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 11 内能及其利用

一、单项选择题

1．【2016·无锡卷】关于温度、热量和内能，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物体的温度升高，内能增大

B．物体的温度越高，所含的热量越多

C．物体内能增大，一定从外界吸收热量

D．物体的温度不变，其内能就一定不变

【答案】A

【解析】

【考点定位】温度，热量与内能的关系

2．【2016·苏州卷】某些无法直接感知的事实可以通过相关可感知的现象推测得到，这是物理学研究问题

的一种方法．下列根据这种方法所做出的推测不符合．．．事实的是

A．打开醋瓶能闻到酸味推测出分子做无规则运动

B．酒精和水混合后总体积变小推测出分子间存在引力

C．汤姆生发现电子推测出原子是可分的

D．温度计放在色散光带红光外侧时示数会增大推测出该区域存在一种人眼看不见的光

【答案】B

【解析】

分子是肉眼看不到的，因此可以通过打开醋瓶能闻到酸味推测出分子做无规则运动，A正确；.酒精和水混

合后总体积变小推测出分子间存在一定的间隙，而不是引力作用，B错误；汤姆生发现电子推测出原子是可

分的，正确；温度计放在色散光带红光外侧时示数会增大，推测出该区域存在一种人眼看不见的光，这种

光有一定的热效应。故选 B。

考点：物理研究方法

3．【2016·苏州卷】最新型客机波音 787的“电子窗帘”用的是一种可以通过按钮随意改变透明状态的调

光玻璃．透明度的变化是通过两个透明电极和夹在其中间的溶液来实现的，在两个透明电极上加上电压，

通过改变电压大小，溶液的光学性质发生变化，调光玻璃的透明状态随之改变． 透明电极被坚固的丙烯酸

树脂保护着．该“电子窗帘”没有利用下列哪种物理属性



A．比热容 B．硬度 C．透光性 D．导电性

【答案】A

【解析】

考点：材料的特性

4．【2016·南京卷】利用如图所示的装置，运用控制变量法，通过观察现象即可比较酒精和碎纸热值大小．为

完成实验，要求（ ）

温度计

水 水
酒精 碎纸

A．酒精和碎纸的质量相同，两只烧杯内水的质量相同

B．酒精和碎纸的质量不同，两只烧杯内水的质量不同

C．酒精和碎纸的质量相同，两只烧杯内水的质量不同

D．酒精和碎纸的质量不同，两只烧杯内水的质量相同

【答案】A

【解析】

在涉及多个相关物理量时，研究其中两个量之间的关系，就需要保证其他量都要相等才行，故酒精和碎纸

的质量相同，两只烧杯内水的质量相同，所应选 A。

【考点定位】控制变量法；热值

5．【2016·南京卷】根据表中数据，下列判断正确的是（ ）

一些物质的比热容[J/(kg•°C)

水 4.2×103 铝 0.88×103

煤油、冰 2.1×103 干泥土 0.84×103



沙石 0.92×103 钢 0.39×103

A．不同物质的比热容不可能相同

B．在阳光照射下，干泥土比湿泥土升温慢

C．因为水的比热容较大，所以沿海地区比内陆地区昼夜温差大

D．质量相等的铝块和钢块升高相同的温度，铝块吸收的热量多

【答案】D

【解析】

【考点定位】比热容

6.【2016·连云港卷】将一瓶酒精用去二分之一，则剩余酒精的密度、比热容和热值

A.都不变 B.都变为原来的三分之二

C.热值不变，密度、比热容变为原来的三分之二 D.热值变为原来的三分之二，密度、比热容不变

【答案】A

【解析】

密度、比热、燃料的热值都是物质的一种特性，它们的大小与物体的质量和体积均无关系。酒精用去三分

之一后，质量减少，体积减小，但物质的种类没有变化，所以密度、比热和热值都不变，故选 A。

考点：密度、比热容的概念；燃料的热值

7．【2016·泰州卷】下列关于内能的说法正确的是（ ）

A．具有机械能的物体不一定具有内能

B．物体温度不高，内能一定不变

C．物体没有吸热，内能一定不变

D．在温度、状态和物质种类均相同的情况下，物体的质量越大，内能越大

【答案】D

【解析】



考点：温度、热量与内能的关系

8．【2016·宿迁卷】如图，给试管里的水加热，水沸腾后，水蒸气推动橡皮塞冲程试管口，这个过程与四

冲程汽油机的哪一个冲程中的能量转化是相同的（ ）

A．吸气冲程 B．压缩冲程 C．做功冲程 D．排气冲程

【答案】C

【解析】

水蒸气把橡皮塞冲出；这个过程中，燃料的化学能转化为内能，水蒸气膨胀做功，水蒸气的内能转化为塞

子的机械能；内燃机的做功冲程将内能转化为机械能，因此这一现象相当于内燃机的做功冲程。故选 C。

考点：内燃机的四个冲程

9．【2016·淮安卷】汽油机的一个工作循环分为四个冲程，每个冲程都伴随着能量的转移或转化，其中主

要将机械能转化为内能的冲程是（ ）

A．吸气冲程 B．压缩冲程 C．做功冲程 D．排气冲程

【答案】B

【解析】

汽油机一个工作循环分为四个冲程，压缩冲程活塞向上运动，压缩燃料混合物对其做功，使气缸内的气体

的内能增加，温度升高，此冲程将机械能转化为内能，故 B正确；故应选 B。

【考点定位】内燃机

10.【2015·扬州市】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温度从高温物体传递到低温物体

B．物体温度越高，含有的热量越多

C．物体温度为 0℃时，其内能为零



D．晶体熔化吸热，温度保持不变

【答案】D

【解析】

【考点定位】内能；热量；温度

11.【2015·扬州市】下列图形中，属于内能转化为机械能的是

A．滑下滑梯 B．弯折铁丝 C．做功冲程 D．压缩点火

【答案】C

【解析】

试题分析：滑下滑梯，机械能减小，内能增加，机械能转化为内能，故 A错；弯折铁丝是通过做功的方法

来增加内能的，属于机械能转化为内能，故 B错；做功冲程中内能减小，机械能增加，内能转化为机械能，

故 C正确；压缩点火时，消耗机械能，得到内能，是机械能转化为内能，故 D错；应选 C。

【考点定位】内能的转化

12.【2015·扬州市】下列现象中，不能用分子动理论解释的是

A．走进花园闻到花香

B．放入水中的糖使水变甜

C．看到烟雾在空中弥漫

D．水和酒精混合总体积变小

【答案】C

【解析】

试题分析：闻到花香是由于花香分子的无规则运动引起的，能解释，故 A正确；糖水变甜是由于糖分子无

规则运动形成的，故能解释，所以 B正确；分子用肉眼是看不见的，烟雾不是分子在运动，而是固体颗粒，

所以不能用分子来解释，故 C错；水和酒精混合后总体积变小，是因为分子间存在间隙，能解释，故 D正

确；应选 C。



【考点定位】分子动理论

13.【2015·南京市】小明在学习“从粒子到宇宙”的知识后，有下列认识，其中正确的是

A．扫地时灰尘飞舞能说明分子在做无规则运动

B．海绵容易被压缩能说明分子间有空隙

C．在探索比分子更小的微观粒子的历程中，人们首先发现了质子

D．宇宙是一个有层次的天体结构系统，它是有起源的、膨胀的和演化的

【答案】D

【解析】

【考点定位】分子动理论；分子和原子

14.【2015·常州】小明将两个表面光滑的铅柱相互紧压，发现两者粘在一起，由此得出分子间存在引力．小

华认为此实验不能排除是大气压把两个铅柱压在一起．下列实验中，能帮助小华释疑的是 （ ）

【答案】D

【解析】

试题分析：要想排除是由于大气压作用的影响引起的，所以应让钩码处于没有空气的地方，所以可以采用 D

图中所示的，把钩码置于真空罩内，如果铅柱不分离，才能够充分说明是由于分子间的作用力让它们吸在

一起的，故应选 D。

【考点定位】分子动理论

15.【2015·南通市】将复写纸夹在两张白纸之间后放在水平桌面上，再分别取两个盛有等量冷水和热水的

相同铝质易拉罐压在纸上。一段时间后，发现纸上留下痕迹的颜色深浅不同。该现象说明（ ）

A．分子热运动与温度有关

B．分子间存在引力



C．分子间存在斥力

D．分子间有空隙

【答案】A

【解析】

试题分析：分子的运动速度与温度有关，冷水与热水的温度不同，热水的温度较高，分子运动较快，所以

盛有热水的罐底颜色较深，故应选 A。

【考点定位】分子动理论

16．【2015·苏州市】下列与分子相关的描述正确的是 （ ）

A．破镜难圆说明分子间没有引力

B．花香四溢说明分子是运动的

C．铁、水、空气、磁场等物质都是由大量分子组成的

D．物质在固态时体积最小说明分子间没有空隙

【答案】B

【解析】

【考点定位】 分子动理论

17．【2015·无锡市】有关分子热运动，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液体很难被压缩，说明分子间有斥力

B．手捏海绵，海绵体积变小，说明分子间有空隙

C．扫地时尘土飞扬，说明分子在做无规则运动

D．扩散现象不能在固体中发生

【答案】A

【解析】



【考点定位】分子动理论

18.【2015·无锡市】．下列关于热机和环境保护的说法，正确的是

A．热机排出的尾气没有内能

B．热机的效率能达到 100%

C．热机都是使用汽油做燃料

D．热机的大量使用会造成环境污染

【答案】D

【解析】

试题分析：一切物体都具有内能，所以尾气中也有内能，故 A错；由于热量的损失存在，热机的效率都不

能达到 100%，故 B错；柴油机用的燃料是柴油，不是汽油，故 C 错；热机所排了的气体中有好多对人体有

害，所以会造成污染，故 D正确；应选 D。学科网

【考点定位】热机；热机的效率

19．【2015·宿迁市】关于功和能，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0℃的物体没有内能

B．物体的机械能越多，内能就越多

C．物体内能增加，一定是从外界吸收了热量

D．在热机的做功冲程中，内能转化为机械能

【答案】D

【解析】

试题分析：一切物体都具有内能，故 A错；机械能与内能是两种不同形式的能量，没有必然的联系，故 B

错；物体内能的增加，还可能是外界对物体做了功，故 C错；做功冲程中，内能减小，机械能增大，所以

说是内能转化为了机械能，故 D正确；应选 D。

【考点定位】 内能及其转化

20．【2015·徐州市】下列微粒中最小的是

A．原子 B．夸克 C．质子 D．原子核

【答案】B

【解析】

试题分析：原子是由居于原子中心的原子核与核外电子组成，原子核是由质子和中子组成的，夸克比质子

还要小，所以说最小的是夸克，应选 B。



【考点定位】粒子的大小比较

21.【2015·盐城市】盐城被誉为“东方湿地之都”，湿地能较好地调节气候，是因为水的（ ）

A.密度大 B.比热容大 C.流动性大 D.热值大

【答案】B

【解析】

【考点定位】物质的物理属性

22.【2015·盐城市】春天，“荷兰花海”花香满园，这一现象表明（ ）

A.分子间有间隙 B.分子间有吸引力

C.分子间有排斥力 D.分子做无规则运动

【答案】D

【解析】

试题分析：闻到花香，是由于花粉的分子在空气中做无规则运动，正确的选项是 D。这一现象并不能说明

分子间有排斥力，花粉分子间的距离比较大，几乎可以认为没有作用力。

【考点定位】分子动理论

23．【2014·常州市】（2分）橡胶棒与毛皮摩擦后，橡胶棒带负电荷，这是因为摩擦使橡胶棒（ ）

A．失去一些电子 B．得到一些电子 C．失去一些质子 D．得到一些质子

【答案】B

【解析】

试题分析：用摩擦使物体带电的方法叫做摩擦起电，毛皮与橡胶棒摩擦时，毛皮失去电子，橡胶棒得到电

子，毛皮由于缺少电子而带正电，橡胶棒由于有了多余电子而带负电，所以橡胶棒带负电。

考点：摩擦起电的实质

24. 【2014·苏州市】关于温度、内能和热量，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物体温度越低，分子运动越剧烈 B.物体温度越高，含有的热量越多

C.水沸腾时吸收热量，温度保持不变 D.物体的温度为 0℃时，其内能为零

【答案】C

【解析】



考点：分子热运动 内能

25.【2014·苏州市】关于物质的组成，下列说法中错误的是

A.物质是由大量分子组成的 B.原子是由原子核和中子组成的

C.原子核是由质子和中子组成的 D.质子和中子是由更小的微粒组成的

【答案】B

【解析】

试题分析：A选项，物质是由大量分子构成的。B选项，原子是由原子核和电子构成的。C选项，原子核是

由质子和中子构成的。D选项，质子和中子是由更小的微粒夸克构成的。错误的选项是 B。

考点：物质的组成

26．【2014·淮安市】（2分）如图所示，是由微颗粒（1﹣50nm）制备得到新型防菌“纳米纸”．在“纳米

纸”的表面细菌无法停留且油水不沾．与此现象有关的判断正确的是（ ）

A．组成“纳米纸”的分子间没有间隙

B．油与“纳米纸”分子间有斥力没有引力

C．“纳米纸”可阻止细菌分子无规则运动

D． 油分子间引力使纸面上的油汇集成小油珠

【答案】D

【解析】



考点： 分子运动论

27．【2014·淮安市】（2分）拖拉机发动机用循环流动的水进行冷却，是利用水具有（ ）

A．较低的凝固点 B．较大的比热容 C．较差的导热性 D．较好的透明性

【答案】B

【解析】

试题分析：由吸热公式 Q 吸=cm△t可知：因为水的比热容较大，相同质量的水和其它物质比较，升高相同

的温度，水比其他物质可以吸收更多的热量，所以拖拉机发动机用循环流动水进行冷却．

考点： 比热容

28．【2014·连云港市】（2分）关于粒子和宇宙，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水和酒精混合后总体积变小，直接证明了分子间存在引力

B．卢瑟福根据实验建立了原子的核式结构模型

C．摩擦起电是通过摩擦的方法创造了电荷

D．宇宙是一个有层次的天体结构，恒星是绝对不动的

【答案】B

【解析】

试题分析：A选项，水和酒精混合后总体积变小，直接证明了分子间存在间隙，所以 A错误。B 选项，物

理学家卢瑟福和他的同事们根据α粒子散射实验装置示意图，提出了原子的核式结构模型，所以 B正确。

C选项，摩擦起电不是创造了电荷，而是电子的转移，所以 C错误。D选项，宇宙是一个有层次的天体结

构，恒星肉眼看起来不动，实际上恒星是运动的，因为宇宙中绝对不动的物体是不存在的，所以 D错误。

正确的选择是 B。

考点：粒子和宇宙

29．【2014·扬州市】烟花三月，瘦西湖的万花园，花香袭人。这是因为

A．分子是运动的 B．分子间存在引力

C．分子间存在斥力 D．物质是由分子组成的

【答案】A

【解析】

试题分析：花香袭人，是因为构成花香的分子处于永不停息地无规则运动中，当这些分子运动到人体的鼻

子中，刺激嗅觉神经，使人闻到花香，所以选择 A。



考点：分子热运动

30．【2014·镇江市】（2分）“端午佳节，粽叶飘香”，这现象说明了（ ）

A．分子间有空隙 B．分子间存在吸引力

C．分子间存在排斥力 D．分子在永不停息的做无规则运动

【答案】D

【解析】

试题分析：分子运动论的基本内容：物质是由分子组成的，分子永不停息的作无规则运动，分子间存在相

互作用的引力和斥力．端午佳节，粽叶飘香这是扩散现象，说明分子在永不停息的做无规则运动。

考点： 分子运动论

31．【2014·扬州市】下列关于“热机”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A．通过技术改进，热机效率可达 100％

B．做功冲程将机械能转化为内能

C．热机常用水做冷却剂，是因为水的沸点高

D．火箭发动机属于热机

【答案】D

【解析】

考点：热机

32．【2014·徐州市】把常温下装满水的玻璃杯与一个空玻璃杯同时放入冰箱冷藏室中．过一会儿，发现空

玻璃杯比装满水的玻璃杯要冷得多，这种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水的（ ）

A．凝固点低 B．凝固点高 C．比热容大 D．比热容小

【答案】C

【解析】

试题分析：水的比热容比玻璃的大，根据热量公式 Q=cm△t的变形公式，
Q

t
cm

  放 质量相等的水和玻璃放



出相等的热量，水降低的温度少，所以空玻璃杯比装满水的玻璃杯要冷得多。

考点：水的比热容的特点及应用

33．【2014·宿迁市】（1分）对粒子和宇宙的认识，正确的是（ ）

A．雾霾是由于固体分子不停运动形成的

B．固体和液体很难被压缩，说明分子间没有空隙

C．用丝绸摩擦玻璃杯，有电子从玻璃棒上转移到丝绸上，玻璃棒带正电荷

D．地球等行星围绕太阳转动，太阳是宇宙的中心

【答案】C

【解析】

考点： 分子运动论

34．【2014·连云港市】（2分）下列诗句中蕴含一定的物理知识，其中说法正确的是

A．“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人们是通过音调辨别出钟声的

B．“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轻舟”的运动是以船上乘客为参照物的

C．“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楼台倒影入池塘”是光的折射

D．“花气袭人知昼暖，鹊声穿树喜新晴”，“花气袭人”说明分子在做无规则运动

【答案】D

【解析】

考点：声现象 机械运动 光现象 分子热运动

35．【2014·南京市】下表是一些物质的比热容[J/（kg·℃）]

水 4 .2×103 铝 0.88×103

煤油、冰 2.1×103 干泥土 0.84×103



沙石 0. 92×103 铜 0.39×103

根据表中数据，下列判断正确的是

A．物质的比热容与物质的状态无关

B．100g水的比热容是 50g水的比热容的两倍

C．质量相等的铝块和铜块吸收相同的热量，铜块温度变化较大

D．寒冬季节，放在室外盛有水的水缸会破裂，主要是因为水的比热容较大

【答案】C

【解析】

试题分析：A物质的比热容与物质的状态有关，水和冰是同种物质，由于状态不同，比热容不同，选项错

误。B选项，同种状态的同种物质，比热容是定值，与质量的大小无关，选项错误。C选项，由于铜的比热

容较小，在吸收热量和质量相同的情况下，铜块的温度变化大，选项正确。D选项，寒冬季节，水凝固成

冰，密度变小，体积变大，将水缸胀破，选项错误。

考点：比热容

二、填空题

1．【2016·淮安卷】酒精和水充分混合后，其总体积 （选填“大于”、“小于”或“等于”）混合前的总

体积，此现象说明组成物质的分子间有 ．

【答案】小于；空隙

【解析】

酒精和水都是由分子构成的物质，它们的分子之间都存在一定的空隙；当把酒精和水混合以后，两种物质

的分子相互穿插渗透，进入彼此的分子空隙，因此总体积会小于二者的体积之和。

【考点定位】分子动理论

2．【2016·无锡卷】在一杯水中滴入红墨水，静置一段时间后发现整杯水变红，此选项说明分子

在 ．将两块表面干净的铅块压紧后，即使在铅块下面挂了物体也不会将它们拉开（如图所示），

这说明分子间存在 （选填“引力”或“斥力”）．



【答案】不停地做无规则运动；引力

【解析】

在一杯水中滴入红墨水，静置一段时间后发现整杯水变红，这是扩散现象，说明分子在不停地做无规则运

动；将两个底面平整、干净的铅柱紧压后，两个铅柱的底面分子之间的距离比较大，表现为引力，使两个

铅柱结合在一起，即使下面吊一个重物也不会将它们拉开．

【考点定位】分子间的作用力

3．【2016·无锡卷】内燃机一个工作循环有吸气、压缩、做功、排气四个冲程，实现将内能转化为机械能

的是 冲程，选择水作为发动机的冷却液，是利用水的 较大的特点．

【答案】做功；比热容

【解析】

【考点定位】内燃机的四个冲程，水的比热容的特点及应用

4．【2016·无锡卷】太阳能路灯的灯杆顶端有太阳能电池板，它能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并向灯杆下方的

蓄电池充电，供夜晚路灯照明．若在一段时间内，太阳光辐射到该太阳能电池板的能量为 2.7×107J．这与完

全燃烧 kg的煤放出的热量相当；这些能量经转化后，可供功率为 35W的路灯工作 60h，那么该太

阳能路灯的能量转化率是 %．（煤的热值为 3.0×107J/kg）



【答案】0.9；28

【解析】

【考点定位】电功的计算，能量利用效率，燃料的热值

5.【2015·扬州市】生活中，常用水做冷却剂，是因为水的 ；冬天下雪后，常在桥面上洒一些盐，这是

因为加盐后，水的凝固点会 ；在锅中隔水蒸菜，打开锅盖时，看见锅中的水在沸腾，但浮在水上的碗

中的水没有沸腾，这是因为 。扬州大学附属中学姜雪峰编

【答案】比热容大 降低 碗中水的温度与锅中水的温度相同，碗中的水无法吸热

【解析】

试题分析：由于水的比热容较大，在温度降低相同时，所吸收的热量较多，能起到良好的降温作用；加上

盐之后成为了混合物，凝固点降低，所以在较低的温度下雪也会熔化；碗中的水的温度虽然达了沸点，但

是由于与周围的温度相同，不能再吸收热量，所以不会沸腾。

【考点定位】比热容；水的沸腾

6.【2015·常州】小明家的常热牌足浴盆额定功率为 750W．某次正常工作 20min，将 10L、20℃的水加热

至 40℃，此过程中足浴盆消耗电能__________J，水吸收热量_________J，消耗电能转化为水吸收热量的效

率为___________％．(c 水=4.2×103J/(kg·℃)

【答案】9×105；8.4×105；93.3%

【解析】

试题分析：此过程中足浴盆消耗电能为 W=Pt=750W×1200s=9×105J；水吸收的热量为 Q=cmΔ

t=4.2×103J/(kg·℃ )×10kg×20℃=8.4×105J；消耗电能转化为水吸收热量的效率为η

=Q/W=8.4×105J/9×105J=93.3%。

【考点定位】功的计算；热量的计算

7．【2015·苏州市】原子是由原子核和 组成的；烛蜡受热变为液体的过程中温度一直在升高，说明

烛蜡是 ．

【答案】核外电子 非晶体



【解析】

试题分析：原子是由居于原子中心的原子核与核外电子所组成，原子核带正电，核外电子带负电；由于蜡

烛在熔化过程中温度一直变化，所以可以说明蜡烛是非晶体，非晶体没有固定的熔点。

【考点定位】 原子结构；物质的分类

8．【2015·泰州市】如图所示，在空气压缩引火仪的玻璃筒底部放一小团干燥的棉花，快速压下活塞，可

观察到棉花着火燃烧．此过程中活塞对筒内气体做功，气体的内能 ，这与四冲程汽油机的 冲

程的能量转化相同．某台汽油机飞轮的转速为 2400r/min，在 1min内，汽油机完成 个工作循环．

【答案】增加；压缩；1200

【解析】

【考点定位】内燃机的冲程及能量转化

9．【2016·泰州卷】质量为 10kg、温度为 20℃的水，吸收 1.26×106J的热量后，温度升高到 ℃，

若这些热量是由酒精完全燃烧提供的，至少需要 g酒精．[c 水=4.2×103J/（kg℃），q 酒精=3×107J/kg]．

【答案】50；42

【解析】

水吸收的热量：Q 吸=cm△t=cm（t﹣t0），即：1.26×106J=4.2×103J/（kg℃）×10kg×（t﹣20℃）

解得：t=50℃，由题知，Q 放=Q 吸=1.26×106J，由 Q 放=m′q得需要酒精的质量：

m′= = =0.042kg=42g。

考点：热量的计算；燃料的热值



10．【2015·无锡市】现探明中国南海海底有大量的可燃冰．已知可燃冰的热值比煤气的热值大得多，则无

完全燃烧相同质量的可燃冰和煤气，燃烧________放出的热多 1kg 的可燃冰，燃烧一半后，剩余可燃冰的

热值_______．（选填“变大”、“变小”或“不变”）

【答案】可燃冰；不变

【解析】

【考点定位】热值

11．【2015·宿迁市】某家用电热水壶的额定功率是 1.5kW,正常工作 3min，该电热水壶消耗的电能是

J，不计热量损失，可将 1.5L初温为 20℃的水加热到 ℃.[ρ水=1.0×103kg/m3，c 水=4.2×103J/（kg·℃）.

结果保留一位小数]

【答案】 2.7×105 62.9

【解析】

试题分析：正常工作 3min电热水壶消耗的电能：W=Pt=1500W×180s=2.7×105 J；水的质量为 m 水=ρ水V 水

=1.0×103kg/m3×1.5×10-3kg/m3=1.5kg，所以加热到的温度为：t=Q/cm-t0=（2.7×105 J/（4.2×103J/（kg·℃）×1.5kg））

+20℃= 62.9℃。

【考点定位】 有关热量的计算

12.【2015·盐城市】在比较不同燃料热值的实验中，小明利用与图示完全相同的两套实验装置，分别在燃

烧皿中放入质量相同的燃料甲和燃料乙，点燃后对质量都为 100g和初温都为 20℃的水加热.燃烧相同时间

后，用甲加热后的水温度为 30℃，另一杯水温度为 24℃。此过程水的内能 （增大/减小）用甲加热

的水吸收的热量为 J.此时 （能/不能）说明甲的热值较大.水的比热容为 4.2×103J/(kg·℃)

【答案】增大 4.2×103 不能



【解析】

【考点定位】热值 比热容

13.【2016·连云港卷】春暖花开，鸟语花香。闻到花香是因为分子的_______。固体很难被压缩，是因为固

体分子间存在着_______。

【答案】无规则运动；斥力

【解析】

春暖花开，鸟语花香，闻到花香，是芳香物质的分子扩散到空气中，扩散表明一切物质的分子都是不停的

做无规则的运动；分子间存在斥力，固体分子间距离较小，所以固体和液体很难被压缩。

考点：分子的运动；分子间的作用力

14.【2016·连云港卷】某家庭需要将 50kg、初温为 10℃的水加热到 50℃作为生活用水，他们利用煤气灶烧

水，需要燃烧 0.8kg的煤气。这些水从 10℃加热到 50℃需要吸收的热量为_______J，0.8kg 的煤气完全燃烧

放出的热量为_______J，煤气灶烧水的效率为_______。（c水=4.2×103J/（kg·℃)，q煤气=4.2×107J/kg）

【答案】8.4×106 ；3.36×107 ；25%

【解析】

水吸收的热量：Q 吸 =cm 水 △t=4.2×103 J/（kg•℃）×50kg×（60℃-20℃）=8.4×106 J；

0.8kg 煤气完全燃烧放出的热量：Q 放 =m 煤气 q=0.8kg×4.2×107 J/kg=3.36×107 J；

燃气灶烧水的效率：η=Q 吸/Q 放=8.4×106J/3.36×107J×100%=25%

考点：热量的计算

15.【2015·镇江市】某同学用如图所示装置测量酒精热值，他在烧杯中加入 300g水，调好装置后，加热使

水温升高 50℃，水需要吸收的热量为 J，他测得此过程中消耗了 6g酒精，利用酒精燃烧放出的热量与

水吸收的热量相等，算得酒精热值 q= J/kg，他查表得到 q 酒精=3.0×l07J/kg，发现两者偏差较大，你认为

其中的原因可能是 （写出一条原因即可）。



【答案】6.3×104 1.05×107 酒精未完全燃烧

【解析】

【考点定位】 热量的计算；比热容；热值

16.【2015·镇江市】如图所示，工作中的四冲程汽油机正处于 冲程，该冲程将 转化为机械能.若该

汽油机每秒完成 40个冲程，则每秒它对外做功 次、飞轮转过 圈。

【答案】做功 内能 10 20

【解析】

试题分析：由图示可知，此时的活塞向下运动，两个气门都是闭合的，符合做功冲程的特征，此冲程中燃

气的内能转化为活塞的机械能；内燃机每完成四冲程做功一次，所以完成 40 外冲程对外做功 10次，每完

成一次做功飞轮转过两圈，故飞轮转了 20圈。

【考点定位】 内燃机

17.【2015·镇江市】在比较一定量的水和酒精混合前后总体积大小的实验中，在直玻璃管中应先注入 ，

目的是 。为使实验观象更明显，应选用内径较 的玻璃管。

【答案】水 记录酒精和水混合前的体积

【解析】

试题分析：由于水的密度大于酒精的密度，所以应先注入水，这样刚开始时，两种物质不会混合，便于记

录酒精和水混合前的体积，在本实验中是通过液柱的长短变化来判断的，所以应选用内径较小的玻璃管较

为明显。



【考点定位】 扩散现象

18．【2014·常州市】（2分）2013年 6月 20日，航天员王亚平在天宫一号内进行如下实验：

①将 金属圈伸进水袋再拉出，金属圈内形成一个薄薄的水膜，晃动金属圈，水膜没有破裂，原因是 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②用注射器向水球内注入少量红墨水，过一会儿，整个水球都变成了红色，原因是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液体表面张力的作用；分子在水中扩散形成的．

【解析】

考点：分子间的作用力，扩散现象。

19．【2014·淮安市】（2分）如图所示，汽车沿水平路面高速行驶，车轮与地面之间摩擦做功，将 能

转化为内能，轮胎的温度会 ．

【答案】机械 升高

【解析】

试题分析：改变内能的途径是：做功和热传递，汽车沿水平路面高速行驶，车轮与地面之间摩擦对轮胎做

功，将机械能转化为轮胎内能，轮胎的温度会升高．

考点：做功改变物体内能

20.【2014·盐城市】已知天然气的热值为 4.4×107J/kg，20g天然气完全燃烧放出的热量为__________J。用

天然气将一壶水烧开，水壶中水的温度升高的过程中，水的内能__________。壶口上方的水蒸气液化成“白

气”的过程中__________（吸收/放出）热量。

【答案】880000 增加 放出

【解析】



考点：热量计算、内能变化

21．【2014·南京市】我国第一位“太空教师”王亚平在“天宫一号”授课时，将一个金属圈插入饮用水袋，

抽出后 制作了一个水膜，往水膜表面贴上一片画有中国结图案的塑料片．水膜依然完好，如图甲所示，

这表明分子之间存在 ；用注射器向制作好的水球内注入少量红色液体，水球变成了一枚“红宝石”，如

图乙所示，这表明分子在 。“天宫一号”和地面之间的信息传播是通过 波来实现

的，这种波在真空中的传播速度是 m/s。

甲 乙

【答案】引力 运动 电磁 3×108

【解析】

试题分析：往水膜上贴塑料片，水膜依然完好，表面分子间有引力，才没有被塑料片破环。向水球内注入

少量红色液体，通过扩散整个水球变成了一枚“红宝石”，说明分子在不停地运动。“天宫一号”和地面之

间隔着真空，只能通过电磁波传递信息。电磁波在真空中的速度是 3×108m/s。

考点：分子 电磁波

22．【2014·南京市】如图所示是演示点火爆炸的实验装置，按动电火花发生器的按钮，点燃盒内酒精，盒

盖被打出去．这是因为酒精燃烧产生的燃气对外 ，燃气的 能转化为盒盖的

能，这与四冲程汽油机的 冲程的能量转化相同，



【答案】做功 内 机械 做功

【解析】

考点：内能 四冲程汽油机

23．【2014·连云港市】（8分）小华同学利用图甲所示装置对 100g冰加热，他每隔相同时间记录一次温度

计的示数，并观察物质的状态．图乙是他根据记录的数据绘制的温度﹣时间图象，根据图象可知：

（1）冰属于 （选填“晶体”或“非晶体”）；

（2）在 BC 阶段物质处于 状态（选填“固体”、“液体”或“固液共存”）；

（3）设相同时间内物质吸收的热量相同，则 BC阶段物质共吸收了 J的热量（c 冰=2.1×103J/kg•℃，

c 水=4.2×103J/kg•℃）；

（4）图丙是另一位同学在完成同一实验时绘制的温度-时间图象，老师认为他的 C段数据有问题，老师做

出这样的判断的依据是 ．

【答案】（1）晶体； （2）固液混合； （3）4.2×103；

（4）水的比热容较大，质量相同的冰和水吸收相同的热量，水升温应较慢．

【解析】

试题分析：（1）由图象可知，该物质在熔化过程中温度保持不变，所以是晶体。



考点：晶体的熔化 比热容

24．【2015·南通市】（4分）“神舟”飞船穿越大气层返回地面时，与大气层摩擦，通过 方式，将 能

转化为内能。为避免飞船因高温而损坏，其外壳涂有的烧蚀材料在升温后，可迅速 （填物态变化名

称）成气体，并 大量的热。

【答案】做功、机械、升华、吸收

【解析】

试题分析：改变物体内能的方式有两种：做功和热传递；和大气摩擦时是通过做功的方式将机械能转化为

内能的；烧蚀材料在内能增大时，由固态直接变成了气态，属升华现象，在这一过程中要吸收热量。

【考点定位】内能的改变方式；物态变化

25．【2014·泰州市】（3分）常见物质是由大量分子组成的．扩散现象是由于分子 形成的；一定量

的水和酒精混合总体积变小，是由于分子之间存在 ；固体和液体很难被压缩，是由于分子之间存

在 ．

【答案】运动；间隙；斥力．

【解析】

试题分析：分子运动论的内容是：（1）物质由分子组成；（2）一切物体的分子都永不停息地做无规则运动。

（3）分子间存在相互作用的引力和斥力。

常见物质是由大量分子组成的．扩散现象是由于分子运动形成的，扩散现象说明：一切物体的分子都永不

停息地做无规则运动。；一定量的水和酒精混合总体积变小，是由于分子之间有间隙；固体和液体很难被压

缩，是由于分子之间存在斥力．

考点：分子运动论

三、作图、实验写探究题

1.【2015·南京市】（7分）如图所示是“探究不同物质吸热升温现象”的实验装置．用同一套装置，先后

加热并不断搅拌质量相等的煤油和水．

(1)要完成该探究实验，除了图中所示的器材外，还需要的测量工具有天平和 ．



(2)小明设计的记录数据的表格如下，分析表格可知：他是用 相同比较 的方法来完

成探究实验的．

(3)实验结束后，小明查表知道水的比热容为 4.2×l03 J/( kg.℃)，则 500g水温度升高 20℃吸收的热量是 J；

若这些热量由酒精完全燃烧获得，则至少要消耗 g酒精． (酒精的热值为 3.0×107 J/kg)

(4)在受太阳照射的条件相同时，内陆地区昼夜温差比沿海地区 ，这是因为干泥土和水相比， 较小。

【答案】（1）秒表 （2）加热时间 升高的温度（3）4.2×l04 1.4 （4）大 比热容

【解析】

沿海地区大。

【考点定位】比热容

2．【2015·苏州市】（5分）在“比较不同物质吸热升温情况”的实验中：

（1）小丽和小明用一套器材做加热水和煤油的实验，如图甲所示．在组装器材时应先调节 （A/B）的高

度，调节它的高度是为了 ．

（2）组装好器材，他们先后在同一个烧杯中称出质量相等的水和煤油，分别加热相同的时间，比较水和煤

油 ，得出结论．要完成该实验，除图甲所示器材外，还需要的一个测量工具是 ．

（3）在对实验进行反思时，他们认为原方案有需要两次加热耗时长等缺点，因此改进方案并设计了图乙所

示的装置．与原方案相比，该方案除克服了上述缺点外还具有的优点是 ．（答出一个即可）



【答案】（1）A 确保用外焰加热 （2）升高的温度 秒表 （3）用“水浴法“加热，受热更均匀，不需搅

拌

【解析】

【考点定位】 比热容

3．【2015·宿迁市】小华用如图实验装置探究水和煤油比热容的大小.在两个相同的烧杯中加入初温相同和

相同的水和煤油，用两个相同的酒精灯同时进行加热，并用玻璃棒不断搅拌，每隔一分钟记录一次温度，

记录的数据如下表：

加热时间/min 0 1 2 3 4

温度/℃
煤油 20 22 24 26 28

水 20 21 22 23 24

水 煤
油

玻璃棒 玻璃棒

（1）实验中用玻璃棒不断搅拌，目的是让液体 .

（2）分析实验数据可知，水的比热容 煤油的比热容.（选填“大于”、“等于”或“小于”）

（3）下列现象可用比热容知识来解释的是 .

A．夏天在教室洒水，感到凉爽 B．金属勺装有塑料手柄 C．沙漠地区昼夜温差较大



【答案】质量 （1）受热均匀 （2）大于 （3）C

【解析】

【考点定位】 比热容大小比较

4．【2014·徐州市】阅读短文，回答文后的问题

爆米花

爆米花是一种很受欢迎的食品，它通常是由玉米加工而成．那么玉米粒是如何变成爆米花的呢？

传统的爆米机实际上是一个带有密封盖的铁罐子．加工爆米花时，用煤炉给装有玉米粒的爆米机加热，密

封在罐里的玉米粒温度不断升高，其中的水分逐渐变成水蒸气，玉米粒内部压强不断增大．部分水蒸气从

玉米粒中跑出，进入铁罐内，而铁罐内气体的温度也在不断升高，压强越来越大．玉米粒像吹足气的小气

球，但由于受到罐内气压的约束，它们不能爆开．加热到一定程度时，打开爆米机的密封盖，罐内气体压

强迅速减小，高温高压的玉米粒突然进入气压较低的环境中，便迅速爆开，变成了爆米花．

（1）加工爆米花的过程中，通过 的方式使玉米粒的内能增加．

（2）加热过程中，玉米粒中的水发生的物态变化是 ．

（3）在整个加工过程中，能反映罐内气体压强 p和温度 t变化情况的图象是 ．

（4）如果加工一次爆米花需要消耗 0.5kg 的无烟煤，若这些无烟煤充分燃烧，放出的热量为 J（无烟

煤的热值为 3.4×107J/kg）．



【答案】（1）热传递； （2）汽化；（3）B；（4）1.7×107．

【解析】

（4）0.5kg的无烟煤充分燃烧放出的热量：Q 放=mq=0.5kg×3.4×107J/kg=1.7×107J．

考点：热传递和做功改变内能，热值计算，汽化现象

5.【2014·盐城市】小明在学习“物质的比热容”时，取相同质量的水和沙子，用相同的酒精灯加

热，测得它们升高的温度如表，并在图乙中作出沙子升高的温度随时间变化的图线．

（1）用温度计测量水的初温如图甲所示，其读数为__________℃。

（2）实验中选用相同的酒精灯加热，可以认为相同时间内水和沙子__________相同．

（3）请利用表中数据在图乙中作出表示水升高的温度随时间变化规律的图线。

（4）沙子在 1.0～1.5min内升高的温度有明显异常，其主要原因是__________。

（5）小明再用 50g水和 100g水做实验，以吸收的热量 Q为纵坐标，升高的温度△t为横坐标，分别画出

50g水和 100g水的 Q-△t图象．它们都是过原点的直线，即 Q=k△t．进一步分析，发现这两条直线的 k

值与对应水的__________之比相等。

加热时间 /min 0.5 1.0 1.5 2.0 2.5

升高的

温度 /℃

水 2.0 4.0 6.0 8.0 10.0

沙子 4.3 7.9 15.2 18.4 21.5



【答案】（1）18 （2）吸收的热量 （3）答案如图所示 （4）没有及时用玻璃棒搅拌，使沙子受

热均匀 （5）质量

【解析】

考点：比较质量相等的不同物质吸热升温快慢

五、计算题

1.【2015·常州】(5分)常州三井小学安装有太阳能发电站，基本结构和 5月初电能表的示数如图甲所示；5

月底电能表的示数如图乙所示．

问：(1)5月份，发电站向办公楼输送电能多少焦耳?



(2)用燃煤发电的效率为 30％，已知燃煤的热值为 3×107J/kg，若火力发电站要产生和学校办公楼 5月份用电

量相等的电能，需消耗燃煤的质量为多少?

【答案】（1）3.6×1010J；（2）4000kg

【解析】

【考点定位】热量的计算；效率

2．【2015·苏州市】（6分）某学习小组同学想研究酒精灯烧水时的热效率．他们用酒精灯给 100g的水加热，

经过一段时间测得水温升高了 60℃、消耗了 4.2g酒精．已知：水的比热容为 4.2×103J/（kg•℃），酒精的热

值为 3×107J/kg．求：

（1）此过程中水吸收的热量；

（2）4.2g酒精完全燃烧放出的热量；

（3）酒精灯烧水时的热效率．

【答案】（1）2.52×104J；（2）2.52×105J；（3）20%。

【解析】

试题分析：（1）水吸收的热量为 ：Q 吸=cm(t-t0)=4.2×103J/（kg•℃）×0.1kg×60℃=2.52×104J；

（2）4.2g酒精完全燃烧放出的热量为：Q 放=mq=4.2×10-3kg×3×107J/kg=2.52×105J；

（3）酒精灯烧水时的热效率：Q 吸/Q 放=20%。

【考点定位】 有关热量的计算；效率

3．【2014·常州市】（6分）阿根廷科学家设计了一款“牛屁屁收集器”，在牛背上装有一个塑料袋，通过导

管收集牛体内排出的气体．从一头成年牛平均每天排放出的气体中可提取 0.21kg甲烷．若这些甲烷完全燃

烧放出的热量全部被水吸收，可使多少质量的水从 20℃升高到 70℃？[q甲烷=5.6×107J/kg，c水=4.2×103J/

（kg•℃）]．



【答案】若这些甲烷完全燃烧放出的热量全部被水吸收，可使 56kg 的水从 20℃升高到 70℃．

【解析】

考点： 热量计算

4. 【2014·苏州市】（6分）燃气灶烧水时，把质量为 2kg、初温为 20℃的水加热到 100℃，共燃烧了 0.02m3

天然气（假设天然气完全燃烧）．已知水的比热容为 4.2×103J/（kg·℃），天然气的热值为 8.4×l07J/m3.求：

（1）水吸收的热量；

（2）天然气完全燃烧放出的热量；

（3）燃气灶烧水时的效率．

【答案】（1）6.72×105J （2）1.68×106J （3）40%

【解析】

试题分析：（1）水吸收的热量 JkgJtQ 53 1072.680kg2)/(102.4cm  ℃℃吸 。

（2）天然气完全燃烧放出的热量
7 3 3 68.4 10 J/m 0.02m =1.68 10 JQ qV    放 。

（3）燃气灶烧水时的效率 %40
1068.1
1072.6

6

5






J
J

Q
Q

放

吸 。

考点：比热容 热值 燃气灶的效率

5．【2014·泰州市】（7分）三峡水电站有“照亮半个中国”的美誉，它的年平均发电量约为 8.5×1010kW•h，

相当于一座年消耗 5×1010kg 标准煤的火力发电站的发电量．

（1）标准煤的热值为 2.9×107J/kg，完全燃烧 5×1010kg 标准煤能放出多少热量；

（2）以三峡水力发电代替同等的火力发电，每年会少排 CO2气体 1.2×1011kg，这些气体的体积是多少 m3

（通常情况下 CO2气体的密度为 2kg/m3）；

（3）根据本题中的数据，计算火力发电的效率．



【答案】（1）这些煤完全燃烧后，将放出为 1.45×1018J；（2）这些二氧化碳气体在通常情况下的体积约为

6×1010m3；（3）火力发电站的效率为 21.1%．

【解析】

考点： 热值计算、密度计算、热机效率

6．【2016·宿迁卷】某太阳能热水器中装有 40kg 的水，阳光照射一段时间后，水温从 10℃升高到 60℃，

已知 c 水=4.2×103J/（kg•℃）．求：

（1）热水器中的是所吸收的热量；

（2）如果水吸收的热量用天然气来提供，需要完全燃烧多少立方米的天然气？（天然气的热值为

8.4×107J/m3，假设天然气完全燃烧放出的热量全部被水吸收）

【答案】（1）8.4×106J；（2）0.1m3

【解析】

（1）热水器中水吸收的热量：Q=cm（t﹣t0）=4.2×103J/（kg•℃）×40kg×（60℃﹣10℃）

=8.4×106J；

（2）天然气完全燃烧放出的热量 Q 放=Q 吸=8.4×106J，因为 Q 放=Vq

所以天然气的体积
6

3
7 3

8.4 10 0.1
8.4 10 /

Q JV m
q J m


  


放 。

答：（1）热水器中的水所吸收的热量是 8.4×106J；（2）如果水吸收的热量用天然气来提供，需要完全燃烧

0.1m3的天然气。

考点：热量计算

7．【2016·苏州卷】（4 分）己知天然气的热值为 4.2 ×107J/m3，水的比热容为 4.2 ×103 J/（kg .℃）．

（1）完全燃烧 0.04 m3天然气可放出热量为 J ．

（2）某天然气灶烧水的效率为 50 %，完全燃烧 0.04 m3天然气可使常温下 5kg 的水温度升高 ℃．



【答案】（1）l.68 ×106 （2）40

【解析】

考点：燃烧热的计算 比热容 效率的计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