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2021学年四川成都金牛区成都外国语学校高二上学期开学考试物理试卷

一、选择题

（本大题共12小题，每小题4分，共48分。1~8为单选，9~12为多选）

1.

A.受恒力作用的物体一定做直线运动 B.做曲线运动的物体一定受变力作用

C.做曲线运动的物体所受合外力必不为零 D.受变力作用的物体一定做曲线运动

关于物体的运动轨迹与所受合外力的关系，下列叙述中正确的有（    ）

2.

A.

B.

C.

D.

关于万有引力及其应用，下列表述正确的是（    ）

人造地球卫星运行时不受地球引力作用

两物体间的万有引力跟它们质量的乘积成反比

两物体间的万有引力跟它们的距离成反比

人造地球卫星在地面附近绕地球做匀速圆周运动所必须具有的速度，称为第一宇宙速度

3.

A.动能增加，重力势能减小，机械能不变 B.动能不变，重力势能增加，机械能增加

C.动能不变，重力势能增加，机械能不变 D.动能减小，重力势能不变，机械能减小

起重机沿竖直方向向上匀速吊起重为 的物体，在这一过程中，物体的（    ）

4.

A. B.

C. D.以上答案都不正确

小船在宽为 的河中横渡，水流速度为 ，船在静水中的航速为 ，已知 ，若小船船头始终正对

对岸时，到达对岸所用的时间为 ．若小船船头与上游河岸成一定夹角，到达正对岸所用的时间为 ；

小船渡河所需的最短时间为 ；小船渡河位移最小所需的时间为 ．则（    ）

5.

A. “火卫一”的质量 B.火星的质量

年 月 日，中俄共同签署了《中国国家航天局和俄罗斯联邦航天局关于联合探测火星——火卫一

合作的协议》，双方确定 年联合对火星及其卫星“火卫一”进行探测．“火卫一”在火星赤道正上方运

行，与火星中心的距离为 ．绕火星 周需 ，若其绕行轨道简化为圆轨道，引力常量 已

知，则由以上信息能求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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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火卫一”受到火星的引力 D.火星的密度

6.

A. B. C. D.

井深 ，井上支架高 ，用一根 长的绳子把一个重为 的物体竖直悬挂在支架下，则物体的重

力势能为（以地面为零重力势能平面）（    ）

7.

A. 倍 B. 倍 C. 倍 D. 倍

飞机俯冲拉起时，飞行员处于超重状态，即飞行员对座位的压力大于他所受的重力，这种现象也叫过

荷．过荷会造成飞行员大脑缺血，四肢沉重．过荷过大时，飞行员还会暂时失明，甚至晕厥．飞行员可

以通过加强训练来提高自己的抗荷能力．如图所示是训练飞行员用的一种离心试验器．当试验器转动

时，被训练人员根据测试要求，在试验舱内可取坐、卧等不同姿势，以测试离心作用对飞行员产生的影

响．离心试验器转动时，被测验者做匀速圆周运动．现观察到图中的直线 （即垂直于座位的直线）

与水平方向成 角．被测验者对座位的压力是他所受重力的多少倍？（    ）

8.

A. B. C. D.

一根长为 ，重为 的均匀软绳上端固定于天花板上，下端自由下垂．若将其下端向上提起，使绳对

折，至少要做多少功（    ）

9.

A.

B.

C.

D.

一个物体做平抛运动，在两个不同时刻的速度分别为 和 ，时间间隔为 ．那么（    ）

和 的方向可能相同

若 是后一时刻的速度，则

由 到 的速度变化量 的方向在不断变化

由 到 的速度变化量 的大小为

10.

A.地面对运动员的冲量大小为 B.地面对运动员的冲量大小为

C.地面对运动员做的功为 D.地面对运动员做的功为零

一质量 的运动员从下蹲状态竖直向上跳起，经 以大小 的速度离开地面，取

重力加速度 ，在这 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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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A.

B.

C.

D.

竖直放置的光滑圆环上套有一质量为 的小球，小球在最高点时的速度 ，其中 为圆环的

半径．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小球经过最低点时的速度等于

小球经过任意一条直径两端时的动能之和都相等

小球绕圆环运动一周的时间大于

小球在最低点时对圆环的压力等于

12.

A. B. C. D.

有只船在水中航行时所受阻力与其速度成正比．现在船由静止开始沿直线航行，若保持牵引力恒定，经

过时间 后，速度为 ，加速度为 ，最终以 的速度做匀速运动；若保持牵引力的功率恒定，经过时

间 后，速度为 ，加速度为 ，最终也以 的速度做匀速运动，则（    ）

二、实验题

（本大题共2小题，共12分，每空2分）

13. 如图所示，在“研究平抛物体运动”的实验中，用一张印有小方格的纸记录轨迹，小方格的边长

．若小球在平抛运动途中的几个位置如图中的 、 、 、 所示，则小球平抛的初速度的计算

式为             （用 、 表示），其值是            （取 ），小球在 点的速率是            ．

14.

（ 1）

（ 2）

（ 3）

在“验证机械能守恒定律”的实验中，已知打点计时器所用电源的频率为 ．某同学选择了一条理想的

纸带，图中 点是打点计时器打出的第一个点， 、 、 、 分别是每打两个点取出的计数点，用刻度

尺量出各计数点到 点的距离如图所示．当纸带打到 点根据上述数据可求得：（已知重物质量为 ，

查得当地的重力加速度为 ）

重物的重力势能减小量为                      ．

重物的动能增加量为                                ．

根据计算的数据可得出什么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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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计算题

（本大题共4小题，共40分）

15. 有一只小船停靠在湖边码头，小船又窄又长（估计重一吨左右）．一位同学想用一个卷尺粗略测定它的

质量．他进行了如下操作：首先将船平行于码头自由停泊，轻轻从船尾上船，走到船头停下，而后轻轻

下船．用卷尺测出船后退的距离 ，然后用卷尺测出船长 ．已知他的自身质量为 ，水的阻力不计，则

船的质量为．

16. 已知地球半径为 ，地球自转角速度为 ，地球表面的重力加速度为 ．则在赤道上空，一颗相对地面静

止的同步通讯卫星离地面的高度为多少．（用已知量表示）

17.

（ 1）

（ 2）

为了缩短航空母舰上飞机起飞前行驶的距离，通常用发射架将飞机弹出，使飞机获得一定的初速度，然

后进入跑道加速起飞．在静止的航空母舰上，某飞机采用该方法获得初速度 之后，在水平跑道上以恒

定的额定功率 沿直线加速，经过时间 离开航空母舰且恰好达到最大速度 ，设飞机的质量为 ，飞机

在跑道上加速时所受阻力的大小恒定．求：

飞机在跑道上加速时所受阻力的大小．

航空母舰上飞机跑道的最小长度．

18.

（ 1）

（ 2）

如图所示，左图是游乐场中过山车的实物图片，右图是过山车的原理图．在原理图中半径分别为

和 的两个光滑圆形轨道，固定在倾角为 斜轨道面上的 、 两点，且两圆

形轨道的最高点 、 均与 点平齐，圆形轨道与斜轨道之间圆滑连接．现使小车（视作质点）从 点以

一定的初速度沿斜面向下运动．已知斜轨道面与小车间的动摩擦因数为 ， ，

， ，求：

若小车恰好能通过第一个圆形轨道的最高点 处，则其在 点的初速度应为多大．

若小车在 点的初速度为 ，通过计算说明小车能否安全通过两个圆形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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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学生专属学习群

群号：674178520

群内不仅有丰富学习资料，还可以和大家一起交流
欢迎同学扫码加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