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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２０１９级高中毕业班摸底测试

物　理

本试卷分选择题和非选择题两部分.第Ⅰ卷(选择题)１至３页,第Ⅱ卷(非选择题)４至６页,

共６页,满分１００分,考试时间１００分钟.

注意事项:

１答题前,务必将自己的姓名、考籍号填写在答题卡规定的位置上.

２答选择题时,必须使用２B铅笔将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用橡

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它答案标号.

３答非选择题时,必须使用０５毫米黑色签字笔,将答案书写在答题卡规定的位置上.

４所有题目必须在答题卡上作答,在试题卷上答题无效.

５考试结束后,只将答题卡交回.

第Ⅰ卷(选择题,共４０分)

一、本题包括８小题,每小题３分,共２４分.每小题只有一个选项符合题目要求.

１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８日,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有“人造太阳”之称的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

变实验装置(如图所示)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成功实现可重复的１２亿摄氏度１０１秒和

１６亿摄氏度２０秒等离子体运行,向核聚变能源应用迈出重要一步.下列核反应方程中,

属于核聚变的是

A．２１H＋３
１H→４

２He＋１
０n B．２３８０９２U→２３４

０９０Tu＋４
２He

C．４２He＋２７
１３Al→３０

１５P＋１
０n D．２３５０９２U＋１

０n→１４４
０５６Ba＋８９

３６Kr＋３１
０n

２ 下列有关物理史实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A．安培发现了电流的磁效应

B．库仑利用油滴实验测定了元电荷的数值

C．玻尔基于α粒子散射实验的事实,提出了原子的“核式结构模型”

D．爱因斯坦引入了光量子概念,建立了光电效应方程,成功解释了光电效应现象

３ 如图,虚线表示真空中一固定点电荷Q 的电场中的两个等势面,实线表示一个负点电荷

(不计重力)的运动轨迹,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Q 的电场中,A、C 两点的电场强度相同

B．Q 的电场中,A、B、C 三点的电势高低关系为:φA＝φC＜φB

C．负点电荷在A、B、C 三点的加速度大小关系为:aA＝aC＜aB

D．负点电荷在A、B、C 三点的电势能大小关系为:EPA＝EPC＞E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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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如图,理想调压变压器输入端接正弦交流电源,L是灯泡,C 是电容器,P 是与线圈接触良

好的滑片,S是开关,电表均为理想交流电表.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S接a,从M 点至N 点缓慢滑动P,电流表A的示数将减小

B．S接a,从M 点至N 点缓慢滑动P,灯泡的亮度将增大

C．S接b,从M 点至N 点缓慢滑动P,电压表 V的示数不变

D．S接b,从M 点至N 点缓慢滑动P,电流表A的示数始终为零

５ 如图,匀强磁场的磁感应强度为０２T,矩形线圈abcd 的长和宽分别为０２m 和０１m ,

线圈匝数为１００,总电阻为２Ω.现让线圈绕垂直于磁场的轴OO′(OO′∥ad)以１００r/s
的转速匀速转动,已知t＝０时刻,磁场方向垂直于线圈平面.则

A．t＝０时刻穿过线圈的磁通量为０４Wb

B．１s内线圈中电流的方向变化１００次

C．线圈消耗的电功率为１６００π２ W

D．线圈中感应电流的瞬时值表达式为i＝８０πsin(２００πt)A

６ 图示电路中,电源电动势E＝１２V,内阻r＝４Ω,定值电阻R０＝２Ω,变阻器Rx 的最大阻

值为１０Ω,开关S闭合.下列判定正确的是

A．当Rx＝２Ω时,定值电阻的功率最大

B．当Rx＝６Ω时,变阻器的功率最大

C．当Rx＝０时,电源的输出功率最大

D．当Rx＝０时,电源的效率最高

７ 如图,圆心在O 点的半圆形区域ACD(CO⊥AD)内存在着方向垂直于区域平面向外、磁

感应强度为B 的匀强磁场.一带电粒子(不计重力)从圆弧上与AD 相距为d 的P 点,以

速度v 沿平行于直径AD 的方向射入磁场,速度方向偏转６０°角

后从圆弧上C 点离开.则可知

A．粒子带正电 B．直径AD 的长度为４d

C．粒子在磁场中运动时间为
πd
３v D．粒子的比荷为

v
Bd

８ 平行板电容器连接在如图所示的电路中,A 极板在上、B 极板在下,两板均水平,S１ 和S２

是板中央的两个小孔.现从S１ 正上方P 处由静止释放一带电小球,小球刚好能够到达

S２ 而不穿出.不考虑带电小球对电场的影响,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仅使滑动变阻器R 的滑片向左滑动到某位置,仍从P 处由静止

释放该小球,小球将穿过S２ 孔

B．仅使A 板下移一小段距离,仍从P 处由静止释放该小球,小球

将穿过S２ 孔

C．仅使A 板上移一小段距离,仍从P 处由静止释放该小球,小球将穿过S２ 孔

D．仅使B 板上移一小段距离,仍从P 处由静止释放该小球,小球将原路返回且能到达P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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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题包括４小题,每小题４分,共１６分.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有多项符合题目要求,

全部选对的得４分,选对但不全的得２分,有选错的得０分.

９ 如图,将一额定电压约１５V、额定电流约１０mA的LED灯接在总电动势约２５V 的自

制柠檬电池组两端,LED灯正常发光.则

A．柠檬电池组的内电阻约为１００Ω

B．柠檬电池组的内电阻约为１０００Ω

C．若在电路中给LED灯串联一只“１V,０５W”的小电珠,两灯都

不发光

D．若在电路中给 LED灯串联一只“１V,０５ W”的小电珠,LED
灯亮度几乎不变

１０如图,三根通电长直细导线垂直于纸面固定,导线的横截面(截面积不计)分别位于以O 点

为圆心的圆环上a、c、d 三处,已知每根导线在O 点的磁感应强度大小均为B.则

A．O 点的磁感应强度方向垂直于aO 向右

B．O 点的磁感应强度方向从O 指向a

C．O 点的磁感应强度大小为(２＋１)B

D．O 点的磁感应强度大小为(２－１)B

１１图(a)所示是两个同心且共面的金属圆环线圈A 和B,A 中的电流按图(b)所示规律变化

(规定顺时针方向为电流的正方向).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０~t１ 时间内,线圈B 中的感应电流沿逆时针方向

B．０~t１ 时间内,线圈B 有扩张的趋势

C．t１ 时刻,线圈B 既没有扩张的趋势,也没有收缩的趋势

D．０~t２ 时间内,线圈B 中的感应电流大小、方向均不变

１２如图(a),竖直面内,方向水平向左、场强大小为E０ 的匀强电场中,固定着一根与电场方向

平行的足够长光滑绝缘细杆,杆上O、C 两点和两个等量同种正点电荷A、B 恰好构成菱

形OACB.令x 轴与杆重合,以O 点为坐标原点,规定水平向左为A、B 电荷在x 轴上产

生的合场强的正方向,用Em 表示该合场强的最大值,则该合场强在x 轴上的变化规律如

图(b)所示.现将一质量为m、电荷量为－q(q＞０)的小球(可视为点电荷)套在杆上,使其

从O 点由静止释放.下列判定正确的是

A．若E０＝Em,小球将在OC 之间做往

复运动

B．若E０＞Em,运动过程中小球的电势

能一直减小

C．若移走B 电荷,仍从O 点释放小球,则小球运动到OC 连线中点时对杆的弹力一定最大

D．若移走B 电荷,仍从O 点释放小球,则小球运动过程中的加速度最大值为
q(２E０＋Em)

２m



高三物理摸底测试　第４　　　　 页(共６页)

第Ⅱ卷(非选择题,共６０分)

三、非选择题:本卷包括必考题和选考题两部分.第１３~１７题为必考题,每个试题考生都必须

做答.第１８~１９题为选考题,考生根据要求做答.

(一)必考题(共４８分)

１３(６分)

图(a)是某同学探究小灯泡伏安特性的电路,图(b)是他利用测得的电流表示数I 和电压

表示数U 作出的小灯泡伏安特性曲线.

(１)请根据图(a)在答题卡虚线框中完成与图(c)对应的实物连线.

(２)由图(b)可知:①随流过小灯泡电流的增加,其灯丝的电阻 (填“增大”、“减小”或

“不变”);②当流过小灯泡的电流为０３A 时,小灯泡的实际功率为 W(结果取两位有

效数字).

１４(８分)

图(a)是某实验小组测量电源的电动势和内阻以及测量定值电阻阻值的实验电路,其中的

电压表可视为理想电表.

他们的实验操作步骤为:①先断开开关S２、闭合开关S１,调节电

阻箱的阻值,记下多组电压表的示数U 和对应电阻箱的示数R;②再

闭合S２,多次调节电阻箱的阻值,记下多组U 和R.

根据实验测得的数据,他们作出了图(b)所示的
１
U －

１
R

图像,其中

两条直线Ⅰ和Ⅱ的斜率分别为k１ 和k２、在纵轴上的截距均为a.

(１)S１、S２ 都闭合时的
１
U－

１
R

图线是 (填“I”或“II”).

(２)根据
１
U －

１
R

图像可得,电源的电动势E＝ 、内阻r＝

;定值电阻的阻值Rx＝ .



高三物理摸底测试　第５　　　　 页(共６页)

１５(８分)

如图,AB︵是竖直面(纸面)内圆心在O 点、半径为R 的
１
４

固定圆弧轨道,所在空间有方向

水平向右(与OA 平行)的匀强电场.从O 点静止释放一质量为m、电荷量为q(q＞０)的小球,

小球第一次与轨道碰撞于D 点,DB︵＝
２
３AB︵.小球可视为质点,重力加速度

大小为g.

(１)求电场的场强大小;

(２)若小球与轨道碰后速度反向且电荷量不变,碰后瞬间速率变为碰前瞬间速率的
１
２

,求

小球第一次反弹后与O 点的最近距离.

１６(１２分)

如图,间距L＝０５m 的平行光滑双导轨固定在竖直面内,其上端连接着阻值R＝３Ω的

电阻;导轨所在空间存在方向垂直于导轨平面向里、磁感应强度均为B＝２T的两个匀强磁场

区域I和II,磁场边界与导轨垂直,区域I的宽度和两个磁场区域的间距相等.

现将一个质量m＝０１kg、阻值r＝１Ω、长度也为L 的导体棒bc从区域I上方

某处由静止释放,bc恰好能够匀速穿越区域I,且进入区域II瞬间的加速度大小

为a＝２５m/s２.导轨电阻不计,bc与导轨接触良好,重力加速度g＝１０m/s２.

求:

(１)bc释放时距区域I上边界的高度 H;

(２)穿越区域I的过程中bc上产生的热量.

１７(１４分)

如图,直角坐标系xOy 中,在第一象限内有沿y 轴负方向

的匀强电场;在第三、第四象限内分别有方向垂直于坐标平面向

里和向外的匀强磁场.一质量为m、电荷量为q(q＞０)的粒子

从y 轴上P 点(０、h)以初速度v０ 垂直于y 轴射入电场,再经x

轴上的Q 点沿与x 轴正方向成４５°角进入磁场.粒子重力不计.

(１)求匀强电场的场强大小E;

(２)要使粒子能够进入第三象限,求第四象限内磁感应强度

B 的大小范围;

(３)若第四象限内磁感应强度大小为
mv０

qh
,第三象限内磁感应强度大小为

２mv０

qh
,且第三、

第四象限的磁场在y＝ －L(L＞２h)处存在一条与x 轴平行的下边界MN(图中未画出).则

要使粒子能够垂直边界MN 飞出磁场,求L 的可能取值.



高三物理摸底测试　第６　　　　 页(共６页)

(二)选考题:共１２分.请考生从２道题中任选一题做答,并用２B铅笔在答题卡上把所选题目

的题号涂黑.注意所做题目的题号必须与所涂题目的题号一致,在答题卡选答区域指定

位置答题.如果多做,则按所做的第一题计分.

１８．[物理———选修３—３](１２分)

(１)(４分)一定质量的理想气体从状态A 开始,经A→B、B→C、C→A 三个过程后回到

初始状态A,其p－V 图像如图所示.已知状态A 的气体温度为TA＝２００K.下列说法正确

的是 .(填正确答案标号.选对１个得２分,选对２个得３分,选对３个得４分.选错１
个扣２分,最低得０分.)

A．状态B 的气体温度为８００K

B．在A→B 过程中,气体既不对外做功,外界也不对气体做功

C．在B→C 过程中,气体对外做功１２００J

D．在C→A 过程中,气体内能一直在减小

E．在A→B→C→A 一个循环过程中,气体从外界吸收热量４５０J
(２)(８分)如图,开口向上的气缸内盛有一定深度的水银,一粗细均匀、长为l＝２４cm 且

下端开口的细玻管竖直漂浮在水银中.平衡时,玻管露出水银面的高度和进入玻管中的水银

柱长度均为h１＝６cm,轻质活塞到水银面的高度为h０＝１２cm,水银面

上方的气体压强为p０＝７６cmHg.现施外力使活塞缓慢向下移动,当

玻管上端恰好与水银面齐平时,进入玻管中的水银柱长度为h２＝１２cm.

活塞与气缸壁间的摩擦不计且密封性良好,玻管的横截面积远小于气

缸的横截面积,整个过程中各部分气体的温度保持不变.求:

(ⅰ)玻管上端恰好与水银面齐平时,玻管内气体的压强;

(ⅱ)整个过程中活塞向下移动的距离.

１９．[物理———选修３—４](１２分)

(１)(４分)图(a)是一列沿x 轴传播

的简谐横波在t＝０１s时刻的波形图,

P、Q 是介质中平衡位置相距４m 且位

移均为５cm 的两个质点;图(b)是P 的

振动图像.① 质点 P 的振动周期为

s,振动方程为y＝ cm;②该简谐波沿x 轴 (选填“正”或“负”)方向传播,

波速为 m/s.

(２)(８分)如图,直角三角形ABD 为一透明砖的横截面,∠A＝３０°,∠D＝９０°,

BD＝２a,P 为BD 的中点.一光线自P 点垂直BD 边入射,在AB 边恰好发生

全反射.真空中的光速为c,每条边只考虑一次反射或折射.

(ⅰ)求透明砖的折射率并判断光是否能从AD 边射出;

(ⅱ)求光从P 点传播到AD 边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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