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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第六章!物质的物理属性

第!课时!物体的质量

$概念辨析%
!!"!#'(!""#'(!"%#(!"!"!#不变!""##!"%#不变!"*#$##(!#!.!$!,
$基础巩固%
!!托盘天平!*6!"!"!不变!不变!#!向右移动游码!$!.!%!,!&!0!'!/!(!.!)!,!!*!.
$拓展提高%
!!!.!!"!/!!#!,!!$!$!!(!#!#*(!"%!&6(!!%!"!#天平未调平衡!""#被测物体和砝码的位
置放反了

第"课时!测量物体的质量

$概念辨析%
!!"!#称量"测量范围#!""#镊子!右!"%#潮湿!化学药品!"!"$%#&!#!/!$!0!%!.
$基础巩固%
!!./,0!"!0!#!/!$!,!%!,!&!0!'!/!(!"!#向右调节平衡螺母直至指针正对分度盘中央
!""#向右移动游码直至横梁平衡!"%#*1!"
$拓展提高%
)!"!#步骤7中存在错误%测量时应该把物体放在左盘%砝码放在右盘$并且应先试加大砝码%并由大到小
逐渐试加砝码!""#遗漏的步骤是!>-游码拨回&#'位置!"%#,>.7/0

第#课时!物质的密度

!!密度!"!不同!!:"*#!'(*+%!(*8+%!2*+%!#!.!$!.!%!小!大!&!1!34!#%!铁"钢#!
1!34!#%!'!"!#%#!%4!#5$!""#$!$4!#%!"%#1!3
$基础巩固%
!!小于!大于!小于!"!/!#!.!$!/!%!,!&!,!'!/
$拓展提高%
(!"!#/,.70!""#6%!*!&#!6#!"#!*!!14!#%!)!"!#空心!""#!#8+%

第$课时!密度知识的应用!!"

$概念辨析%
!!"!#某种物质的物体的质量与体积的比值!""#!:"*#!#:"*!!":!#!"%#'(*+%!2*+%或(*
8+%!!4!#5%!!4!#%!"*#!4!#%'(*+%!每立方米的水的质量是!###'(!"!"!#!:"*#!""#天平
量筒!"%#"用天平测出金属块的质量"$#在量筒里注入适量的水%读出水的体积为#!%再将用细线系住
的金属块浸入量筒内的水中%读出水面所对的刻度#"%算出金属块的体积#:#"5#!$$利用密度公式算
出金属的密度!"*#"用天平测出烧杯和液体的总质量"!$#再将烧杯中适量的液体倒入量筒中%用天平
测出烧杯及剩余液体的总质量""%并读出量筒中液体的体积#$$利用密度公式算出液体的密度
$基础巩固%
!!1!664!#%!1!66!1!664!#%!"!酒精!硫酸!水!#!#!34!#%'(!#!3+%!$!$9!#!64!#%'(*+%

酒精!%!不变!变小!变大!不变!&!&;!!'!!###!!!(!"!#!###!""#*!3!"%#*!3!**!3!
)!,!!*!0!!!!"!#空心!#铁:#!%<+%##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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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提高%
!"!"!#07,!!:"%*"#$5#&#!""#&6!6!!#!*#!&!66!!#!%&!"$8+%

第%课时!密度知识的应用!""

$概念辨析%
!!物质!物质的种类!质量!体积!"!每立方米金子的质量为!3%##'(!!3!%(*8+%!每立方厘米金子
的质量为!3!%(!#!"!#'(*+%!""#(*8+%!"%#'(*+%!$!"!#$#!#!#$!#!####$!""#6#!#!####6!
"%#1!6!%!6##!6##'(*+%!&!#!""$!!#
$基础巩固%
!!$;%!$;%!"!%;*!#!$;*!$;*!$!不变!变小!变大!%!$'(*+%!&!0!'!0!(!/!)!.
!*!0!!!!/!!"!,!!#!!:!$!$$4!#%'(*+%#!金:!3!%4!#%'(*+%$所以不是纯金!!$!3616*'(
$拓展提高%
!%!,!!&!"#8+%!#!6(*8+%!!'!"##(!"""!"8+%!!(!!#(

第&课时!综合练习!!"

!!质量!体积!天平!量筒!"!!!"4!#%!#!*!#!铝块!$!"!"4!#%!空心!%!不变!变小!&!!!3
4!#*!'!0!(!/!)!,!!*!,!!!!.!!"!#!3"4!#%!不能%地沟油的密度在正常食用油的密度范

围之内!!#!"!#"3!""#"!34!#%!!$!""5"!

# !,将量筒中部分矿泉水倒入杯中%测出矿泉水和烧杯

的总质量为2$.读出量筒中剩余矿泉水的体积为#!!%!.!!&!"!#右!""#"*!"!*!由于塑料绳过
粗%造成所测量的体积偏大%所以密度的测量值会偏小!!'!!"克!"#8+%

第'课时!物质的物理属性

$概念辨析%
!!强!"!钢直尺(水银!是金属!橡皮(纯净水和塑料三角板!是非金属"也可分为固体和液体#!#!导
电性!透明度!弹性!#$&!"$!$!大!无!%!密度!弹性!&!固体!书(铁丝(石膏像(石子(球
鞋(皮大衣(铁锤(足球(铁锅(木头(汤勺!液体!饮料(一盆水
$基础巩固%
!!.!"!,!#!/!$!.!%!0!&!.!'!,
$拓展提高%
(!"!#对猜想一的验证应选用材料相同(横截面积也相同而只有长度不同的金属丝%故选用,(0(>!!
""#由于猜想一已获验证%对猜想二的验证应选用材料相同%横截面积不同的金属丝%故可有多种选法!,(
.(/或0(.(/或>(.(/或,(.(7或0(.(7或>(.(7!应测出每次拉断金属丝时所用拉力大小%并计算出
金属丝被拉断时单位横截面积所受拉力%进行比较!!"%#在猜想一(猜想二获得验证的基础上%对猜想三
的验证就应选用不同材料%横截面积相同的金属丝"比较起来较为简单%其实横截面积不同也是可以的%只
需算出金属丝被拉断时单位横截面积所受拉力即可#%故可选,(/(@或0(?(@或>(?(@!

第(课时!综合练习!""

!!形状!状态!位置!不变!属性!"!$6!#!*%!"&!$!单位!质量!温度!状态!%!先减小后增大
*!&!!#;3!3;!#!'!!;!!!;"!(!6#!%#!!###!)!%!1$!!*!/!!!!.!!"!.!!#!.!
!$!,!!%!0!!&!.!!'!.!!(!""#在量筒中注入适量的水%读出水的体积为#!%再将$个玻璃球轻轻
放入量筒内的水中"全部浸入水中#%读出总体积为#"%则球的总体积为#:#"5#!!"%#更精确!只测一
个球的体积太小%读数误差大!!)!"!#.!""#读出量筒中盐水的体积!"%#,/07>=?

第六章物质的物理属性单元测试!!"
一#选择题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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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填空题
!#!!!#4!#%!!!#4!#%千克每立方米!!+%的水的质量为!!#4!#%'(!!$!右!"#((!#(($(!%!"(
!%!由大到小!移动游码!!&!做飞机的外壳!做输电导线"答案不唯一#!!'!!;!!$#;!!!(!铝!
*;$!!)!!#!!!!!"4!#%!"*!&!6!$4!#5*!"!!3#!!#!""!橡皮(钢直尺(塑料三角板!固体"或盐
水(煤油!液体#"答案不唯一#!"#!量筒!":!#
三#解答题
"$!*$'(!"%!"!#*#!""#!4!#%!"%#6!*4!#*'(!"&!"!#左!""#$"!"#!"!&!"%#不变!
"'!"!#水平!&#'刻度线!""#!#6!*!"%#%#!"*#!!#$!"(!"!#同种物质的质量与体积成正比"或同
种物质的体积增大几倍%质量也增大几倍#!""#!与*"或"与$%或%与&#!"%#同种物质的质量与体积
的比值相同%不同物质的质量与体积的比值不同!")!"!#右!""#"#!游码!!6!*!"%##!3"!合格

第六章物质的物理属性单元测试!""
一#选择题
!!.!"!0!#!.!$!0!%!/!&!/!'!/!(!0!)!0!!*!0!!!!,!!"!.
二#填空题
!#!+(!'(*+%!(*8+%!!$!!$$!$!不是!!%!质量!!!#4!#%!!&!增大!减小!!'!"!$'(*+%!6'(!
#!64!#%'(*+%!!(!!!*!!)!变小!下降!"*!小于!冰层的厚度"或积雪的厚度#!"!!)!6(*8+%

三#解答题
""!"!#6!3*4!#%'(*+%!""#因为该纪念币的密度与铜的密度接近%所以可能是用铜制成的!"%#增加
了!*!%(!"#!"!#右!""#$*!"%#铝!"$!"!#!"!$#!3#!%##!""#%!"%#大于!"%!"!#天平!
""#略!"&!"!#刻度尺!天平!""#体积*8+%!&!"%#如下表所示

体积*8+% # ! * & 6

质量*( # #!3 %!& $!* 1!"

"*#如图所示

"$#同种物质质量与体积的比值为定值%不同物质质量与体积的比值不同"或同种物质质量与其体积成正
比%不同物质质量与体积的比值不同#

第七章!从粒子到宇宙

第!课时!走进分子世界

$概念辨析%
!!分子!化学!无规则运动!引!斥!"!逐渐混合!在不停地做无规则运动!扩散!#!高!运动!低
运动!$!空隙!引力!斥力!%!永不停息地做无规则运动!&!0
$基础巩固%
!!分子永不停息地做无规则运动!"!分子间有间隙!分子间有相互作用的引力!#!高!$!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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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提高%
!"!引力!斥力!!#!太大!相互作用力!!$!分子间有引力!分子间有斥力!分子在不停地做无规则运
动!!%!!#53!!#$!!&!,!!'!.

第"课时!静电现象

$概念辨析%
!!原子!原子核!质子和中子!"!原子结构的行星!#!负!$!正(负!正!负!%!大于!物质可以无
限分割%但不能把宏观物体的分割方法运用到微观世界中!&!&!&!'!电子带负电%而原子是不带电的%
所以原子中应该还有带正电的部分

$基础巩固%
!!/!"!/!#!,!$!.!%!0!&!/!'!,!(!,!)!.!!*!.!!!!,
$拓展提高%
!"!,!!#!/!!$!电中和现象的实质%也是发生了电荷的转移%使原来带等量异种电荷的物体%都恢复到
不带电的中性状态!所以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加速器可以帮助人们进一步探索微观粒子世界的奥秘!
加速器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也有着重要的作用%电子加速器可用于癌症的治疗$粒子加速器还用于工业探
伤(食品的防腐与保鲜(复合材料的生产以及医疗用品消毒等!

第#课时!探索更小的微粒

$概念辨析%
!!原子核!电子!"!正!负!#!电子!$!质子!中子!夸克!%!轻小物体!排斥!吸引!&!0
$基础巩固%
!!负!"!.!#!0!$!.!%!.!&!,!'!/
$拓展提高%
(!,!)!.!!*!相同之处!行星或电子都围绕一个中心旋转$太阳质量占整个太阳系质量的绝大部分%原
子核质量占整个原子质量的绝大部分$对整个太阳系来说%太阳的体积很小%对整个原子来说%原子核的体
积很小!不同之处!绕中心运动所需力的性质不同%太阳系靠万有引力%原子靠电磁力$太阳系中各大行星均
在同一平面上绕太阳运动%而电子却是在其原子核周围的空间内运动$行星运动有一定的轨道%电子运动没
有固定的轨道!

第$课时!宇宙探秘

$概念辨析%
!!托勒玫认为!地球位于宇宙的中心静止不动
哥白尼认为!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在!$*%年发表的/天体运行论0中提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地球围绕太
阳运动!!"!#!略
$基础巩固%
!!层次!"!下降!#!/!$!0!%!/!&!.!'!0!(!0!)!/
$拓展提高%
!*!3!*&4!#!"!&!&""4!#!1!!!!"!364!#*!"4%!!*4!!*3&4!#!!+Q"%&$4"*4%&##A#!!"!在天
文学方面%!&1"年牛顿创制了反射望远镜$他还解释了潮汐的现象%指出潮汐的大小不但同朔望月有关%而
且与太阳的引力也有关系$另外%牛顿从理论上推测出地球不是球体%而是两极稍扁(赤道略鼓等!因为万
有引力%地球对月亮有个万有引力%和月亮围绕地球转动形成的离心力相等%达到平衡%因此月亮一直绕着
地球转动而不会跑掉!因为地球引力吸引着我们!!!#!*!1%4!#!$!"4!#5!%!3!*&4!#!1!!$!"分子
是可以继续分割的%它不是最小的组成物质的微粒!#分子是保持物质化学性质的最小微粒!$分子是由
原子组成的!!!%!河水凝固成冰的时候%冰面总是略高于河水水面的$点燃的蜡烛在被吹灭时原来凸起的
液面会在凝固后凹陷进去!!&!略



参考答案!!!!

!6!!!

第七章从粒子到宇宙单元测试!!"
一#选择题
!!.!"!0!#!0!$!0!%!/!&!.!'!.!(!,!)!0!!*!/!!!!0!!"!.!!#!0!!$!.!
!%!0!!&!,
二#填空题
!'!分子!!#5!#!!(!原子!电子!原子核!质子!中子!!)!永不停息的做无规则运动!请不在公共
场所吸烟!"*!!,F!3!*&4!#!$!"!!摩擦!吸引轻小物体!""!引力!斥力!大于!"#!无规则运动
温度越高%分子运动越剧烈!夏天%空气清新剂挥发得更快等!"$!!31#!杨利伟!"%!相似处!都在绕着
中心转动!不同点!太阳系模型中%同一轨道上只可能有一个行星$而原子结构模型中%同一轨道上可能有
几个电子

三#解答题
"&!略!"'!"!#分子永不停息的运动!采用加热的方法!""#分子间存在相互作用的引力!"%#分子间
存在相互作用的斥力!"(!猜想!分子间有间隙!方案!在杯子中装满水%向杯子中加适量糖%水没有溢出
生活中的例子!在气球中充适量气%将口扎紧%一段时间后%球里的气会减少!
")!#*!略

第七章从粒子到宇宙单元测试!""
一#选择题
!!.!"!/!#!0!$!/!%!,!&!/!'!.!(!.!)!,!!*!/!!!!0!!"!,
二#填空题
!#!摩擦起电!吸引!!$!电子!质子!中子!电子!!%!负!正!!&!正电荷!负电荷!中!电性!
!'!吸引!排斥!!(!摩擦起电!!)!分子一直处在永不停息的运动之中!"*!分子!永不停息的运动!
"!!分子间有间隙!分子间有排斥力!""!吸引力!排斥力!间隙!"#!中子!%%#!"$!电扇转动时%扇
叶和空气摩擦带电吸引空气中的灰尘

三#解答题
"%!原子内部有带负电的电子%而整体却不显电性%整个原子十分稳定%所以里面一定还有带正电的物质存
在!!"&!图片中画出地球等行星运动的轨道%而太空不存在真实的圆圈%只是通过圆圈形象地表述地球等
行星运动的轨道$而且地球和其他行星的大小比太阳小得多%按照实际的比例%如果太阳不是画的很大%各
个行星会小得看不见!此图不是照片%而是一个模型图!!"'!甲图表明分子间有空隙!乙图表明分子间存
在引力!"(!器材!浅盘(略大于浅盘的有机玻璃板("##+9稀释的油酸溶液"已知浓度#(量筒"!#+9#(几
何坐标纸(水彩笔(细粉笔灰"或痱子粉#(滴管等!!步骤!"!#用滴管把油酸溶液滴入量筒中并数出!+9
约多少滴%根据浓度算出!滴溶液中所含纯油酸的体积!""#在浅盘中注入水%水深约!8+%将细粉笔灰
"或痱子粉#均匀撒在水面上"不要触动浅盘#!"%#用滴管将!滴油酸溶液滴入盘中%将有机玻璃板轻轻盖
到盘上%用水彩笔在有机玻璃板上描出油酸溶液的轮廓!"*#把有机玻璃板盖在几何坐标纸上求出油酸薄

膜的面积A!"$#由,:#
A
计算出油酸分子的大小!!")!分析!"会观察和分析表格中的数据是解决问题

的关键%太阳系各大行星直径有大有小%它们的分布无规律可循%因此%不能以行星直径作为参照$太阳系八
大行星到太阳的距离是按由小到大的顺序排列的%再观察公转周期也是按由小到大的顺序排列的%因此%我
们可以定性地得出结论!距离太阳越远的星球%公转周期越长!#首先%要清楚知道地球的公转周期为一年
即%&$天%那么就容易计算水星的公转周期了%它是地球的公转周期的#!"*倍%即#!"*4%&$天:61!&天%
约66天!$把.:"带入公式$:"#!*I#!%4".5"#4$#"#!*I#!%4"##4$#:"#!*I#!%4!#4$#:#!1$#%比
较表格中的数据星球到太阳的距离$:#!1$#%只有金星到太阳的距离最接近#!1$#%故该行星为金星!%太阳
到地球的距离为!!$4!#6'+!根据木星到太阳的距离为太阳到地球的$!"倍%可知木星到太阳的距离为@:
$!"4!!$4!#6'+:1!64!#6'+$光速<:%4!#$'+*@%再由公式=:@*<:1!64!#6'+*%4!#$'+*A:"!&4
!#%A%约#!1"P!!#*!%4!#5"&'(!$!&4!#!"个!分子的体积很小%数目很多!#!!$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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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力

第!课时!力!弹力

$概念辨析%
!!形变!形变!测力计!弹簧测力计!"!弹力!弹力!#!弹性势能!弹性势!$!做无规则!形变!
%!吸收!改变
$基础巩固%
!!在一定范围内%弹簧的伸长与拉力成正比!"!*!%!#!"!##!"J!""#("%#如图所示!$!0!%!/!
&!,!'!.!(!,!)!,!!*!.

!第#题"

!!!!!!!!!!

!第!"题"
$拓展提高%
!!!"!#弹簧测力计!""#在弹性限度内%弹簧的伸长与其受到的拉力成正比!"%#.!!"!"!#如图所示
""#在一定范围内%橡皮筋伸长量与所受拉力成正比!

第"课时!重力!力的示意图

$概念辨析%
!!吸引!弹簧测力计!"!重力势能!#!&#!&#!小于!$!重力方向总是竖直向下!竖直
$基础巩固%
!!";!!"!$!不变!#!.!$!0!%!0!&!.!'!.!(!/!)!0!!*!.!!!!!"!如图所示

!第!!题"!!!!!!!!!!!第!"题"
$拓展提高%
!#!6#J!$;"!!$!"!#武汉和上海!""#赤道和北极!"%#*的示数跟地理位置有关!!%!&吨'!桥梁
最大能承受质量为*2的物体的重力!不能

第#课时!综合练习!!"

!!"!#马!车!""#课本!桌子!"!弹簧测力计!在一定范围内%作用在弹簧上的外力越大%弹簧的形变
越大!大小!方向!作用点!#!重力!地球!质量!竖直!重力的方向总是竖直向下!$!#!$J!#!"
J!%!#J!%!重力势!弹性形变!弹性势!&!作用点!力的作用效果与力的方向有关!'!,!(!/!
)!0!!*!0!!!!%!3"!#!##"!!"!&!$6!6!!#!"!#如图甲所示!""#如图乙所示



参考答案!!!!

!6%!!

!$!"!#0与)1成正比!""#!!!#!!#!!%!!"#次

第$课时!摩擦力!!"

$概念辨析%
!!接触!相对运动!接触面上!阻碍!其他条件相同时%滚动摩擦比滑动摩擦小!"!匀速!摩擦力!
#!"!#滚动摩擦!""#滑动摩擦!"%#静摩擦!"*#滑动摩擦
$基础巩固%
!!"##!水平向东!不变!变大!"!"!滚动摩擦比滑动摩擦小!#!,!$!0!%!,!&!0!'!/!
(!0
$拓展提高%
)!"!#摩擦力!""#变大!"%#变小!!*!"!#确保甲乙两实验的压力相等!""#*!"%#木块比铁块更
粗糙

第%课时!摩擦力!""

$概念辨析%
!!重力!摩擦力!压力!支持力!"!匀速直线!%!$!#!"##!$!滑动摩擦!滑动摩擦!滑动摩擦!滚
动摩擦!%!"##J!$##J!不变!&!增大摩擦!减小摩擦!粗糙程度!压力
$基础巩固%
!!.!"!/!#!/!$!.!%!0!&!0!'!,!(!.!)!0!!*!.!!!!.
$拓展提高%
!"!加润滑油可以使接触面分离%从而使摩擦大大减小!!#!"!#0%!""#接触面粗糙程度越大!"%#!!&

第&课时!综合练习!""

!!**!!"!(!滚动摩擦力远远小于滑动摩擦力!#!"##!$!竖直向下!%!!!3&4!#*!&!"!#3!6!3!6
3!6!""#正比!3!6!"%#"*!'!$J!#!"J!!!*J!(!.!)!0!!*!,!!!!.!!"!/!!#!.!
!$!!%!略!!&!"!#天平"含砝码#!弹簧测力计!""#3!6!"%#物体的重力随物体的质量增加而增加
"或物体的重力的大小与它的质量成正比$或重力与质量的比值为定值等#!!'!乙!甲!!(!"!#匀速直
线!""#压力一定时%接触面粗糙程度越大%摩擦力越大!"%#接触面粗糙程度一定时%压力越大%摩擦力越
大!!)!不能

第'课时!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概念辨析%
!!脚!球!球!脚!物体间力的作用是相互的!"!下!手!桌面!上!桌面!手!#!大小!作用点!
$!相互!形状
$基础巩固%
!!/!"!.!#!.!$!/!%!.!&!0!'!/!(!/!)!/!!*!0!!!!/
$拓展提高%
!"!力的作用效果与力的大小有关!力的作用效果与力的方向有关!力的作用效果与力的作用点有关!
!#!

第(课时!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概念辨析%
!!大!长"或细#!瘪"扁#!形状!"!形状!运动状态!#!"!#""#!"%#"*#!$!下!方向!边缘!作用



!6*!!

点!越大!大小
$基础巩固%
!!振动!相互!"!运动状态!相互!#!直线传播!无规则运动!力的作用是相互的!$!受到力的作用
向前!%!运动状态!相互!&!相互的!运动状态!'!相互!竖直向下!(!,!)!0!!*!/!!!!/
$拓展提高%
!"!.!!#!.!!$!/!!%!力的作用是相互的!力可以改变物体的运动状态

第八章力单元测试!!"
一#选择题
!!/!"!0!#!0!$!.!%!.!&!/!'!.!(!0!)!0!!*!,!!!!.!!"!/
二#填空题
!#!#!$J!!!*!!$!$#!$#!!%!小于!!&!拔河比赛要穿花纹很深的鞋子更易取胜"答案合理即可#$
汽车轮胎上做有凹凸不平的花纹!汽车将无法行驶!!'!压力!接触面的粗糙程度!增大压力!增大!
使接触面光滑!减小!!(!*!%!!)!惯性!受到重力作用!"*!#!!"!"!!#!!"
三#解答题
""!"#!略!"$!"!#不能喝水吃饭!""#很容易飞离地球"其他合理答案即可#!"%!"!#使用弹簧测力
计时%最大称量值不能超过$J!""#弹簧测力计使用前要轻轻拉动几下!"%#在称量前要将指针调到&#'
刻度线处!"$#使用时%要让拉力方向与弹簧伸长方向一致!"&!"!#见下表$

实验次数 木块对木板的压力*J 弹簧测力计的示数*J 滑动摩擦力*J

! "# *!#

" "# *!#

% *# 6!#

!""#!("!"%#压力越大%摩擦力越大"或摩擦力跟压力成正比#!"'!例!!"!#物重与质量的关系!!""#
弹簧测力计(几个钩码!!"%#把一个(两个(三个钩码依次挂在弹簧测力计上%分别读出它们重多少牛%记
在自己设计的表格中%并算出每次重力跟质量的比值%分析物重与质量的关系!!例"!"!#摩擦力是否与压
力有关!""#弹簧测力计(木块(铁块"或钩码#(细线!"%#"用细线系住木块%放在水平桌面上%用弹簧测
力计在水平方向上拉着木块匀速运动%记下此时测力计的读数0!$#在木块上加上铁块"或钩码#%重复上
面实验%记下测力计的读数0"$$比较0!(0"的大小就可以知道摩擦力是否与压力有关!!"(!!!"!%!*
在一定范围内%弹簧的伸长跟拉力成正比!")!图略!/:!#"

第八章力单元测试!""
一#选择题
!!.!"!/!#!.!$!,!%!0!&!/!'!/!(!/!)!,!!*!/!!!!.!!"!/!!#!0!!$!0
二#填空题
!%!物体由于地球吸引而受到!地球!竖直向下!物重!!&!*3!*3!!'!粗糙!摩擦!压力!摩擦!
!(!作用点!!)!竖直!重力的方向总是竖直向下的!"*!弹性势能!重力势能!"!!压力!接触面粗糙
程度!增大压力!增大!减小接触面粗糙程度!减小!""!"!#不能喝水!""#很容易飞离地球"其他合
理答案也可以#!"#!力的方向!力的作用点
三#解答题
"$! !"%!图略!"&!"!#,7@!/>!.?!0!""#前!后!刹不了车!车子无法行驶

!



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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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选器材 弹簧测力计(橡皮泥(细线

探究步骤
"将橡皮泥捏成球形%用细线拴好%用弹簧测力计测出它的重力/!$

#将该橡皮泥捏成方形%用细线拴好%用弹簧测力计测出它的重力/"

分析论证
若/!:/"%则重力大小与物体的形状无关$
若/!)/"%则重力大小与物体的形状有关!

"(!"!#匀速拉动木块!""#压力一定%滑动摩擦力的大小与接触面的粗糙程度有关!"%#接触面粗糙程
度相同时%滑动摩擦力与压力的关系!"*#利用图"G#或图"H#的器材%将木块分别侧放和平放%匀速拉动木
块%比较弹簧测力计的示数!!")!"!#刻度尺!""#"*!$!#!!6!$!("!%小明!橡皮筋伸长的长度
与每次的拉力的比值为一常数"或拉力扩大几倍%橡皮筋伸长的长度出扩大几倍#

期中测试!!"
一#选择题
!!.!"!0!#!/!$!.!%!.!&!/!'!.!(!/!)!,!!*!.!!!!,!!"!0
二#填空题
!#!"!#弹性形变!""#弹性势!重力势!"%#重力!地球!!$!分子间存在引力!变小!间隙!!%!小
'(!!&!作用点!力的作用是相互的!!'!蓬松!带电!同种电荷相排斥!!(!*;$!"##!!)!"##!变
大!"*!!$!$$4!#%!不是!"!!!!"$!!!"4!#%

三#解答题
""!略!"#!%4!#*J!!!$4!#%'(*+%!"$!"!#空心的!""#$#8+%!"%##!6*'(!6!*J!"%!"!#
/.07,!""#左!"%#减少!&"!!#!&!"4!#%!"*#不应该用手拿砝码!"&!"!#不变!""#重力的方
向竖直向下!重垂线!"'!"!#匀速直线!"!6!"!6!""#没有控制压力一定!"%#用弹簧测力计沿水平
方向拉动同一物体%使它分别在两种瓷砖上匀速运动%拉力较大的则防滑性能较好!!"(!"!#天平!弹簧
测力计!弹簧测力计!""#图略!"%#物体所受的重力的大小与质量成正比!")!二氧化氮!二氧化氮气
体的密度大%还能向上扩散更有力地说明了分子运动!分子在不停地做无规则运动!#*!"""5"!#*#!
体积!大!""#"%#"!#"*#!#!!正比!小!'!它受力时伸缩较灵敏"合理即可#!#"!"!#耐高温!""#
不能!硬度!"%#&

期中测试!""
一#选择题
!!.!"!/!#!0!$!.!%!,!&!0!'!/!(!.!)!/!!*!0!!!!/!!"!,
二#填空题
!#!不能!银币的体积小于量筒的分度值!!$!$*!$*!!%!#!#$!"!$!!&!密度(硬度(颜色(熔点等!
!'!电"电荷#!吸引!!(!力的作用是相互的!作用点!重力!!)!#!$!"*!增大摩擦力!等于!惯性
"!!扩散"分子运动#!变小!空隙!引力!""!"!#"!"!"##!*##!""#6####!"#!!###!"$!!#!!!
三#解答题
"%!"!#!&!&!"1##!""#铝!H!铁!"&!略!"'!"!#!#8+%!""#!%!&(*8+%!"%#能!"(!"!#&*!
""#标尺左端的&#'刻度线处!.!"%#1%!&!!!$#!")!"!##!!#J!%!""#在一定的弹性范围内%弹簧
的伸长量与所受的拉力成正比!"%#/!#*!"!#筷子!竖直向上!""#静!手握水杯%水杯静止等!
"%#将米压紧$增大筷子表面的粗糙程度$加水$换用质量较小的杯子等!#!!"!#.!""#方案二!乙中测
力计相对于地面静止%读数更准确$乙中无需匀速拉动木板"两者答其一即可#$二力平衡!!"%##!*!地面
对'有向左的摩擦力!#"!"!#匀速直线运动!""#桌面对木块有摩擦力!平衡!将木块换成质量较小的
卡片!##!"!#使小车到达水平面的速度相同!""#小!慢!"%#匀速直线运动!"*#"$!#4!
"$#!#



!6&!!

第九章!力与运动

第!课时!二力平衡!!"

$概念辨析%
!!静止状态!匀速直线运动状态!"!"!#"%#"&#!#!同一物体!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作用在同一条直
线上!$!静止状态!匀速直线运动状态!不改变
$基础巩固%
!!/和3!"!匀速直线!拉力!二力平衡!摩擦力!#!!"##!!"##!竖直向上!!"##!$!0!%!.!
&!.!'!/!(!0!)!.!!*!0!!!!,!!"!0
$拓展提高%
!#!等于!!#!!$!/

第"课时!二力平衡!""

$概念辨析%
!!"!#减小卡片的重力对实验的影响"或可以忽略卡片受到的重力#!""#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静
止状态"或平衡状态#!相等!"*#将一侧的挂着钩码的细线也挂到另一侧%使两个力向同一方向拉卡片!
"$#卡片不能保持平衡!二力不作用在同一直线时不能保持平衡!"!!"!#!!6##!"##
$基础巩固%
!!/!"!,!#!0!$!/!%!0!&!.!'!/!(!.!)!.
$拓展提高%
!*!保持静止状态!向拉力较大的一侧加速运动!相等!在卡片平衡时用剪刀将卡片沿竖直方向从中间
剪开!!!!提示!竖直方向和水平方向各一对平衡力"图略#

第#课时!牛顿第一定律!!"

$概念辨析%
!!静止的!一定!一定!"!静止状态!匀速直线运动!#!,!$!0
$基础巩固%
!!使小车到达水平表面时速度相同!大!短!小!长!匀速直线!匀速直线运动!"!0!#!.!$!0!
%!/!&!0!'!,!(!0
$拓展提高%
)!.!!*!"!#同一高度!""#小车在水平路面滑动距离!小于!"%#大于!"*#一直运动下去"或做匀速
直线运动#

第$课时!牛顿第一定律!""

$概念辨析%
!!静止!匀速直线运动!"!改变!做匀速直线运动!#!*+*A!$!足球具有惯性!足球受到摩擦力!
%!加速!前!右
$基础巩固%
!!0!"!.!#!0!$!,!%!/!&!.!'!0!(!0!)!/!!*!/!!!!.
$拓展提高%
!"!0!!#!"!#略!""#略!"%#使小车刚到达水平面的速度相同!"*#小!远!恒定!伽利略

第%课时!综合练习!!"

!!静止!匀速直线运动!"!惯性!匀速运动!#!振动!相互的!惯性!$!运动状态!惯性!%!远!匀
速直线运动"做匀速直线运动或保持匀速直线运动状态#!&!方向!实心球具有惯性!'!惯性!减小!



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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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性!摩擦力!)!0!!*!.!!!!0!!"!0!!#!0!!$!/!!%!/!!&!.!!'!"!#同一位置"或同
一高度#!""#%!"%#大!匀速直线!!(!"!#木板!""#越快!"%#越慢

第&课时!力与运动的关系!!"

$概念辨析%
!!静止!匀速直线运动!力!"!快慢!方向!运动方向!施加力!力!#!受力情况!平衡!非平衡!
$!重力!支持力!非平衡力
$基础巩固%
!!!#!不变!变速!"!大于"或&"'#!#!/!$!0!%!0!&!0!'!.!(!.!)!/
$拓展提高%
!*!/!!!!0

第'课时!综合练习!""

!!非平衡力!改变!"!静止!运动!快慢!方向!#!匀速直线运动状态!静止状态!惯性定律!$!惯
性!相反!东!%!到达目标上方前!&!等于!'!$##!$##!$##!(!重力!桌面对它的支持力!地球!
桌面!一对平衡力!)!!###!变快!减慢!!*!0!!!!0!!"!/!!#!.!!$!0!!%!0!!&!0!
!'!/!!(!0!!)!图略!"*!越大!越快!越小!越慢!匀速直线!"!!因为汽车做匀速直线运动%所
以发动机的牵引力与受到的阻力彼此平衡%即!0:::#!#%/:%##J!""!人跑步时%全身和脚一起做相
同的运动!当脚下受绊时%脚受到的阻力使脚由运动变为静止%而身体的其他部位由于惯性仍保持原来的速
度向前运动%所以人会向前跌倒!

第(课时!力与运动的关系!""

$概念辨析%
!!不是!惯性!运动状态!"!/!#!0!$!0
$基础巩固%
!!,!"!,!#!/!$!0!%!.
$拓展提高%
&!0!'!"!#!!%!物体下落的时间与物体的材料无关!""#不相等!纸所受的阻力相对于纸的重力不
能忽略不计!"%#,

第九章力与运动单元测试!!"
一#选择题
!!0!"!/!#!0!$!0!%!.!&!/!'!,!(!,!)!/!!*!0!!!!,!!"!,!!#!/!!$!/!
!%!0!!&!.
二#填空题
!'!等于!做匀速直线运动!!(!"#!!#!!)!等于!等于!"*!航母甲板!惯性!力改变物体的运动状
态"或物体间力的作用是相互的#!支持!"!!#!$!!!!!惯性
三#解答题
""!

"#!"!#$J!""#!#J!"%#$J!"$!提示!用惯性知识解释!!"%!"!#支持!重!""#一定!惯性!
"%#,!"(%!"*#控制变量!"&!"!#摩擦!""#大!"%##!#$!匀速直线!"*#物体的形状"或横截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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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风速#!"'!长!小!匀速直线!"(!"!##!!!""#:与+成正比!"%#:与<"成正比

第九章力与运动单元测试!""
一#选择题
!!/!"!0!#!.!$!0!%!0!&!.!'!,!(!/!)!0!!*!/!!!!,!!"!,!!#!.
二#填空题
!$!吸引!运动状态!惯性!!%!惯性!不是维持物体运动的原因!向后!相互的!!&!最大!惯性!运
动状态!!'!方向!作用点!惯性"动能或速度#!阻力"摩擦力#!!(!放出!运动!等于!!)!"!#相互
的!运动状态!""#静止!惯性!"%#做功!"*!"!#静止!""#惯性!"%#*!6!"!!运动!不变!不变
""!吸引轻小物体!改变物体的运动状态!惯性
三#解答题
"#!"!# !""#

"$!"!#惯性"或动能#!""#滑行距离与速度有关"或相同情况下%速度越快%滑行距离越远#!"%#超速危
险"严禁超速$十次肇事九次快$为了你和他人的安全%请减速慢行#!"*#速度

次数 水平面的粗糙程度 滑行的距离@*8+

!

"

%

!"%!"!#/!""#势!"%#气囊对模型!力的作用是相互的!"&!"!#重!支持!""#速度!"%#小!慢

!"*#保持匀速直线运动状态!"'!"!#存在摩擦力!""#/!"(!""#相等!"%#不能!"*#控制变量法

!反证法

第十章!压强和浮力

第!课时!压!强!!"

$概念辨析%
!!如图 !"!压力的作

用效果!作用效果!压力与受力面积!#!/!$!/
$基础巩固%

!!"!#!!""#$4!#56!"%#$4!#$!"!0!#!,!$!,!%!0!&!.!'!/!(!"!#压强表达式!B:0
A

:/
A:"*

A :!A?*A :!?*!分析判断!铁块的高度和密度!三!""#将三个铁块竖直放置在海绵上%观察比

较海绵被压缩的深度%若深度相同%则可验证猜想三正确!)!"!#/:"*:&#'(4!#J*'(:&##J!""#

B:0
A: &##J

!$#4!#5*4"+":"4!#*MG



参考答案!!!!

!63!!

第"课时!压!强!""

$概念辨析%
!!$####MG!"$#!"!"1##!"1##!#!&4!#*!$4!#$!$!.
$基础巩固%
!!,!"!0!#!,!$!/!%!/!&!.!'!/!(!/!)!,!!*!0!!!!,!!"!0
$拓展提高%
!#!%4!#%!!#!!$!1$#J

第#课时!综合练习!!"

!!摩擦!压强!"!增大!减小!增大!#!"!#硬度!""#压强!$!%4!#$!#!#*!%!受力面积!&!不
变!变小!'!/!(!,!)!0!!*!/!!!!/!!"!,!!#!,!!$!.!!%!"!#受力面积大小和压力大
小!""#控制变量法!"%#海绵或细沙堆

第$课时!液体的压强!!"

$概念辨析%
!!下!侧壁!"!"!#深度!方向!压强!相等!""#方向!深度!增加!"%#方向!深度!种类!密度
大

$基础巩固%
!!B':B(:B)!"!B'"B("B)!#!.!$!.!%!/!&!/!'!,
$拓展提高%
(!.!)!"!#高度差!""#相等!"%#深度!!*!略

第%课时!液体的压强!""

$概念辨析%
!!变大!强"大#!"!大!不变!#!:!"!$!/
$基础巩固%
!!$!$!!###!"!连通器!!4!#$!#!相同!14!#1!$!.!%!/!&!.!'!0!(!"!#相等!""#"
"%#变大
$拓展提高%
)!"!#1!"!4!#1MG!""#"!!&%4!#&J

第&课时!综合练习!""

!!大!(!"!*!#!1##!变小!$!!*##!%!"4!#%!6#!&!小于!等于!'!#!"!(!,!)!,!
!*!.!!!!.!!"!,!!#!"!#相同!""#液体内部压强与深度的关系!"%#/!"*#!#%

第'课时!气体的压强!!"

$概念辨析%
!!重力!大气压!减小!天气"或季节#!降低!"!!!#!4!#$!升高!#!变瘪"或凹陷进去#!大气压!
$!增大瓶内的气压%便于将瓶内的药液压出来!%!烧瓶内的水重新沸腾起来!液体的沸点随气压的减小
而降低

$基础巩固%
!!使瓶内的气压减小!进入瓶内!大气压的存在!"!大气压的存在!各个方向!#!大气压的存在!托
里拆利!1&#++!$!0!%!.!&!,!'!/!(!/!)!,!!*!,!!!!0
$拓展提高%
!"!0!!#!略!!$!略



!3#!!

第(课时!气体的压强!""

$概念辨析%
!!,!.!"!流体流速越快的地方%压强越小%容易发生碰撞事故!#!大于!$!压力!大于!上!&!大
于!向下!匀速直线运动
$基础巩固%
!!,!"!/!#!.!$!.!%!.!&!/
$拓展提高%
'!!#&!(!"!#0!""#气体流速大的地方压强小!)!,管上方有气流%压强小%大气压的作用使,管中
的水面上升!!""#气体的流速越大%压强越小%水从,管上升并从上方管口喷出

第)课时!综合练习!#"

!!,!"!/!#!,!$!0!%!.!&!.!'!.!(!/!)!,!!*!大气压!!!!小!大!!"!小!!#!$4
!#%!压强!!$!大气有压强且朝各个方向都有压强!水对容器侧壁的压强随着深度的增加而增大

第!*课时!浮!力!!"

$概念辨析%
!!向上托!"!水!软木塞!#!被物体排开液体!0浮:/排液:!液#排液*!气体!$!变小!变大!!!&!
!!&!%!"!#!6!%!变大!体积!&!石头在水中受到浮力作用
$基础巩固%
!!/!"!0!#!/!$!/!%!,!&!"!#!!!$!#!$!#!$!浸在液体中的物体受到向上的浮力%浮力的大
小等于被物体排开液体的重力!'!0浮:/排:!空气#排*:!!"3'(*+%4"###+%4!#J*'(:"!$64!#*J
$拓展提高%
(!/!)!"!#*!1!""#该金属块的密度!"%#"能求出金属块的质量":#!*1'($#能求出金属块在水
中的浮力0浮:#!&J$$能求出金属块的体积#:#!&4!#5* +%%能求出金属块的密度!%1!64!#%

'(*+%

第!!课时!浮!力!""

$概念辨析%
!!大!浮力!"!%!受到!%!#!%##'(!!#%J!$!!;"!%!变小!#排增大%0浮增大%则0拉减小

$基础巩固%
!!%3!"!"!铝球!铜球!#!!#!$!0!%!/!&!/!'!.!(!,!)!0!!*!"!#浮力大小与排开水的
多少有关!""#浮力!排开水的重力!"%#.和/
$拓展提高%
!!!"!#$#+9!""##!$J!"%#%!%J!"*#1!&4!#%'(*+%!!"!"!#"!*4!#$J!&4!#*MG!""#"!*
4!#$J!"*+%

第!"课时!物体的浮与沉!!"

$概念辨析%
!!重力!浮力!"!液体密度!密度计自身重力!#!上浮!下沉!悬浮!大于!小于!等于!$!小于!
浮力!等于!%!小于!大于!种子的重力大于它们受到的浮力
$基础巩固%
!!:!#!"!&#!&!#4!#5%!#!上浮!*!$!0!%!.!&!,!'!/!(!"!#$1!%1!变小!熟!大于

""#,!"%#
"""5"!#

!水



参考答案!!!!

!3!!!

$拓展提高%
)!该液体可能是水!!*!"!#0浮:!水(#排:!!#4!#%4!#4"##4!#5&:""J#!""#/:0浮50:"J5

#!6J:!!"J!"%#剪断细线后%木块上升%最终漂浮在液面上%0L浮 :/物 :!!"J!#排 : 0L浮
!水*

:

!!"
!4!#%4!#:!!"4!#5*+%

第!#课时!物体的浮与沉!""

$概念辨析%
!!空心!"#!"!变大!上浮!不变!#!&!上浮!$!小于!#!!$
$基础巩固%
!!/!"!.!#!,!$!,!%!,!&!,!'!.!(!,
$拓展提高%
)!!"!3!!%!*!加热使气体膨胀!#!$!小于!!*!"!##"或小于#!""#&浮标'的杆做得更细些!&浮
标'缠绕更多一些铁丝

第十章压强和浮力单元测试!!"
一#选择题
!!.!"!0!#!/!$!0!%!,!&!/!'!/!(!.!)!/!!*!,!!!!.!!"!/
二#填空题
!#!变大!不变!!!64!#&J!!$!等于!变大!!%!%&!%"!静止!大!小!!&!#!64!#%!!###!
!'!#!&4!#%!等于!!(!变大!变大!!)!#!$!"##!不变!"*!大于!浮力!"!!16*!$!""!#!3!
下沉!等于
三#解答题
"#!"!#"!*4!#$J!&4!#*MG!""#"!*4!#$J!"*+%!"$!"!#/:"*:$!4!#5%'(4

!#J*'(:#!$!J!""#/排:#!$J!#排:/排

!水*
: #!$J
!!#4!#%'(*+%4!#J*'(:$4!#5$+%

因为木块浸没水中%所以#球:#排:$4!#5$ +%!"%#假设小球浸没水中%则#排:#球:$
4!#5$ +%!0盐浮:!盐水#排*:!!#$4!#%'(*+%4$4!#5$ +%4!#J*'(:#!$"$J!因为
0盐浮"/物%所以物体上浮%静止时漂浮于盐水面上%0盐浮:/物:#!$!J!"%!乙丙!如图所
示!转换!实验检验!"&!"!#相同!""#液体内部压强与深度的关系!"%#/!"*#!#%!"'!"!##!"!
"#!物体所受浮力小于重力!""#方法"!"%#由于新鲜鸡蛋的密度比水的大%新鲜鸡蛋放入水中会下沉!
陆续向水中加盐并轻轻搅拌后%盐水的密度变大%导致新鲜鸡蛋所受浮力大于自身重力%所以新鲜鸡蛋会上
浮!!"(!!#!%#!%!")!如果盐水的密度增大%萝卜块将会上浮而不会下沉%与现象不符!"!#错误!
""#萝卜块的质量也会减少"没有控制萝卜块的质量#!"%#萝卜块的密度增大%大于盐水的密度%导致重力
大于浮力%萝卜块下沉

第十章压强和浮力单元测试!""
一#选择题
!!.!"!0!#!/!$!,!%!/!&!0!'!,!(!.!)!/!!*!.!!!!.!!"!/!!#!,!!$!0
二#填空题
!%!等于!大于!!&!低!大于!惯性!!'!高压锅内水沸腾时的温度高!高于!!(!上浮!不变!
!)!竖直向上!,!"*!"!#大于!""#增加!"%#将瓶内注满液体!"!!"!#/!/*A!""#吸盘内的空气
未排尽"或吸盘与玻璃间的气密性不好等#!""!变大!不变!上浮一些!"#!小于!等于
三#解答题
"$!作图略!"%!"!#海绵发生形变的程度!""#等于!"%#用相同的物体来反映形变程度!"&!"!#变大
""#/50!"%#"!"*#小于!物体排开液体体积!"$#不变!"'!"!#倒出饮料瓶中的水%向瓶中注满牛



!3"!!

奶%用测力计测出瓶和牛奶的总重力/%!"/%5/!#**!""#"/%5/!#!水*"/"5/!#!"%#可以作出初步判
断"或不行%因为实验数据比较接近%可能是实验中存在误差导致的#!"(!"!#排出注射器内的空气!""#
刚开始滑动时!"%#&!##!#!1$!"*#!!#64!#$!"$#测量长度时结果偏大"或测量拉力时是在拉力最大
时读数的#!注射器内的空气没有排尽!")!"!#/.,!""#*!"%#.!#*!"!#/!""#6#!"%#64!#6

期末测试!!"
一#选择题
!!.!"!/!#!,!$!0!%!/!&!/!'!0!(!,!)!/!!*!0!!!!.!!"!/
二#填空题
!#!分子间有间隙!扩散"分子永不停息地做无规则运动#!!$!压强!质量!!%!/(7!!&!惯性!小!
!'!增大压强!气压的作用!!(!硬度!粗糙!润滑油!!)!B)"B'"B(!"*!%##!不变!不变!
"!!变小!浮!重!""!增大摩擦!平衡力!不受!向上
三#解答题
"#!"!# !""# !"%#

"$!"!#,!可以减小对手的压强!""#!$'(!"%#!!$4!#$MG!"%!凹陷程度!压力作用效果跟接触面
积的大小有关!"&!"!#液体内部存在压强!""#大小!作用点!"%#变瘪!大气压!"'!"!#&1(!""#

大杯装的水还没有到溢水位"或大杯的水没有刚好装满#!"%#""5"!

!
! "!
""5"!

!"(!水平!匀速直线!

"!#"!6!""#变大!在接触面粗糙程度相同的情况下%压力越大%滑动摩擦力越大!")!"!#速度!""#摩
擦力!永远运动下去!牛顿第一!#*!"!#不正确!没有使探头位于液体的深度一样!""#相同
深度小!#!!"!#为了排尽注射器内的空气!""#刚被拉动!3###!"%#"空气没有排尽%#注
射器筒壁与活塞之间有摩擦等!#"!"!#&!#!""#("%#略!"*#在弹性限度内%弹簧的伸长量与
其受的弹力成正比!"$#多测几组数据以减小实验误差%以便确定弹簧的弹性限度!"&#用图像
分析实验数据更直观明了!"1#"!##!"!#!"!""#6J!"%#64!#5* +%!"*#!!$4!#%!
"$#大!"&#物体浸没到液体中后%浮力大小不变或者说物体浸没到液体中后%物体所受的浮力与
物体浸入的深度无关!

期末测试!""
一#选择题
!!,!"!/!#!/!$!,!%!,!&!0!'!0!(!,!)!,!!*!/!!!!0!!"!/
二#填空题
!#!"1##!相等!!$!同!排斥!空气流速越大%压强越小!不是!!%!密度!隔热!!&!不是!"#####
!'!!;!!";%!!(!加!#!##!!有!!)!力的作用是相互的!蒸气!"*!0':0(:0)!!*#!!!
"!!匀速上升!静止!""!.!.
三#解答题
"#!略!"$!"!#$###'(!""#""####MG!"%!"!##!3J!""#3#8+%!"%#!!!(*8+%!"&!水平!零
刻度!右!*1!*!"'!"(%(&!"(!"!#匀速直线运动!""#,!!(&(1!"%#压力!接触面积!")!"!#受
力面积!""#大气压!#*!"!#卡片太重!用轻质卡片!""#剪断卡片!旋转卡片或改变钩码重!#!!"!#形
变!海绵凹陷程度!""#受力面积!压力!"%#H!<!"*#"!#"!同种液体%深度越深%压强越大!液体内
部向各个方向压强相等!##!下沉!保持不变!#$!"!#同一高度!""#路程的长短或速度减小的快慢!
"%#匀速直线运动!#%!"!#:!""#!%%!"&!*!%%!#!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