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2021学年四川成都锦江区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高一上学期开学考试物理试卷

一、单项选择题

（本大题共15小题，每小题2分，共30分）

1.

A.抛出的石块在空中运动 B.小船在水面上滑行

C.生产技术革新运动 D.月亮绕地球的运动

下列所举的事例中， 机械运动的是（    ）不. 属. 于.

2.

A.

B.

C.

D.

下列关于运动速度的说法，正确的是（    ）

在相同时间内，物体经过的路程越长，运动速度越小

物体在单位时间内通过的路程越大，运动速度越大

在运动相同路程情况下，物体所用的时间越长，运动速度越大

做匀速直线运动的物体，速度大小与运动路程成正比，与运动时间成反比

3.

A.甲、乙都由静止开始运动 B.甲、乙都以 的速度做匀速直线运动

C.甲、乙两车经过 一定相遇 D.甲车速度越来越大，乙车速度不变

如图，图甲是小车甲运动的 图像，图乙是小车乙运动的 图像，由图像可知（    ）

甲 乙

4.

A.

如图所示， 、 、 三个石块叠在一起处于静止状态，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石块 所受合力不为零



B.

C.

D.

石块 受到石块 的重力和压力的作用

石块 受到的重力和石块 对石块 的支持力是一对平衡力

石块 对石块 的压力和石块 对石块 的支持力是一对相互作用力

5.

A.

B.

C.

D.

如图所示是探究“阻力对物体运动影响”的实验装置，下列有关此探究活动的各种表述， 的是（    ）

每次实验时，应使小车从斜面的同一高度滑下

由于惯性，小车到达水平面后继续向前运动

水平面越粗糙，小车在水平面上前进的距离越远

运动的物体若不受阻力，将一直运动下去

错. 误.

6.

A. B. C. D.

如图，用 的压力 将重 的物体 紧紧压在墙壁上，物体以 的速度沿墙壁匀速下滑，那么

物体 与墙壁之间的摩擦力为（    ）

7.

A.

B.

C.

如图所示的装置，物块 放在粗糙程度相同的水平桌面上，左右两端用细线通过滑轮连接着两个相同的

吊盘．小聪用它做实验时发现：当在左盘中放 的砝码、右盘中放 的砝码时，物块 可以向右

做匀速直线运动．如果盘中的原有砝码都不变，使物块 最终可以向左匀速直线运动的方案是（滑轮的

摩擦不计）（    ）

在左盘中再加 砝码

在左盘中再加 砝码

在左盘中再加 砝码，在右盘中再加 砝码



D.在左盘中再加 砝码，在右盘中再加 砝码

8.

A. B. C. D.

一个人先后用同样大小的力 将不同质量的物体分别放在光滑水平面、粗糙水平面和粗糙斜面上沿力的

方向移动相同的距离 （如图所示），该力在这三个过程中所做的功分别为 、 、 ，关于它们之

间的大小关系说法正确的是（    ）

          

9.

A. B. C. D.

雨滴在空中下落时，其所受阻力与速度的平方成正比，即 （ 为常数），若有两雨滴质量分别为

和 从高空中由静止开始下落，落到地面前都做匀速直线运动，则落地时雨滴的重力功率之比为（  

 ）

10.

A.弹簧 和 的势能同时减小 B.弹簧 和 的势能同时增大

C.弹簧 的势能增大， 的势能减小 D.弹簧 的势能减小， 的势能增大

如图所示，两边分别用弹簧 和 拴住的滑块 静止在 点处，用手向右拨动滑块 ，它就可以在光滑

的水平面上来回运动，当滑块从 点向右运动时（弹簧在弹性限度内）（    ）

11.

A.

B.

C.

D.

中国高铁、移动支付、共享单车、鲲龙 水陆两栖飞机 ，当今中国，科技进步使生活更精

彩．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复兴”号高速列车因为速度很大所以惯性很大

用手机进行移动支付时，是利用超声波传递信息的

使用共享单车时，用手机扫描二维码开锁，二维码位于手机摄像头的二倍焦距以外

鲲龙 水陆两栖飞机在高空所受的大气压强比水面附近的大气压强大

12. 年 月 日，在中国海军建军 周年纪念日上举行了海军阅兵仪式．展示了中国海军的军威．如图

是最新入列的“ 南昌舰”．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

B.

C.

D.

舰艇雷达发射和接收的是超声波

舰艇甲板上有凹凸不平的纹路是为了减小摩擦

舰艇对水的压力与水对舰艇的浮力是一对平衡力

舰艇上加装质量为 吨的装备，排水体积增加

13.

A.

B.

C.

D.

小明在“探究通过导体的电流与其两端电压的关系”时，将记录的实验数据通过整理作出了如图所示的图

像，根据图像，下列说法 的是（    ）

当在导体乙的两端上加 的电压时，通过导体乙的电流为

将甲、乙两导体并联后接到输出电压为 的电源上时，干路中的电流为

通过导体甲的电流与其两端的电压成正比

导体甲的电阻大于导体乙的电阻

错. 误.

14.

A.

B.

C.

D.

如图所示电路中，电源两端电压不变， 是定值电阻， 是滑动变阻器．闭合开关 后，在滑片 向右

滑动的过程中，关于理想电压表和理想电流表的判断正确的是（    ）

电流表 示数变小，电压表 示数变小， 示数变大

电流表 示数变小，电压表 示数变大， 示数不变

电流表 示数变大，电压表 示数变小， 示数不变

电流表 示数变小，电压表 示数不变， 示数变小

15. 如图所示，用 的水平拉力 拉滑轮，可以使重 的物体 以 的速度在水平地面上匀速运

动，物体 重 ，弹簧测力计的示数为 且不变．若不计轮重、弹簧测力计重、绳重和轴摩擦，则下



A.地面受到的摩擦力为 B.滑轮移动的速度为

C.水平拉力 的功率为 D.在 内绳子对物体 所做的功为

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二、不定项选择题

（本大题共5小题，每小题2分，共10分）

16.

A.

B.

C.

D.

物理小组的同学们练习安装照明电路，接通电源之前，老师将火线上的保险丝取下，把一个额定电压为

伏的灯泡作为检验灯泡连接在原来安装保险丝的位置，同时要求同学将电路中所有开关都断开．用

这种方法可以检查电路的连接情况．在接通电源后，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若检验灯泡正常发光，表明电路连接正常

若检验灯泡不亮，但将某一个用电器的开关闭合后检验灯泡正常发光，表明这个开关的两端直接连

到了火线和零线上

检验灯泡不亮，但将某一个电灯的开关闭合后，这个电灯和检验灯泡都能发光，只是亮度都不够，

这表明电路连接正常

不论将电路中用电器的开关断开还是闭合，检验灯泡均不发光，这表明电路中有短路

17.

A.

B.

C.

D.

两辆汽车 、 在平直路面上运动时的 图像如图甲所示，初始时运动方向如图乙所示，下列说法中

的是（    ）

 

在 时间内，两车速度

在 内，两车速度

在 时间内，以 车为参照物， 车向东运动

在 时间内，以地面为参照物， 车向西运动

不. 正. 确.

18. 如图甲所示，小球从某高度处静止下落到竖直放置的轻弹簧上，并压缩弹簧，从小球刚接触到弹簧到将



A.小球受到的弹力逐渐减小 B.小球在 点时重力和弹力大小相等

C.在运动过程中小球的动能不断增大 D.在运动过程中小球的机械能不断减小

弹簧压缩到最短的过程中，得到小球的速度 和弹簧被压缩的长度 之间的关系如图乙所示，其中 为

曲线最高点，不计空气阻力，弹簧在整个过程中始终发生弹性形变，则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19.

A.

B.

C.

D.

如图甲所示是小明设计的调光灯电路图，他将粗细均匀的电阻丝 通过滑片 连入电路，小灯泡的额

定电压为 ．闭合开关 后，滑片 从最左端 滑到最右端 的过程中，小灯泡的 关系图像如图乙

所示．设电阻丝 的阻值不随温度变化，电压表为理想电表，则下面说法中正确的是（    ）

    

电阻丝 的阻值为

小灯泡的最小功率为

电路中的最大功率是

滑片 从最左端 滑到最右端 的过程中，电压表示数逐渐变大

20.

A.  ， B.  ，

C.  ， D.

如图所示，三只电阻  、 、  分别以甲、乙、丙三种方式接在同一个输出电压不变的电源上．已

知  ，  ， ，则  、  的大小分别为（    ）

          

三、填空题

（本大题共6小题，共12分）

21. 抛出去的东西总是落向地面，这是由于物体受            的缘故，这个力的施力物体是            ．建筑工地



上常用重垂线检查墙砌得是否竖直，这是利用            道理．

22. 用电器                      工作时的电压叫做额定电压，在额定电压下工作时的电功率叫做                      ．而

实际功率是指用电器在                      下的电功率．

23. 如图所示，用滑轮组拉动重为 的物体 ，使物体 在水平方向上移动 ，所用拉力 为 ，地面

对物体 的摩擦力为 ，则拉力 做的功为            ，滑轮组的机械效率为                      ．

24. 在如图所示的电路中，电源电压保持不变．闭合开关 ，当滑动变阻器的滑片 向右移动时，理想电压

表 的示数将            （变大/不变/变小），理想电压表 与理想电流表 示数的比值将            （变大/

不变/变小）．

25. 如图为电阻 和 的 图像．若将 、 串联接入某电源两端，则闭合开关后，它们两端的电压 、

之比是            ；若将 、 并联接入电源两端，闭合开关后，测得干路电流为 ，则电源电压

是            ．

四、作图题与实验探究

（本大题共3小题，共20分）

26.

（ 1）

下面是小聪利用刻度均匀的匀质杠杆进行探究“杠杆平衡条件”的实验．

调节平衡后，在杠杆 点处挂 个钩码，如图甲所示，则在 点处应挂            个同样的钓码，杠

杆仍然在水平位置平衡．



（ 2）

（ 3）

图乙是小聪利用弹簧测力计做的某次实验情景，已知杠杆每格长  ，钩码每个重  ，请将

弹簧测力计的示数填入下表．

实验

序号

动力
动力臂 阻力 阻力臂

1  

上述实验数据不符合杠杆平衡条件，出现问题的原因是                                           ．

27.

（ 1）

A. B. C. D.

（ 2）

（ 3）

某实验小组在“探究凸透镜成像特点”的实验中，进行了如下的实验操作：

在光具座上正确安装并调整好各器材后，移动蜡烛与光屏至如图所示的位置时，光屏上出现清晰

的烛焰的像．这个像是倒立、            的（选填“放大”、“缩小”或“等大”）．

根据图中烛焰、凸透镜、光屏的位置，可推断这个凸透镜的焦距可能是（    ）

如果有一只飞蛾突然飞来停在凸透镜的左侧面上，则光屏上            （选填“会”或“不会”）出现飞

蛾的像，原因

是                                                                                                                            ．

28. 在“测定小灯泡的电功率”的实验中，小明同学选取了一个标有“  ”、额定功率约为  的小灯泡和必

要的实验器材，连接的电路如图甲所示．

次数
电压表示数 电流表示数

灯泡亮度

发光微弱

较暗

 正常发光



（ 1）

（ 2）

（ 3）

很亮

闭合开关前，老师检查发现小明同学连接的电路有一根导线连接错误，请你在错误的连线上画“

”，并只移动一根导线，用笔画线代替导线将电路连接正确．

经检查电路连接正确后，小明连续进行了 次测量，并把测量的数据和观察到的现象填写在表格

里，其中第 次测量时电流表的示数如图乙所示，此时的电流为             ，小灯泡的额定功率

为             ．

从表格中的数据可知，灯丝的电阻随两端电压的增加而            （“增大”或“减小”），灯丝电阻发

生变化的本质是电阻随            而增大．

五、计算与应用

（本大题共4小题，共38分）

29.

（ 1）

（ 2）

如图是某科技小组设计的在岸边打捞水中金属块的装置示意图，每个滑轮重为 ，均匀实心金属块

的密度为 ，金属块的质量为 ．绳重和摩擦、滑轮与轴及杠杆支点处的摩擦、水对金

属块的阻力均忽略不计，金属块一直匀速上升．（水的密度， ， 取 ）

在金属块还未露出水面时，求此时金属块所受到的浮力．

在金属块未露出水面时，求人的拉力 ．

水

30. 在抗击新型肺炎这场特殊战役中，人们对武汉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两家医院的施工场地上的挖掘

机、吊车、水泥搅拌车、叉车等施工机械起了各种昵称，还拥有了自己的粉丝团．其中，被叫为“叉酱”



（ 1）

（ 2）

（ 3）

的各类叉车更是 位出道，如图所示，“叉酱”正把质量为 的重物从地面匀速竖直提升 ，用时

．此过程消耗柴油 ，若柴油完全燃烧（柴油热值为 ， ）．求：

提升过程中重物上升的速度．

提升重物过程中做的有用功．

提升重物过程中的效率．

31.

（ 1）

（ 2）

（ 3）

银川市的新建筑——北京路向东延伸及滨河黄河大桥如图所示．路线全长 ，北京路东延伸工

程长 ，滨河黄河大桥工程长 ．其中，北京路东延伸含 高架桥，这是宁夏第一座城

市高架桥．它在实现快速通行能力的同时，保护了湿地湖泊、减少了建设征地、保留了地面原有路网结

构，充分体现了绿色、环保、快捷通行的设计思路．路线采用双向八车道，设计速度 ．请你用

所学过的物理知识完成以下问题：

根据大桥设计，过桥车辆对桥面的压强一般应控制在 以内．有一辆质量为 的 轮

轻型货车要过桥，如果每个车轮与路面的接触面积为 ，请你计算允许该货车通过滨河大

桥载货的最大质量是多少千克．（ 取 ）

这辆车按桥梁设计速度匀速通过高架桥，需要几分钟．（结果保留整数位）．

若这辆车在上述运动过程中，输出功率为 ，则它受到的阻力为多大．

32. 为畅享“绿色家园，环保生命”的生活理念，某家庭购置了一款多功能养生壶，该壶具有精细烹饪、营养

量化等功能，深受市场认可和欢迎．如图是某品牌养生壶简化电路图，开关 可以断开、接 、接 [

]．

项目 参数

额定电压（

）

低温档功率（

水



（ 1）

（ 2）

（ 3）

（ 4）

 ）

中温档功率（

 ）

高温档功率（

 ）

开关 、 处于什么状态时，养生壶处于低温档．

养生壶处于中温档工作时，求电路中的电流大小．

求 的阻值．

在标准大气压下，使用高温档正常加热，将质量为  、初温是  的一壶水烧开，用了

，求水吸收的热量和养生壶高温档的加热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