一起

匀速下滑r(7er此时轻绳沿竖直方向ro错误r(正确p

 Fo



F h(nor: 从题中图像可以看出甲C乙同时出发p甲的初始

位置07ep乙的初始位置070ep即甲开始运动时p乙在甲前

面0e 处y在Bt DBu 时间内p甲的位置没有变化p即甲处于静止

状态y两者的运动图像有一个交点p即在交点处两者位置相

同p此时相遇r

i o(nor: 静止时挂钩两侧轻绳的夹角为 tuecp由于物体

拉绳的力的方向竖直向下p所以三个力之间的夹角都是

tuecp对挂钩由共点力的平衡条件可知p三个力的大小相等p

即轻绳的弹力大小为 D7y若把轻绳换成自然长度为 F 的橡

皮筋p橡皮筋受到拉力后长度增大p杆之间的距离不变p物体

静止后两根橡皮筋之间的夹角一定小于 tuecp两个分力之间

的夹角减小p而合力不变p则两个分力减小p即橡皮筋的拉力

小于D7r

g h(nor: 将物体受到的重力分别沿光滑弦轨道 ytdCyud

方向和垂直轨道方向分解p沿光滑的弦轨道ytdCyud方向的

分力分别为 Dt7?R,!tCDu7?R,!up根据牛顿第二定律可知p

两物体的加速度分别为 7?R,!t 和 7?R,!up选项o错误y若质

量相等p则两物体受到的合力之比为 ?R,!t 2?R,!up选项 (

正确y设竖直圆的直径为 *p则弦轨道的长度 F 7*?R,!p由

F7t
u (B

up解得 B7 u*
槡7 p即两物体运动的时间相等p与 !角

无关p选项g错误y根据17(B知p物体沿 ytdCyud下滑到 d

处的速度之比为?R,!t 2?R,!up选项h正确r

ht g(nor: 当E7. O时p加速度 ( 7t L=,up对整体p由牛

顿第二定律有E7(De 8Dc(p代入数据解得 De 8D7. <Ny

当EC. O时p长木板与小滑块相对滑动p长木板由牛顿第二

定律得 (7ECED7
De

7t
De
ECED7
De

p图线的斜率)7t
De

7t
u p解

得De 7u <Np滑块的质量 D7r <Np选项 g正确Co错误y根

据EC. O的图线可知p当E7r O时pe 7t
u ECE;re

u p代入

数据解得E7eltp选项(正确y当 E7c O时p对滑块由牛顿

第二定律有ED77D(Cp解得 (C7E77t L=,up选项h错误r

hh (tcgon(ucgn(lctnor: (tc由于滑轮对小车的拉力

等于弹簧测力计读数的 u 倍p故小车的拉力可由弹簧测力计

的示数直接得出p不需要测沙和沙桶的质量p也不需要再使

沙和沙桶的总质量远小于小车的质量r (uc(lc当小车的质

量一定时p根据牛顿第二定律有 uECE27D(p加速度与力 E

的关系为 (7u
DEC

E2
Dp图线的斜率 )7u

Dp解得 D7u
)7

t <Nr

h) (tc对于物块由匀变速直线运动的速度公式有2171e C7Bp解

得217Cre L=,p负号表明方向向下r

(uc物块在上升过程中有21ue 7u7otp

下降过程中p有21u Ce 7u7oup

物块通过的路程为2i7ot 8oup

解得2i7cE Lr

h0 (tc对d进行分析p沿斜面方向u?R,#728Dd70,EF #p水平

方向 EO 7u,EF #8Dd7?R,#p又 27EtEOp联立得 u7

Dd7(,EF #8Et?R,#c
?R,#CEt,EF #

p代入数据得u7re Op27ue Or

(uc对于dt整体如图所示p有 EOC7u,EF #8sdt?R,#p代入

数据得EOC7.e Op又2C7EuEOC7elr ;.e O7ur Op沿斜面

方向E7u?R,#82CCsdt,EF #p代入数据得E7us Or

第 tl 题图

h- (tc设无人机加速上升的加速度大小为 (tp根据牛顿第二定

理有2ECD7C27D(tp

由匀变速直线运动的规律有2o7t
u (tB

u
tp解得2E7l. Or

(uc无人机失去升力后下落的加速度大小为 (up有2D7C27D(up

经过 E ,后无人机的速度大小为21t 7(uBup

E ,内无人机下落的高度为2ot 7
t
u (uB

u
up

无人机恢复升力后p向下减速运动的加速度大小为 (lp有2

ECD7827D(lp

设无人机到达地面的速度为 1up由速度与位移关系有21ut C

1uu 7u(l(vCotcp解得21u 7er

h2 (tc钢锭开始受到的滑动摩擦力为2E27ED77l ;tel Op设斜

坡与水平面的夹角为 #p由牛顿第二定律有2E2CD7,EF #7

D(tp由题意得,EF #7eltp代入数据解得2(t 7u L=,up钢锭做

匀加速运动的时间2Bt 71( 7u ,p位移20t 7t
u (tB

u
u 7r Lp要

使-端到达坡顶所需要的时间最短p需要电动机一直工作p

钢锭先做匀加速直线运动p当它的速度等于滚筒边缘的线速

度后p做匀速直线运动r 钢锭做匀速直线运动的位移20u 7

FCnC0t 7c Lp做匀速直线运动的时间2Bu 7
0u
17u ,p所需最

短时间B7Bt 8Bu 7r ,r

(uc要使电动机工作时间最短p钢锭的最后一段运动要关闭

电动机p钢锭匀减速上升p-端到达坡顶时速度刚好为零r 匀

减速上升时p由牛顿第二定律得2E28D7,EF #7D(up代人数

据解得2(u 7r L=,up匀减速运动时间2Bl 71(u
7t ,p匀减速

运动位移20l 7
1
u Bl 7u Lp匀速运动的位移20r 7F CnC0t C

0l 7. Lp电动机至少要工作的时间2B7Bt 8
0r
17llE ,r

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