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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推理概述

科学推理自 2015 年首次出现在广东省考中,比重逐年加大(从 15年 5道增加到 19年 15

道（乡镇）)。考查内容基本都为中学物理知识,也有少量的化学考点(15 年溶解度、18 年化

学性质和鉴别、19 年二氧化碳的性质)、生物考点(17 年光合作用和遗传规律;18 年生态系

统、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19 年细胞结构)和地理考点(17 年城市内部空间结构);考查重点

在于对考点性质的理解认识,定量分析考查较少。对于在科学推理中占绝对优势的物理考题,

近几年具体考情如下:

一、牛顿三大定律与基础力学:牛顿三大定律有考查,重点在于运动物体的受力分析,每

年都有涉及,18 年达到 3道;

二、浮力:16 年考查 3 道,重点在于对浮沉条件和受力分析的结合,最近两年没有考查;

三、压力与压强:19 年考查了 3 道压强;

四、光学:反射、折射常考;18 年考查 1道光的反射;

五、功与机械能:16 年考查 1 道机械能守恒;19 年县级考查了 1道杠杆原理，1 道势能，

1道动量、动能守恒;

六、电与磁:电路图目前每年必考,重点在于理解串联和并联的不同特点,学会运用电功

率基本公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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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牛顿三大定律与基础力学

第一节 概述

一、考情介绍

重点题型，每年必考，主要考察牛顿三大定律，及对各种物体进行简单受力分析，经常

与机械能考点一起考察，每年平均 1 道，难度适中。多出现受力分析题。

第二节 牛顿三大定律

1.牛顿第一定律（惯性定律）：

任何物体在不受外力作用时，总保持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直到其他物体对它施加

作用力迫使它改变这种状态为止。

2.牛顿第二定律：

物体的加速度跟物体所受的合外力成正比，跟物体的质量成反比。F=ma

3.牛顿第三定律：

两个物体之间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作用在同一直线上。

4.作用在同一物体上的两个力平衡条件：

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作用在同一直线上。

5.平衡力与作用力：

相同点：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不同点：平衡力是作用于同一物体上，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作用于不同物体上。

6.惯性：物体保持原来匀速直线运动状态或静止状态的性质。

对于惯性理解应注意以下三点：

（1）惯性是物体本身固有的属性，跟物体的运动状态无关，跟物体的受力无关，跟

物体所处的地理位置无关。

（2）质量是物体惯性大小的量度，质量大则惯性大，其运动状态难以改变。

（3）外力作用于物体上能使物体的运动状态改变，但不能认为克服了物体的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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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下列情景是为了预防惯性造成危害的是（ ）。

A． B．

溜冰时脚向后蹬地 跳远运动员起跳前助跑

C． D．

锤头松了向下撞击锤柄 司机带安全带

【例 2】用绳子拴住一个小球在光滑的水平面上作圆周运动，若绳子突然断了，小球将

（ ）。

A．在瞬间继续保持原来的圆周运动状态

B．保持绳断时的速度做匀速直线运动

C．小球运动速度减小，且保持直线运动

D．小球运动速度变大，且继续做圆周运动

【例 3】匀速上升的气球下方用绳子挂着一实心铁块，瞬间剪断绳子，则铁块（ ）。

A．继续匀速上升 B．立即下降

C．先减速上升，再加速下降 D．先减速上升，再匀速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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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4】人沿水平方向拉牛，但没有拉动。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绳拉牛的力与牛拉绳的力是一对平衡力

B．绳拉牛的力与地面对牛的摩擦力是一对平衡力

C．绳拉牛的力小于牛拉绳的力

D．绳拉牛的力小于地面对牛的摩擦力

【例 5】以下关于惯性的分析，正确的是（ ）。

A．滚动的足球受地面摩擦，滚动速度逐渐减慢，惯性也随之减小

B．月球绕地球转动，其惯性与地球对它的引力相关

C．自由落体在下落过程中速度增大，惯性也增加

D．桌面上静止不动的乒乓球也有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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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三大定律例题答案解析

1.D。ABC 均为利用惯性，D 为防止惯性。因此，选择 D 选项。

2.B。用绳子拴住一个小球使它在光滑的水平面上做圆周运动，小球在水平方向上只受

拉力作用；当绳子突然断裂，拉力消失，物体在水平方向上不受任何力的作用，因此小球将

保持断绳时的快慢和方向做匀速直线运动。因此，选择 B选项。

3.C。绳子断开前，实心铁块和气球一起向上运动，由于实心铁块具有惯性，因此断开

时实心铁块将保持原来速度继续向上运动；绳子断开后，实心铁块受到向下的重力作用，重

力方向与速度方向相反，故实心铁块将向上做减速运动，将继续上升；当速度减到零后，实

心铁块在重力的作用下将向下做加速运动，故实心铁块的运动状态应是：先减速上升一段距

离后再加速下降。因此，选择 C 选项。

4.B。A 绳拉牛的力和牛拉绳的力是一对相互作用力，不符合题意。B 绳拉牛的力和地面

对牛的摩擦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作用在一条直线上，作用在一个物体上，是一对平衡力，

符合题意。C 两个力应为相等才能构成静止状态，不符合题意。D 绳拉牛的力和地面对牛的

摩擦力是一对平衡力，大小相等，不符合题意。因此，选择 B选项。

5.D。惯性是物体抵抗其运动状态被改变的性质。物体的惯性可以用其质量来衡量，质

量越大，惯性越大，所以惯性只与质量有关。A 项，惯性与质量有关，与速度无关，故错误；

B项月球的惯性与自身质量有关，与地球对它的引力无关，故错误；C项下落的物体质量不

变，故惯性不变，错误；D 项任何物体都有惯性，正确。因此，选择 D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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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基础力学

 力的三要素：大小、方向、作用点。

 重力：

产生：由于地球对物体的吸引而使物体受到的力。

三要素：大小： mgG  ；方向：竖直向下； 作用点：重心。

 弹力：

 产生：物体发生弹性形变后，力图恢复其原来的形状，而对另一个物体产生的力叫做弹

力。常见的主要有：支持力、弹簧拉力。

三要素： 大小： kxF  ；方向：与接触面垂直； 作用点：在受力物体上。

 摩擦力：

 定义：阻碍物体相对运动（或相对运动趋势）的力叫做摩擦力。

产生：接触；有弹力； 接触面粗糙；有相对运动或相对运动的趋势。

分类：静摩擦力、滑动摩擦力 滚动摩擦力。

方向：与物体相对运动的方向或相对运动趋势方向相反。

 滑动摩擦力公式：f=µ × fN

µ是动摩擦系数，只与接触面的粗糙程度和材料有关，

fN是垂直于相互运动的两物体间的作用力，即压力。

 滚动摩擦。滚动摩擦就是物体在另一物体上滚动时产生的摩擦。它比最大静摩擦和

滑动摩擦要小得多，在一般情况下，滚动摩擦只有滑动摩擦阻力的 1/40到 1/60。所以在地

面滚动物体比推着物体滑动省力得多。

静摩擦力。用很小的力去推原本不动的物体，物体虽然没有动，但它已经和地面产生

了摩擦力。物体要克服最大的静摩擦力，才能滑动。筷子能夹住菜，人能在地面走，靠的都

是静摩擦力。

 力的合成与分解：平行四边形法则。即力的合成就是由平行四边形的两邻边求对角线的

问题。力的分解就是由对角线求两邻边的问题。

http://baike.baidu.com/view/38968.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94715/8195037.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50853/5033176.htm
http://wenwen.sogou.com/z/Search.e?sp=S%BE%B2%C4%A6%B2%C1%C1%A6&ch=w.search.yjjlink&cid=w.search.yjjlink
http://wenwen.sogou.com/z/Search.e?sp=S%BB%AC%B6%AF%C4%A6%B2%C1%C1%A6&ch=w.search.yjjlink&cid=w.search.yjjlink
http://wenwen.sogou.com/z/Search.e?sp=S%B9%F6%B6%AF%C4%A6%B2%C1%C1%A6&ch=w.search.yjjlink&cid=w.search.yjj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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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如下图所示，用细线悬挂一个重物，在物体下面再挂

上一根同样的细线，如果用手慢慢拉下面的细线，逐渐增大拉力，

将会是（ ）。

A．物体上面的线先断

B．物体下面的线先断

C．上下两根线同时断

D．不能确定线断的情况

【例 2】小明观察如下漫画，总结了四个观点，错误的是（ ）。

A．甲图此刻人对箱子推力等于箱子受到的摩擦力

B．乙图此刻箱子受到的摩擦力大于甲图此刻箱子受到的摩擦力

C．丙图此刻人对箱子推力大于箱子受到的摩擦力

D．丙图箱子在同一水平面上滑动时受到的摩擦力大小不变

【例 3】用手推车将两箱货物 A 和 B 拉到仓库存储，途中要经过一段斜坡（如图所示）。

已知货物 A 和 B 的质量均为 m，斜坡的坡度为 30°。当

手推车匀速经过斜坡时，货物 A 和 B 均处于静止状态，

则受力情况正确的是（ ）。

A．货物 B 所受的合外力方向沿斜面向上

B．货物 B 对货物 A 的作用力大小为 0.5mg

C．货物 A 所受的摩擦力比货物 B 所受的摩擦力大

D．手推车对货物 A 的支持力等于对货物 B 的支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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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力学例题答案解析

1.A。经受力分析，可知上面的细线受力 F1=G+F，下面的细线受力 F2=F，因为 F1＞F2，

承受力的细线是同样的，所以 F1 受力比 F2 大，上面的细线先断，因此，选择 A选项。

2.C。丙图此刻箱子已与手脱离，不再受人的推力，故 C 选项是错误的；甲、乙两图中

箱子均静止，故受到的推力和摩擦力是一对平衡力，但是乙图中人的推力大于甲图，故乙图

中箱子受到的摩擦力大于甲图箱子受到的摩擦力，故 A、B选项正确；丙图中箱子对水平面

的压力和水平面的粗糙程度均不变，故箱子滑动时受到的摩擦力大小不变,故 D 选项正确。

因此，选择 D 选项。

3.D。A 项，由于货物 B处于静止状态，故所受的合外力为 0，那么方向不可能沿斜面向

上，错误。通过受力分析可知，物体 A 与 B 受到的摩擦力均可与重力沿斜面向下的分力的大

小相等，由于 A 与 B 质量相同，且在同一斜坡上，故二者的重力沿斜面向下的分力也大小相

等，所以物体 A与 B 受到的摩擦力相等，此时 A与 B之间无相互作用力，B、C错误。D 项，

通过受力分析可知，物体 A与 B受到的支持力与重力沿垂直于斜面方向的分力的大小相等，

由于 A与 B质量相同，且在同一斜坡上，故二者的重力沿垂直于斜面方向的分力的大小相等，

所以物体 A与 B受到的支持力相等，正确。因此，选择 D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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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浮力

第一节 概述

一、考情介绍

重点题型，主要考察浮力产生的本质原理及物体收到浮力之后各种浮沉条件所在状态，

16年县级以上考察了 3道，乡镇考察 4题，重点复习。

第二节 浮力基础知识

1、 浮力产生的原因：物体受到液体或气体对其向上与向下的压力差产生的。

2、 阿基米德原理

① 内容：浸在液体或气体中的物体要受到液体或气体对它竖直向上的浮力，浮力的大

小等于物体排开液体或气体的重量。

② 公式:F浮＝G排＝m排 g＝ρ液 gV排

理解：(1)浮力的大小只与物体所排开液体的体积及液体的密度有关，而与物体所在的

深度无关。(2)如果物体只有一部分浸在液体中，它所受的浮力的大小也等于被物体排开的

液体的重量。(3)阿基米德定律不仅适用于液体，也适用于气体。物体在气体中所受到的浮

力大小，等于被物体排开的气体的重量。

3、 物体的浮沉条件

上浮：F浮>G

悬浮：F浮＝G

下沉：F浮<G

理解：研究物体的浮沉时，物体应浸没于液体中（V排＝V物），然后比较此时物体受

到的浮力与重力的关系。如果被研究的物体的平均密度可以知道，则物体的浮沉条件可变成

以下形式

①ρ物<ρ液，上浮

②ρ物＝ρ液，悬浮

③ρ物>ρ液，下沉

4、物体浮沉条件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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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水艇是通过改变自身的重来实现浮沉的；热气球是通过改变自身的体积来实现浮沉

的；密度计的工作原理是物体的漂浮条件，其刻度特点是上小下大，上疏下密。

【例 1】关于浮力，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物体浸没在水中越深，受到的浮力越大

B．在液体中，上浮的物体受到浮力，下沉的物体也受到浮力

C．同一物体，分别浸没在不同的液体中，受到的浮力相等

D．漂浮在水面的木块受到的浮力大于木块的重力

【例 2】如图，三个体积相同、质量不同的球放在水中，受到浮力最小的是（ ）。

A．A球 B．B球 C．C球 D．无法判断

【例 3】如右图所示，有一容器，内装互不相溶的两种液体。现将质量及体积皆相同的

三个铝块，分别以细绳悬吊于弹簧秤下，使静止于液体中。若弹簧秤的读数分别为W1、W2

和W3，则下列关系正确的是（ ）。（细绳之重量及粗细不计）

A．W1 =W2=W3 B．W1 > W2=W3

C．W1 > W2>W3 D．W1 <W2=W3

【例 4】如图，重为 5N的木块 A，在水中处于静止状态，此时绳子的拉力为 3N，若绳

子突然断了，木块 A在没有露出水面之前，所受合力的大小和方向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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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N，竖直向下 B．3N，竖直向上

C．2N，竖直向上 D．8N，竖直向下

【例 5】如图所示，四个外形相同的铅球、铁球、铝球、木球静止在水中，其中能判断

是实心还是空心的是（ ）。

A．木球和铅球

B．铝球和铅球

C．木球和铝球

D．铅球和铁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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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力例题答案解析

1.B。A 根据浮力的计算公式 F浮=ρ液 V 排 g，物体浸没在液体中，深度增大时，液体

密度和物体排开液体的体积都是不变的，所以浮力也是不变的。B 浸在液体中的物体就会受

到液体对它施加的竖直向上的浮力，与物体上浮和下沉无关。C 同一物体浸没在不同的液体

中，排开液体的体积是一定的，但液体密度不同，所以浮力的大小不同。D 根据物体的沉浮

条件：漂浮时，浮力等于重力。因此，选择 B 选项。

2.A。由图知，三个球排开水的体积 VB=VC＞VA，因为 F 浮=ρ水 gV 排，所以三球受到

的浮力：FA＜FB=FD，因此，选择 A 选项。

3.B。对铝块进行受力分析：向下有自身的重力，向上受弹簧的拉力和浮力。最终静止

于液体中，说明重力=浮力+弹簧的拉力。根据题目，三个铝块质量相同，因此重力相同。2

号铅块和 3 号铅块侵入同一种液体，浮力也应相同，所以弹簧拉力等同，推出 W2=W3。1 号

铅块处于上方液体之中，在上的液体密度必然小于下方液体的密度，密度小其浮力也小，根

据“重力=浮力+弹簧的拉力”公式，可知：在重力相同的情况下，浮力越小弹簧拉力越大，

所以 W1>W2=W3。因此，选择 B选项。

4.B。绳子断裂前，木块静止，处于平衡状态，由平衡条件得：F 浮=G+F 拉力=5N+3N=8N；

绳子突然断了，木块受到竖直向上的浮力和重力作用，合力大小：F合=F 浮-G=8N-5N=3N，

方向竖直向上。因此，选择 B选项。

5.D。木头的密度小于水的密度，金属铝，铁，铅的密度大于水的密度，若这三种金属

小球都是实心的，则都应沉在杯底，根据图中铅球和铁球未沉入杯底可知，两球是空心的。

因此，选择 D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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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压力与压强

第一节 概述

一、考情介绍

考察较少，主要考察在不同状态下如固体、液体、气体及流体之间，所受到压力与压强

之间的关系。最近几年考得比较少，适当掌握即可。

第二节 固体压力与压强

 压力：定义：垂直作用于物体表面的力。

产生条件：相互接触的两个物体互相挤压。

方向：与物体的受力面垂直，并指向受力面。

 压强：定义：物体单位面积上受到的压力

意义：压强是表示物体受到压力作用效果的物理量。

公式：P=F/S（F-压力，S-接触面积）

 改变压强大小方法：

 ①减小压力或增大受力面积，可以减小压强；

②增大压力或减小受力面积，可以增大压强。

【例 1】下列四个实例中，能够增大压强的是（ ）。

A．骆驼的脚掌长得很宽大

B．菜刀刃磨得很锋利

C．坦克装有两条宽大的履带

D．减少汽车的载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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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如图所示，材料、粗糙程度和质量相同的甲、乙两物体放在同一水平桌面上，

在水平拉力作用下做匀速直线运动。它们受到的拉力为 F 甲、F 乙，对桌面的压强为 P 甲、P 乙。

底面积 S 甲＞S 乙。则下列关系正确的是（ ）。

A．F 甲＞F 乙 ，P 甲＜P 乙 B．F 甲＜F 乙 ，P 甲＞P 乙

C．F 甲=F 乙 ， P 甲=P 乙 D．F 甲=F 乙 ，P 甲＜P 乙

【例 3】如图，图钉尖的面积是 5×10-8，图钉帽的面积是 1×10-4m2，松木能承受的最大

压强是 5×106Pa．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

A．手指至少要用 500N的力，图钉尖才能进入松木

B．手指至少要用 0.25N的力，图钉尖才能进入松木

C．图钉静止时，它受到水平向左的力大于水平向右的力

D．图钉静止时，它受到水平向左的力小于水平向右的力

【例 4】如图所示，放在水平地面上的两个实心长方体 A、B，已知体积 VA＜VB，与地面的

接触面积 SA＞SB，对地面的压强 PA=PB。下列判断正确的是（ ）。

A．A的密度一定小于 B的密度 B．A的密度可能等于 B的密度

C．A的质量一定大于 B的质量 D．A的质量可能等于 B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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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压力与压强例题答案解析

1.B。A 在压力不变时，宽大的骆驼脚掌增大了受力面积，使压强减小了，不合题意。B

菜刀刃很薄是在压力一定时，减小受力面积来增大对菜的压强，容易把菜切断，符合题意。

C坦克装履带是在压力一定时，增大受力面积减小对路基的压强，保护路基，不符合题意。

D减少汽车的载重量，是通过减小压力的方法来减小压强的，不符合题意。因此，选择 B 选

项。

2.D。（1）甲乙质量相同，重力相同，甲乙放在水平地面上，甲乙对水平地面的压力相

同，接触面粗糙程度相同，所以甲乙受到的滑动摩擦力相同；甲乙都匀速直线运动，甲乙水

平方向上受到的拉力和滑动摩擦力是一对平衡力，大小相等，滑动摩擦力相同，拉力相同，

所以 F甲=F 乙。（2）甲乙对地面的压力相同，甲的受力面积大，所以甲对地面的压强小，

即 p 甲＜p乙。因此，选择 D选项。

3.B。图钉尖能进入松木的最小压力：F=ps=5×10
6
×5×10

-8
=0.25N；图钉静止时，它受

到水平向左的力和水平向右的力是一对平衡力，所以两个力的大小相等。因此，选择 B 选项。

4.C。压强 PA=PB，受力面积 SA＞SB，根据 F=P/S，FA＞FB，故可知 A 的质量大于 B。pA=pB，

hA＜hB，由 P=ρgh 得：ρA＞ρB。因此，选择 C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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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液体压力与压强及溶解度

 液体压强：产生原因：液体受重力且具有流动性。对容器底部和侧壁产生压强。

测量工具：压强计

公式：P= ρgh。（ρ-液体的密度；h-从液面向下的深度）

 液体压力：液体对容器底的压力：F=PS

溶解度：大部分固体随温度升高溶解度增大，如硝酸钾。

少部分固体溶解度受温度影响不大，如食盐（氯化钠）。

极少数物质溶解度随温度升高反而减小，如氢氧化钙。

气体的溶解度还和压强有关。压强越大，溶解度越大，反之则越小。

其他条件一定时，温度越高，气体溶解度越低。

【例 1】如图所示，将一个装有一定质量水（水未装满）的圆台状封闭容器，放在水平

桌面上。如果将其改为倒立放置，则（ ）。

A．水对容器底的压强减小，容器对桌面的压强增大

B．水对容器底的压强减小，容器对桌面的压强减小

C．水对容器底的压强增大，容器对桌面的压强增大

D．水对容器底的压强增大，容器对桌面的压强减小

http://baike.baidu.com/view/9052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2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685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217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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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下图是 A、B两种物质的溶解度曲线，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A物质的溶解度大于 B物质的溶解度

B．温度越高，则 A、B两种物质的溶解度越大

C．将 t1℃时 A物质的饱和溶液降温，A物质变为不饱和溶液

D．将 t2℃时 B物质的饱和溶液降温至 t1℃时，没有 B析出

【例 3】如图所示，实心蜡球漂浮在杯中的水面上，当向杯中不断慢慢加入酒精时, 以

下不可能出现的情况是（ ）。（己知︰水的密度>蜡球的密度>酒精的密度）

A．蜡球向下沉一些，所受浮力增大

B．蜡球向下沉一些，所受浮力不变

C．蜡球悬浮于液体中，所受浮力不变

D．蜡球沉到杯底，所受浮力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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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体压力与压强及溶解度例题答案解析

1.C。倒过来容器内液面上升，根据 P=ρgh，水对容器的压强增大。而倒过来后容器与

桌面的接触面积减小，整个系统重力不变的情况下，压强变大。因此，选择 C 选项。

2.D。由图可知，A 物质 t1后溶解度随温度升高而升高，B 物质溶解度随温度升高而下

降。B 物质的饱和溶液由 t2℃降温至 t1℃时，溶解度是升高的，所以不会有 B 物质析出。因

此，选择 D选项。

3.A。当酒精缓慢加入水中，水和酒精混合，混合液体的密度小于水的密度，则随着酒

精的注入，将发生如下现象：首先，蜡球向下沉一下，增大排开液体的体积，此时蜡球所受

浮力等于重力。随着加入酒精的增多，蜡球完全浸没进液体中，所受浮力等于重力。当蜡球

沉入杯底时，所受的浮力加杯底给的支持力等于蜡球的重力，浮力小于重力，因此所受浮力

变小。A 项的情况不可能出现，当选。因此，选择 A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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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气体压强

气体的压力、压强：

1.产生：重力、流动性；

2.应用：解释生活中的一些现象（拔罐、吸盘挂钩）

3.存在实验：马德堡半球实验——证明大气压强存在

4.测值实验：托里拆利实验——准确测出大气压数值

5.其他影响因素：高度越高，气压越低，沸点越低。

湿度越大，气压越小。

温度越高，气压越小。

理想气体状态方程 nRTPV  ，压强与体积成反比，与温度成正比。

1标准大气压≈760mmHg≈1×105Pa≈10m水柱产生的压强

托里拆利实验时，若管内有少许空气，水银柱高度将改变，实验结果偏小。

1．玻璃管倾斜，液柱变长，但垂直高度不变，对实验结果无影响。

2．玻璃管上提，液柱不变，对实验结果无影响。

3．水银槽中水银的多少对实验结果无影响。

4．玻璃管的粗细对实验结果无影响。

5．不小心玻璃管顶部弄破，会出现什么现象？像喷泉一样喷出吗？

答：水银全部退回水银槽直至与液面相平。

6．不小心弄破玻璃管侧面，会出现什么现象？

答：小洞以上的水银柱向上移动置顶，小洞以下的水银柱全部退回水银槽直至与液面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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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下列说法中错误的是（ ）。

A． 小小的蝉可以轻易把口器插入坚硬的树皮，是因为受力面积小，

增大了压强

B． 深海潜水员必须穿抗压潜水服是因为海水压强随深度而增大

C． 人用吸管吸食饮料时是靠大气压把饮料“压”进了嘴里

D． 钢笔能把墨水吸上来，说明笔管对墨水有吸引力

【例 2】小明假期要外出一段时间，她担心家里盆景中的水会因蒸发而干掉，于是用了

一个塑料瓶装满水倒放在盆景景中，瓶口刚刚被水浸没，如图所示，这样就能使盆景中的水

位保持一定的高度。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瓶内水上方的气压等于外界大气压

B．瓶内水上方的气压大于外界大气压

C．随着盆景中的水不断蒸发，瓶内的水产生的压强会不断减小

D．瓶口处的压强总是大于外界大气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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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如图所示，把一个气球放进一个瓶子里，把气球口绷在瓶口上，然后用力往里

吹气。根据理想气体状态方程 pV/T=C(p 为气体压强，V为气体体积，T为气体温度，C为

常量），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只要肺活量足够，气球一定会被吹大

B．如果把瓶子浸在热水中做这个实验，气球就可以被吹大

C．要使气球被吹大，至少要在瓶上钻两个孔保证瓶中空气可以流通

D．气球一有膨胀，瓶中气体压力就会增大，所以气球不能被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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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体压力与压强及溶解度例题答案解析

1.D。A 小小的蝉可以轻易把口器插入坚硬的树皮，是在压力一定时，通过减小受力面

积，增大压强，故 A 正确；B因为海水压强随深度而增大，所以深海潜水员必须穿抗压潜水

服；故 B正确。C用吸管吸饮料时，吸管内气压减小小于外界大气压，在大气压的作用下饮

料被压入吸管，故 C 正确；D 没有吹气时，硬币上方和下方都受到相同的大气压的作用，在

硬币上方沿着与桌面平行方向用力吹一口气，硬币上方气流速度大于下方的气流速度，硬币

上方压强小于下方压强，产生向上的升力，因此硬币就“跳”过了栏杆，故 D 错误。因此，

选择 D选项。

2.C。当把装满水的瓶放入盆景的水中时，由于大气压作用在盆景中的水面上，所以水

不会从瓶中流出来，此时外界大气压等于瓶内气压加上瓶内水产生的压强，所以瓶内水上方

的气压小于外界大气压；当盆景中的水由于蒸发和盆景的吸收，水面下降瓶口露出水面时，

瓶中的水就要向外流，瓶内的水产生的压强会不断减小；一旦瓶口再次被水淹没，瓶中的水

又停止外流，这样盆景中的水就可以保持一定高度，瓶口处的压强总是等于外界大气压。故

ABD 不正确，因此，选择 C 选项。

3.D。根据理想气体状态方程，温度不变时，体积减小、压强增大。当往瓶口吹气时，

瓶内空气的气压同步增大，气球内外两侧气压相等，不会吹大。瓶子放入热水中，瓶内气体

温度上升，压强增大，则会将气球向外吹。只要内外气体能够联通，则气压不变，气球就可

以被吹大，所以只需要打一个空即可，不需要两个。因此，选择 D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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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光学

第一节 概述

一、考情介绍

主要考察光路图的原理。需要对光学的基础知识有一定认知，包括光的直线传播、折射、

反射等，能理解常见的光学现象发生的原理。每年平均 1道，难度适中。

第二节 光的直线传播

自身能够发光的物体叫做光源。它分为两种，一种是自然光源，如太阳、萤火虫等，另

一种是人造光源，如发光的电灯、点燃的蜡烛（烛焰）。为了表示光的传播情况，我们通常

用一条带箭头的直线表示光的径迹和方向。这样的直线叫光线。

知识点一：光的直线传播

在均匀介质中，光沿直线传播。例如：小孔成像、日食、月食及影子的形成均与光沿直

线传播有关。

【例 1】下面是某同学对光的几点初步认识，其中正确的是（ ）。

A．月亮能发光，因此月亮是光源

B．光传播的路线总是直的

C．小孔成像说明光在空气中沿直线传播

D．光在真空中不能传播

【例 2】如图所示的现象中，属于光的直线传播产生的现象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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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的直线传播例题答案解析

1.C。小孔成像是光直线传播的经典实验。因此，选择 C选项。

2.A。激光引导掘进方向运用了光沿直线传播，B为光的反射，C、D 均为光的折射造成。

因此，选择 A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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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光的反射与平面镜成像

知识点一：光的反射

光的反射：是一种光学现象，指光在传播到不同物质时，在分界面上改变传播方向又返

回原来物质中的现象。例如：镜子、水中倒影、潜望镜等。

在反射现象中，反射光线、入射光线和法线都在同一个平面内（反射光线在入射光线和

法线所决定的平面内）；反射光线、入射光线分居法线两侧；反射角等于入射角。这就是光

的反射定律。简称为三线共面，两线分居，两角相等。在反射现象中，光路是可逆的。

知识点二：平面镜成像

原理：光的反射定律：反射光线与入射光线、法线在同一平面上；反射光线和入射光线

分居在法线的两侧；反射角等于入射角。

平面镜成像原理

成像特点： 1.像与物的大小相等；

2.成的像是正立的虚像；

3.像与物的连线与镜面垂直；

4.像与物到平面镜距离相等。

知识点三：漫反射

投射在粗糙表面上的光向各个方向反射的现象。应用：幕布、墙壁、衣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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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如图所示，入射光线与平面镜成 30°角，则（ ）。

A．入射角是 30°

B．反射光线与镜面的夹角是 60°

C．反射角是 60°

D．入射角增大 5°，反射角增大 10°

【例 2】舞蹈演员站在平面镜前训练．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演员在平面镜中成实像

B．演员远离平面镜时，在平面镜中所成的像变小

C．演员靠近平面镜时，像远离平面镜

D．演员以 0.5m/s的速度运动时，像也以 0.5m/s的速度运动

【例 3】在检查视力时，检查者通常从面前的平面镜中身后的视力表（如图所示）。下

列说法正确的是（ ）。

A.视力表在平面镜中的像与检查点相距 7米

B.平面镜中的像略小于视力表本身

C.平面镜中的像与视力表上下颠倒

D.平面镜中的成像是真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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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的反射与平面镜成像例题答案解析

1.C。入射角，反射角都是入射光线、反射光线与法线的夹角而不是与镜面的夹角。反

射角等于入射角，均为 60°。因此，选择 C选项。

2.D。平面镜所成的像是等大，等距，正立的虚像，因此，选择 D选项。

3.A。A项，平面镜距视力表 4米远，根据物像到平面镜距离相等，所以视力表的像到

平面镜距离也是 4米，所以视力表和视力表的像之间的距离是 8米，检查点和视力表之间的

距离是 1米，所以视力表的像和检查点之间的距离是 8-1=7（米）。因此，选择 A选项。B

项，平面镜中的像与物体等大，排除；C项，物体在平面镜内成正立、等大的虚像，排除；

D项，平面镜中的像是由光的反射光线的延长线的交点形成的，所以平面镜中的像是虚像，

排除。因此，选择 A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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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光的折射

知识点一：光的折射

光的折射：光从一种透明介质斜射入另一种透明介质时，传播方向一般会发生变化，这

种现象叫光的折射。例如：筷子变弯、河水变浅、海市蜃楼、彩虹、隔着玻璃或透镜看物体

等。

知识点二：光的折射特征

A．折射光线和入射光线分居法线两侧；折射光线、入射光线、法线在同一平面内（三

线两点一面）；

B．不同介质对光的折射本领是不同的。空气>水>玻璃(折射角度）{介质密度大的角度

小于介质密度小的角度}。

即：光从密度小的介质斜射入密度大的介质时,折射角小于入射角；光从密度大的介质

斜射入密度小的介质时,折射角大于入射角。

C．在相同的条件下，折射角随入射角的增大（减小）而增大（减小）。

D．光垂直射向介质表面时（折射光线、法线和入射光线在同一直线上），传播方向不

变，但光的传播速度改变。

【例 1】蓝天上飘着白云，平静清澈的池塘中鱼自由游动。人向池塘中看去，好像鱼在

白云中游动，关于人看到的鱼和白云，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鱼是实物，白云是光反射形成的虚像

B．鱼是实物，白云是光折射形成的虚像

C．鱼是光反射形成的虚像，白云是光折射形成的虚像

D．鱼是光折射形成的虚像，白云是光反射形成的虚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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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如图，画中人出现了错误判断．图乙所示的四幅光路图中，能正确说明产生这

一现象的原因的是（ ）。

A. B． C． D．

光的折射例题答案解析

1.D。鱼虽然在水中，但鱼的像经过水面到空气会发生折射；白云的像属于反射。因此，

选择 D选项。

2.D。光由水中进入空气，由大密度进入小密度介质折射角大于入射角，因此，选择 D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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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功和机械能

第一节 概述

一、考情介绍

主要考察机械能守恒条件、杠杆平衡条件，及动滑轮、定滑轮的区别。2016年出现 2

道，1道考查机械能守恒定律，1道考查滑轮组和杠杆构成的简单机械。2017年 1道滑轮，

2018年 1道杠杆，2019年 1道杠杆。

第二节 功和功率

知识点一：功

功（W）：力与物体在力的方向上通过的距离的乘积称为机械功，简称功。

公式为：W=F·S 单位是焦耳，符号为 J，即 1J=1N.m

功的原理：任何机械可以省力或者省距离但不能省功。

知识点二：功率

功率（P）：功率是指物体在单位时间内所做的功，即功率是描述做功快慢的物理量。

注：功的数量一定，时间越短，功率值就越大。

【例 1】关于功和功率的分析，正确的是（ ）。

A．物体在水平方向运动时，重力不做功

B．做的功越多，功率越大

C．做相同的功，功率越大，做功的时间越长

D．功率越大，做功的时间越短

【例 2】一个重为 600牛的成年人和一个重为 400牛的小孩进行登楼比赛，他们同时从

底层出发，结果小孩比大人先到达六楼，那么（ ）。

A．大人做功一定多 B．小孩做功一定多

C．大人做功一定快 D．小孩做功一定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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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和功率例题答案解析

1.A。水平运动时，物体在重力方向没有位移，根据公式 W=F·S，可知重力不做功。因

此，选择 A选项。

2.A。此处的做功是克服重力做功，大人小孩在重力方向位移相同，而大人的重力大，

故大人做功多。因此，选择 A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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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机械能及其转化

知识点一：机械能

机械能包括：动能、重力势能、弹性势能。

动能：
2

2mvEk 

重力势能： mghE p 

弹性势能：
2

2kxE p 

知识点二：机械能守恒定律

机械能守恒定律：在只有重力或弹力对物体做功的条件下(或者不受其他外力的作用

下），物体的动能和势能（包括重力势能和弹性势能）发生相互转化，但机械能的总量保持

不变。

【例 1】用同样的水平力推动一辆相同的小车，分别沿光滑水平面和粗糙水平面运动，

都使它们移动相同的距离。两种情况下推力的功分别为W1、W2，小车最终获得的动能分别

为 E1、E2，则（ ）。

A．W1=W2，E1=E2

B．W1≠W2，E1≠E2

C．W1=W2，E1≠E2

D．W1≠W2，E1=E2

【例 2】如图所示，轨道 ABC光滑，弹簧固定在水平轨道末端，小球从 A处由静止滚

下，撞击弹簧后又将沿水平轨道返回，接着滚上斜面。在这整个过程中，机械能转化的情况

是（ ）。

A．重力势能→动能→重力势能

B．动能→弹性势能→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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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动能→势能→动能→势能→动能

D．重力势能→动能→弹性势能→动能→重力势能

机械能及其转化例题答案解析

1.C。用相同的力使小车移动一样的距离，根据公式 W=F·S可知W1=W2，而在光滑水

平面运动时，末速度大，故 E1≠E2。因此，选择 C选项。

2.D。A→B，重力势能减少，动能增加；小球撞击弹簧过程中，动能减少，弹性势能增

加；小球被弹簧反弹，弹性势能减少，动能增加；B到 A段，动能减少，重力势能增加。因

此，选择 D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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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简单机械
知识点一：杠杆

杠杆：一根在力的作用下能绕着固定点转动的硬杆就叫杠杆。

（1）支点：杠杆绕着转动的点(o)

(2)动力：使杠杆转动的力(F1)

(3)阻力：阻碍杠杆转动的力(F2)

(4)动力臂：从支点到动力的作用线的距离（L1）。

(5)阻力臂：从支点到阻力作用线的距离（L2）

知识点二：杠杆平衡的条件

杠杆平衡的条件：动力×动力臂=阻力×阻力臂，或写成：F1×L1=F2×L2 ，这个平衡条件也就

是阿基米德发现的杠杆原理。

知识点三：三种杠杆

三种杠杆：

(1)省力杠杆：L1>L2,平衡时 F1<F2。特点是省力，但费距离。（剪铁剪刀，铡刀）

(2)费力杠杆：L1<L2,平衡时 F1>F2。特点是费力，但省距离。（如钓鱼竿，理发剪刀等）

(3)等臂杠杆：L1=L2,平衡时 F1=F2。特点是既不省力，也不费力。（如：天平）

知识点四：定滑轮和动滑轮

定滑轮特点：不省力，但能改变动力的方向。（实质是个等臂杠杆）

动滑轮特点：省一半力，但不能改变动力方向,要费距离。(实质是动力臂为阻力臂二倍

的杠杆)，动滑轮上升 n米，细绳自由端上升 2n米，n≥0。

知识点五：滑轮组

滑轮组：使用滑轮组时，滑轮组用几段绳子吊着物体,提起物体所用的力就是物重的几

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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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如图所示的杠杆平衡，把 A端所挂重物浸没在水中，杠杆失去平衡，为使杠杆

重物的平衡，应当（ ）。

①将支点向 A端移动 ②将支点向 B端移动

③支点不动，在 B端再加挂钩码 ④支点不动，将 B端重物向支点移动

A．②④ B．①④

C．②③ D．①③

【例 2】用如图甲乙丙丁所示的装置来提升重物 G。若摩擦力和动滑轮重都不计。那么，

最费力的是（ ）。

【例 3】接一组滑轮。滑轮组合中，O、Q为定滑轮，P为动滑轮，下端系有一个 100g

的物体。要使天平两端平衡，需要的操作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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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在 A处挂上重 15g的物体

B．在 B处挂上重 25g的物体

C．在 C处挂上重 50g的物体

D．在 D处挂上重 75g的物体

【例 4】用如图所示的杠杆提升物体。从 B点垂直向下用力，在将物体匀速提升到一定

高度的过程中，用力的大小将（ ）

A.保持不变

B.逐渐变小

C.逐渐变大

D.先变大，后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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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机械例题答案解析

1.A。根据杠杆平衡，浸在液体中的物体会受到浮力，A 端受到的拉力会减小，根据杠

杆的平衡条件 F1×L1=F2×L2 可知：FA 减小，恢复平衡前 FB×LOB 不变，为使杠杆恢复平

衡，增大 LOA，即将支点向 B端移动，或者使 LOB 减小，即支点不动，将 B 端重物向支点移

动，故选②④。因此，选择 A选项。

2.B。A 图中是两个定滑轮，不省力，F1=G；B 图中一个定滑轮一个动滑轮，拉力作用在

动滑轮轴上，所以，F2=2G；C 图中一个定滑轮一个动滑轮，承但物体重力的绳子股数是 2，

拉力作用在绳子自由端，所以，F3=G/2；D 图中一个定滑轮一个动滑轮，承但物体重力的绳

子股数是 2，拉力作用在绳子自由端，F4=G/2。因此，选择 B选项。

3.B。右方滑轮组有效的绳子段数为 2，若要保持滑轮组的平衡，等同于天平右端对应

绳的位置放入质量为 50g 物体。若保持系统左端天平的平衡，则天平两端需满足力矩平衡原

理： 1 1 2 2
L G L G   ，1×0.05＋L1×G1=0.05×2.5，L1 为 3，得 G1=0.025kg。因此，

选择 B选项。

4.A。第一步，在重物升高的过程中，由力臂的变化关系可得出力 F的变化。物体匀速

提升过程中杠杆处于平衡状态，如下图所示，△AOC∽△BOD，所以 OD:OC=OB:OA，由

于 OB和 OA的长度是不变的，所以力臂 OD与 OC的比值也是不变的。根据杠杆的平衡条

件可得 F:G=OC:OD，由于重力 G不变，所以力 F小也保持不变。故不论杆怎样变换位置，

F都是不变的。A项，F的大小保持不变。因此，选择 A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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