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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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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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语中考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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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习一 声音

第1题

一、 声音的产生与传播

1.如图所示,将正在发声的音叉缓慢接触用细线挂起的乒乓球,乒乓球会反

复被弹开,利用这一实验可以研究 (  )
A.声波能否在真空中传播 B.声波产生的原因

C.音调是否与频率有关 D.声波传播的快慢

2.下列关于声音传播的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  )
A.声音在固体、液体中比在真空里传播得慢

B.学生听到老师讲课的声音是靠空气传播的

C.真空不能传声

D.打锣时,要使锣停止发声,只需用手按住锣面就可以了

3.比较声音在海水、铁管和空气中的传播速度,按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正确的是 (  )
A.海水、铁管、空气 B.铁管、海水、空气

C.空气、铁管、海水 D.空气、海水、铁管

4.发生灾难时,被困在建筑物废墟中的人向外界求救的一种好方法是敲击铁制的管道,这种

做法是利用铁管能 (  )
A.传声 B.传热 C.导电 D.通风

5.甲的耳朵贴在铁轨上,在相距几百米的铁轨的另一端,乙用铁锤敲一下铁轨,则甲将听到 (  )
A.一次敲击声,是由铁轨和空气同时传来的

B.二次敲击声,第一声是铁轨传来的,第二声是空气传来的

C.二次敲击声,第一声是空气传来的,第二声是铁轨传来的

D.以上三种情况都有可能

6.下列有关声音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
A.声音只能在空气中传播 B.声音在真空中传播速度为340米/秒

C.固体、液体、气体都可以作为声源 D.潜入水中的人听不见岸上人的讲话声

��!�

第7题

7.如图所示,将一只小电铃放在密闭的玻璃罩内,接通电路,可清楚地听到铃

声,用抽气机逐渐抽去玻璃罩内的空气,将会发生 (  )
A.电铃逐渐停止振动 B.听到的铃声越来越响

C.听到的铃声越来越轻 D.听到的铃声保持不变

8.人吹口哨发声是 (  )
A.声带在振动 B.舌头在振动

C.空气在振动 D.以上三种都对

9.一个小石子投向平静的湖水中,会激起一圈圈波纹向外传播,如果此时水

面上有一片树叶,下列对树叶运动情况的叙述中正确的是 (  )
A.树叶渐渐飘向湖心 B.树叶渐渐飘向湖边

C.在原处震荡 D.沿着波纹做圆周运动

10.光在 中的传播速度最大,为 千米/秒。声音是以声波的方式传播的,真
空中 传播声波(选填“能”或“不能”)。



第一单元 声和光

二、 声音的特征

11.成语“震耳欲聋”形容的是声音的 (  )
A.响度大 B.音调高 C.音色好 D.频率高

12.二胡演员在表演之前都要调节二胡琴弦,这样做主要是改变二胡发出声音的 (  )
A.音色 B.音调 C.响度 D.传播方向

13.为了节约用电,楼道内的照明灯一般都安有一个声控开关,它的工作主要是利用了声音的

(  )
A.响度 B.音色 C.音调 D.速度

14.在公共场所“轻声”说话是文明的标志,“轻声”是指声音的 (  )
A.音色美 B.音调低 C.响度小 D.频率高

15.关于扩音器的作用,以下说法中正确的是 (  )
A.提高声音的音调 B.提高声音的响度

C.改变声音的音色 D.改变声音的传播速度

16.在一只玻璃杯中先后装入不同量的水,用细棒轻轻敲击,会听到不同频率的声音。与此

类似,当医生在给病人检查腹部是否有积水时,常会用手轻轻敲击患者腹部,细细倾听其发出的

声音,此为“叩诊”。这主要是根据什么来判断腹部是否有积水的 (  )
A.声音的响度 B.声音的音调

C.声音的音色 D.声音是否悦耳动听

17.在听熟人打电话时,从声音的特点上很容易辨别对方是谁,其原因是 (  )
A.不同的人音调不同 B.不同的人声音的频率不同

C.不同的人声音的音色不同 D.不同的人声音的响度不同

18.用钢琴和手风琴演奏同一首曲子,听起来感觉不同,其原因是 (  )
A.钢琴和手风琴发出声音的响度不同 B.钢琴和手风琴发出声音的音调不同

C.钢琴和手风琴发出声音的音色不同 D.钢琴和手风琴发出声音的传播速度不同

19.坐在教室前排的同学听到老师的声音比教室后排的同学听到的大,这是因为声音在传播

过程中 (  )
A.速度变小 B.响度减小 C.音调变低 D.音色改变

20.在市区高架路一些路段可看到两侧设有塑料板墙,安装这些板墙的目的是 (  )
A.减少强光对驾驶员的干扰 B.减少车辆排放的废气外泄

C.保护车辆安全行驶 D.减少车辆的噪声污染

21.为了研究吸管中空气的发声原理,先将吸管的一端压扁后,剪去两角,再将这端放入口

中,吹出声音如图(a)所示,用剪刀将吸管的另一端剪短后吹出声音如图(b)所示,再剪短后吹出

声音如图(c)所示。
(1)观察图(a)、图(b)或图(c)可初步得出  ;
(2)观察比较图(a)、图(b)和图(c)可进一步得出  。

第21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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