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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学年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八年级（上）期中物理试卷 

  

一、选择题（每题 2分，共 28 分） 

1．（2 分）如图所示，用硬纸片做成一个无盖的纸盒，罩住一只正在播节目的半

导体收音机，在纸盒上放一个小人，将会看到小人翩翩起舞，这一现象说明了

（  ） 

 

A．发声的物体在振动 B．传声不需要介质 

C．响度与振幅有关 D．声音不能在真空中传播 

2．（2 分）2016 年 8 月 24 日缅甸发生 6.8 级地震导致国内 400 多座佛塔损坏，

但当地有些动物比人提前感觉到地震来临，因而幸免遇难，这是因为地震时伴有

（  ） 

A．超声波 B．次声波 C．回声 D．雷声 

3．（2 分）如图是“探究影响音调高低因素”的实验装置．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 

 

A．通过改变钢尺伸出桌面的长度来改变钢尺振动的频率 

B．多次实验中，应保持钢尺振动的幅度相同 

C．钢尺伸出桌面越长，振动越快 

D．物体振动的快、频率高，发出的声音音调高 

4．（2 分）下列措施能减弱噪声且可行的是（  ） 

A．在声音传播途径中植树造林 B．在汽车底盘上安装减震弹簧 

C．关闭所有声源 D．在人耳处戴上助听器 

5．（2 分）在学校的田径运动会上，小亮注意到发令台上有一块“黑板子”，如图

所示，关于这块板子的作用，他做了如下猜想，其中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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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主要用来反射发令枪的枪声，所以必须正对着终点计时裁判的方向 

B．主要用来衬托发令枪冒出的白烟，让终点裁判员及时计时 

C．主要用来减弱噪声，所以要把它放在看台和发令枪之间 

D．主要用来遮阳，所以要把它放在裁判员的头的上方 

6．（2 分）下列四种自然现象所对应的物态变化相同的是（  ） 

①冬天，屋檐下的冰柱；②夏天早上，草叶上的露珠；③深秋，树上的白霜；④

冬天，窗户上的冰花． 

A．②③ B．①② C．③④ D．①④ 

7．（2 分）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然而冰雪总有消融的那一天，以下能

正确描述冰雪消融过程中温度变化的是（  ） 

A．  B．  C ．

 D．  

8．（2 分）关于下列生活中的热现象，解释正确的是（  ） 

A．被水蒸气烫伤比被沸水烫伤更严重，因为水蒸气温度比沸水高 

B．电冰箱内侧壁会看见附有﹣层白色的冰晶，这些冰晶是凝固形成的 

C．衣柜中的樟脑丸过一段时间变小，这是汽化现象 

D．加油站都设置有“请熄火加油”的提示，因为汽油在常温下容易蒸发，汽油蒸

气遇明火容易爆燃 

9．（2 分）医务人员工作时所采取的许多措施和使用的器材中，包含着许多物理

知识，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医生用听诊器接听患者心跳和呼吸的声音，能升高音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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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医生给病人检查口腔时，把医用口腔镜放在酒精灯上烤一烤再放入口腔，这

样做可以防止空气中水蒸气遇冷液化使镜面模糊 

C．医生使用体温计给病人测量体温后，可用沸水对体温计进行消毒 

D．医生为病人打针时，用酒精棉擦拭皮肤，人感到凉，是因为酒精汽化时吸热

的原因 

10．（2 分）下列关于如图所示光学现象的描述或解释正确的是（  ） 

 

A．图甲中手影是由于光沿直线传播形成的正立虚像 

B．图乙中斑马饮水倒影是光的反射形成的倒立的虚像 

C．图丙中，白光经过三棱镜的情景，这是光的色散现象 

D．图丁中，漫反射的光线杂乱无章，不遵循光的反射定律 

11．（2 分）如图所示，将平面镜和铅笔竖直放置在水平桌面上，下列说法正确

的是（  ） 

 

A．铅笔水平向左移动时，它的像将变大 

B．若改用一块较小的平面镜，铅笔的像将变小 

C．平面镜竖直向上移动时，铅笔的像也将向上移动 

D．若铅笔按图示箭头方向转过 45°，铅笔将与它的像垂直 

12．（2 分）如图所示是晚上汽车在干燥的沥青路面和潮湿的沥青路面上行驶时

大灯部分光路简图，在晚上开车时（  ）  

A．干燥的路面更容易发生光的镜面反射 

B．潮湿的路面更容易发生光的漫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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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对面无车时，驾驶员看潮湿的路面更暗 

D．照射到干燥路面上的光不遵循光的反射定律 

13．（2 分）为了探究光反射时的规律，小明进行了如图所示的实验，对于实验

过程中的注意事项以及实验结论，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实验时不一定使纸板与平面镜垂直 

B．入射角等于反射角 

C．将光沿着 FO 入射，发现反射光线逆着 OE 射出，说明光路是可逆 

D．将纸板 B 沿 ON 向后翻折，发现纸板 B 上的反射光线消失，说明反射光线、

入射光线和法线不在同一平面 

14．（2 分）在学习物理过程中，理解物理概念、规律很重要，同时还要重视物

理实验，领会物理研究方法．例如：在物理实验中有许多物理特征要想直接观察

和测量很困难，这时往往把所需观测的变量换成其它间接的可观察和测量的变量

进行研究，这种研究方法就是等效法．它是物理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下列实验中

用到此研究方法的是（  ） 

A．在探究声音的传播实验中，将正在发声的手机悬挂在广口瓶内，将瓶内的空

气抽出，听到铃声逐渐减小，最后几乎听不到铃声．根据实验现象可以合理推出

正确结论 

B．探究影响声音高低因素的实验中，通过改变钢尺伸出桌面的长度来改变声音

的高低 

C．在研究光现象时，为了更加形象方便地描述光的传播情况，常用一条带箭头

的直线来表示光的传播路径和方向，这条想象的线叫做光线 

D．探究平面镜所成像的特点实验中，由于所成的像无法用光屏承接，实验中采

用两支完全相同的蜡烛和透明的平面玻璃板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难题 

  

二、填空题（每空 1分共 34分） 

15．（4 分）超低空飞行的战斗机经常会影响居民生活，有时甚至会把居民家的

窗户玻璃震碎．战斗机产生的声音通过     传到居民耳朵里，该声音是通过

2018无锡学而思初二QQ群：559203408



 

第 5 页（共 37 页） 
 

发动机叶片     产生的，把窗户玻璃震碎说明声波具有     ．医生通过“B

超”便能得知孕妇腹中胎儿的发育情况，这说明声音可以传递     ． 

16．（2 分）蜻蜓依靠翅膀振动发声．如果蜻蜓的翅膀在 1min 内振动了 720 次，

则它振动的频率是     Hz，人类     （选填“能”或“不能”）听到这种声音． 

17．（3 分）在探究响度与什么因素有关时，小庞做了以下实验，但忘了记录，

请你帮他填写完整： 

（1）使音叉发出不同响度的声音时，乒乓球被弹出的     是不同的，说明声

音的响度与     有关； 

（2）使音叉发出相同响度的声音时，距离不同，听到声音的响度不同，说明响

度还与     有关． 

 

18．（2 分）如图是生活中常用的体温计，它是根据测温液体     的性质制成

的，该体温计读数是     ． 

 

19．（2 分）“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

不同”．沐浴着如酒、如月、如梅的茶香，修身养性的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中国

的历史有多长，中国的茶就有多香．你知道吗？茶文化中有许多的物理知识，例

如： 

（1）通过加热使新鲜茶叶中的水分快速     ，这便是制茶业中的“杀青”； 

（2）待茶壶里的水烧开后停止加热，水便不再沸腾，由此可知保持沸腾的条件

是达到沸点，继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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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分）白炽电灯正常工作时温度在 2000℃以上，灯丝应选用钨丝，是由于

钨的     高．用久了的灯丝变细，灯泡发黑．灯丝变细是因为钨丝发生了     

（选填“物态变化”名称），该过程需要     （选填“吸热”或“放热”）；灯泡发黑

是因为气态钨遇到了温度较低的玻璃壁发生了     （填“物态变化”名称）形

成的． 

21．（5 分）2016 年 10 月 17 日“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如图所示是当

时 的 一 些 情 景 ． 请 你 根 据 图 示 回 答 问 题 ：

 

（1）火箭中的燃料和氧化剂是     （选填“固”、“液”或“气”）态的，它是通

过既降温又加压的方法使气体液化的．发射架下有一大水池，我们看见火箭刚点

燃时周围有大量的“白气”，白气是由于水先     后     形成的． 

（2）10 月 19 日凌晨神舟十一号与天宫二号成功实现自动交会对接，地面各个

测控站能准确用一种波对飞船进行遥控，你认为它是超声波吗？     （ 选填

“是”或“不是”），你的理由     ． 

22．（2 分）假币能够被验钞机识别，这是利用     可以使荧光物质发光的性

质．红外线是人眼看不见的光，晒太阳时觉得温暖，是因为红外线具有     ． 

23．（2 分）夏季雷雨前，经常是电闪雷鸣，打雷时，总是先看到闪电，后听到

雷声，这是因为     ．我市空气质量逐年好转，今年夏天难得一见的彩虹多

次再现在雨过天晴的空中，彩虹是光的     现象． 

24．（2 分）金秋季节，近期蠡园正举办金葵花展，阳光下金黄色的向日葵能     

（选填“吸收”或“反射”）黄光，游客能从不同角度观赏，那是由于光发生了     

反射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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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分）反射光线跟镜面的夹角是 15°，则入射角是     °，若入射角减小

10°，则反射光线与入射光线的夹角为     °，若入射光线垂直射向镜面，则

反射角是     °． 

26．（3 分）王涛同学身高 1.8m，站在平面镜前 5m 处，他看到镜中自己的像，

他向镜前走了 1m，他在镜中的像     （选填“变大”、“变小”或“不变”），这时，

像到平面镜的距离是     m．现将一块和镜面一样大的木板放在镜子后面 1m

处，这时他     （选填“仍能”或“不能”）看到自己在镜中的像． 

  

三．解答题（共 38 分） 

27．（4 分）作图 

 

（1）根据平面镜成像特点，在图甲中画出物体 AB 在平面镜中所成的像 A'B'． 

（2）画出乙图中的入射光线． 

28．（8 分）今年中秋月是“十五的月亮十七圆”．人们在欣赏最圆月的同时，还可

以目睹到少见的半影月食全过程．所谓的“半影月食”，其实是月食的一种．当地

球运行到太阳和月球之间，并且三者恰好或几乎在同一条     （选填“直线”

或“平面”）上时，太阳到月球的光线就会部分或完全地被地球所遮挡，这就产生

了月食．按月亮被遮挡范围的不同，月食分为月全食、月偏食和半影月食等三

种．其中，半影月食发生时，月球进入地球半影，地球挡住了一部分太阳照向月

球的光，所以月球看上去要比平时      （填 “ 暗 ” 或 “ 亮 ” ）一

些．  

（1）请将上述文中的空格填写完整． 

（2）如图 1 三个圆中地球、月亮、太阳的大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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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太阳 月亮 地球 

B．太阳 地球 月亮 

C．地球  太阳  月亮 

（3）我们平时所看到的月亮     （选填“是”或“不是”）光源，月食形成的原

理是     ． 

（4）国庆期间晴天的正午时分，走在长广溪湿地树林下，李华看到阳光透过树

叶的缝隙在地上留下许多大小不同的圆形光斑（如图 2 所示），这是     （选

填“太阳”、“树叶的缝隙”或“树叶”）的     （选填“实像”或“影子”“虚像”），光

斑大小不同的原因是     ． 

29．（10 分）我们都做过“探究水的沸腾实验”，从等时记录的温度数据可知，水

的升温特点是（外界条件相同）：A、温度改变是低慢高快；B、温度改变是低快

高 慢 ； C 、 温 度 的 改 变 是 快 慢 一

样．  

（1）在以上三种说法中，你认为     说法正确，其道理是     ． 

（2）图甲和图乙分别是一、二两小组同学所做的实验．实验操作有错误的是     

组（选填“甲”或“乙”），他们犯的错误是：     ． 

（3）图丙是他们实验中观察水沸腾      （选填“前”或“后”）时出现的情景． 

（4）当温度接近 90℃时，三组同学每隔 1min 记录一次温度，根据表格里记录

的数据，请你分析水的沸点是     ℃，由此可以判断实验室的大气压      

（选填“是”或“不是”）1 个标准大气压．  

时间

/min 

 0  1  2  3  4  5  6  7  8  9 

 温度

/℃ 

 85  87  89  92  94  96 97   98  98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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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通过实验观察到水在沸腾过程中温度     （选填“升高”“降低”或“不变”），

且烧杯上方不断冒着“白气”，“白气”的实质是     （选填：“水蒸气”或“小水

珠”）． 

（6）图丁是三、四两小组记录数据得到的 a、b 两种不同图象，其原因可能

是     ． 

30．（6 分）如图甲所示，是“探究物质的熔化规律”的实验装置．实验时先将固体

物质和温度计分别放入试管内，再放入大烧杯的水中，观察固体的熔化过程． 

 

（1）将固体物质和温度计分别放入试管内，再放入大烧杯的水中进行加热固体

的好处是     ； 

（2）在该物质熔化过程中，如果将试管从烧杯中拿出来，该物质将停止熔化．将

试管放回烧杯后，该物质又继续熔化．说明固体熔化时需要     （选填“吸收”

或“放出”）热量； 

（3）某同学根据实验记录的数据描绘出该物质的温度随时间变化的图象（如图

乙 ABCDE），则可知该物质是     （选填“晶体”或“非晶体”），判断依据

是     ； 

（4）根据描绘的图线，该物质在第 4min 时处于     态；图象中 DE 段是     

过程． 

31．（10 分）如图甲所示是小明“探究平面镜成像特点”的情景：竖直放置的透明

玻璃板下方放一把直尺，直尺与玻璃板垂直．两支相同的蜡烛 A、B 竖立于玻璃

板两侧的直尺上，以 A 蜡烛为成像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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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该实验为便于观察，最好在     的环境中进行（选填“较亮”或“较暗”）；

此外，选择     （选填“较厚”或“较薄”）的透明玻璃板代替平面镜，能在观

察到 A 蜡烛像的同时，也能透过玻璃看到 B 蜡烛，从而确定     ，选择两个

相同的蜡烛 A 和 B，是为了比较像与物     关系． 

（2）进一步观察 A、B 两支蜡烛在直尺上的位置发现，像和物的连线与玻璃

板     ，像和物到玻璃板的距离     ． 

（3）实验中，小明改变蜡烛 A 的位置，重复进行了三次实验，他这样做的目的

是：     ． 

（4）小明放学乘地铁时站在地铁站台，他透过玻璃板制成的屏蔽门看到了车道

另一侧竖直墙壁上的广告牌，及自己在玻璃屏蔽门后面的像．爱动脑的小明根据

该现象设计了粗略测量玻璃屏蔽门到车道另一侧广告牌之间距离 d 的实验如图

乙所示．实验步骤如下，请完成相关内容： 

①小明站在站台上，相对于玻璃屏蔽门前后移动直到观察到小明在玻璃屏蔽门后

所成的像与广告牌     （选填“在”或“不在”）同一竖直平面上； 

②小明记录下自己的位置，然后用直尺量出     的距离； 

③上述步骤中量得的距离就是玻璃屏蔽门到广告牌之间的距离 d，物理依

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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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学年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八年级（上）期中物

理试卷 

参考答案与试题解析 

  

一、选择题（每题 2分，共 28 分） 

1．（2 分）（2016 秋•无锡期中）如图所示，用硬纸片做成一个无盖的纸盒，罩住

一只正在播节目的半导体收音机，在纸盒上放一个小人，将会看到小人翩翩起舞，

这一现象说明了（  ） 

 

A．发声的物体在振动 B．传声不需要介质 

C．响度与振幅有关 D．声音不能在真空中传播 

【分析】声音是由物体的振动产生的，一切正在发声的物体都在振动． 

【解答】解：声音是由物体的振动产生的，纸盒发出声音时，纸盒不断上下振动，

因此纸盒上的小人能够“翩翩起舞”． 

故选 A． 

【点评】声音是由物体的振动产生的，纸盒的振动通过上面小人的跳动来体现，

体现了转换思想． 

  

2．（2 分）（2016 秋•无锡期中）2016 年 8 月 24 日缅甸发生 6.8 级地震导致国内

400 多座佛塔损坏，但当地有些动物比人提前感觉到地震来临，因而幸免遇难，

这是因为地震时伴有（  ） 

A．超声波 B．次声波 C．回声 D．雷声 

【分析】人耳能听到的声音的频率范围是 20～20000Hz，低于 20Hz 的叫次声波，

高于 20000Hz 叫超声波； 

地震、火山等大型自然灾害常伴有次声波的产生． 

【解答】解：地震时，有些动物比人提前感觉到，是因为地震时伴有次声波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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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耳无法感知，而有些动物可以听到； 

故选 B． 

【点评】了解次声波的概念，知道其存在和利用的实例可顺利解答，难度不大． 

  

3．（2 分）（2016 秋•无锡期中）如图是“探究影响音调高低因素”的实验装置．下

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A．通过改变钢尺伸出桌面的长度来改变钢尺振动的频率 

B．多次实验中，应保持钢尺振动的幅度相同 

C．钢尺伸出桌面越长，振动越快 

D．物体振动的快、频率高，发出的声音音调高 

【分析】（1）物体振动的快慢叫频率，频率越高，音调越高． 

（2）响度与振幅有关，振幅越大，响度越大． 

【解答】解： 

AC、钢尺伸出桌面的长度越长，质量越大，体积越大，越难振动，振动的越慢；

因此通过改变钢尺伸出桌面的长度来改变钢尺振动的频率．故 A 正确、C 错误． 

B、探究音调跟频率的关系时，需控制其它因素都不变，因此多次实验中，保持

钢尺振动的振幅相同，运用了控制变量法．故 B 正确． 

D、物体振动的快、频率越高，发出的声音音调越高．故 D 正确． 

故选 C． 

【点评】解决此类问题要结合声音音调的定义，利用实验进行验证，同时注意控

制变量法的应用． 

  

4．（2 分）（2016 秋•无锡期中）下列措施能减弱噪声且可行的是（  ） 

A．在声音传播途径中植树造林 B．在汽车底盘上安装减震弹簧 

C．关闭所有声源 D．在人耳处戴上助听器 

【分析】噪声的防治主要从三种方式上来进行：一是在声源处减弱，二是在传播

过程中减弱，三是在接收处减弱．根据每个选项的现象，分别进行分析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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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解：A、植树造林可以在传播过程中减弱，措施可行，符合题意． 

B、在汽车底盘上安装减震弹簧可以减小振动，但不能减弱噪声，不符合题意． 

C、关闭所有电源，可以在声源处减弱，不现实，措施不可行，不符合题意． 

D、在人耳处戴上助听器可以增大声音的响度，有助于听清楚声音，不能减弱噪

声，不符合题意． 

故选 A． 

【点评】本题主要考查学生对：噪声的防治途径的了解和掌握，是一道基础题，

对于此类联系生活实际的题目，也是中考的考点，需要重点掌握． 

  

5．（2 分）（2016 秋•无锡期中）在学校的田径运动会上，小亮注意到发令台上有

一块“黑板子”，如图所示，关于这块板子的作用，他做了如下猜想，其中正确的

是（  ） 

 

A．主要用来反射发令枪的枪声，所以必须正对着终点计时裁判的方向 

B．主要用来衬托发令枪冒出的白烟，让终点裁判员及时计时 

C．主要用来减弱噪声，所以要把它放在看台和发令枪之间 

D．主要用来遮阳，所以要把它放在裁判员的头的上方 

【分析】由于光速远远大于声速，为了记录的成绩更加准确，所以在运动场上，

终点计时员是看到发令枪冒出的白烟计时，而不是听枪声计时，由此入手，即可

确定黑色板子的作用． 

【解答】解：在赛场上终点计时员是看到发令枪冒出的白烟计时的，为了便于计

时员清晰的看到发令枪冒出的白烟，所以选用黑色的板子来衬托发令枪冒出的白

烟． 

故选 B． 

【点评】解决此题，首先要明确终点计时员为什么是看白烟计时，而不是听枪声

计时：光速远大于声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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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分）（2016 秋•无锡期中）下列四种自然现象所对应的物态变化相同的是

（  ） 

①冬天，屋檐下的冰柱；②夏天早上，草叶上的露珠；③深秋，树上的白霜；④

冬天，窗户上的冰花． 

A．②③ B．①② C．③④ D．①④ 

【分析】物质从气态变成液态称为液化；物质直接从固态变成气态的现象称为升

华；物质从固态变为液态的过程是熔化；物质从气态变成液态称为液化；物质从

气态直接变成固态称为凝华． 

【解答】解：①冬天，屋檐下的冰柱，是液态变成固态，是凝固现象； 

②大气中水蒸气遇冷凝成小水珠附着在花草上形成露珠，是气态变成液态，属于

液化现象； 

③霜是小冰晶，是由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凝华形成的； 

④冬天，窗户上的冰花是由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凝华形成的，故③④相同． 

故选 C． 

【点评】本题考查学生对物态变化定义的掌握情况，同时要结合生活中的常见现

象进行合理的解释；要学会用物理语言来解释身边现象，这是一种基本技能． 

  

7．（2 分）（2016 秋•无锡期中）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然而冰雪总有消

融的那一天，以下能正确描述冰雪消融过程中温度变化的是（  ） 

A．  B．  C ．

 D．  

【分析】要解决此题，需要掌握晶体的熔化特点，并掌握晶体熔化的图象，知道

晶体在熔化过程中吸热，但温度保持不变． 

【解答】解：已知冰雪消融过程是晶体的熔化过程，且冰的熔点为 0℃， 

A、固体吸收热量，温度升高到达一定温度，不断吸收热量，温度不变，符合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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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熔化特点，这是晶体的熔化图象．但此时的熔点高于 0℃，不是冰的熔化图象，

不符合题意． 

B、固体吸收热量，温度升高到达一定温度，不断吸收热量，温度不变，符合晶

体熔化特点，这是晶体的熔化图象．此时的熔点等于 0℃，是冰的熔化图象，符

合题意． 

C、液体不断放出热量，温度不断降低，符合非晶体的凝固特点，是非晶体的凝

固图象．不符合题意． 

D、液体温度降低到一定温度，不断放热，温度保持不变，符合晶体凝固特点，

是晶体凝固的图象．此时的凝固点等于 0℃，是冰的凝固图象，不符合题意． 

故选 B． 

【点评】此题考查了对晶体、非晶体熔化或凝固图象的分析，首先根据温度的变

化趋势判断出熔化或凝固图象，然后根据晶体和非晶体的特点判断． 

  

8．（2 分）（2016 秋•无锡期中）关于下列生活中的热现象，解释正确的是（  ） 

A．被水蒸气烫伤比被沸水烫伤更严重，因为水蒸气温度比沸水高 

B．电冰箱内侧壁会看见附有﹣层白色的冰晶，这些冰晶是凝固形成的 

C．衣柜中的樟脑丸过一段时间变小，这是汽化现象 

D．加油站都设置有“请熄火加油”的提示，因为汽油在常温下容易蒸发，汽油蒸

气遇明火容易爆燃 

【分析】（1）物质由气态变成液态叫液化，液化过程中放出热量； 

（2）物质由气态直接变为固态叫凝华，凝华是放热过程； 

（3）物质由固态直接变成气态是升华，升华过程中吸收热量； 

（4）汽油变成汽油蒸汽属于汽化现象． 

【解答】解： 

A、水蒸气液化为同温度的水时，要放出大量的热，所以被水蒸气烫伤比沸水烫

伤更严重．故 A 错误； 

B、冰晶是冰箱内部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凝华形成的．故 B 错误； 

C、衣柜里的樟脑丸过一段时间变小了，这是樟脑丸由固态直接变为了气态，属

于升华现象．故 C 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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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液态的汽油变成汽油蒸汽属于汽化中的蒸发现象．故 D 正确． 

故选 D． 

【点评】判断物态变化现象，首先要知道物态变化的定义，然后看物体由什么状

态变为了什么状态，根据物态变化的定义来判断是什么物态变化． 

  

9．（2 分）（2016 秋•无锡期中）医务人员工作时所采取的许多措施和使用的器材

中，包含着许多物理知识，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医生用听诊器接听患者心跳和呼吸的声音，能升高音调 

B．医生给病人检查口腔时，把医用口腔镜放在酒精灯上烤一烤再放入口腔，这

样做可以防止空气中水蒸气遇冷液化使镜面模糊 

C．医生使用体温计给病人测量体温后，可用沸水对体温计进行消毒 

D．医生为病人打针时，用酒精棉擦拭皮肤，人感到凉，是因为酒精汽化时吸热

的原因 

【分析】（1）响度指声音的强弱或大小，与振幅和距离有关； 

（2）水蒸气遇冷时容易液化为小水滴； 

（3）体温计的量程为 35﹣﹣42℃； 

（4）液体蒸发过程中吸热，具有制冷作用． 

【解答】解： 

A、医生用听诊器接听患者心跳和呼吸的声音，能减小声音的分散，从而增大响

度，故 A 错误； 

B、医用口腔镜，在酒精灯上烤一烤再放入口腔，防止口腔中的水蒸气遇冷液化

使镜面模糊，故 B 正确； 

C、医生使用体温计给病人测量体温后，不能用沸水对体温计进行消毒，这样会

使体温计的玻璃泡涨破，故 C 错误； 

D、用酒精棉擦拭皮肤，人感到凉，是因为酒精汽化吸热，具有降温作用，故 D

正确． 

故选 BD． 

【点评】这样的题目对学生的知识点要求比较高，考查了学生的综合能力．四个

选项逐一排查、分析后，才能够得出正确答案．这也是中考的常见题型，难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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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但是考查的知识面广泛． 

  

10．（2 分）（2016 秋•无锡期中）下列关于如图所示光学现象的描述或解释正确

的是（  ） 

 

A．图甲中手影是由于光沿直线传播形成的正立虚像 

B．图乙中斑马饮水倒影是光的反射形成的倒立的虚像 

C．图丙中，白光经过三棱镜的情景，这是光的色散现象 

D．图丁中，漫反射的光线杂乱无章，不遵循光的反射定律 

【分析】所有的光学现象都是由光的直线传播、光的反射、光的折射形成的，根

据现象结合光的传播规律可分析现象的成因． 

【解答】解： 

A、沿直线传播的光被不透明的手挡住，在后面的屏（墙）上光线照不到的地方

形成影子，不是虚像，故 A 错误； 

B、斑马在水中形成的倒影，是由平面镜成像，成的是正立的虚像，是由光的反

射形成的，故 B 错误； 

C、白光是复色光，白光经过三棱镜发生折射时，不同色光的折射角不同，折射

后各色光分散开，发生色散分解成红、橙、黄、绿、蓝、靛、紫七色光，故 C

正确； 

D、光发生漫反射时遵守光的反射定律，故 D 错误． 

故选 C． 

【点评】应掌握光的传播规律，熟悉常见光现象的形成原因，有助于我们分析解

答此类光学题． 

  

11．（2 分）（2016 秋•无锡期中）如图所示，将平面镜和铅笔竖直放置在水平桌

面上，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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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铅笔水平向左移动时，它的像将变大 

B．若改用一块较小的平面镜，铅笔的像将变小 

C．平面镜竖直向上移动时，铅笔的像也将向上移动 

D．若铅笔按图示箭头方向转过 45°，铅笔将与它的像垂直 

【分析】根据平面镜成像的特点：所成的像是虚像；像和物体大小相同；像和物

体各对应点的连线与平面镜垂直；像和物体各对应点到平面镜间距离相等来分析

此题． 

【解答】解： 

A、由平面镜成像的特点可知，铅笔与平面镜的距离改变，铅笔在镜中的像的大

小不变，故 A 错误； 

B、像的大小与物体相等，故若改用一块较小的平面镜，铅笔的像将不变，故 B

错误； 

C、平面镜竖直向上移动时，铅笔的像与铅笔还是关于平面镜所在平面对称的，

故像不动，故 C 错误； 

D、若铅笔按图示箭头方向转过 45°，即铅笔与平面镜的夹角为 45°，根据平面镜

成像的特点，此时平面镜将铅笔与像的夹角平分，所以铅笔与它在平面镜中的像

互相垂直，故 D 正确． 

故选 D． 

【点评】本题主要考查的是平面镜成像特点在生活中的应用．此类题目在近几年

的中考中属于热点题目，解答此类题目的关键是牢记平面镜成像的特点． 

  

12．（2 分）（2016 秋•福清市期中）如图所示是晚上汽车在干燥的沥青路面和潮

湿的沥青路面上行驶时大灯部分光路简图，在晚上开车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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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干燥的路面更容易发生光的镜面反射 

B．潮湿的路面更容易发生光的漫发射 

C．对面无车时，驾驶员看潮湿的路面更暗 

D．照射到干燥路面上的光不遵循光的反射定律 

【分析】反射分镜面反射和漫反射，平行光线入射到平而光滑反射面上，反射光

线还是平行射出，这种反射是镜面反射；平行光线入射到粗糙的反射面上，反射

光线射向四面八方，这种反射是漫反射．镜面反射和漫反射都遵守光的反射定律． 

【解答】解：A、由图可知，光射到干燥的沥青路上，反射光线射向四面八方，

容易发生漫反射，不是镜面反射，故 A 错误； 

B、由图可知，光射到潮湿的沥青路上容易发生镜面反射，故 B 错误； 

C、由于光射到潮湿的沥青路上容易发生镜面反射，反射光线是平行射出的，很

少的反射光线进入驾驶员眼睛，所以，对面无车时，驾驶员看潮湿的路面更暗，

故 C 正确； 

D、照射到干燥路面上的光发生漫反射，漫反射也遵守光的反射定律，故 D 错误． 

故选 C． 

【点评】判断物体亮暗的依据并不是镜面反射和漫反射，而是进入人眼光线的多

少，进入眼睛的光线多感觉亮，进入眼睛的光线少感觉暗． 

  

13．（2 分）（2016 秋•无锡期中）为了探究光反射时的规律，小明进行了如图所

示的实验，对于实验过程中的注意事项以及实验结论，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 

 

A．实验时不一定使纸板与平面镜垂直 

B．入射角等于反射角 

2018无锡学而思初二QQ群：559203408



 

第 20 页（共 37 页） 
 

C．将光沿着 FO 入射，发现反射光线逆着 OE 射出，说明光路是可逆 

D．将纸板 B 沿 ON 向后翻折，发现纸板 B 上的反射光线消失，说明反射光线、

入射光线和法线不在同一平面 

【分析】光的反射定律的内容：反射光线与入射光线、法线在同一平面上；反射

光线和入射光线分居在法线的两侧；反射角等于入射角；光反射时光路是可逆的． 

【解答】解：A、探究光反射时的规律时，实验时一定使纸板与平面镜垂直，故

A 错误； 

B、光反射时，反射角等于入射角，故 B 错误； 

C、将光沿着 FO 入射，发现反射光线逆着 OE 射出，说明光路是可逆，故 C 正确； 

D、将纸板 B 沿 ON 向后翻折，发现纸板 B 上的反射光线消失，此时反射光线、

入射光线和法线仍在同一平面；故 D 错误； 

故选 C． 

【点评】此题主要考查了光的反射定律的应用，首先要熟记光的反射定律的内容，

并要注意入射角与反射角的概念． 

  

14．（2 分）（2016 秋•无锡期中）在学习物理过程中，理解物理概念、规律很重

要，同时还要重视物理实验，领会物理研究方法．例如：在物理实验中有许多物

理特征要想直接观察和测量很困难，这时往往把所需观测的变量换成其它间接的

可观察和测量的变量进行研究，这种研究方法就是等效法．它是物理学研究的重

要方法．下列实验中用到此研究方法的是（  ） 

A．在探究声音的传播实验中，将正在发声的手机悬挂在广口瓶内，将瓶内的空

气抽出，听到铃声逐渐减小，最后几乎听不到铃声．根据实验现象可以合理推出

正确结论 

B．探究影响声音高低因素的实验中，通过改变钢尺伸出桌面的长度来改变声音

的高低 

C．在研究光现象时，为了更加形象方便地描述光的传播情况，常用一条带箭头

的直线来表示光的传播路径和方向，这条想象的线叫做光线 

D．探究平面镜所成像的特点实验中，由于所成的像无法用光屏承接，实验中采

用两支完全相同的蜡烛和透明的平面玻璃板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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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所谓“等效法”，主要是指在保证效果相同的前提下，将不可见、不易见

的现象转换成可见、易见的现象；将陌生、复杂的问题转换成熟悉、简单的问题；

将难以测量或测准的物理量转换为能够测量或测准的物理量的方法． 

【解答】解： 

A、在探究声音的传播实验中，将正在发声的手机悬挂在广口瓶内，将瓶内的空

气抽出，听到铃声逐渐减小，最后几乎听不到铃声．根据实验现象可以合理推出

正确结论，使用的是理想化实验法，故 A 错误； 

B、影响声音高低因素的实验中，通过改变钢尺伸出桌面的长度来改变声音的高

低，采用的是控制变量法，故 B 错误； 

C、在研究光现象时，为了更加形象方便地描述光的传播情况，常用一条带箭头

的直线来表示光的传播路径和方向，这条想象的线叫做光线，采用的是模型法，

故 C 错误； 

D、探究平面镜所成像的特点实验中，由于所成的像无法用光屏承接，实验中采

用两支完全相同的蜡烛和透明的平面玻璃板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难题，采用了等

效法，故 D 正确． 

故选 D． 

【点评】本题考查了等效法的使用，等效法主要在对于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现象

或不易直接测量的物理量的研究上，通常用一些非常直观的现象去认识或用易测

量的物理量间接测量． 

  

二、填空题（每空 1分共 34分） 

15．（4 分）（2016 秋•无锡期中）超低空飞行的战斗机经常会影响居民生活，有

时甚至会把居民家的窗户玻璃震碎．战斗机产生的声音通过 空气 传到居民耳

朵里，该声音是通过发动机叶片 振动 产生的，把窗户玻璃震碎说明声波具有 

能量 ．医生通过“B 超”便能得知孕妇腹中胎儿的发育情况，这说明声音可以传

递 信息 ． 

【分析】（1）声音是由于物体的振动产生的；气体可以传播声音． 

（2）声音可以传递信息，也可以能够传递能量． 

【解答】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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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低空飞行的战斗机有时会把居民家的窗玻璃振破，这个现象说明声音是由物体

（发动机叶片）振动产生的，飞机声是通过空气传到人耳的； 

战斗机把玻璃震碎，是声波引起空气振动将玻璃震碎，说明声音可以传递能量；

实际上医生通过“B 超”便能得知孕妇腹中胎儿的发育情况，这说明声音可以传递

信息． 

故答案为：空气；振动；能量；信息． 

【点评】本题主要考查了声音的利用，利用声可以传递信息，也可以传递能量．属

于基本内容，比较简单． 

  

16．（2 分）（2016 秋•无锡期中）蜻蜓依靠翅膀振动发声．如果蜻蜓的翅膀在 1min

内振动了 720 次，则它振动的频率是 12 Hz，人类 不能 （选填“能”或“不

能”）听到这种声音． 

【分析】（1）频率是物体 1s 振动的次数，根据翅膀 1min 内振动了 720 次，可以

求出频率． 

（2）人类能听到的频率范围是 20Hz～20000Hz． 

【解答】解：（1）蜻蜓的翅膀在 1min 内振动了 720 次，则它振动的频率为

Hz=12Hz； 

（2）人类能听到的频率范围是 20Hz～20000Hz．12Hz 在人类能听到的频率范围

内，所以不能听到． 

故答案为：12；不能． 

【点评】解答此题的关键是：（1）根据振动次数和时间能求频率；（2）记住人类

能听到的频率范围． 

  

17．（3 分）（2016 秋•无锡期中）在探究响度与什么因素有关时，小庞做了以下

实验，但忘了记录，请你帮他填写完整： 

（1）使音叉发出不同响度的声音时，乒乓球被弹出的 幅度 是不同的，说明

声音的响度与 振幅 有关； 

（2）使音叉发出相同响度的声音时，距离不同，听到声音的响度不同，说明响

度还与 离声源的距离 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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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响度是指声音的强弱，它与物体振幅有关和距离发声体的远近有关，振

幅越大，响度越大；距离发声体越远，响度越小． 

【解答】解：（1）通过实验现象可知，使音叉发出不同响度的声音时，乒乓球被

弹出的幅度是不同的，说明声音的响度与振幅有关； 

（2）使音叉发出相同响度的声音时，距离不同，听到声音的响度不同，说明响

度还与离声源的距离有关． 

故答案为：（1）幅度； 振幅；（2）离声源的距离．（合理即可） 

【点评】本题考查学生对声音响度知识的了解，并要掌握与响度有关的因素．结

合具体实验内容，分别得出正确结论． 

  

18．（2 分）（2016 秋•无锡期中）如图是生活中常用的体温计，它是根据测温液

体 热胀冷缩 的性质制成的，该体温计读数是 37.8℃ ． 

 

【分析】①常用温度计是根据液体的热胀冷缩原理制成的； 

②使用体温计测量体温时，先要弄清楚体温计的量程和分度值，读数时视线与液

柱最末端所对刻度相垂直． 

【解答】解： 

常用温度计是根据液体的热胀冷缩的性质制成的； 

由图知：体温计上 1℃之间有 10 个小格，所以一个小格代表的温度是 0.1℃，即

此体温计的分度值为 0.1℃；此时的温度为 37.8℃． 

故答案为：热胀冷缩；37.8℃． 

【点评】此题考查的是温度计的测量原理和体温计的读数，在物理实验和日常生

活中经常使用包括体温计在内的各种温度计，我们要熟练掌握其使用和读数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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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分）（2016 秋•无锡期中）“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

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沐浴着如酒、如月、如梅的茶香，修身养性的中华

民族生生不息．中国的历史有多长，中国的茶就有多香．你知道吗？茶文化中有

许多的物理知识，例如： 

（1）通过加热使新鲜茶叶中的水分快速 汽化（蒸发） ，这便是制茶业中的“杀

青”； 

（2）待茶壶里的水烧开后停止加热，水便不再沸腾，由此可知保持沸腾的条件

是达到沸点，继续 吸热 ． 

 

【分析】（1）影响蒸发快慢的因素有：液体的温度；液体的表面积；液体上方的

空气流动速度，升高液体的温度可以加快蒸发； 

（2）水沸腾的条件：达到沸点，继续吸热． 

【解答】解：（1）加热可以使新鲜茶叶中的水分温度升高，从而加快汽化（蒸发），

达到“杀青”的目的． 

（2）水沸腾的条件是达到沸点，继续吸热．因此，待茶壶里的水烧开后停止加

热，水便不再沸腾． 

故答案为：（1）汽化（蒸发）； （2）吸热． 

【点评】本题通过古诗中的场景，考查了影响蒸发快慢的因素，水的沸腾条件，

属热学基础题，难度不大． 

  

20．（4 分）（2016 秋•无锡期中）白炽电灯正常工作时温度在 2000℃以上，灯丝

应选用钨丝，是由于钨的 熔点 高．用久了的灯丝变细，灯泡发黑．灯丝变细

是因为钨丝发生了 升华 （选填“物态变化”名称），该过程需要 吸热 （选

填“吸热”或“放热”）；灯泡发黑是因为气态钨遇到了温度较低的玻璃壁发生了 

凝华 （填“物态变化”名称）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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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物质从固态直接变为气态的过程叫升华，物质直接从气态变为固态的过

程叫凝华，凝华是升华的相反过程．升华吸热；凝华放热． 

【解答】解：因电灯工作时温度特别高，所以需要选择熔点较高的钨丝做灯丝，

灯丝在高温下吸热会发生升华现象变成气态钨，当气态的钨遇到冷的灯泡时放

热，又会发生凝华现象变成固态的钨附着在灯泡上，所以物态变化过程是先升华

后凝华； 

故答案为：熔点；升华；吸热；凝华． 

【点评】解决此类问题要结合升华和凝华的定义进行分析判断． 

  

21．（5 分）（2016 秋•无锡期中）2016 年 10 月 17 日“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成功

发 射 ， 如 图 所 示 是 当 时 的 一 些 情 景 ． 请 你 根 据 图 示 回 答 问 题 ：

 

（1）火箭中的燃料和氧化剂是 液 （选填“固”、“液”或“气”）态的，它是通过

既降温又加压的方法使气体液化的．发射架下有一大水池，我们看见火箭刚点燃

时周围有大量的“白气”，白气是由于水先 汽化 后 液化 形成的． 

（2）10 月 19 日凌晨神舟十一号与天宫二号成功实现自动交会对接，地面各个

测控站能准确用一种波对飞船进行遥控，你认为它是超声波吗？ 不是 （ 选

填“是”或“不是”），你的理由 声音不能在真空中传播 ． 

【分析】（1）为了节省空间，火箭中的燃料和氧化剂是一般是液态的；物质由气

态变成液态叫液化，液化可以采用两种方法，降低温度和压缩体积；物体由液态

变为气态的过程叫汽化，汽化要吸热；物体由气态变为液态的过程叫液化，液化

要放热； 

（2）在真空中遥控气船要靠电磁波，真空中是不能传播声音的． 

【解答】解： 

（1）火箭中的燃料和氧化剂为了节省空间，便于储存和运输，它们都是液态的，

它是通过既降温又压缩体积的方法使气体液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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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箭发射时，在发射台下有一个大水池，让高温火焰喷到水中，水吸收巨大的热

量，汽化成水蒸气，火箭升空，水蒸气遇到周围冷的空气就会发生液化，液化成

小液滴，就形成了我们看到的白色“气团”； 

（2）对飞船遥控利用的是电磁波，而不是超声波，因为真空中是不能传声的； 

故答案为：（1）液；汽化；液化；（2）不是；声音不能在真空中传播． 

【点评】此题考查的有关火箭上的物态变化知识，是一道理论联系实际的题目，

考查的方式比较灵活，是一道好题． 

  

22．（2 分）（2016 秋•无锡期中）假币能够被验钞机识别，这是利用 紫外线 可

以使荧光物质发光的性质．红外线是人眼看不见的光，晒太阳时觉得温暖，是因

为红外线具有 热效应 ． 

【分析】（1）紫外线可以杀死微生物、可以使荧光物质发光； 

（2）红外线最显著的作用是热效应，所以可利用红外线来加热物体，烘干油漆

和谷物，进行医疗等． 

【解答】解： 

验钞机是利用荧光物质在紫外线的照射下能够发光的原理制成的； 

红外线最显著的作用是热效应，太阳光中具有红外线，所以晒太阳时觉得温暖． 

故答案为：紫外线；热效应． 

【点评】本题考查学生对红外线和紫外线具体应用的了解情况，平时要注意观察

身边的现象． 

  

23．（2 分）（2016 秋•无锡期中）夏季雷雨前，经常是电闪雷鸣，打雷时，总是

先看到闪电，后听到雷声，这是因为 光速远大于声速 ．我市空气质量逐年好

转，今年夏天难得一见的彩虹多次再现在雨过天晴的空中，彩虹是光的 色散 

现象． 

【分析】（1）光在真空中的传播速度是宇宙中最快的速度为 3×108m/s；声音在

空气中的传播速度为 340m/s； 

（2）彩虹是由七种颜色的光组成，它们都是从太阳光中折射出来的． 

【解答】解：（1）光在真空中传播速度为 3×108m/s，闪电和打雷总是同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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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由于光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要远远大于声音的传播速度，所以我们总是先

看见闪电后听到雷声； 

（2）雨过天晴，天空出现了美丽的彩虹，这是由于太阳光照到空气中的小水滴

上，被分解为绚丽的七色光，即光的色散． 

故答案为：光速远大于声速；色散． 

【点评】本题考查了学生对光速与声速的关系以及对光的色散的了解，属于基础

知识的考查，比较简单． 

  

24．（2 分）（2016 秋•无锡期中）金秋季节，近期蠡园正举办金葵花展，阳光下

金黄色的向日葵能 反射 （选填“吸收”或“反射”）黄光，游客能从不同角度观

赏，那是由于光发生了 漫 反射的缘故． 

【分析】（1）不透明物体的颜色是由它反射的色光所决定的，其它色光照在它上

面时全部被吸收；透明物体的颜色是由它透过的光色决定． 

（2）漫反射时反射光线射向各个方向，所以我们能从各个不同方向看到本身不

发光的物体． 

【解答】解：黄花只反射黄光，所以阳光下金黄色的向日葵呈现黄色； 

我们能从不同方向看到本身不发光的物体，是因为光在物体表面上发生了漫反

射，反射光线射向各个方向的缘故． 

故答案为：反射；漫． 

【点评】本题考查物体的颜色由所反射的色光决定的特点以及漫反射，属于基础

题，学生易于解答． 

  

25．（3 分）（2016 秋•无锡期中）反射光线跟镜面的夹角是 15°，则入射角是 

75 °，若入射角减小 10°，则反射光线与入射光线的夹角为 130 °，若入射光

线垂直射向镜面，则反射角是 0 °． 

【分析】首先了解什么是法线，什么是入射角，什么是反射角，垂直于镜面的直

线叫做法线，入射光线与法线的夹角叫入射角，反射光线与法线的夹角叫反射角． 

【解答】解：根据光反射定律，反射光线、入射光线分居法线两侧，反射角等于

入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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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反射光线与镜面的夹角为 15°，则反射角为 90°﹣15°=75°，由于反射角等于

入射角，所以入射角也为 75°． 

当入射角减小 10°时，则入射角 75°﹣10°=65°，反射光线与入射光线之间的夹角

等于入射角与反射角之和，即 65°+65°=130°． 

当入射光线垂直射向镜面时，入射角为 0°，则反射角也为 0°， 

故答案为：75；130；0． 

【点评】本题主要考查的是光的反射定律的应用．要熟练掌握入射角和反射角的

定义，入射光线与法线的夹角叫入射角，反射光线与法线的夹角叫反射角． 

  

26．（3 分）（2016 秋•无锡期中）王涛同学身高 1.8m，站在平面镜前 5m 处，他

看到镜中自己的像，他向镜前走了 1m，他在镜中的像 不变 （选填“变大”、“变

小”或“不变”），这时，像到平面镜的距离是 4 m．现将一块和镜面一样大的木

板放在镜子后面 1m 处，这时他 仍能 （选填“仍能”或“不能”）看到自己在镜

中的像． 

【分析】根据平面镜成像的特点去分析，平面镜成像的特点是：①所成的像是虚

像；②像和物体形状、大小相同；③像和物体各对应点的连线与平面镜垂直；④

像和物体各对应点到平面镜间距离相等． 

【解答】解： 

由平面镜成像的特点知，当王涛同学到镜面的距离为 5m 时，像到镜面的距离也

为 5m，当他向镜前走了 1m 时，他距离镜面为 5m﹣1m=4m，则这时像到平面镜

的距离也是 4m； 

不管她远离还是靠近平面镜，她在镜中像的大小将不变； 

由于平面镜成像是光的反射，所以在镜面后放置物体是不影响成像的，故这时她

仍能在镜中看到自己的像． 

故答案为：不变；4；仍能． 

【点评】本题考查了平面镜成像的原因和特点．平面镜成像是由于光的反射形成

的，不是实际光线形成，是人的主观感觉形成，镜面后方是没有实际光线的，成

的是虚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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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解答题（共 38 分） 

27．（4 分）（2016 秋•无锡期中）作图 

 

（1）根据平面镜成像特点，在图甲中画出物体 AB 在平面镜中所成的像 A'B'． 

（2）画出乙图中的入射光线． 

【分析】（1）平面镜成像的特点是：像物大小相等、到平面镜的距离相等、连线

与镜面垂直、左右互换，即像物关于平面镜对称，利用这一对称性作出 AB 的像． 

（2）根据反射定律进行分析，即根据反射角等于入射角作出入射光线． 

【解答】解：（1）分别作出物体 AB 端点 A、B 关于平面镜的对称点 A′、B′，用虚

线连接 A′、B′即为 AB 在平面镜中的像．如图： 

（2）首先过反射点垂直于镜面作出法线，然后根据反射角等于入射角作出入射

光线，如图所示： 

 

【点评】（1）在平面镜成像作图中，若作出物体在平面镜中所成的像，要先根据

像与物关于平面镜对称，先作出端点和关键点的像点，再用虚线连接各点即为物

体的像． 

（2）本题考查了光的反射定律：反射光线、入射光线、法线在同一平面内，反

射光线和入射光线分居法线的两侧，反射角等于入射角． 

  

28．（8 分）（2016 秋•无锡期中）今年中秋月是“十五的月亮十七圆”．人们在欣

赏最圆月的同时，还可以目睹到少见的半影月食全过程．所谓的“半影月食”，其

实是月食的一种．当地球运行到太阳和月球之间，并且三者恰好或几乎在同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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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线 （选填“直线”或“平面”）上时，太阳到月球的光线就会部分或完全地被地

球所遮挡，这就产生了月食．按月亮被遮挡范围的不同，月食分为月全食、月偏

食和半影月食等三种．其中，半影月食发生时，月球进入地球半影，地球挡住了

一部分太阳照向月球的光，所以月球看上去要比平时 暗 （填“暗”或“亮”）一

些．  

（1）请将上述文中的空格填写完整． 

（2）如图 1 三个圆中地球、月亮、太阳的大致位置 B  

A．太阳 月亮 地球 

B．太阳 地球 月亮 

C．地球  太阳  月亮 

（3）我们平时所看到的月亮 不是 （选填“是”或“不是”）光源，月食形成的

原理是 光的直线传播 ． 

（4）国庆期间晴天的正午时分，走在长广溪湿地树林下，李华看到阳光透过树

叶的缝隙在地上留下许多大小不同的圆形光斑（如图 2 所示），这是 太阳 （选

填“太阳”、“树叶的缝隙”或“树叶”）的 实像 （选填“实像”或“影子”“虚像”），

光斑大小不同的原因是 树叶缝隙到地面的距离不同 ． 

【分析】（1）当太阳、地球、月亮位于同一直线上，地球位于太阳与月球之间时，

不透明的地球挡住了沿直线传播的太阳光，在地球上看不到月球时，便形成月食； 

（2）根据月食的形成原因判断地球和太阳、月球之间的关系； 

（3）自身能够发光的物体叫做光源； 

（4）用一个带有小孔的板挡在屏幕与物体之间，屏幕上就会形成物体的倒立的

实像，我们把这样的现象叫小孔成像，这个现象反映了光沿直线传播的性质． 

【解答】解：（1）太阳、地球、月球位于同一条直线上，当不透明的地球位于太

阳与月球之间，地球挡住了沿直线传播的太阳光，太阳光照不到月球上，在地球

上看不到月球的现象就是月食，所以月食是由于光的直线传播形成的，发生月食

时，在中间位置的是地球；半影月食发生时，月球进入地球半影，地球挡住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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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太阳照向月球的光，所以月球看上去要比平时暗一些； 

（2）如图；月食时，地球位于太阳和月亮的中间，如图；故选 B 

（3）自身能够发光的物体叫做光源，太阳、萤火虫自身能够发光，而月亮自身

是不会发光的，我们之所以能够看见月亮，是因为月亮能够反射太阳光进入我们

的眼睛，所以月亮不是光源． 

月食形成的原理是光沿直线传播； 

（4）树叶的缝隙其实就是一个个小孔，圆形光斑就是太阳的实像． 

地面上的圆形光斑就是由于树叶之间形成许多小孔，由于光的直线传播形成的太

阳的像． 

树叶的缝隙，也就是小孔，距离地面的远近不同，形成的光斑大小不同；距离越

远，形成的光斑越大，距离越近，形成的光斑越小． 

故答案为： 

（1）直线；暗； 

（2）B； 

（3）不是；光的直线传播； 

（4）太阳；实像；树叶缝隙到地面的距离不同． 

 

【点评】本题是一道综合性很强的试题，主要考查学生对光学知识的综合应用能

力，有一定的难度． 

  

29．（10 分）（2016 秋•无锡期中）我们都做过“探究水的沸腾实验”，从等时记录

的温度数据可知，水的升温特点是（外界条件相同）：A、温度改变是低慢高快；

B 、 温 度 改 变 是 低 快 高 慢 ； C 、 温 度 的 改 变 是 快 慢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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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1）在以上三种说法中，你认为 B 说法正确，其道理是 开始时，水的温度

低，蒸发较慢，热损失小，温度改变快，温度升高，蒸发快，热损失大温度改变

慢 ． 

（2）图甲和图乙分别是一、二两小组同学所做的实验．实验操作有错误的是 乙 

组（选填“甲”或“乙”），他们犯的错误是： 温度计玻璃泡碰到烧杯底部 ． 

（3）图丙是他们实验中观察水沸腾 前  （选填“前”或“后”）时出现的情景． 

（4）当温度接近 90℃时，三组同学每隔 1min 记录一次温度，根据表格里记录

的数据，请你分析水的沸点是 98 ℃，由此可以判断实验室的大气压 不是  

（选填“是”或“不是”）1 个标准大气压．  

时间

/min 

 0  1  2  3  4  5  6  7  8  9 

 温度

/℃ 

 85  87  89  92  94  96 97   98  98  98 

（5）通过实验观察到水在沸腾过程中温度 不变 （选填“升高”“降低”或“不

变”），且烧杯上方不断冒着“白气”，“白气”的实质是 小水珠 （选填：“水蒸气”

或“小水珠”）． 

（6）图丁是三、四两小组记录数据得到的 a、b 两种不同图象，其原因可能是 水

的质量不同 ． 

【分析】（1）通过影响蒸发快慢的因素来考虑水温度变化情况； 

（2）温度计的玻璃泡不能接触容器底或容器壁； 

（3）沸腾时有大量的气泡产生，并且气泡在上升过程中体积逐渐增大，最后破

裂；沸腾前气泡在上升过程中，体积逐渐减小． 

（4）沸点越低，区域越低，沸点越高，气压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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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水沸腾的特点是吸收热量但温度不变； 

（6）从给水开始加热到水沸腾需要的时间长短不同，根据 Q=cm△t 知，可能是

水的质量不同，可能是水的初温不同． 

【解答】解：（1）开始时水温较低，水蒸发的慢，则热量散失的就少，所以温度

越低时水温升高的越快；相反，水温越高时，水蒸发的越快，则热量散失的就越

多，所以，温度越高时水温升高的越慢． 

故 B 说法正确． 

（2）图乙中所示温度计的玻璃泡接触到了容器底，该实验操作错误； 

（3）丙图中气泡在上升过程中体积逐渐减小，所以丙图是沸腾前的现象； 

（4）表格中数据所示水在 98℃的时候，吸收热量，但温度不变，水的沸点是 98℃，

低于 100℃，说明实验时大气压低于标准气压； 

（5）水沸腾的特点是吸收热量，但温度不变；烧杯上方不断冒着“白气”，“白气”

的实质是水蒸气液化成的小水珠； 

（6）如丁图，三、四组得到 a、b 两种不同图象，两个小组水初温相同，开始沸

腾的时间不同，根据 Q=cm△t 知，可能是水的质量不同． 

故答案为： 

（1）B；开始时，水的温度低，蒸发较慢，热损失小，温度改变快，温度升高，

蒸发快，热损失大温度改变慢；（2）乙；温度计玻璃泡碰到烧杯底部；（3）前；

（4）98； 不是；（5）不变； 小水珠；（6）水的质量不同． 

【点评】此题是观察水的沸腾实验，主要考查了水沸腾时和沸腾前的现象，温度

计的使用、沸点与气压的关系及加热时间长的原因，属于基础题． 

  

30．（6 分）（2016 秋•无锡期中）如图甲所示，是“探究物质的熔化规律”的实验

装置．实验时先将固体物质和温度计分别放入试管内，再放入大烧杯的水中，观

察固体的熔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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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将固体物质和温度计分别放入试管内，再放入大烧杯的水中进行加热固体

的好处是 受热均匀 ； 

（2）在该物质熔化过程中，如果将试管从烧杯中拿出来，该物质将停止熔化．将

试管放回烧杯后，该物质又继续熔化．说明固体熔化时需要 吸收 （选填“吸

收”或“放出”）热量； 

（3）某同学根据实验记录的数据描绘出该物质的温度随时间变化的图象（如图

乙 ABCDE），则可知该物质是 晶体 （选填“晶体”或“非晶体”），判断依据是 有

固定的熔化温度（熔点） ； 

（4）根据描绘的图线，该物质在第 4min 时处于 固液共存 态；图象中 DE 段

是 沸腾 过程． 

【分析】（1）为使固体能够均匀受热，需将装有固体物质的试管放在盛有水的大

烧杯中加热，并且使物质全部浸没在热水中． 

（2）熔化是一个吸热的过程，据此判断． 

（3）晶体在熔化过程中温度是不变的，这是晶体和非晶体的重要区别． 

（4）物质先吸热温度升高，到达熔点，不断吸热，温度保持不变，全部熔化之

后，温度再升高，不断吸热，液体的温度升高，到达沸点，不断吸热，温度不变，

完成沸腾过程． 

【解答】解：（1）将装有固体物质的试管放在盛有水的大烧杯中加热，是为了使

固体受热均匀； 

（2）物质熔化时，把试管取出，物质停止熔化，放回烧杯物质继续熔化，可见

物质熔化时需要吸收热量； 

（3）因为该物质在熔化过程中不断吸收热量，温度保持不变，即该物质有固定

的熔点，所以该物质是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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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读图可知，该物质在第 4min 时处于熔化过程中，因此处于固液共存态；图

象中 DE 段吸热，温度不变，是沸腾过程． 

故答案为：（1）受热均匀； 

（2）吸收； 

（3）晶体；有固定的熔化温度（熔点）； 

（4）固液共存； 沸腾． 

【点评】本题考查了晶体升温、熔化、升温、沸腾四个过程，考查了晶体和非晶

体的区别、熔点、沸腾特点等，该题综合性很强，属于中档题． 

  

31．（10 分）（2016 秋•无锡期中）如图甲所示是小明“探究平面镜成像特点”的情

景：竖直放置的透明玻璃板下方放一把直尺，直尺与玻璃板垂直．两支相同的蜡

烛 A、B 竖立于玻璃板两侧的直尺上，以 A 蜡烛为成像物体． 

 

（1）该实验为便于观察，最好在 较暗 的环境中进行（选填“较亮”或“较暗”）；

此外，选择 较薄 （选填“较厚”或“较薄”）的透明玻璃板代替平面镜，能在观

察到 A 蜡烛像的同时，也能透过玻璃看到 B 蜡烛，从而确定 像的位置 ，选

择两个相同的蜡烛 A 和 B，是为了比较像与物 大小 关系． 

（2）进一步观察 A、B 两支蜡烛在直尺上的位置发现，像和物的连线与玻璃板 

垂直 ，像和物到玻璃板的距离 相等 ． 

（3）实验中，小明改变蜡烛 A 的位置，重复进行了三次实验，他这样做的目的

是： 使实验结论具有普遍性，避免偶然性 ． 

（4）小明放学乘地铁时站在地铁站台，他透过玻璃板制成的屏蔽门看到了车道

另一侧竖直墙壁上的广告牌，及自己在玻璃屏蔽门后面的像．爱动脑的小明根据

该现象设计了粗略测量玻璃屏蔽门到车道另一侧广告牌之间距离 d 的实验如图

乙所示．实验步骤如下，请完成相关内容： 

①小明站在站台上，相对于玻璃屏蔽门前后移动直到观察到小明在玻璃屏蔽门后

2018无锡学而思初二QQ群：559203408



 

第 36 页（共 37 页） 
 

所成的像与广告牌 在 （选填“在”或“不在”）同一竖直平面上； 

②小明记录下自己的位置，然后用直尺量出 小明到玻璃屏蔽门之间 的距离； 

③上述步骤中量得的距离就是玻璃屏蔽门到广告牌之间的距离 d，物理依据 像

与物到镜面距离相等 ． 

【分析】（1））①成像的物体和环境的对比度越大，成像越清晰． 

②从厚玻璃板的两个面都可以当作反射面会出现两个像和保证实验效果这个角

度去分析此题． 

③实验中用透明的玻璃板代替平面镜，同时能看到成像物体的像和镜后和像对比

的物体，便于确定像的位置，便于比较物像大小关系． 

④实验时采用两个完全相同的蜡烛，一支蜡烛放在玻璃板的前面并点燃，另一支

放在玻璃板的后面，当玻璃板后面的蜡烛和玻璃板前面的蜡烛的像完全重合时，

可以确定像的位置，同时也可以比较物像大小关系． 

（2）根据平面镜成像特点进行判断：物体在平面镜中成虚像，物像大小相等，

物像连线与镜面垂直，物像到平面镜的距离相等． 

（3）初中物理用实验探究物理问题时要进行多次实验，有的是为了多次测量求

平均值来减小误差；有的是多次测量发现变化规律；有的是为了使实验结论具有

普遍性． 

（4）小明在玻璃屏蔽门中成像，小明透过玻璃屏蔽门能看到广告牌，当小明的

像呈现在广告牌上时，说明广告牌在小明像的位置上，用刻度尺测量小明到玻璃

屏蔽门之间的距离，根据物像到平面镜的距离相等，求出广告牌和玻璃屏蔽门之

间的距离． 

【解答】解：（1）点燃蜡烛，烛焰在明亮的环境中，烛焰和明亮环境对比度较小，

成像不太清晰；烛焰在黑暗环境中，烛焰和黑暗环境的对比度大，成像更清晰． 

因为厚玻璃板的两个面都可以当作反射面，会出现两个像，影响到实验效果，所

以应选用薄玻璃板． 

实验过程中，用透明的玻璃板代替平面镜，在物体一侧，既能看到蜡烛 A 的像，

也能看到代替蜡烛 A 的蜡烛 B，当蜡烛 A 的像和蜡烛 B 重合时，便于确定像的位

置，便于比较物像大小． 

实验中选择两根完全一样的蜡烛 A 和 B，是为了比较物与像的大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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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观察 A、B 两支蜡烛在直尺上的位置发现：物像连线与玻璃板垂直；物像

到玻璃板的距离相等． 

（3）探究平面镜成像时，要多次改变蜡烛 A 的位置，其目的是进行多次实验来

使实验结论具有普遍性，避免偶然性． 

（4）①小明相对于玻璃屏蔽门前后移动直到观察到小明在玻璃屏蔽门后所成的

像与广告牌在同一竖直平面上，广告牌在小明像的位置． 

②记录小明所在的位置，然后用刻度尺测量小明到玻璃屏蔽门之间的距离． 

③测量小明到平面镜的距离，间接知道广告牌和玻璃屏蔽门之间的距离，根据是

物像到平面镜的距离相等． 

故答案为： 

（1）较暗；较薄；像的位置；大小； 

（2）垂直；相等； 

（3）使实验结论具有普遍性，避免偶然性； 

（4）①在；②小明到玻璃屏蔽门之间；③像与物到镜面距离相等． 

【点评】本题考查学生动手操作实验的能力并能合理解决实验中出现的问题．只

要熟练掌握平面镜的成像特点，解答此类题目就很容易．进行物理实验时，要根

据实验中遇到的问题，分析实验不成功的原因，进行改进．这是试题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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