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 02 光现象

一、单项选择题

1．【2016·苏州卷】下列现象可用光的反射原理解释的是

A．放大镜赏花 B．手影游戏 C．水中折笔 D．水中倒影

【答案】D

【解析】

考点：光现象

2．【2016·南京卷】如图所示的现象中，由于光的反射形成的是（ ）

游戏中的“手影”

A
钢勺在水处“折断”

B
山峦在水中的“倒影”

C
雨后天空中的“彩虹”

D

【答案】C

【解析】

影子的形成是由于光的直线传播造成的；钢勺折断和彩虹都是光的折射形成的；倒影是平面镜成像，是由

于光的反射形成的；故应选 C。

【考点定位】光现象

3.【2016·连云港卷】下列关于光现象的说法正确的是

A.桥在水中的倒影是光的折射现象 B.影子的形成说明了光在均匀介质中沿直线传播

C.红外线最显著的性质是能使荧光物质发光 D.镜面反射遵循光的反射定律，漫反射不遵循光的反射定律[来源:学.科.网Z.X.X.K]

【答案】B



【解析】

平静水面上桥的倒影，属于平面镜成像，是由于光的反射形成的，故 A错误；影子的形成说明光是沿直线

传播的，由于光的直线传播，被物体挡住后，物体后面就会呈现出阴影区域，就是影子，故 B正确；紫外

线最显著的性质是能使荧光物质发光，故 C错误；镜面反射遵循光的反射定律，漫反射也遵循光的反射定

律，故 D错误，故选 B。

考点：光的反射；光在均匀介质中直线传播；镜面反射与漫反射；紫外线

4．【2016·徐州卷】下列观察到的各种现象中，由于光的折射形成的是（ ）

A．阳光下人的影子 B．水中树的倒影

C．池水变“浅”了 D．日食

【答案】C

【解析】

【考点定位】折射现象及其应用

5．【2016·徐州卷】小明要制作如图所示的简易潜望镜，他需要下列器材中的（ ）

A．凸面镜 B．平面镜 C．凸透镜 D．凹透镜

【答案】B

【解析】

利用平面镜可以改变光的传播方向制成了潜望镜。潜望镜内部上下拐角处各安装一个平面镜，两块平面镜

互相平行，都跟水平方向成 45°角，影像通过两次反射使下面的一方就可以看到上面的影像。故答案为 B。

选项 A、C、D不符合题意。

故选 B．

【考点定位】平面镜的应用

6．【2016·宿迁卷】下列光现象与日食的形成原因不同的是（ ）

A．小孔成像 B．水中倒影 C．手影游戏 D．树下阴影[来源:Zxxk.Com]



【答案】B

【解析】

考点：光在均匀介质中直线传播

7．【2016·淮安卷】如图甲所示，蜡烛 a在竖直放置的平面镜MN中所成像为 a′，现将该平面镜竖直向下

移动一段距离至图乙所示位置，则蜡烛 a在平面镜中（ ）

A．不成像 [来源:Z,xx,k .Com]

B．仍成像，但像下移距离与平面镜下移距离相同

C．仍成像，但像下移距离是平面镜下移距离的两倍

D．仍成像，且像还在原来位置

【答案】D

【解析】

由图示可知，在图乙中作蜡烛 a在平面镜中的像点 a′，由平面镜成像特点可知平面镜所成的像和物体关于

平面镜对称，物体到平面镜的距离和像到平面镜的距离相等，可知，仍成像，且像还在原来位置，故应选

D。

【考点定位】平面镜成像

8.【2015·扬州市】如图所示，女孩用一种可以隐身的斗篷遮住身体的下部，人站在女孩的前面，却看到了

斗篷后面的景物，而被斗篷遮住的身体部分“消失”了。下面能正确解释这种现象的光路图是



A扬州大 B C扬州 D

【答案】D

【解析】

试题分析：前面的人能够看到后面的景物，是因为后面景物发生的光经斗篷折射后，折射光线能全部进入

人眼，所以仍能看到后面的景物，对照上图可知只有 D符合；故应选 D。

【考点定位】光的折射

9.【2015·常州】如图所示，关于“探究平面镜成像特点”的实验，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

A．实验用茶色玻璃板的目的是为了在玻璃板后成实像

B．选择大小相等的蜡烛 A、B是为了比较像与物大小关系

C．将蜡烛 A远离玻璃板，像会变小

D．把光屏放在玻璃板后像所在位置，像会成在光屏上

【答案】B

【解析】

错；应选 B。



【考点定位】平面镜成像[来源 :Z|xx|k.Com]

10．【2015·连云港市】关于平面镜成像，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来源 :学.科.网]

A．平面镜所成的像是实像

B．物体离平面镜越近，所成的像越大

C．物体靠近平面镜时，所成的像将远离平面镜

D．平面镜成像利用了光的反射原理

【答案】D

【解析】

【考点定位】平面镜成像规律

11．【2015·南通市】下列光理象中，由光的直线传播形成的是（ ）

A．光的色散 B．钢笔移位 C．小孔成像 D．水中倒影

【答案】C

【解析】

试题分析：光的色散是光的折射现象，故 A错；钢笔移位是由于光的折射造成的，故 B错；小孔成像是光

的直线传播现象，故 C正确；倒影是光的反射现象，故 D错；应选 C。

【考点定位】光现象

12．【2015·苏州市】下列现象中，属于反射现象的是 （ ）

A．小孔成像

B．路灯下形成人影

C．阳光下可以看到彩色的花

D．河岸边看到水中的鱼



【答案】C

【解析】

试题分析：小孔成像是光的直线传播现象；路灯下形成人影是光的直线传播形成的；阳光下可以看到彩色

的花是光的反射现象；河岸边看到水中的鱼是光的折射现象；故应选 C。

【考点定位】 光现象

13．【2015·泰州市】如图所示的四种现象，属于光的直线传播的是

A．山的“倒影” B．日食 C．汽车观后镜 D．水中“折”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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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

【解析】

【考点定位】光的直线传播

14．【2015·无锡市】如图所示为“探究平面镜成像特点”的实验装置图．下列有关该实验的说法，正确的

是

A B

白纸

A．为了便于观察，该实验最好在较暗的环境中进行

B．如果将蜡烛 A向玻璃板靠近，蜡烛 A的像会变大

C．移去蜡烛 B，并在原蜡烛 B的位置放一光屏，发现光屏上能得到蜡烛 A的像

D．保持 A、B两支蜡烛的位置不变，无论怎样改变玻璃板的位置．发现蜡烛 B始终能与蜡烛 A的像重合

【答案】A

【解析】



[来源 :Zxxk.Com]

【考点定位】平面镜成像

15.【2015·宿迁市】下列现象是由于光的反射形成的是（ ）

A．日食 B．水中倒影 C．小孔成像 D．“折断”的铅笔

【答案】B

【解析】

试题分析：日食的形成是光的直线传播现象；水中倒影是由于光的反射形成的；小孔成像是光的直线传播

形成的；折断的铅笔是由于光的折射造成的；故应选 B。

【考点定位】 光现象

16.【2015·盐城市】由光的直线传播形成的光现象是（ ）

A.“小兔”的影子 B.花朵在水珠中成像 C.筷子在水中“弯折” D.丹顶鹤的倒影

【答案】A

【解析】

试题分析：手影是利用光的的直线传播，A 正确。花朵在水珠中形成的像是由于光的折射，B

错误。筷子在水中弯折，是由于光的折射，C 错误。丹顶鹤的倒影是光的反射形成的，D错误。

【考点定位】光的直线传播



17.【2015·常州】绝大多数鱼类的体温与周围水温相同．然而，生活在海水中的月鱼，其体温比周围水温

高．为证实这一点，可对水中月鱼进行拍照，应选用的器材是 （ ）

A．红外照相机

B．可见光照相机

C．紫外光成像仪

D．超声波成像仪

【答案】A

【解析】

试题分析：红外线对温度的变化有较为明显的感知，由于海水中的鱼的体温高于它周围水的温度，所以给

鱼拍照时，要选用红外线照相机，故应选 A。

【考点定位】看不见的光

18．【2014·镇江市】（2分）如图是加湿器斜放在水杯中“变粗”情景，这种现象属于（ ）

A．光的直线传播 B．光的折射 C．光的反射 D．光的色散

【答案】B

【解析】

试题分析：加湿器斜放在水中，水杯的侧面和水相当于一个放大镜，起了放大作用，光从水和玻璃，进入

空气中发生了折射，因此看起来“变粗”，属于光的折射现象．

考点： 光的折射

19．【2014·镇江市】（2分）关于声的知识，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电视机上的“音量”按钮是用来调节音调的

B．教室周围植树是在传播途中控制噪声

C．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

D．利用超声波清洗眼镜，表明声音具有能量

【答案】

【解析】



试题分析：音调、响度和音色．音调指声音的高低；响度指声音的大小；通过音色能分辨物体．电视机上

考点： 声现象

20．【2015·镇江市】下列现象中，可用光的直线传播原理解释的是（ ）

A．林间光柱

B．筷子“折断”

C．放大文字

D．山的倒影[来源:学&科&网 Z&X&X&K]

【答案】A

【解析】

试题分析：林间光柱是光的直线传播形成的，故 A正确；筷子折断是光的折射现象，故 B错误；放大文字

是光的折射现象，故 C错误；倒影的形成是光的反射现象，故 D错；应选 A。

【考点定位】 光现象

21. 【2014·苏州市】下列关于光现象的说法正确的是

A.月食是由于光的折射形成的

B.光从空气射入水中，传播速度变小

C.物体通过平面镜能成正立、等大的实像

D.光发生漫反射时，不遵循光的反射定律

【答案】B

【解析】

试题分析：A选项，月食是光的直线传播形成的，日食也是光的直线传播形成。B选项，水中的光速小于空

气中的光速，光从空气射入水中，传播速度变小。C选项，物体通过平面镜成正立、等大的虚像。D选项，



光发生漫反射时，同样遵循光的反射定律。正确的选项是 B。

考点：光现象

22．【2015·镇江市】如图所示，平面镜竖直放置在水平面上，一支直立的铅笔从平面镜前 40cm 处，以 5cm/s

的水平速度垂直向平面镜匀速靠近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铅笔在平面镜中所成的像逐渐变大

B．经过 2s，铅笔与它的像之间的距离变为 20cm

C．铅笔的像相对于平面镜的速度为 l0cm/s

D．若平面镜顺时针转至图中虚线位置，铅笔的像将与铅笔垂直

【答案】D

【解析】

【考点定位】 平面镜成像

23．【2014·常州市】（2分）一束光由水中斜射向空气，同时发生反射和折射，下列光路图中正确的是（ ）

【答案】C

【解析】

试题分析：光的反射定律：反射光线、入射光线、法线在同一个平面内，反射光线与入射光线分居法线两

侧，反射角等于入射角；



光的折射归律：折射光线、入射光线、法线在同一个平面内，折射光线、入射光线分居法线两侧，当光由

空气斜射进入水中或其它透明介质中时，折射光线向靠近法线方向偏折，折射角小于入射角；当光由水中

或其它透明介质斜射进入空气中时，折射光线向远离法线方向偏折，折射角大于入射角．

一束光由水中斜射向空气，同时发生反射和折射，反射角等于入射角，折射角大于入射角，故选 C。

考点： 光的折射

24．【2014·淮安市】（2分）如图所示的现象中，由光折射形成的是（ ）

【答案】B

【解析】

的，选项 D不符合题意．

考点： 光现象

25．【2014·徐州市】平静的湖面映出岸边的景物．在这个现象中“平静的湖面”相当于（ ）

A．凸透镜 B． 凹透镜 C． 平面镜 D． 凹面镜

【答案】C

【解析】

试题分析：平静的水面如同平面镜，岸上的景物在平静的水面成像，根据平面镜成像特点：平面镜成的是

虚像；像与物体大小相等；像与物体到镜面的距离相等；像与物体的连线与镜面垂直。所以平面镜成正立

等大的虚像，岸上的景物在平静的水面成正立等大的虚像。

考点：平面镜成像

26.【2014·盐城市】下列现象中，由于光的反射形成的是



【答案】D

【解析】

考点：光的传播方式的判断

27.【2014·盐城市】在探究树荫下光斑的综合实践活动中，为了研究孔的大小对光斑形状的影响，小华设

计了四种开有不同形状孔的卡片甲，并用另一张卡片乙覆盖在甲上，如图所示。接着，从图示位置沿箭头

方向水平移动乙，观察光斑形状的变化情况。下列合乎要求的是

A． B． C． D．

【答案】A

【解析】



下方向大小也没有变化。

考点：探究小孔成像

28．【2014·宿迁市】（1分）如图中，不能用光的直线传播规律解释的现象是（ ）

【答案】B

【解析】

试题分析：光在同一均匀介质中是沿直线传播的，应用的实例有：日食、月食、小孔成像、射击瞄准，人

看不到不透明物体后面的东西等，所以 A、C、D都是利用光的直线传播规律；人能看到镜中自己的像，利

用光的反射原理，所以选项 B不能用光的直线传

考点：光的直线传播

29．【2014·扬州市】能正确表示光从空气斜射入水中的光路图是

【答案】D

【解析】

试题分析：当光从空气斜射入水中时，折射光线偏向法线，且与入射光线分居在法线两侧。所以正确的选

项是 D。

考点：光的折射

二、填空题

1.【2015·扬州市】如图所示，在探究光的反射定律时，将平面镜放在水平桌面上，再把一个可以沿 ON向

前、向后折的纸板垂直放置在平面镜上。



(1)让一束红光贴着纸板沿 AO射到 O点，为了便于测量和探究，需要在纸板上记录的是 ；将纸板的右

半边沿着 ON向后折去，则在折过去的纸板上 （能／不能）看到反射光线。

(2)为了得到反射角等于入射角的规律，应当 。扬州大学附属中学姜雪峰编

【答案】（1）入射光线和反射光线 不能 （2）改变入射角的大小进行多次实验

【解析】

【考点定位】光的反射定律

2.【2015·南京市】如图所示，小明想通过 A、B两张纸片上的小孔看见烛焰，他应将烛焰、两个小孔和人

眼调到 上，这样操作的依据是 ．操作过程中他还在 B纸片上看到了一个烛焰的像，这个像是 的

（选填”正立”或“倒立”）

【答案】同一直线 光在空气中沿直线传播 倒立

【解析】

试题分析：光在同一种均匀介质中沿直线传播，所以应将烛焰、两个小孔和人眼调到同一直线上；在 B纸

片上看到烛焰的像是通过小孔 A所成的像，属于小孔成像，所成的像是倒立的实像。

【考点定位】光现象

3．【2014·扬州市】为解决高楼灭火难题，军工转民用“导弹灭火”技术试验成功。如图，发射架上有三

只眼：“可见光”、“红外线”和“激光”，当高楼内有烟雾火源不明时，可用 （可见光／红外线／激

光）发现火源，可用 精确测量火源距离（可见光／红外线／激光）。



【答案】红外线 激光

【解析】

试题分析：由于可见光和激光都不能透过烟雾，应该用红外线发现火源。可见光，红外线的准直性没有激

光好，用激光可以精确测量火源距离。

考点：光

4.【2014·盐城市】如图所示，一束激光沿__________射到空水槽底部 O点，形成一个光斑。向水槽中注

入适量水后，水槽底部光斑移动到 O点的__________（左/右）侧。继续沿水槽壁缓慢注水，在此过程中，

折射角__________(增大/不变/减小)。

【答案】直线传播 左 不变

【解析】

考点：光的直线传播及折射

5．【2016·徐州卷】如图所示，在 “探究光的反射规律 ”实验中，入射角是 ；改

变入射角光的方向，使入射角变大，则反射角变 ；以 ON 为轴将硬纸板的右

半面向后旋转，在硬纸板上 （填 “能 ”或 “不能 ”）观察到反射光．



【答案】α 大 不能[来源 :学科网]

【解析】

在“探究光的反射规律”实验中，∠α是入射光线和法线的夹角，所以是入射角；光线反射时，反射角等于入

射角，所以使入射角变大，则反射角变大；以 ON为轴线，把右半面纸板向后缓慢旋转一个角度，在白纸板

上不能看到反射光线，是因为纸板 OB面和反射光线以及法线不在同一个平面上。

【考点定位】光的反射定律

6．【2014·泰州市】（3分）用透明玻璃做探究平面镜成像特点的实验，因为它既能透光也能 光；平

面镜所成的像不能用光屏接收，说明它是 像；小汽车的前挡风玻璃是倾斜的，车内物体经它所成的

像偏向车子的 （上/下）方，因而不会干扰驾驶员对前方的观察．

【答案】反射；虚；上．

【解析】

考点： 探究平面镜成像特点

7.【2014·苏州市】下图是小明自制的游戏打桩机的示意图，它利用光学元件改变太阳光的传播方向，从而

烧断细线，使重锤下落打在桩上。图中元件 a为 镜，元件 b为 镜。重锤在下落的过程中，

能转化为动能。



【答案】平面 凸透 重力势

【解析】

试题分析：平行光线照到 a元件，反射光线仍是平行的，所以 a是平面镜。b元件将平行光线会聚到一点，

所以 b是凸透镜。在重锤下落的过程中，重力势能减小，动能增大，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

考点：平面镜 透镜 机械能

8．【2015·苏州市】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由蓝光二极管的发明者获得，这项发明使制成白光 LED灯成为

现实．要制成白光 LED灯，除蓝光二极管外，还需 两种色光二极管．小明家中有 4盏“220V 5W”

的 LED灯，1度电可供这些灯同时正常工作 小时．

【答案】红 绿 50

【解析】

【考点定位】 光的三原色；电能的计算

9．【2015·泰州市】如图，水平桌面上有一块圆形玻璃转盘，距转盘 2m高处有一盏灯成像在其中．灯的

像距离该灯 m；若用手水平拨动转盘，则会观察到灯的像的位置 （选填“改变”或 “不改变”），

停止拨动转盘后，转盘还会继续转动，这是由于转盘具有 ．

【答案】4；不改变；惯性

【解析】

试题分析：平面镜成像的特点是平面镜所成像是虚像；像与物的大小相等；像到平面镜的距离等于物到平

面镜的距离；像与物的连线与镜面垂直；像与物关于平面镜对称；所以当灯在圆盘玻璃上方 2m处时，即物

距等于 2m；则根据平面镜成像特点可知像距也等于 2m；故灯的像距离该灯 4m；若用手水平拨动转盘，则

玻璃板所在平面没有改变，根据像与物关于平面镜对称可得灯的像的位置不改变；任何物体在任何情况下

都具有惯性，所以在使转盘转动后，转盘由于惯性将保持原来的运动状态，所以停止拨动转盘，转盘还会

继续转动。学科网

【考点定位】平面镜成像；惯性



10.【2014·常州市】（3分）蜻蜓在平静水面上空飞行．它在水中的“倒影”是由于光的_________形成的

_________（虚/实）像．蜻蜓距水面 3m，水深 2m，该“倒影”距水面_________m．

【答案】反射；虚；3．

【解析】

考点： 平面镜成像

11．【2016·无锡卷】电视机的遥控器能发射一种不可见光．即 ，以实现对电视的控制．如果不把

遥控器对着电视机的控制窗口，而是对着墙壁调整角度也可以控制电视机．这利用了光的 ．彩色电

视画面上的色彩是由红、 、蓝三种色光混合而成．

【答案】红外线；反射；绿

【解析】

电视遥控器前端的发光二极管，能发出不同的红外线来实现电视遥控，红外线是看不见的光；

红外线以光波的性质直线传播，并且可以发生反射，有时遥控器并没有对准电视机的控制窗口，而是沿某

一合适的方向对准墙壁按下按钮，也可以控制电视机，这是利用了光的反射；彩色电视机画面上的颜色是

由光的三原色红、绿、蓝三种色光混合而成．

【考点定位】红外线，光的反射，色光的三原色和颜料的三原色

12．【2014·淮安市】（2分）探究平面镜成像特点的实验中，用薄的茶色玻璃代替平面镜，目的是便

于 ；物体向平面镜移动，物体与其像之间的距离将 ．

【答案】确定像的位置；变小．

【解析】

试题分析：用茶色玻璃板代替平面镜，是利用茶色玻璃既能成像又能透明的特点，便于确定像的位置；平

面镜成的像和物到镜面的距离相等，当物距减小时，像距也减小，像与物的距离变小；因此物体向平面镜

移动，物体与其像之间的距离将变小．

考点： 平面镜的成像特点

13．【2014·连云港市】（2分）在探究光的反射规律时，小红沿一可沿 ON折转的白色硬纸板 ABCD 放

置在平面镜上，让一束光紧贴硬纸板射向镜面上的 O点，可在 ABCD 平面内看到反射光线．实验中使用可



折转的硬纸板，除了能呈现光路外，另一个作用是 ．

【答案】垂直；探究反射光线、入射光线与法线是否在同一平面内。

【解析】

考点：探究光的反射规律

三、作图、实验写探究题

1．【2016·淮安卷】按照题目要求作图：

（1）画出图甲中入射光线对应的反射光线；

（2）画出图乙中小球 A所受重力的示意图；

（3）在图丙中画出拉力 F的力臂 l（O为支点）；

（4）用笔画线代替导线，将图丁中的开关和灯泡正确连入家庭电路中．

【答案】如下图所示

【解析】



【考点定位】光路图；力的示意图；力臂的画法；家庭电路

2.【2015·扬州市】在图甲中用平面镜成像特点作出物体 AB 的像。

【答案】如下图所示

【解析】

试题分析：平面镜所成的像与物体大小相等，像与物体对应点的连线垂直于镜面，像与物体关于镜面对称，

平面镜所成的像是虚像，如上图所示。[来源:学科网 ZXXK]

【考点定位】平面镜成像

3.【2015·南京市】如图甲所示．A′B′是物体 AB在平面镜中所成的像，根据平面镜成像的特点在图中画

出平面镜．

【答案】如下图所示



【解析】

【考点定位】平面镜成像

4．【2015·连云港市】按照题目要求作图或作答。

如图甲所示，一束光从空气斜射向水面，入射光线及法线已画出。请作出这条入射光线的反射光线和折射

光线。 [来源 :Z+xx+k.Com]

O

【答案】见下图

【解析】

试题分析：光从空气斜射入水中，发生光的折射的同时，在水面处会发生光的反射。由光的反射定律可知，

反射角等于入射角。光从空气斜射入水中时，折射角小于入射角，折射光线靠近法线折射。根据光的反射

定律和光的折射定律完成光路图即可。

【考点定位】折射光路图

5.【2016·连云港卷】在九年级总复习时，同学们再次做"探究平面镜成像特点"的实验，小明和小红在分析

数据时发现，三组数据的像距都比物距大一些。小明认为这是由于测量粗心引起的，小红认为像距总是比

物距大可能与玻璃板的厚度有关。他们对此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究，数据如下表。

玻璃板厚度/mm 5 5 5 10 10 10 15 15 15

像距/cm 3.00[来源:学科网ZXXK] 5.80 8.70 3.95 6.50 9.35 3.18 5.40 7.85

物距/cm 2.65 5.50 8.35 3.30 5.95 8.72 2.05 4.30 6.90



请你结合表中数据，回答以下问题：

（1）小明的看法不正确的理由是______________。

（2）玻璃板的厚度对像距与物距差值的影响，可表述为_____________________。

（3）在“探究平面镜成像特点”的实验中，你认为应该选择较_______（选填“薄”或“厚”）的玻璃板。

（4）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平面镜所成的像都是_______（选填“实像”或“虚像” )，从测量数据可以看出，他

们测量像距和物距时所用刻度尺的分度值为 1 _______ (选填"mm"或"cm")。

【答案】(1)如果是粗心像距不可能总是大于物距(其它合理说法也给分)；(2)玻璃板越厚，像距和物距差值

越大(其它合理说法也给分)；(3)薄；(4)虚像 mm

【解析】

应选择薄的玻璃板做实验；

（4）平面镜是通过反射光线的反向延长线所成的像，故都是虚像；用刻度尺测长度，要求估读到分度值的

下一位，在记录的数据上分析，最后一位是估读的，其倒数第二位的单位则是其分度值的单位，由测量结

果可知，其精确值为小数点后第一位，最后一位为估读值，则倒数第二位的单位是 mm，则其分度值为 1mm。

考点：平面镜成像的特点、原理、现象及其实验

6．【2016·无锡卷】如图所示为“探究平面镜成像特点”的实验装置图，现有茶色玻璃板和透明玻璃板，实验

时应透择 来代替平面镜．实验时，选择两支相同的蜡烛，是为了比较像与物体的 ；测量两

只蜡烛到玻璃板的距离，是为了比较像与物体到镜面的距离是否 ．

像距与物距的差值/cm 0.35 0.30 0.35 0.65 0.55 0.63 1.13 1.10 0.95



【答案】透明的玻璃板；大小关系；相等

【解析】

【考点定位】平面镜成像的特点、原理、现象及其实验方案

7．【2016·泰州卷】小华用两个完全相同的棋子 A和棋子 B．在水平桌面上探究平面镜成像的特点，实验

装置如图

（1）无论怎样在桌面上移动棋子 B，都无法使它与棋子 A的像完全重合．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

是 ．排除问题后，移动棋子 B，使它与棋子 A的像完全重合，这样做的目的除了能确定棋子

A经平面镜所成像的位置，同时还能比较 大小关系．

（2）用铅笔画出平面镜及棋子 A和棋子 B的位置，并画出棋子 A和棋子 B位置的连线，经测量发现：两

棋子的连线与镜面 ，两棋子到镜面的距离相等

（3）移去棋子 B，将一张白卡片竖直放在棋子 B所在的位置，直接观察白卡片，观察白卡片上没有棋子 A

的像，说明棋子 A经平面镜所成的是 像

（4）用木板紧贴玻璃板背面，挡住玻璃板后的光，人眼在玻璃板前 （选填“能”或“不能”）看

见棋子 A的像．

【答案】（1）玻璃板没有与桌面垂直放置；像与物；（2）垂直；（3）虚；（4）能

【解析】



木板紧贴玻璃板背面，挡住玻璃板后的光，人眼在玻璃板前能看见棋子 A的像。

考点：平面镜成像的特点、原理、现象及其实验方案

8.【2015·苏州市】（4分）利用如图装置探究平面镜成像特点。

（1）实验时应选 （较厚/较薄）的玻璃板代替平面镜竖立在水平桌面上．[来源 :学科网 ZXXK]

第 27 题图

（2）在玻璃板前放置棋子 A，将完全相同的棋子 B放在玻璃板后并移动，人眼一直在玻璃板的前侧观察，

直至 B与 A的像完全重合，由此可得结论： ．

（3）为了探究平面镜成像的虚实情况，将一张白卡片竖直放在 B所在的位置，应在玻璃板 （前/后）

侧观察白卡片上是否有 A的像 ．[来源 :学 ,科,网]

（4）改变 A的位置，重复（2）中步骤并分别测出 A和 B到玻璃板的距离，记录在下表中．

分析表中数据，可以得到结论： ．

【答案】（1）较薄 （2）像与物体大小相等 （3）后 （4）像与物到镜面的距离相等，且关于镜面对称

序号 1 2 3

A到玻璃板的距离/cm 3.00 5.00 8.00

B到玻璃板的距离/cm 3.00 5.00 8.00



【解析】

【考点定位】 平面镜成像

9．【2015·徐州市】按要求作图

如图 a所示，画出物体 AB在平面镜中的像．

【答案】如下图所示

【解析】

试题分析：平面镜所成的像与物体关于镜面是对称的，所成的像是虚像；如上图所示。

【考点定位】平面镜成像

10.【2015·镇江市】请按题目要求作答

当光线从水中射向空气时，它的反射光线如图所示，请画出入射光线和折射光线。

【答案】如下图所示

【解析】



【考点定位】 光的反射与折射

11．【2014·常州市】（2分）挪威留坎镇被群山包围，难以获得阳光照射．工程师在位置 A处安装平面镜，

是广场中心 B处被照亮．若太阳位于图中所在位置，请在 A处添加平面镜并完成光路图．（保留作图痕迹）

【答案】

【解析】

试题分析：连接 AB，即反射光线；然后画出入射光线与反射光线的角平分线即为法线，最后根据平面镜与

法线垂直画出平面镜，如下图所示：

考点： 光的反射

12.【2014·镇江市】（6分）请按题目要求作答：



（1）请在图 1中画出入射光线 AO经平面镜反射后的反射光线 OB；

（2）图 2中杠杆在水平位置平衡，请画出杠杆 B点受到拉力的力臂 l；

（3）如图 3，小王从插座处引出输电线（已画出）为一盏白炽灯供电，请完成电路连接．

【答案】

【解析】

（3）把开关接在火线与电灯之间，且插座与电灯并联，三孔插座的接法是左零右火上接地，如下图所示：



考点： 光的反射，力臂的画法，家庭电路连接。

13. 【2014·苏州市】（8分）按题目要求作图：

（1）图甲中，光线 AO从空气中斜射向水面，请画出它的反射光线和大致的折射光线．

（2）图乙中，物体漂浮在水面上，请作出物体受到的重力 G和浮力 F的示意图．

（3）图丙中，杠杆 OBA在图示位置静止，请画出作用在 A点的最小力 F及其力臂 L.

（4）图丁中，小磁针在图示位置静止，请标出通电螺线管的 N极和电源的正极．

【答案】

【解析】

试题分析：（1）光发生反射时，反射光线与入射光线分居在法线两侧，反射角等于入射角，标出箭头表示

光的传播方向。光发生折射时，折射光线与入射光线分居在法线两侧，由于光从空气斜射入水中，折射角

小于入射角，标出箭头表示光的传播方向。

（2）重力和浮力的作用点都可以认为在物体的中心，重力与浮力是一对平衡力，大小相等，力的示意图中

考点：光路图 力的示意图 杠杆的示意图 安培定则



14.【2014·南通市】在探究光的折射规律时，从水面上方看水中的物体变浅了，为了确定水物体所成像的

位置，某学习小组进行了如下探究：

A、把一个小灯泡 a放在水中某处，观察灯泡所成像的位置．

B、将另一个相同的小灯泡 b放在水面上方，调速其位置，使它的像与灯泡 a的像重合．

C、用刻度尺测量灯泡 b到水面的距离．

（1）测量时，把刻度尺的零刻度线对准灯泡 b，水面处对应的刻度如图甲所示，则灯泡 b到水面的距离为

mm．

（2）灯泡 a的像到水面的距离与灯泡 b到水面的距离一定相等，依据是平面镜所成的像 ．

A、是虚像

B、和物体大小相等

C、和物体到镜面的距离相等

D、和物体的连线与镜面垂直

（3）测量时，如果直接将刻度尺竖直插入水中，使看到的零刻度线与灯泡 a的像重合，则刻度尺在水面处

的示数表示 ．

（4）某小组实验时，每次都从灯泡 a的正上方观察，测得灯泡 a到水面距离 u和灯泡 a的像到水面距离 v

的对应关系如下表所示：

u/mm 30.0 60.0 90.0 120.0 150.0 180.0

v/mm 23.0 45.0 67.0 90.0 113.0 134.0

根据表中数据，请在图乙坐标中描点作出 v﹣u的关系图线，由图线可知，v和 u的定量关系是 ．

【答案】（1）81.2；（2）C；（3）灯泡 a的深度；（4）v=0.75u．



【解析】

的示数表示像距；

（4）根据表中数据在图乙中描点，并用直线连接起来，如下图所示：

根据图象可知，v与 u成正比，并且= =0.75，因此有 v=0.75u．

考点：光学探究性实验

15．【2014·扬州市】（6分）在“探究平面镜成像的特点”实验中。

（1）实验室提供茶色玻璃板、透明玻璃板、两支相同的蜡烛和两只相同的棋子，应选 作为平面镜，

且厚度要 （厚／薄）。小华选择两支蜡烛，小明选择两只棋子，请针对其中一位同学，说出他选择

的理由 。



（2）如图，蜡烛放在画有方格的平板上，像的位置在 （A／B／C／D），在该位置放一光屏，屏上

（能／不能）承接到像，说明平面镜成的像是 像。

【答案】（1）茶色玻璃板 薄 小华的理由是点燃的蜡烛像清晰

（2）B 不能 虚

【解析】

像，因为平面镜成的是虚像，不能在光屏上呈现。

考点：探究平面镜成像的特点

16．【2014·南京市】（4分）如图所示，将茶色玻璃板作为平面镜竖直放置在一张方格纸上，并准备了两个

相同的棋子 A和 B、刻度尺、铅笔等，用来探究棋子 A在平面镜中成像的特点．

（1）实验操作要解决两个问题：①如何确定 的位置？②如何比较 的大小来判断像的性

质？

（2）为了研究像和物到镜面距离的关系，应多次改变 ，重复实验．

（3）实验表明：像与物相对于镜面 ．

【答案】（1）①像 ②像和物 （2）棋子 A 的位置（物到镜面的距离） （3）对称

【解析】



考点：探究平面镜成像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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