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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语中考师生

“上海中考物理总动员”系列从第一本书的诞生到现在已经12年了,其间我们始终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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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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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满分版”“全真模拟

版”四本构成,从考点归纳巩固到基础题型训练,从难题拔高训练到真题模拟题训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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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参照中考考题

类型,分为考点归纳(8个单元)和专题基础训练(13个专题)两个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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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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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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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参考价值更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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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先做后看的学习效果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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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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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题型训练,按照中考题型,共设置了16套题型训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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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语中考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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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的大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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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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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真模拟训练”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为当年中考考点分值双向细目表,将考题类型和

知识点一一对应,对当年中考内容一目了然,给初三教师和中考考生提供了很好的参考;第

二部分为历年中考真题分类训练,共8个单元,将近10年的中考考题按照35个知识点分

类,以尽快熟悉中考内容;第三部分是专门为学习薄弱的同学准备的8套基础题型模拟训

练,强化训练每年必考的基础题,认真完成,短期内分值会大幅提高;第四部分是专门为尖子

生准备的8套挑战满分模拟训练,强化训练可能考到的压轴题,完成这部分内容,有望冲击

中考满分;第五部分附录是中考必背的常数和公式,务必背会。

四本书中的例题和题目都不重复,使用时建议采用以下方案:

“考纲解读版”是人人必备的,因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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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轮和第二轮复习时,根据学

习水平不同可在“基础训练版”和“挑战满分版”中选其一;第三轮复习时,建议配合使用“全

真模拟版”。另外,每年都有部分提前学的学校和同学,在初二阶段就使用“考纲解读版”和

“基础训练版”,提前使用,减轻初三压力。到初三复习时则选用“挑战满分版”;最后冲刺阶

段使用“全真模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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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我们做得更

好。为了使读者更方便使用这套书,高效解决使用过程中的问题,免费提供图书以外的附加

资料及最新的中考动态信息,同时为中考物理研究者提供交流的平台,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与作者联合开通了“上海中考物理交流 QQ群”(群号:387493778),欢迎广大教师和学生

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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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声和光

基础训练(一) 声音

1.四个完全相同的玻璃杯内装有水,水面高度不同。用大小相同的力敲击四个玻璃杯,会发

出不同的声音,这主要是研究声音的 (  )
A.音调 B.振幅 C.音色 D.响度

2.吼猴是世界上叫声最响的动物之一,它以雷鸣般的吼声警告其他动物不要侵犯它的领地。
这里“雷鸣般”的描述是指声音的 (  )

A.音调 B.响度 C.音色 D.声速

3.在交响乐演奏中,有经验的指挥家能清楚地听出各类乐器的演奏,指挥家判断的依据是不

同乐器发出声音的 (  )
A.音色 B.音调 C.响度 D.频率

4.坐在教室里听教师上课,我们听不到回声,这是因为 (  )
A.声音传播得太快,使回声太小听不到

B.回声与原声混在一起不能区分开

C.老师讲课声音太小

D.教室里安静,老师的声音太大

5.在童话故事中,小白兔能分辨出门外不是自己的妈妈,主要是依据声音的 (  )
A.响度 B.音色 C.音调 D.频率

6.地震产生的次声波常对人类和建筑物造成巨大危害,这种波的特点是 (  )
A.频率低,人耳听不到 B.频率低,人耳能听到

C.频率高,人耳听不到 D.频率高,人耳能听到

7.使用扩音器,主要是为了提高声音的 (  )
A.响度 B.音调 C.音色 D.频率

8.小沈阳表演时模仿阿宝和刀郎的演唱,主要模仿他们声音的 (  )
A.响度 B.音调 C.音色 D.频率

A B

第9题

9.如图所示,用一把塑料尺分别接触转动中的齿轮,塑料尺发出不同

的声音,这一实验可以研究 (  )
A.响度与振幅的关系

B.音调与振幅的关系

C.声波传播的快慢

D.音调与频率的关系

10.如图所示,情景图中的现象表明: 。越用力敲

鼓,鼓声就越响,这一现象表明: 。

�b�
������������ �c�����������a����������

第10题



第一单元 声和光

基础训练(二) 光的反射、平面镜成像

1.在图中,根据给出的入射光线AO 画出反射光线OB,并标出反射角及其度数。

2.在图中,根据给出的反射光线OB 画出入射光线AO,并标出入射角及其度数。

O
60°

A N

第1题

  

��

O

B

30°

第2题

3.分别画出图中的入射光线或反射光线,写出入射光线的方向改变了多少度角。入射光的

方向改变了 、 、 。

50°

45°

O
(a) (b) (c)

O
O

第3题

B

O

AN

40°
50°

第4题

4.如图是探究光的 规律的实验装置,此时入射角的大小为

度,反射角 度,入射光线的方向改变 度。

5.光斜射到镜面上时,反射光线与镜面的夹角为40°,则入射光线

与法线的夹角为 (  )

A.0° B.40°
C.50° D.100°

6.若光线从空气垂直射入水中,则反射角为 (  )

A.0° B.30°
C.45° D.90°

7.人站在竖直放置的平面镜前,当人远离平面镜时,则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A.人的像变大,像离人的距离也变大

B.人的像变大,像离人的距离变小

C.人的像大小不变,像离人的距离变小

D.人的像大小不变,像离人的距离变大

8.物体在平面镜中成像的大小 (  )

A.与镜面大小有关 B.与观察者角度有关

C.与物体大小有关 D.与物体离镜面距离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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