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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语中考师生

“上海中考物理总动员”系列从2007年第一本书的诞生到现在已经快10年了,期间我

们始终坚持着“让学生更容易理解和学习”“让老师更方便教学解答”的原则,每年中考结束

后听取使用这套书的几百所学校和培训机构的教师、学生和家长的宝贵意见,以最快的速度

更新题目,不断完善、丰富、创新,得以在市场上获得无数好评。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市有大

约三分之一的中考学生都在使用这套书。

考虑到中考总复习的实际情况,应广大教师和学生的要求,“上海中考物理总动员”系列

今年进行了一次重要的改版,新版由“考纲解读版”“基础训练版”和“挑战满分版”三本构成,

从考点归纳巩固,到基础题型训练,再到难题拔高训练,使用起来更有针对性,难度层级更分

明,题量设置更符合学生的学习习惯和要求。

“考纲解读版”完全根据《上海市初级中学物理学科教学基本要求》和《考试手册》,结合

《物理》(八年级、九年级)课本内容,参照中考考题类型,分为考点归纳(9个单元)和专题基

础训练(13个专题)两个部分编写。这本书不但是中考复习教材,也是权威的参考书,同时

还是一本中考题型大全,更是一本讲练结合的自学用书。其中,【中考考点归纳】集《基本要

求》《考试手册》和《物理课本》的内容于一体,把中考的每一个考点都进行了全面、系统、权威

的解析。旧版的知识点归纳是以填空的形式要求考生自己填写,老师和同学普遍反映翻课

本填写效率很低;新版中,作者将知识点全部详细整理好,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其中,“学

生实验”这部分在本书中有最完整的内容,所以参考价值更大。【知识结构回顾】的设置是为

了通过填空来强化对知识的系统掌握,可以自己翻看【中考考点归纳】完成也可以参考后面

的答案完成,或听老师上课讲解后再完成。【历年考题精讲与精练】将历年中考考题或模拟

考题按照类型分为若干小类,每个类型给出一两道例题,每个例题配套一个巩固练习,又看

又练,更适合自学。这里涵盖了中考所有类型的考题以及解答方法。【专题基础训练】包含

13个专题,涵盖了上海中考最完整的专题分类和题型,每个专题都有题型分析、方法指导和

典型考题。建议先动笔做题然后参考后面的解答过程,或上课听老师讲解。多年的实践证

明,只看不做是不能彻底掌握知识要点的,先做后看的学习效果更好。

“基础训练版”多选用基础题目,主要适用于中等及中等以下学习水平的考生或学校,当

然,每个学校或班级都有学习优秀的学生,为兼顾这部分同学,也选用了部分提高型题目。

这本书的内容包括:①单元基础训练,按照知识体系分为9个单元,每个单元配套几个分类

练习,适用于第一轮复习;②题型分类训练,按照中考题型,共设置了16套题型训练,适用于

第二轮复习;③专题提高训练,对应“考纲解读版”的13个专题,每个专题设置1套训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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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第三轮复习。题目选自历年中考题和中考模拟题,题目的易中难的比例为7∶2∶1,

建议基础薄弱的同学,在老师的指导下选做基础题目以抓住中考“7”这部分的分数,基础好

的同学根据能力可以多做或全做,在保证“7”的基础上去争取拿下“2”和“1”的分数。

“挑战满分版”大部分选用的题目兼顾基础、着眼提高,主要针对中等及中等以上水平的

考生或学校使用。内容包括:①单元训练,按照知识体系分为9个单元,每个单元配套几个

分类练习,适用于第一轮复习;②专题训练,对应“考纲解读版”的13个专题,每个专题设置

1套训练题,适用于第二轮复习;③压轴题训练,按照中考题型,每套题每个题型选择1~4
道压轴题,共6套题,适用于第三轮复习。每个部分都针对性地选择一些提高题或压轴题,

希望通过压轴题强化训练,基础好的同学在保证“7”的基础上能拿下“2”和“1”的分数,向高

分或满分冲击。

三本书中的例题和题目都不重复,使用时建议采用以下方案:

中考复习方案一:考纲解读版+基础训练版

中考复习方案二:考纲解读版+挑战满分版

中考复习方案三:考纲解读版+基础训练版+挑战满分版

每年都有不少同学在初中前两年学完初中物理课本,初三第一学期完成《考纲解读版》

学习,第二学期完成《挑战满分版》的学习,对于学有余力的同学,中考复习方案三值得推荐。

另外,书中若有任何知识内容或编辑差错之处,敬请读者原谅并指正,促使我们能做得

更好。如果有更好的建议,也请联系我们,使这套书使用起来更方便、更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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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物 质

练习一 太阳系、分子、原子

一、 太阳系

1.下列各星球中,属于行星的是 (  )

A.月球 B.地球 C.彗星 D.太阳

2.地球是人类生存的家园,离地球最近的天体是 (  )

A.太阳 B.海王星 C.土星 D.月球

3.下列星球中,被降级为“矮行星”的是 (  )

A.月球 B.太阳 C.冥王星 D.地球

4.月球绕地球运行一周的时间约为 (  )

A.1天 B.28天 C.45天 D.365天

5.请认真阅读下列关于八大行星运动特征和结构特征数据表中的资料,写出你所发现的一

条规律,并再提出一个问题。
(1)你发现的规律是:  ;
(2)你提出的问题是:  。

星球
赤道半径

/千米

与太阳间

平均距离约

×106/千米

平均

温度约

/℃

绕日

周期约

/年

自转

周期约

表面

状况

大气

(主要成分)

水星  2440  58 -170~430  0.24 58.6天 环形坑+岩土 没有空气

金星 6050 108 480 0.62 243天 岩石+云 二氧化碳

地球 6378 150 22 1 23时56分 岩土+云+水 氮、氧

火星 3395 228 -23 1.88 24.6小时 环形坑+岩土 二氧化碳、氮、氩

木星 71400 778 -150 11.86 9.9小时 气态 氢、氦、甲烷、氨

土星 60000 1427 -180 29.5 10.4小时 气态 氢、氦、甲烷、氨

天王星 25900 2870 -210 84 10.8小时 气态 氢、氦、氨

海王星 24750 4497 -220 164.9 16小时 气态 氢、氦、氨

二、 分子动理论

6.在空气不流通的房间里,只要有一个人吸烟,整个房间就会充满烟味,这是因为 (  )

A.分子在不停地运动 B.分子间有引力

C.分子间有斥力 D.物质是由分子组成的

7.下列现象能说明分子之间存在引力的是 (  )

A.煮茶叶蛋时,蛋壳会变成茶色

B.某同学为了提神,涂了清凉油,其他学生都闻到了气味

C.磁铁能吸引回形针

D.某同学用透明胶带紧压在写错的字上,揭起时就把表面的纸和字一起粘了起来

8.下列现象中,能说明分子做无规则运动的是 (  )

A.红墨水在水中扩散 B.扫地时灰尘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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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水往低处流 D.鸟在空中飞

9.下列现象中,能用分子动理论解释的是 (  )

A.风吹时,风车转动

B.水往低处流

第11题

C.滴在地砖上的污渍,时间越久越难擦净

D.烟从烟囱里冒出来

10.下列各现象中能说明分子做无规则运动的是 (  )

A.春天,柳絮飞舞 B.夏天,玉兰飘香

C.秋天,落叶纷飞 D.冬天,瑞雪飘飘

11.如图所示,将两个底面削平的铅柱紧压在一起,下面吊—个重物也不能把它们拉

开,说明分子间存在     (选填“引力”或“斥力”)。

12.向装有清水的杯子里滴一滴红墨水,过一会儿整杯水都变成了淡红色,这是因为 (  )

A.红墨水在清水中流动 B.红墨水遇到清水会褪色

C.水的无规则运动 D.分子的无规则运动

13.下列现象中能够说明分子在运动的是 (  )

A.食盐在水中溶化,水变咸了 B.冬天,人嘴里呼出的“白气”上升

C.水从高处流到低处 D.扫地时灰尘飞扬

14.下列现象中,不能说明分子不停地做无规则运动的是 (  )

A.阳光下看到灰尘飞舞

B.经过面包房子,闻到阵阵奶香

C.牛奶中放入砂糖,牛奶变甜

D.鸭蛋裹上混有食盐的泥巴,过一段时间变成咸蛋

三、 原子和原子核

15.19世纪末英国物理学家汤姆生发现原子中存在带负电的粒子,该粒子称为 (  )

A.电子 B.质子 C.中子 D.核子

16.关于原子结构的三种模型中,依照提出时间顺序正确的排列为 (  )
(a)葡萄干蛋糕模型     (b)电子云模型     (c)行星模型

A.(a)(b)(c) B.(a)(c)(b) C.(b)(c)(a) D.(c)(b)(a)

17.依据卢瑟福的原子行星模型理论,在原子中绕核高速旋转的是 (  )

A.电子 B.质子 C.中子 D.原子

第18题

18.如图所示为20世纪初科学家提出来的一种原子模型,该原子模型是

(  )

A.葡萄干蛋糕模型 B.行星模型

C.玻尔模型 D.电子云模型

19.原子核中不带电的粒子是 (  )

A.中子 B.质子 C.电子 D.原子

20.依据卢瑟福的原子行星模型理论,原子核中带正电的是 (  )

A.质子 B.电子 C.中子 D.核子

21.原子的绝大部分质量都集中在 (  )

A.质子中   B.中子中  C.电子中  D.原子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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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二 质量与密度

一、 质量

1.超市出售的袋装大米包装上所注明的计量单位是 (  )

A.牛 B.千克 C.帕 D.焦

2.一名中学生的质量可能为 (  )

A.0.5千克 B.5千克 C.50千克 D.500千克

3.质量是物体的一种 。把一块泥捏成泥人,泥的质量将 (选填“变大”“变
小”或“不变”)。

4.我们学习所用的九年级第二学期物理课本的质量约为 (  )

A.1.5克 B.15克 C.150克 D.1500克

5.一名正常的新生婴儿的质量可能为 (  )

A.0.35千克     B.3.5千克     C.35千克    D.350千克

二、 天平的使用

6.用调好的天平测某杯液体质量,所用的砝码及游码的位置如图所示,烧杯和液体的质量是

克。若将天平移至另一实验桌测量空杯的质量,则 重新调节天平(选填:“要”
或“不要”)。

7.在“用天平测质量”的实验中,某同学将托盘天平放在水平桌面上,并将游码移至零刻度

处,如图所示。实验前,他应先向 调节平衡螺母,使天平水平平衡。称量物体质量时,砝
码应放在天平的 盘,若加减砝码天平仍不能平衡,则应该移动 使天平平衡(前
两空选填“左”或“右”)。

0 1 2 3 4 5 g

100g 50g

第6题

  
第7题

  

20 10

2 3 4 5 g

第8题

8.如图所示,天平平衡时所用砝码和游码的位置如图所示,则物体的质量为 千克。
三、 密度

9.我们能观察到:体育课上已使用过多次的铅球,其表面被磨损,则下列物理量未发生改变

的是 (  )

A.密度 B.体积 C.质量 D.形状

10.质量为18千克的水,体积是 米3。当它全部结成冰后,冰的质量是 千

克,冰的体积是 米3。(冰的密度为0.9×103千克/米3)

11.“海宝”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吉祥物,在点缀上海街头的各种“海宝”中,有一座“海宝”
(材质均匀、实心)的质量为4.5×103千克,体积为3米3,与水平地面的接触面积为1.5米2,求其

密度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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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海宝”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吉祥物,在点缀上海街头的各种“海宝”中,有一座“海宝”
(材质均匀、实心)的质量为3.0×103千克,密度为3.0×103千克/米3,与水平地面的接触面积为

1米2。求其体积V。

13.雕塑已经成为上海城市的一道风景线,右表为某雕塑的说明。求雕塑的体积V (ρ大理石=
2.5×103千克/米3)。

名称 福娃

作者 黄河

材质 大理石

质量 1×104千克

底座 0.04米2

日期 2008年1月

第13题

14.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基台的这部分建筑,在建造施工时用去钢筋混凝土5×104米3,它与基

台的总接触面积为400米2。若钢筋混凝土的密度是:1.8×103千克/米3,求这部分钢筋混凝土的

质量m。

15.质量为9千克的冰块,密度为0.9×103千克/米3。
(1)求冰块的体积。
(2)若冰块吸热后,有3分米3的冰融化成水,求水的质量。

16.体积是30厘米3的空心铜球质量是178克,将球的中空部分注满某种液体时,球的总质

量是314克,求:注入液体的密度(ρ铜=8.9×103千克/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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