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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广州市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

物 理

（参考答案及解析）
卓越教育广州中考专家团队物理专家组

中考首日告捷，由卓越教育考试研究院·初中团队带来物理科全城最快、最新鲜、

最独家的详评，学霸来袭，孩儿们快到碗里来！

1.【参考答案】D
【分析】本题的要求是了解层。课标相关内容要求：了解声音的特性。本题主要考察音调、

响度及其影响因素。各选项错误与正确分析：音调的影响因素为频率（每秒内振动次数），

频率越高，音调越高；响度的影响因素为振幅，振动幅度越大，响度越大。由表格可得，甲

的频率更高，故甲的音调更高；乙的响度更大，故乙振动的幅度更大，故本题的正确答案为

D选项。

2.【参考答案】C
【分析】本题的要求是了解层。课标相关内容要求：知道原子是由原子核和电子组成，了解

原子的核式模型。本题主要考查：物质的构成。各选项错误与正确分析：原子是由电子和原

子核构成，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构成，故本题的正确答案为 C。

3.【参考答案】D
【分析】本题的要求是应用层。课标相关内容要求：了解动能和势能的相互转化，能结合实

例说明机械能和其他形式能量的相互转化；知道做功的过程就是能量转化或转移的过程；有

用能量转化与守恒的观点分析问题的意识。本题主要考察：机械能及其转化。各选项错误与

正确分析：关掉电源后，小轮逐渐停下来，说明小轮在运动过程中需克服阻力做功，机械能

减小，但是能量的总量保持不变，能量守恒定律成立，A、C错。正常运行时，小轮来回滚

动，动能和势能相互转化，速度大小在改变，B错；每次达到的最大高度相同，说明摆设消

耗了电能，所以本题的正确答案为 D选项。

4.【参考答案】D
【分析】本题的要求是了解层。课标相关内容要求：知道分子动理论的基本观点；了解内能

和热量。本题主要考查：内能概念的理解。各选项错误与正确分析：内能是指物体内部所有

分子做无规则运动所具有的动能和分子势能的总和，由定义可知物体内能大小与质量、温度、

存在状态有关，温度相同，内能不一定相同，A错；分子动能越大，内能不一定越大，B错；

甲传递热量给乙，说明甲的温度比乙的温度高，不能说明甲的内能比乙大，C错；扩散现象

中，分子在不停地做无规则运动，可以从低温物体运动到高温物体，所以本题的正确答案为

D选项。

5. 【参考答案】A
【分析】本题的要求是应用层。课标相关内容要求：通过实验，了解并探究液体压强与哪些

因素有关；利用 p＝ρgh进行相关简单计算。本题主要考查学生对液体压强公式 p＝ρgh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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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和应用，在本题中，根据图片可知，a、b、c、d 四点的深度 a点深度最小，根据液体压

强公式 p＝ρgh，所以 a点压强最小，因此正确答案选择 A。

6. 【参考答案】D
【分析】本题的要求是理解层。课标相关内容要求：通过实验，探究并了解导体在磁场中运

动时产生感应电流的条件。本题主要考查学生掌握电磁感应现象中产生感应电流的条件。在

本题中，学生首先要知道产生感应电流的条件：闭合电路的一部分导线做切割磁感线运动。

根据选项图片可知；A、B选项，因为导线 a放置与磁感线平行，所以 A、B选项中的导线

a都不切割磁感线，无感应电流产生，因此 A、B选项错； C、D选项，导线 a垂直于纸面

放置，由于 C选项中导线 a运动方向与磁场方向平行，无感应电流产生，故 C项错；D选

项中导线 a运动方向与磁场方向垂直，有感应电流产生，因此 D选项正确。

7. 【参考答案】A
【分析】本题的要求是了解层。课标相关内容要求：了解物态变化中的吸热和放热现象以及

液体温度计的工作原理。本题主要考查温度计中的液体在吸热和放热过程中的体积变化规律。

由题意可知：在本题中，在恒温环境下温度计放入冰水混合物中，首先有一个温度下降的过

程，此过程中温度计液体体积收缩变小，然后温度计的温度和冰水混合物的温度相同，会维

持一段时间体积不变，之后冰水混合物完全熔化后，温度会上升，接着温度计液体体积会变

大，所以温度计液体的体积变化是减小、不变、变大的过程，综合选项可知，正确的答案选

择 A选项。

8. 【参考答案】B
【分析】本题的要求是应用层。课标相关内容要求：知道机械运动，举例说明机械运动的相

对性；用物体的惯性解释自然界和生活中的有关现象。本题主要考查：会选取参照物判断物

体的运动方向；会运用惯性知识，根据现象判断物体的运动的变化情况。分析：装置开始运

动的瞬间，由于惯性，小球会保持原来的静止状态不变，选小球为参照物，可知装置向南方

向运动，因此正确答案选择 B。

9. 【参考答案】A
【分析】本题的要求是了解层。课标相关内容要求：理解机械功和功率。知道机械效率。本

题主要考查对斜面有用功、总功、机械效率概念的理解。各选项错与正确分析：有用功是不

用斜面直接把物体拉到某一高度所做的功，大小为 GH，总功是用平行于斜面的拉力把物体

沿着斜面拉到一定高度所做的功，斜面的机械效率是有用功与总功的百分比。A是有用功与

总功之比，正确；B是总功与有用功之比，错误；C是有用功与额外功之比，错误；D是有

用功与有用功和总功的和之比，错误。所以此题正确的答案选择 A选项。

10.【参考答案】B
【分析】本题的要求是理解层。课标相关内容要求：探究并了解通电螺线管外部磁场的方向；

通过实验，了解通电导线在磁场中会受到力的作用，知道力的方向与哪些因素有关。本题主

要考查磁感线的特点；通电螺线管的磁场与电流方向有关；通电导线在磁场中会受到力的作

用，力的方向与电流方向和磁感线方向都有关。各选项错与正确分析：A选项，导线左边是

螺线管的 S极，右边是螺线管的 N极，磁感线的方向与题目中的磁感线方向相反，导线电

流方向相同与题目中电流方向相同，故 F 的方向与题目中 F 的方向相反，不符合题意；B
选项，磁感线的方向和导线中电流的方向均与题目中的方向相反，导线受力方向与题目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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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B 正确；C 选项，螺线管中电流方向改变，导线所在磁场的磁感线方向与题目一致，电

流方向与题目相反，故力的方向改变，不符合题意；D选项，线圈中没有电流，导线不受力，

不符合题意。所以本题的正确答案为 B选项。

11.【参考答案】C
【分析】本题的要求是理解层。课标相关内容要求：理解阿基米德原理，能运用物体的浮沉

条件解释生活、生产中的一些现象。本题主要考查：理解浸在液体中的物体受到的浮力等于

排开液体的重力。各选项错与正确分析：因为甲乙两球排开液体的重力相等，所以受到的浮

力相等，故 C正确，A、B、D错误。因此正确答案选择 C。

12.【参考答案】A
【分析】本题的要求是理解层。课标相关内容要求：会使用电流表和电压表；理解欧姆定律。

本题主要考考查：电压表读数，欧姆定律的简单应用。各选项错与正确分析：定值电阻 R
的电压等于电压表的示数，可知 L烧断后，电压变大；定值电阻的阻值不变，电压变大，

根据欧姆定律知，R的电流变大，故 A正确，B、C、D错误。所以本题的正确选项为 A选

项。

13.【参考答案】 （1）如图所示

【分析】本题的要求是应用层。课标相关内容要求：通过实验，探究平面镜成像时像与物的

关系，知道平面镜成像的特点及应用。在平常的练习中出现多次，关键就是要注意到细节问

题。首先利用平面镜成像的特点，画出对应的 AB的像，同时注意所成像为虚像，记得要用

虚线；同时知道所成像是对应发光点发出的光线的反射光线的反向延长线的交点，再画出反

射光线。

14.【参考答案】（1）如图所示 （2）凹 （3）倒立 、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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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本题的要求是应用层。课标相关内容要求：认识凸透镜的会聚作用和凹透镜的发散

作用，通过实验探究知道凸透镜成像的规律。了解凸透镜成像规律的应用。本题和课本上常

见的望远镜有所不同，关键考查学生通过光路的变化和凸透镜成像规律来解决问题。第（1）
问，利用凸透镜的三条特殊光线来作图， 对于 a 是经过凸透镜光心的光路不变，b是经过

焦点发出的光，经过凸透镜平行于主光轴射出；第（2）问，分析入射和折射光线的特点，

确定是发散，确定目镜为凹透镜；第（3）问，首先看到题目的关键信息，物镜的焦距 f=500mm，

而我们看到的月球所对应的物距远大于 2倍焦距，所以成的为倒立、缩小的实像。

15.【参考答案】如图所示

【分析】本题的要求是了解层。课标相关内容要求：通过常见事例或实验，了解重力、弹力

和摩擦力，认识力的作用效果，能用示意图描述力。本题根据受力分析的原则，先重力、再

弹力后摩擦力顺序分析物体的受力情况。首先在水平粗糙面上滑行，可以确定物体受到重力

和地面对滑块M的支持力，这两个力在竖直方向上为平衡力；最后确定受到摩擦力，重要

的为摩擦力的方向判断，从摩擦力的方向和物体相对运动方向相反的特点，可以确定滑块M
受到水平向右的摩擦力。

16.【参考答案】（1）2.4 （2）7.2 （3）不可以；所需拉力的大小超出了弹簧测力计的

量程，无法测量。

【分析】本题的要求是了解层。课标相关内容要求：会测量力的大小；知道二力平衡条件；

通过实验，探究并了解杠杆的平衡条件。第一空，首先通过弹簧测力计读出拉力大小为 2.4N，
再根据杠杆平衡条件 F1L1=F2L2，可知 F1=2.4N、L1=0.6m、L2=0.2m，得出 F2=G=7.2N。后

面第二空，可以看到弹簧测力计对应的绳子的作用点移动到了 A点和重力的作用点重合。

使杠杆在水平位置平衡，此时弹簧测力计对硬棒的拉力和硬棒的重力是一对平衡力，大小相

等。但是根据第一问可以知 G=7.2N，而从图中可知弹簧测力计的量程为 0-5N，所需拉力的

大小超出了量程，而无法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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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参考答案】（1）B （2）m
V

＞

【分析】本题的要求是了解层。课标相关内容要求：通过实验，理解密度，会测量固体和液

体的密度。解释生活中一些与密度有关的物理现象。

（1）根据表 1信息提取 5km处大气压在 0.47×105Pa-0.62×105Pa 之间，再根据表 2，得 5km
处水的沸点应该在 80℃-90℃之间，最合理答案是 83℃，选 B.

（2）根据公式ρ=�
�

，从甲地带到乙地，瓶内气体质量不变，乙地瓶橡皮膜向上凸，说明

气体体积变大，密度变小，所以ρ甲＞ρ乙

18. 【参考答案】 = =
【分析】本题的要求是应用层。课标相关内容要求：通过实验理解压强，会根据压强公式进

行计算和比较。零件正放和倒放对展示台的压力大小都等于零件重力，所以 F1=F2；因为展

示台底面积 S=1dm2，小于零件的上底面积和下底面积，所以受力面积相同，都是展示台的

底面积 S=1dm2，所以根据公式 p = �
�
,零件对展示台的压强相等。

19. 【参考答案】（1） 2 50 （2）酒精没有完全燃烧和酒精燃烧放出的热量没有被液体

完全吸收

【分析】本题的要求是理解层。课标相关内容要求：了解热值和比热容的意义，会根据吸放

热和比热容公式进行简单计算。在实验中考虑实际情况，尊重实验事实。

（1）酒精热值不变，质量是 2倍，完全燃烧放出的热量也是 2倍。

液体 A的比热容不变，质量增大为 2倍，同时吸收热量也增大为 2倍，则液体 A升高温度

相同为 50℃
（2）在实际实验中，酒精无法完全燃烧，以及实验装置有热损失，酒精燃烧放出的热量没

有被液体完全吸收，造成液体升高温度小于△t。

20.【参考答案】解：

（1）A,B间的电压为

由公式 U=IR=0.02A×5000Ω=100V
则电阻 R的电功率为 P=UI=100V×0.02A=2W
（2）变大；电鳗头部接触到导体棒更高的位置，导体长度变长，电阻变大，电流由 0.02A
变为 0.05A，也变大了。根据公式 U=IR，可知电压变大了。

【分析】本题的要求是应用层。课标相关：要求结合实例理解电能和电功率，理解欧姆定律。

（1）结合生活中电鳗例子分析电路考查电功率 P=UI与欧姆定律 I=U
R
的综合应用。（２）考

查电压公式 U=IR,并提取题目信息分析物理量变化。依然要求学生把握公式，由公式出发，

寻找对应物理量

21.【参考答案】解：

（1）在前 50s内的平均速度为 v1=
��
��
= �����

���
= 㐶�m/s

（2）G=mg=80kg×10N/kg=800N
在前 30s内下落的高度为 h=1500m
故这段时间重力做的功为 W=Gh=800N×1500m=1.2×106 J

功率为 P=�
��
= �t�×��� �

���
= 㐶× ��㐶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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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图像看出在第 10s到第 30s速度先增大后不变。人的质量没有发生改变，高度一直

在减小，所以人的动能先增大后不变，重力势能一直在减小，由于在下落过程中受到空气阻

力，机械能不守恒，克服阻力做功，所以机械能减小。

（4）等于。

【分析】结合生活情境综合考查学生对运动快慢理解，求解功和功率，并能从题目信息分析

能量的变化。也考察了学生由运动推到受力情况。

（1） 已知时间和路程，直接运用平均速度公式求平均速度。

（2） 求重力做功，找准力与力的方向上移动的距离，题目给出了质量，先求重力，给了

距离和时间，各物理量不难找到。

（3） 要理解动能，重力势能影响因素。抓住题目信息，考虑空气阻力，可以判断出机械

能变化。

（4） 只受重力和空气阻力，第 30s和第 50s都是匀速直线运动，受力分析就可以得到阻

力等于重力。所以两次阻力相等。

22. 【参考答案】酒精蒸发吸热。

【分析】本题能力要求是理解层，课标相关内容：经历物态变化的实验探究过程；了解物态

变化过程中的吸热和放热现象；用物态变化的知识说明自然界和生活中的有关现象。本题主

要考查的知识点是蒸发吸热现象，考查的主要能力有信息提取能力、分析归纳能力。 题目

中，两个实验进行了对比，排除了吹到温度计上的空气温度低这一因素，从而可以得到酒精

蒸发吸热这一结论，实验设计相对科学，渗透了控制变量的思想。

23.【参考答案】

（1）如下图所示

（2）不正确；此电路为串联电路，电流表有示数，电路应该为通路，若灯丝断了，电流表

无示数。

（3）如下图所示；灯泡短路；灯泡实际功率过小；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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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本题的能力要求是应用层。课标相关内容：会看、会画简单的电路图；会连接简单

的串联电路和并联电路；了解串、并联电路电流和电压的特点；结合实例理解电功和电功率。

本题第一问根据实物图画电路图，既考查了作图能力，同时也是一个电路分析的过程，第二

问主要是考查了学生对串联电路特点的理解，第三问通过实验对故障进行了精确的判断，并

考查了电能的简单计算。本题考查了电学的电路图和实物图的画法、电路故障的判断、电能

的计算，内容覆盖面广。题目设计由浅入深，紧贴学生思维，符合认知规律，渗透了电路分

析的学科思想。

24. 【参考答案】

无关；

补充器材：天平、秒表

实验步骤：

1 用天平测出若干个质量不同的金属螺母的质量，分别标号为 1、2、3…用细绳绑着

金属螺母 1，固定摆长 L；
②小幅度拉开螺母后松开，用秒表记录往返 5次的时间，记录为 t1；
③将金属螺母 1换为 2，固定摆长 L，重复步骤②多次实验；

④比较不同螺母往返 5次的时间，得出结论。

【分析】

本题要求是“应用”层次。本题的考查内容主要落在科学探究，实验的素材是单摆，学生在

平时的练习中也遇到过单摆的题目，只是本题考查实验探究单摆周期的影响因素。题目中给

出了单摆周期 T 的表达式，表达式中没有质量 m，所以 T与 m无关。探究 T是否与 m有关的

实验中，就需要使用不同质量的金属螺母，题目给出的金属螺母有些质量相同，有些不同，

所以需要用天平来找出质量不同的螺母进行实验（用弹簧测力计测出不同重力亦可）。更换

不同质量的螺母时要注意控制摆长 L 相同，体现控制变量法。因为每次往返的时间太短了，

单次测量误差较大，所以可以测量往返几次的时间以减少误差，最后比较不同质量螺母往返

相同次数的时间进行比较，得出结论。


	（参考答案及解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