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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广州市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 

物理 

（参考答案及解析） 

卓越教育考试研究院·初中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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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分析】本题的要求是了解层。课标相关内容要求：能估测常见固体的质量。本题主要考察，

物体质量的估测。各选项错与正确分析：在本题中，首先了解人体质量的大小，然后按照题

目信息要求，计算 15%的人体质量，然后进行选择。也可以采用排除法排出 A、C、D 选项，

所以此题正确的答案选择 B 选项。 

 

2.【参考答案】A 

【分析】本题的要求是了解层。课标相关内容要求：了解乐音的特性。本题主要考察响度及

其影响因素。各选项错与正确分析：本题学生主要要了解“dB”是响度的单位，响度的影

响因素为振幅；在本题中，响度由 30 dB，变为 50dB，说明响度变大，因此振幅变大，所

以本题的正确答案为 A 选项。 

 

3.【参考答案】D 

【分析】本题的要求是了解层。课标相关内容要求：探究并了解同种电荷相互排斥，异种电

荷相互吸引。本题主要考察：电荷间的相互作用和验电器原理。各选项错与正确分析：在本

题中，题干中说明，用带电棒与不带电的金属球接触，发现验电器金属球张开角度（相互排

斥），此现象说明验电器带电，并且在两金属箔带同种电荷，并不能准确说明所带电荷是正

电荷或负电荷，因此正确答案选择 D。 

 

4.【参考答案】B 

【分析】本题的要求是了解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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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主要考察：闭合电路中的一部分导体在磁场中做切割磁感线运

动，会产生感应电流。各选项错与正确分析：在本题中，选择的答案为不能产生感应电流的

图像，根据题意已经是闭合回路了，所以只需要选择没有切割磁感线的选项,当导线沿如图

所示水平运动时，A、C、D 选项中，导线都有切割磁感线，因此可以产生感应电流。所以

本题的正确选项为 B 选项。 

 

5.【参考答案】A 

【分析】本题的要求是了解层。课标相关内容要求：知道动能、势能和机械能。本题主要考

察：动能与势能的影响因素和机械能的转化。各选项错与正确分析：在本题中，学生首先要

了解，动能的影响因素为质量和速度、重力势能的影响因素为质量和高度，机械能为动能和

势能的和，在题干中，电梯匀速上升过程，所以此过程速度和质量不变，高度上升，因此 A

选项，动能保持不变为正确；B 选项，由于高度升高，所以重力势能增大，而动能不变，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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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机械能变大，因此 B 选项不正确；C 选项，参考上选项解释，重力势能增大，所以 C 选

项错误；D 选项，由于动能大小不变，所以动能没有转化为重力势能，因此 D 选项错误。

综上所述，本题正确选项为 B。  

 

6.【参考答案】C 

【分析】本题的要求是应用层。课标相关内容要求：了解内能和热量；通过自然界和生活中

的一些简单热现象，了解分子热运动的一些特点。本题主要考查学生掌握内能的影响因素和

改变方式。做功和热传递的方式都能使水的内能增大，温度升高，故 A 错误；质量、状态、

温度都是影响物体内能的因素，题目中两杯水质量不明确，无法判断哪杯水的内能更大，故

B 错误；温度降低，物体内能减少，C 正确；温度越高，分子热运动越剧烈， 乙杯中的水

分子运动一定比甲杯中的剧烈，故 D 错误。 

 

7.【参考答案】D 

【分析】本题的要求是理解层。课标相关内容要求：知道机械运动，举例说明运动和静止的

相对性。本题考察学生在运动过程中如何选取参照物并做出描述以及运动和力的理解。另一

列车相对她不动，则她坐的车是与另一列车保持相对静止的，而另一列车相对地面可能是运

动也可能是静止的，所以她的车相对地面也可能是运动或可能是静止的，A 错误；另一列车

相对她向东行驶，另一列车相对地面可能是静止、向东或向西行驶，则她坐的车可能向西行

驶，可能静止，也可能是向东行驶，故 B 错误；如果小球突然“自动”向东滚动，则她坐的

车可能向西启动或向东减速，故 C 错误；如果小球突然“自动”滚动，说明小球由于惯性保

持原来的运动状态，与车现在的运动状态不同从而发生了相对运动，即她坐的车的运动状态

一定发生了改变，D 正确。 

 

8.【参考答案】C 

【分析】本题的要求是理解层。课标相关内容要求: 解释生活中一些与密度有关的物理现象

本题考察学生掌握密度的概念理解。由图像得 4℃时液体的体积最小，则在质量一定的情况

下，根据 ρ=
m

V
 得此时液体密度大，故 A 错误；由图像得温度升高，液体质量没变，体积发

生变化，所以密度一定发生改变，故 B 错误；从图像可以看出 1℃时的体积比 5℃时的大，

C 正确；由图像可得从 1℃到 8℃，液体体积先变小后变大，D 错误。 

 

9.【参考答案】B 

【分析】本题的要求是应用层。课标相关内容要求: 通过实验，了解比热容；尝试用比热容

说明简单的自然现象。本题主要考察学生掌握物体吸放热的公式应用。由图可得乙的质量比

丙小，两者升高 1℃需要吸收的热量相同，根据 Q=cm△t得，乙的比热容比丙的大，故 A错

误；由图可得甲乙质量相等，甲升高 1℃需要吸收的热量比乙多，根据 Q=cm△t得，甲的比

热容比乙的大，故 B正确；由图可得甲温度升高 1℃需要吸收的热量是 3000J，故 C 错误；

由图可得甲升高 1℃需要吸收的热量比乙多，则甲降低 1℃需要放出的热量比乙多，故 D 错

误。 

 

10. 【参考答案】A 

【分析】本题的要求是理解层。课标相关内容要求：了解串、并联电路电流和电压的特点；

理解欧姆定律。第一个图是串联电路，则电流相等，各部分电路电压之和等于总电压，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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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姆定律 I=
U

R
 ，可以算出 I1=I2=

U总

R总
 =

4V

1Ω+1Ω
 =2A，U1=I1R1=2A×1Ω=2V， 

U2= I2R2=2A×1Ω=2V；第二个图是并联电路，各支路电压相等并等于电源电压，各支路电流

之和等于干路电流，根据欧姆定律 I=
U

R
 ，可以得出 U3= U4= U 总=2V，I3=

U3

R3
 =

2V

2Ω
 =1A，I4=

U4

R4
 

=
2V

2Ω
 =1A，可得（2）（4）正确，选 A。 

 

11.【参考答案】Ｃ 

【分析】本题的要求是应用层。课标相关内容要求：探究并知道凸透镜成像的规律。题目给

出实验中凸透镜成像为倒立，缩小的像，则根据凸透镜成像规律可以得出蜡烛应处于两倍焦

距以外，成像特点为倒立，缩小的实像，即 u＞2f，可得 f<10cm，因此平行于主光轴的光线

与主光轴的交点应小于 10cm，故 A、B、D 错误，选 C。 

 

12.【参考答案】Ｄ 

【分析】本题的要求是应用层。课标相关内容要求：知道机械效率。左图为徒手做功，F1

做功即为克服物体摩擦力做功，右图为滑轮组拉动物体做功，故 F2 做功为整个过程的总功，

其中 F2 做的功中除了要克服物体摩擦，还要克服滑轮组绳子摩擦，则额外功为 F2 做的功与

F1 做的功之差。由题目条件得，有用功为 W 有=F1s，总功为 W 总=F2×(3s)=3F2s，机械效率为

η=
W有用

W总
 =

F1s

3F2s
 ，额外功为 W 总－W 有= 3F2s－F1s，故 ABC 错误，选 D。 

 

13.【参考答案】（1）如图所示   （2）30.0 

【分析】本题的要求是了解层。课标相关内容要求：通过实验，探究并了解光的反射定律。

探究并了解光的折射现象及其特点。通过实验，探究平面镜成像时像与物的关系。第（1）

问给出入射点、反射面以及光点，连接 OA 可的反射光线，根据光的反射定律画出入射光线；

第（2）问是画折射光线，根据 “空中角大”，可知光线向下偏折；第（3）问是根据平面镜

成像的特点，像与物到水面的距离都为 15cm，因为是刻度尺，所以需要估读。 

 

14.【参考答案】 

   （1）14  80    

   （2）当湿球温度计与干球温度计示数差为 3℃时，干球温度计测得温度越高，相对湿度

越大    

   （3）因为相对湿度越大，水蒸发越慢，所以衣服很难晾干 

【分析】本题的要求是应用层。课标相关内容要求：会用常见温度计测量温度。第（1）问

是看图读温度计示数，并从表格中找到对应的相对湿度为 80%；第（2）问是根据图表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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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当温度差为 3℃时，从表格可以发现干球温度计示数越大，相对湿度也越大，但二者

关系并不成正比。第（3）问联系生活实际，解释生活现象。从题干可以知道，相对湿度越

大，水蒸发越慢，所以衣服很难晾干。 

 

15.【参考答案】（1）2.8    （2）＜    （3）2.2 

【分析】本题的要求是应用层。课标相关内容要求：会测量力的大小；结合实例，认识功的

概念；知道二力平衡。第（1）问是弹簧测力计的读数，需要注意弹簧测力计的分度值为 0.2N；

第(2)问是做功的条件，要有力，同时要有在力的方向上移动距离。第（3）很灵活，但是在

平时的习题中应该有涉及到，CD 段是做加速直线运动，此时摩擦力并不等于拉力，需要考

虑滑动摩擦力的影响因素，所以摩擦力等于 AB 段做匀速直线运动时的摩擦力，所以等于

AB 段的拉力 2.2N。 

 

16.【参考答案】（1）如图所示  （2）如图所示  （3）F1L1=F2L2     ＜ 

【分析】本题的要求是应用层。课标相关内容要求： 通过实验，探究并了解杠杆的平衡条

件。本题前两问需要作出力和力臂，非常常规的考法，在平时的练习中同学们也大量涉及到

这样的题目，题目难度不大。第（1）问注意拉力要作用在门上，拉力方向沿绳方向，第（2）

问需要注意作出 F1 的反向延长线，第（3）问根据平衡条件 F1L1=F2L2，力臂越大，力越小。 

 

17.【参考答案】600   240 

【分析】本题的要求是理解层。课标相关内容要求：有对信息的有效性、客观性做出判断的

意识，经历从信息中分析、归纳规律的过程，尝试解释根据调查或实验数据得出的结论，有

初步的分析概括能力。本题是信息题，通过题目和表格所给的对应数据即可找到“90”所对

应的最大质量为 600kg,“V”速度不能超过 240km/h。 

 

18.【参考答案】＞    ＜ 

【分析】本题的要求是了解层。课标相关内容要求：了解流体的压强与流速的关系及其在生

活中的应用。汽车运动时，天窗外空气相对汽车运动速度较大，流速大于车内空气的流速，

根据流体流速大的位置压强小可以判断天窗外空气的压强小于车内的空气压强。 

 

19.【参考答案】2.4×104   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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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给出汽车的质量为 2400kg，根据 G=mg 可以求到重力为 2.4×104 N.停在水平

地面的汽车压力等于重力，根据错误!未找到引用源。可以求到一起为 2×105Pa。 

 

 

20.【参考答案】解： 

弹性绳 

O 

门 F1 

F2 

L1 

第 16 题答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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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图所示 

 

（2）因为木筏漂浮，所以 F 浮=G=mg=100kg×10N/kg=1000N 

根据 F 浮=G 排=ρ 液 gV 排，得 V 排=
F浮

 ρ水g
 = 

1000N

 1.0×103kg/m3×10N/kg
 =0.1m3 

因为 V=Sh，所以 h=
V排

S  =
0.1m3

2m3  =0.05m 

（3）   =     因为它们都漂浮，由于 F 浮=G 物，而甲、乙所用的木条质量相等，所以 G 相

等，则浮力相等。 

【分析】本题的要求是应用层。课标相关内容要求：能够叙述和解析，并能在实际问题的分

析、综合、推理等过程中运用；本题很好地贯彻了课标，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1）不变

的地方：本题继承了 14、16 年浮力的考法。在力学题中先画图，然后利用浮沉条件来解释，

用浮力来贯穿全题。（2）变化的地方：考察学生对阿基米德原理的应用。  

 

21.【参考答案】解： 

（1）0-5min 消耗的电能：W1=P1t1=22.0W× 5×60s=6600J  

5-10min 消耗的电能：W2=P2t2=18.0W× 5×60s=5400J  

0-10min 消耗的总电能：W 总=W1+W2=6600J+5400J=12000J 

（2）D 阶段电流：I= 
P

U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2.5W

5.0V
 =0.5A 

（3）根据焦耳定律 Q=I2Rt 可知，A、D 阶段数据线电阻相等，工作时间相同，但是 A 阶段

流经数据线的电流为 4.4A 大于 D 阶段流经数据线的电流 0.5A，所以数据线在 A 阶段

产生的热量比较多。 

（4）①②③ 

【分析】本题的要求是应用层。课标相关内容要求：结合实例理解电能和电功率；用焦耳

定律说明生产、生活中的一些现象；知道波长、频率和波速。第（1）题考查电功公式的

应用。根据 W=Pt 可以求出各时间段消耗的电能；第（2）题考查电功率公式的应用。可

根据功率变形式 I= 
P

U
 求出电流。第（3）题考查焦耳定律的应用。此题注意答题的规范

性，要运用控制变量法。第（4）题考查对电磁波的理解。所有电磁波在真空中的传播速

度相同，频率小的波长长。 

 

 

 

22.【参考答案】 

（1） N    如图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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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图 23 所示          灯泡发光 

 

【分析】本题能力要求了解层，课标相关内容：探究并了解通电螺线管外部磁场的方向，会

连接简单的串联和并联电路。 

        本题考察了：磁现象，通电螺线管的外部磁场，实物图的连接。（1）主要考察学生

的信息在题干和图 21 图 22 中进行信息提取，结合通电螺线管的外部磁场知识进行简单的逻

辑推理。（2）题干较新，学生第一次看到时信息提取会觉得有困难，符合中考出卷“去情境

化”的出题原则，本题核心考察实物图连接，只要读懂题目意思，即可解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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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参考答案】 

（1）如图所示 

 

（2）2   0.1   20 

（3）滑动变阻器 

【分析】本题的要求是应用层。课标相关内容要求：会看会画简单的电路图；会测量定值电

阻的阻值．  

  本题考查了电学的实物图、电路图、读数、简单的计算、电表测量对象分析，几乎囊括

了初中电学所有常见电学知识。对学生的要求由浅入深，紧贴学生思维，剌向学生的痛点；

看似简单，却无时无刻不藏着陷阱．学生在第（1）问的实验电路作图中，容易受到第（2）

问实物图的干扰而造成失分，此道出得非常好．本题延续往年电学实验分析，难点主要在第

（1）（3）题画图及分析． 

 

24.【参考答案】 

（1）
s

v
t

 ； 

（2）刻度尺和秒表； 

（3） 

 

 

 

 

 

 

    ①按图示先放好长木板，木块和滑块，将滑块放在长木板顶部，用刻度尺测量出滑块底

部到长木板底端的距离（如图中所示），记为 S. 

    ②将滑块放在长木板顶端，由静止释放的同时，按下秒表开始计时，当滑块底部到达长

木板底部时再次按下秒表，停止计时，记录秒表的时间 t1。 

    ③适当将木块向左移动，增大长木板的倾斜程度，重复实验步骤 2，记录时间 t2和 t3。 

    ④整理器材，分别计算出三次实验的平均速度 v1，v2 和 v3，进行比较。若 v3＞v2＞v1，

则实验可以说明小明的猜想正确。 

【考点】长度的测量；时间的测量，变速运动与平均速度 

【分析】本题的要求是应用层。在课标相关要求中属于“科学探究 I”层次。具体来说，要

求学生：会选用适当的工具测量长度和时间；用速度描述物体运动的快慢；通过实验测量物

体运动的快慢；用速度公式进行简单的计算。 

    继 2015年的“利用浮力测量小黄鸭的重力”之后，2016年的“检验滑轮组的机械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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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被提升物体重力的关系”和今年的最后一题实验设计题型都回归了课本，而且体现的是教

材的演示实验。但今年的实验情景来源于课本，但又进行了创新，学生如果死记课本的步骤

也是不行的，往较深的层次看，斜面的题目在初中学生也是有接触的，在比较简单，紧扣考

纲，不增大难度的前提下，实际上从感性认识上让学生初步认识到斜面的倾斜程度对于物体

运动的影响，同样属于跟高中内容的一个初步接轨。整体上来看，这类探究验证性实验重点

考查的还是学生的实验设计能力和探究能力，“控制变量”思想是学生设计步骤中贯穿始终

的一条脉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