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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中物理的学习和教学过程中,往往存在以下一些现象。
首先,在各类练习与考试中,同学们对基础题和中档题通常十分得心应手,而对较有难度的大

题却不知从何下手,一头雾水;其次,每一个对自己有所要求的学生,总是苦于没有适合自己的题目

进行系统与大量的训练;另外,许多教师限于自身的时间与精力,没有将一些难题进行相对系统化

的整理等。
基于此,我们编写了本套丛书,希望学生能在扎实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解题能力,而教师和学

生能从此套书中寻找到合适的解法与技巧,为今后的教学教育和升学做好准备。本套丛书主要有

以下特点和作用。

1.源于教材,高于教材

全书内容以教育部制定的《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为依据,紧扣课本,又高于课本。同学们在

不超纲题型的基础上可进一步针对自己需加强的章节进行提高,做到基础与提高的统一。

2.经典题型,加深理解

本书所选的题目大多都是典型题型的代表,在同学们日常接触的题目的基础上进行内容的改

编以及难度的提高。因此,同学们在解题的过程中可以巩固解题技巧、加深对题目的理解,并且可

以了解自己的学习情况,做进一步的自我提升。

3.剖析难题,拓展思维

书后附有参考答案与解析,使得同学们在解题的过程中,可以参考答案中的方法与思路,引导

学生将每种方法和思路逐步转化为自己的理解,在思考问题、探索问题的过程中,找到最方便的解

题技巧,效率得以提高,能力得以增强,思维得以开拓。
本套丛书适用于中高水平学生的提高,也适用于一线教师在教学中的使用,希望本书较高的实

用性能帮助同学们在打好基础的同时进行巩固、拓展和提高,帮助教师和学生进行自我提升与灵活

使用。
另外,对于本套丛书,建议与 “赢在思维———初中物理拉分题满分训练 ”配合使用,相信这样

能取得更好的效果。最后,希望同学们和老师们能够通过本套丛书收获各自想收获的,同时也希望

能够得到读者的建议与批评,使我们不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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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内能

第一期 分子动理论

题1 下列例子中不能说明分子不停地做无规则运动的是(  )

A.冬天腌咸菜,菜变咸了

B.潮湿的衣服变干了

C.汽车开过时,马路上尘土飞扬

D.箱子里放几颗卫生球,几天后整个箱子都充满卫生球味

题2 盛油的厚壁钢瓶内压强很大,当压强相当于大气压的1万~2万倍时,虽然瓶壁无

裂痕,瓶内的油依然能从瓶壁里渗出来,这是因为(  )

A.钢瓶的分子间有间隙

B.油分子被压小了

C.油分子间有斥力

D.金属原子不停地做无规则运动

 题3图

题3 把干净的玻璃板吊在弹簧测力计的下面,记下测力计的读数。如图

所示让玻璃板的下表面接触水面,然后稍稍用力向上拉,发现弹簧测

力计读数变大,其原因是玻璃板与水的接触面之间存在(  )

A.摩擦力

B.分子引力

C.分子斥力

D.大气压力

题4 宏观的热现象如果用微观的分子运动理论去分析,常常会得到全新的认识。以下说

法不正确的是(  )

A.水的汽化速度与温度有关,温度越高水分子运动越快,“外逃”到空气中的速度就

越快

B.冰直接变成水蒸气属于升华现象,冰块内部的水分子并未停止运动,一段时间

后,冰中的水分子“悄悄外逃”到空气中了

C.气体能够被压缩说明分子间存在间隙

D.固体或液体物质不会自动缩小体积说明组成它们的分子间不存在引力

题5 图甲所示的实验现象说明  。
图乙所示的实验现象说明  。
图丙所示的实验现象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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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5图

题6 2013年6月20日,航天员王亚平在天宫一号内进行如下实验。

① 将金属圈伸进水袋再拉出,金属圈内形成一个薄薄的水膜,晃动金属圈,水膜没

有破裂,原因是  。

② 用注射器向水球内注入少量红墨水,过一会儿,整个水球都变成了红色,原因是

 。

题7 如图所示为物质在三种状态下的分子结构模型,其中 图是固态分子模型。
在物理学习中你还知道哪些物理模型? 请举一例,写出名称:  。

* � �

题7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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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 内能及其改变

题1 关于分子动理论和内能,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物体内能增大,温度一定升高

B.物体的温度升高,分子运动一定加剧

C.分子之间存在引力时,就没有斥力

D.0℃的冰没有内能

题2 如图所示,通过做功改变物体内能的是(  )

IJ&�&� �M���U�
K#��P�

�==��&��+ ��U*�ED
�����	�

C.A. B. D.

题3 如图所示现象中,通过热传递来改变内能的是(  )

4�!�& �4/!#��P �#�6F�& ��	�

C.A. B. D.

题4 人们用来取暖的一种热水袋如图所示。它的表面有很多长条状的橡胶凸起部分,这
些凸起部分相互平行且凸起的高度较大,做成这种外形的主要目的是(  )

�6�B

�6�B

&!==��L

题4图

A.使热水袋美观大方,起到装饰作用

B.使热水袋能同时具有传导、对流和辐射的

传热功能

C.这种突起具有良好的弹性,在外界压力作

用下容易发生弹性形变,以防止在某种重

压下所灌热水将热水袋胀破

D.减小热水袋与人体的直接接触面积,以降

低热水袋的放热速度,实现缓慢放热

题5 如果物体的温度没有改变,则(  )

A.物体的内能一定没有改变 B.物体的内能可能发生改变

C.物体一定没有吸热 D.物体与外界都一定没有做功

3



题6 (多选题)如图所示,一个管壁很厚的玻璃管中,用活塞密封着一定质量的气体。在

快速向下压活塞的过程中,玻璃管内的气体(  )

A.密度不变  B.温度升高 
C.分子热运动变缓  D.内能增大

题6图
         

题7图

题7 课间休息时许多同学会用瓶壁较薄的空矿泉水瓶做如图所示这样的游戏。首先旋

紧瓶盖,接着两手分别握住瓶的上、下部分,使劲拧瓶的下部,使其严重变形压缩瓶

内空气,这时瓶内气体内能 ;然后迅速旋开瓶盖,可看到瓶盖飞出数米远,
同时瓶口和瓶内出现白气,这是因为瓶内气体膨胀对瓶盖做功,瓶内气体内能

,温度 ,瓶内的水蒸气液化成的小水珠。(选填“增加”“降低”或
“不变”)

 题8图

题8 将一个底部封闭的薄壁金属管固定在支架上,管中

装一些酒精,然后用塞子塞紧管口。把一根橡皮条

缠在管子上并迅速来回拉动,很快会观察到塞子被

酒精蒸气顶出(如图所示)。
(1)问题:图中是采用哪种方式使金属管壁的温度升

高的?
回答:  。
(2)针对图片,请从物态变化角度提出一个问题并

回答。

问题:  ?

回答:  。

题9 冰壶比赛中,为了使冰壶按照运动员预计的快慢和方向运动,往往看到两名运动员

在冰壶前方迅速“擦冰”,这是通过 的方式改变冰的内能,使表面的冰融化

成薄薄的一层水。这样就能减小冰壶与冰面之间的 。

题10 如图所示,用活塞式打气筒为自行车轮胎打气的过程中,会发现气筒的上部筒壁只

是略有发热,而气筒的下部筒壁,特别是底部附近筒壁的温度较高,甚至烫手。对于

筒壁发热现象,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a.打气时活塞压缩气体做功使气体的内能增加,升温的气体通过热传递使筒壁温度

升高;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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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10图

b.打气过程中活塞与筒壁之间不断地摩擦生热使筒壁的内能增加、温
度升高,但这两个使筒壁发热的原因中有一个是主要原因。
根据上述筒壁发热现象的描述:
(1)你猜想 是主要原因(选填“a”或“b”);
(2)你猜想的依据是:  。

5



第三期 比热容

题1 物质吸收的热量与物质的种类、质量和升高的温度有关,则下列现象中,最能说明物

质吸收的热量跟物质的种类有关的是(  )

A.质量不相等的两杯水温度升高20℃,它们吸收的热量不相同

B.体积相等的铁块和铜块温度升高20℃,它们吸收的热量不相同

C.质量相等的水和铁块温度都升高20℃,它们吸收的热量不相同

D.体积相等的两铁块温度分别升高10℃和20℃,它们吸收的热量不相同

*

�

�

T/�

Q/J

 题2图

题2 现有甲、乙、丙三种初温度相同的液体,其中甲、乙为质

量相等的不同液体,乙、丙为质量不等的同种液体。若

对这三种液体分别加热,则可根据它们吸收的热量和升

高的温度,在温度 热量图像上分别画出对应的三点甲、
乙、丙,如图所示。由此图像得出下列结论:①丙的比热

比甲的比热大;②丙的比热比甲的比热小;③丙的质量

比甲的质量大;④丙的质量比甲的质量小。这些结论中

正确的是(  )

A.只有①正确    B.只有②正确

C.只有①、④正确  D.只有②、③正确

题3 (多选题)在“比较不同液体的比热容大小”的实验中,用相同的酒精灯对四种液体加

热,得到如下表所示的数据。

次数 液体 质量/g 升高的温度/℃ 加热时间/min

1 水 200 10 7

2 甲 200 20 10

3 乙 400 20 14

4 丙 400 15 14

如果四次实验中,在相同时间内,水、甲、乙、丙吸收的热量相等,已知水的比热容为

c水=4.2×103J/(kg·℃),则由上述条件可得(  )

A.第1次实验中,水吸收的热量等于酒精燃烧放出的热量

B.由前两个实验可知,甲液体吸收的热量比水吸收的热量多

C.乙液体的比热容为2.1×103J/(kg·℃)

D.丙液体的比热容小于乙液体的比热容

题4 用两个酒精灯分别给质量相等的甲、乙两物块加热,若在相等的时间内,它们吸收的

热量相等,则下列判断中正确的是(  )

A.甲、乙两物块的比热容一定相等

B.甲、乙两物块的温度变化一定相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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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温度变化大的物块的比热容较大

D.温度变化大的物块的比热容较小

题5 (多选题)1kg、20℃的水吸收4.2×105J的热量后,它的可能温度是多少? 在下列4
个答案中选出正确答案的序号并说明选择该答案的理由(  )

A.80℃  B.100℃   C.120℃   D.130℃
理由:  。

题6 甲、乙两物体的质量之比为3∶2,将它们加热后,升高的温度之比为4∶3,吸收的热

量之比为5∶2,则它们的比热之比为(  )

A.5∶4  B.5∶1  C.9∶20  D.45∶16

题7 有两个温度和质量都相同的金属球,先把甲球放入盛有热水的杯中,热平衡后水温

降低了Δt。把甲球取出,再将乙球放入杯中,热平衡后水温又降低了Δt,则甲球的

比热容c甲 和乙球的比热容c乙 大小的关系是(  )

A.c甲>c乙  B.c甲<c乙 
C.c甲=c乙 D.以上三种情况都有可能

题8 第一次在试管里注入温度为20℃的水,将试管底部浸入温度为60℃的大量水中,试
管内的水经过时间t1被加热到60℃;第二次在试管里注入温度为60℃的等量的水,
将试管底部浸入温度为20℃的大量水中,试管内的水经过时间t2冷却到20℃,不考

虑水和空气之间的热交换,则(  )

A.t1>t2  B.t1=t2  C.t1<t2  D.无法确定

题9 现需要12kg,43℃的温水,但只有17℃的冷水和95℃的热水。现用质量为 m1的

17℃的冷水与质量为m2的95℃的热水混合成12kg的43℃的温水,则(  )

A.m1=2kg,m2=10kg   B.m1=4kg,m2=8kg
C.m1=6kg,m2=6kg    D.m1=8kg,m2=4kg

题10 用一重锤从相同的高度落下分别敲击质量和温度都相同的钢块和铅块,重锤打在钢

块上时,重锤会跳起,打在铅块上时,重锤没有弹起(c铅<c钢),这时(  )

A.钢块的温度比铅块高 B.铅块的温度比钢块高

C.钢块与铅块的温度一样高 D.无法判断谁的温度高

t/min

T/�

2 4 6 8 10 120
20
40
60
80

 题11图

题11 你还能回忆起“观察固体熔化”的实验情景吗? 这个实

验的设计和操作应特别注意使受热体均匀受热。
(1)请你写出其中两点使受热体均匀受热的做法:
做法一:  ;
做法二:  。
(2)用一热源给某一固体均匀加热,得到它的熔化图

像如图所示,则它在固态与液态时的比热容之比为 。

题12 今有一堆含水分的潮湿沙子,测其比热为1.2×103J/(kg·℃),已知干沙子的比热

为0.92×103J/(kg·℃),水的比热为4.2×103J/(kg·℃),则这堆沙子含水分的百

分比约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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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13图

题13 用两个相同的“热得快”,分别给质量、初温都相同

的甲、乙两种液体同时加热,两液体的温度随时间

变化关系的图像如图。根据图像可知,甲液体的比

热容 乙液体的比热容(选填“大于”“小于”
或“等于”)。如果乙液体是水,那么质量为500g,
初温为20℃的乙液体吸收1.89×105J的热量,乙
液体的温度升高了 ℃(气压为一标准大气

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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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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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14图

题14 有两个相同的烧杯,第一个装有400g水,第二个装

有400g酒精,若用相同的加热器给它们加热,根据

加热时间与其对应的上升到的温度做成如图所示的

坐标图,请根据图像计算这个电加热器每分钟放出

的热量是 J(不计热损失),酒精的比热容是

J/(kg·℃)。

题15 小强家住市中心,奶奶嫌城市夏天太热而住在乡下,
这激发了他探究城乡温差的原因。某星期天,他请

全班同学分别到选定的地点,于中午同一时刻测出各测试点的气温,以此绘制出如

图所示的“区域 温度”坐标图。
(1)图中气温最低的区域是 ,简析该区域气温低的主要原因:  。
(2)请提出一种降低市中心环境气温的方法:  。

T/�

E� �E�!� �E�!�
�� ��� �!� �� �*

35

36

37

38

题15图

题16 同学们在做“比较水和沙子的吸热能力”实验的场景如图所示,他们说该实验有两种

探究方法。

�"�@@�CU��
�,	+F�+�U��!	!�U
*F1%�&,	+�KU!D��
+�#U�6!D��+	&6��

!� !

题16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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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验方法一的设计如图所示。

① 在实验中,加热相同的时间的目的是  。

② 请你指出该同学的设计思路和实验装置中的错误和不足。
错误:  ;
不足:  。
(2)请你设计出第二种实验方法。

① 该实验方法所需要的测量仪器:  ;

② 请写出设计思路。

题17 为了比较水和沙子容热本领的大小,小明做了如下实验:在2个相同的烧杯中分别

装有质量、初温都相同的水和沙子,用两个相同的酒精灯对其加热,实验数据记录

如下:

质量/g 升高10℃所需时间/s 升高20℃所需时间/s 升高30℃所需时间/s

沙子 30 64 89 124

水 30 96 163 220

(1)在此实验中采用了转换法的思想,用加热时间的长短来表示物质 ,
请再列举一个类似思想的实验: (请仿造上面的句式填);
(2)分析上表中的实验数据可知,质量相同的水和沙子,升高相同的温度时,水吸收

的热量 (选填“大于”或“小于”)沙子吸收的热量;
(3)如果加热相同的时间,质量相同的水和沙子, (选填“沙子”或“水”)升
高的温度更高,所以白天在海边会吹 (选填“海风”或“陆风”);
(4)有一次小明在白天进入森林游玩时迷了路,经过思考,他 (选填“顺风”
或“逆风”)走了下去,终于走出了森林。

题18 小红在两个同样的烧瓶中灌满水,加热到相同的温度后分别用厚度相同的两种保温

材料包好,定时测量烧瓶中水的温度,实验过程中室温保持不变。他想用这种方法

比较两种材料的保温性能,下表给出了在时刻t(单位是 min)测得的两个烧瓶中的

水温T1、T2的几组数据。根据这些数据在方格纸中作出表示水温与时间关系的图

像并回答以下问题。

t/min 0 5 10 15 20 25 35 45 55 65 80 95 110 125 140 155

T1/℃ 80 72 64 59 55 51 50 41 37 34 30 26 24 22 21 20

T2/℃ 80 65 56 48 43 38 32 28 26 24 22 22 21 21 20 20

(1)哪种材料的保温性能较好?
(2)当时的室温大约是多少?
(3)在这些水温数据中,哪一个最可能是由于测量或记录的疏忽而产生的错误?

9



题19 学校淋浴用的简易太阳能水箱内装水60kg,水箱玻璃盖的面积为0.84m2。从手册

中查得,地球上与太阳光线垂直的表面接收的太阳辐射能为7.56×104J/(min·m2)。
这类水箱吸收太阳能的效率约为50%,散热损失约为20%。假设使用中能够及时

调整水箱朝向,使阳光总能垂直射入玻璃盖,计算4小时后箱中的水升高的温度。
已知水的比热容为4.2×103J/(kg·℃)。

题20 “米线”是一种特色小吃。端上餐桌的有:一碗热汤,上面浮着一层油;一碟切成薄片

的鲜肉;一碗已煮熟的米线。食客先把肉片放进汤内,稍候再加入米线。
现有以下资料:汤的初温为97℃,比热容为4.2×103J/(kg·℃);肉片的质量为

0.2kg,初温为22℃,比热容为3.5×103J/(kg·℃)。基于健康缘故,肉片必须至少

在高于80℃的汤中保持2min,在这2min时间里,由于向外界散热整体温度将下降

约2℃。
问:(1)碗中油层的作用是什么?
(2)为实现上述的温度要求,碗中汤的质量应满足什么条件?

01



�
�

2

3

4

5

6

7

8

9

:

21

22

23

24

第四期 综合应用

题1 如图所示,不旋转的铝块在强大压力作用下顶住高速旋转的铜块,铜块瞬间停止转

动,两者黏合在一起,这就是“旋转焊接”技术。下列对焊接过程的理解,错误的是

(  )

PE�D
��

M� M�

J�J�
��

题1图

A.强大的压力可以使两者之间产生很大的摩擦力

B.使铜块高速旋转目的是为了增大铜块的惯性

C.铜块内能增加是通过做功的方式来实现的

D.铜块和铝块增加的内能是由铜块的机械能转化而来的

题2 《舌尖上的中国2》聚焦于普通人的家常菜,让海内外观众领略了中华饮食之美。如

图所示,通过煎、炒、蒸、拌烹调的四种美食中所包含的物理知识,认识正确的是

(  )

��&N ;9%65 9�IN N9�A6

题2图

A.煎:煎锅一般用铁制造,主要是利用了铁的比热容大

B.炒:主要是通过做功的方式使藜蒿和腊肉的内能增加

C.蒸:是通过热传递和高温水蒸气液化放热,使榆钱饭蒸熟

 题3图

D.拌:香葱和豆腐要拌着才能入味,说明分子没有做无规则运动

题3 如图所示,给试管里的水加热,水沸腾后,水蒸气推动活塞迅速冲

出试管口,水蒸气在这个过程中(  )

A.内能减少,温度不变,在试管口液化成小水滴

B.内能增加,温度降低,在试管口变成白色的热空气

C.内能增加,温度升高,在试管口变成白色的烟雾

D.内能减少,温度降低,在试管口液化成小水滴

!

��
��
%7

 题4图

题4 在四川邛徕窑遗址中出土了一种唐朝“省油灯”。
这种省油灯的灯盏是铜质的,在灯盏下增加了一

层夹层,又叫夹层灯。夹层留一小孔,可以从小孔

向夹 层 中 加 水。灯 点 燃 后,热 会 由 灯 盏 通 过

11



方式使油的内能增加,温度升高,加快油的 ,增加耗油量。在夹层

中加水,降低油温,达到省油的目的,这是利用水的 的特性。为了更省油,
请对这种灯提出一个合理的改进意见:  。

题5 在北方,冬天热力厂将水加热后,通过管道把热水送到各家各户的暖气片中进行集

中供暖。在南方家庭取暖的设施各不相同,油汀电暖器是一种常用的取暖设备,如
图所示,上下各一根中空的金属管,其中一根管中安装一根电发热丝,这两管道间用

若干条形金属管上下连通,在管道中充满绝缘、导热性能良好的导热油。现已知该

电暖器最大电功率为2000W,其中导热油6kg,金属管及散热片等总重5kg。水

的比热容为c0=4.2×103J/(kg·℃),导热油的比热容cl=1.8×103J/(kg·℃),金
属管及散热片的比热容c2=0.46×103J/(kg·℃)。导热油的凝固温度约-48℃,
沸点约150℃。

�A �L

题5图

试解答下列问题:
(1)为什么北方集中供暖用水作为传递热量的介质,而油汀电暖器却要用导热油作

为传递热量的介质? 依据你所学的知识说明其道理。
(2)油汀电暖器的电发热丝应当安装在上金属管还是下金属管中? 为什么?
(3)为什么油汀电暖器要采用“上下各一根中空的金属管,这两管道间用若干根金

属管上下连通”的结构,而不采用“左右各一根中空的金属管,这两管道间用若干根

金属管左右连通”的结构? 请说明其中的道理。
(4)若室内温度为0℃,要将该电暖器的温度升至80℃,至少需多长时间? 设加热

过程中散失的热量占总热量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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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内能的利用

第一期 热值

题1 一杯酒精用掉一半,剩下一半的酒精的质量、密度、比热容和热值的情况是(  )

A.质量、密度、比热容和热值不变

B.质量和密度变为原来的一半,比热容和热值不变

C.质量和热值变为原来的一半,密度和比热容不变

D.质量变为原来的一半,密度、比热容和热值不变

题2 我国北方地区冬季用燃煤取暖所造成的大气污染,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现在

有些家庭已经改用燃油取暖,以降低对大气的污染。小明家的住房面积约110m2,

若将住房的门窗关闭好,用燃烧柴油来取暖,并使室温升高10℃,已知柴油的热值

为4.3×107J/kg,空气的密度约为1.3kg/m3,空气的比热容为1.0×103J/(kg·℃),

所需的柴油约为(  )

A.0.01kg  B.0.1kg   C.1kg   D.10kg

题3 用太阳能热水器给40kg的水加热,水温由18℃升高到36℃,水吸收的热量是

J,若用燃烧值为3.0×107J/kg的煤给水加热,其效率为20%,则需要燃烧

约 kg煤。
Q/J

m/kgO

A

B

 题4图

题4 如图所示,是A、B 两种燃料完全燃烧释放的热量Q 与其质

量m 的关系图,从图中可看出A 燃料的热值 B 燃料

的热值(选填“大于”“小于”或“等于”)。在标准大气压下,若

一定质量的B 燃料完全燃烧释放的热量为4.9×106J,其中有

60%的热量被质量为10kg、初始温度为38℃的水吸收,c水=

4.2×103J/(kg·℃),则水的温度将升高 ℃。

题5 每年麦收时节,农民往往把麦秸秆堆在田里焚烧,这样既污染环境,又浪费资源。据

测算,1t麦秸秆在沼气池中可以产生270m3沼气,剩余的残渣还是优质有机肥料。

统计表明,某市农村一个村一般每年可产生500t麦秸秆,若这些麦秸秆用来在沼气

池中产生沼气,产生的沼气完全燃烧后,可以放出 J的热量。在标准大气

压下,可以将 壶装有质量为2.5kg、初温为20℃的水烧开[沼气的热值为

1.9×107J/m3,水的比热容为4.2×103J/(kg·℃)]。

题6 李明同学家要买一个烧水用的水壶,超市里有两种容积相同但品种不同的铝质水壶

可供选购,一种是放在液化气灶上用的,另一种是壶内装有电热器的。李明想比较

哪一种水壶烧水更省钱,他首先进行了调查,得到如下资料:当地居民用电的价格是

0.5元/度;瓶装液化气的价格是60元/瓶(每瓶中液化气的质量约为15kg,液化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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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热值为4.2×107J/kg);用液化气烧水的热效率约为30%,用电热水壶烧水的热效

率约为90%。根据以上信息,请你通过计算分析一下用哪种水壶烧水更经济。

题7 小华同学为了节能和方便家人洗澡,用废弃的汽油桶在房顶上自制了一个简易太阳

能热水器,如图所示是它的安装示意图。在水箱上下安有两根管子,其中一根是进

出水管,给热水器上冷水或淋浴时用热水,都是通过进出水管来完成,室内进出水管

上安有三个阀门。

若当地的大气压强p0=1.0×105Pa,请回答下列问题:

(1)小华为什么要在热水器上方安装一根与大气相通的管子A?

(2)根据阀门Ⅰ、Ⅱ、Ⅲ的位置,说明它们的作用是什么,如何调节喷头出水的温度?

(3)给热水器上冷水时,阀门Ⅰ、Ⅱ、Ⅲ应当处于何种状态? 洗澡时,阀门Ⅰ、Ⅱ、Ⅲ
应当处于何种状态?

(4)如果小华同学住的居民楼层高为3m,他家的热水器安装在七楼楼顶上,且距楼

顶高1m,那么该地区的水压至少为多大,才能顺利为热水器上水?

(5)设热水器水箱容积为100L,在一般的光照条件下,一满箱12℃的水经白天太阳

的加热温度可达到45℃,这相当于多少煤气完全燃烧放出的热量? (已知水的比热

容为4.2×103J/(kg·℃),煤气的热值约4.2×107J/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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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7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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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8 下表是某锅炉厂生产的CWNG系列三种锅炉的主要技术参数表。

型号
CWNG

0.7 80/60 AII

CWNG

1.05 80/60 AII

CWNG

1.4 80/60 AII

功率/MW (  ) 1.05 1.4

容水量/t 3 3.5 4

耗煤量 145 (  ) 290

外形尺寸 2.7×1.5×2 3.0×1.5×2.9 3.0×1.9×2.9

烟囱尺寸/mm ϕ300×15000 ϕ350×15000 ϕ400×15000

热效率/% 75 75 75

出水温度/℃ 80 80 80

回水温度 60 60 60

总重量/t 5 7.5 9

运行压力 常压 常压 常压

供暖面积 6000 (  ) 12000

循环水量 (  ) 45 60

已知水的比热容为4.2×103J/(kg·℃),假设三种锅炉的燃煤效率相同,且煤均可

达到完全燃烧。请根据上表回答以下问题:
(1)根据表格中的已知数据,请在表格中的四个空格内填上合适的数据。
(2)按表格中的出水温度和回水温度,计算CWNG1.05 80/60 AII型锅炉每小时

给住宅内释放的热量是多少。
(3)根据表格中已知数据计算燃煤的热值为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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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 热机及热机效率

 题1图

题1 如图所示是四冲程汽油机工作状态示意图,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该图表示的是压缩冲程

B.该冲程是内能转化为机械能的过程

C.该冲程中气缸内气体分子运动剧烈程度减弱

D.该冲程中主要是通过热传递的方式改变气缸内物质的内能

题2 关于热机,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效率越高的热机功率也越大

B.汽油机和柴油机均属于内燃机,工作时它们点火的方式也相同 
C.汽油机工作时汽油在汽缸里燃烧,汽油属于二次能源

D.使用热值高的燃料可提高热机的效率

题3 柴油机燃烧相同的燃料,输出的机械能越多,表明柴油机越节能。是否节能,是衡量

机器性能好坏的重要指标,关于柴油机尾气的温度跟柴油机性能之间的关系,你认

为正确的是(  )

A.尾气的温度越高,柴油机性能越好

B.尾气的温度越低,柴油机性能越好

C.尾气的温度高低与柴油机性能好坏无关

D.以上说法都不正确

 题4图

题4 如图所示是演示点火爆炸的实验装置,按动电火花发生器

的按钮,点燃盒内酒精,盒盖被打出去。这是因为酒精燃

烧产生的燃气对外 ,燃气的 能转化为盒

盖的 能,这与四冲程汽油机的 冲程的能

量转化相同。

题5 热机是将内能转化成 能的机器,如图所示,是 机的 冲程。
一台单缸四冲程汽油机,每分钟完成1800个冲程,则飞轮转速是 r/s,该
汽油机每秒钟内做功 次、飞轮转动 圈。

题5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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