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主管

山西三晋报刊传媒集团主办

学习报社编辑出版

全国教辅类一级报纸

国内统一刊号：CN14-0708/（F）
总编辑 苗俊青

第 29-3愿期
总第 员605-员远1源期
出版日期：2020年 2月 5日

高二年级

主 编 王 静
终 审 李双孝
责 编 董 飞
封面设计 海平面
照 排 董俊英

报社地址 太原市三墙路坝陵北街盛世华庭 A1座 21层 邮编：园猿园园09
随时征订热线 0351-3239622 0351-3239623
编辑质量监督电话 3239626
高中各科电话（区号 园猿缘员） 语文 3239655 数学 3239640 物理、化学、生物 3239627
印刷：河南鑫泽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厂地址：郑州市马寨工业园先锋路 3号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 员源园园园园源园园园园源源
本册定价 15.00元

学习报《学·考·通》高二同步系列

荫以教材为主线 荫以考点为核心

荫以训练为重点 荫以提分为目标

化学
（共 4册）

生物
（共 4册）

物理
（共 5册）

淤选修 4（上）
于选修 4（下）
盂选修 3
榆选修 5

淤必修 3（上）
于必修 3（下）
盂选修 1
榆选修 3

淤选修 3-1
于选修 3-2
盂选修 3-3
榆选修 3-4
虞选修 3-5

微信扫码，关注学习报
公众号，了解教育资讯，伴
学快乐成长。

微信扫码，关注学习报
公众号，了解教育资讯，伴
学快乐成长。



Contents
第十六章 动量守恒定律

实验：探究碰撞中的不变量 3

动量和动量定理 4

动量守恒定律 6

碰撞 8

爆炸与反冲 10

动量守恒定律 知识回顾 11

动量守恒定律 真题训练 12

动量守恒定律 综合检测题 14

第十七章 波粒二象性 16

光电效应实验 18

波粒二象性 综合检测题 19

第十八章 原子结构 21

原子的能级跃迁问题 23

原子结构 综合检测题 25

第十九章 原子核 27

核反应与核能计算 29

原子核 综合检测题 31

近代物理 知识回顾 33

近代物理 真题训练 34

选修 3-5 模块测试题 36

本册编委

（排名不分先后）

肖全保（山西省太原第 猿远中学校）

晋彦平（山西省运城中学）

平李鹏（山西省长治学院附属太行中学）

段小春（山西省大同市实验中学）

周 杉（山东省青岛第九中学）

王丽霞（山西省孝义市第二中学）

贾 蕊（山西省永济中学）

郭云义（山西省永济中学）

1援在用气垫导轨进行碰撞验证实验时，不需要测量
的物理量是 （ ）

A援滑块的质量 B援挡光时间
C援挡光片的宽度 D援光电门的高度
2援（多选）（2018·蒲城县期中）在利用气垫导轨探

究碰撞中的不变量的实验中，哪些因素可导致实验误

差 （ ）

A援导轨安放不水平
B援小车上挡光板倾斜
C援两小车质量不相等
D援两小车碰后连在一起
3援 在利用气垫导轨探究碰撞中的不变量的实验

中，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粤援导轨安放倾斜会增大实验误差
月援导轨如果只有一侧的气孔通气可以照常使用
悦援两小车质量必须相等
阅援两小车碰后必须连在一起
4援（多选）在用打点计时器做探究碰撞中的不变量实

验时，下列哪些操作是正确的 （ ）

粤援相互作用的两车一个装上撞针，另一个装上橡
皮泥，是为了改变两车的质量

月援相互作用的两车一个装上撞针，另一个装上橡皮
泥，是为了碰撞后粘在一起

悦援先接通电源，再释放小车
阅援先释放小车，再接通电源
5.两球相向运动，发生正碰，碰撞后两球均静止，于

是可以断定，在碰撞以前 （ ）

A援两球的质量相等
B援两球的速度大小相同
C援两球的质量与速度的乘积的大小相等
D援以上都不能断定
6.（多选）（2018秋·林州市月考）在“探究碰撞中的

不变量”时，用如图所示的装置进行实验，下列说法中

正确的是 （ ）

琢 茁

B忆
BA忆

A

A援悬挂两球的细绳长度要适当，且等长
B援由静止释放小球以便较准确地计算小球碰前的

速度

C援两小球必须都是钢性球，且质量相同
D援两小球碰后可以粘合在一起共同运动
7援“探究碰撞中的不变量”的实验中，入射小球 皂员的

质量为 猿园 早，原来静止的被碰小球皂圆的质量为 圆园 早，由实
验测得它们在碰撞前后的 曾原贼图像如图所示，可知入射
小球碰前 皂员增员是 ____噪早·
皂/泽，入射小球碰后 m1v1忆
是 ______噪早·皂/泽，被碰小
球的 皂圆增圆是 _______噪早·
皂/泽，由此得出结论在误
差范围内 皂员增员____m1v1忆+
m2v2（填“跃”“约”或“越”）。

03［第十六章 动量守恒定律］高二物理

一、实验原理

在一维碰撞中，测出物体的质量和碰前、碰后

的速度 v、v忆，找出碰前的动量 p=m1v1+m2v2及碰后
的动量 p 忆=m1v1忆+m2v2忆，看碰撞前后的动量是否
相等。

二、实验器材

方案一：气垫导轨、光电计时器、天平、滑块

（两个）、重物、弹簧、细线、弹性碰撞架、胶布、撞

针、橡皮泥。

方案二：带细线的摆球（两套）、铁架台、天平、

量角器、坐标纸、胶布等。

方案三：光滑长木板、打点计时器、纸带、小车

（两个）、天平、撞针、橡皮泥。

三、实验步骤

方案一：利用气垫导轨完成一维碰撞实验。

1援测质量：用天平测出物体的质量。
2援安装：正确安装气垫导轨。
3援测速度：接通电源，利用配套的光电计时装

置测出两滑块碰撞前后的速度（淤改变滑块的质
量，于改变滑块初速度的大小或方向）。

方案二：利用等长悬线悬挂等大小球完成一

维碰撞实验。

1援测质量：用天平测出摆球的质量。
2援安装：把两个等大小球用等长的细线悬挂。
3援实验：让一个小球静止，而拉起另一个小球，

让它们在最低点相碰。

4援测速度：测出碰撞前后小球偏离竖直方向的
夹角，从而用机械能守恒定律计算出小球碰撞前

后的速度。

5援改变小球质量或摆角，重复上述步骤。
方案三：利用一小车在长木板上碰撞另一静

止小车完成一维碰撞实验。

1援测质量：用天平测出小车的质量。
2援安装：将打点计时器固定在长木板的一端，

把纸带穿过打点计时器，连在小车的后面。在两小

车的碰撞端分别装上撞针和橡皮泥。

3援让连有纸带的小车运动，另一小车静止。碰
撞时撞针插入橡皮泥中，碰后两个小车连接成一

体运动。

4援测速度：通过纸带上两计数点间的距离和时
间测出它们碰撞前后的速度。

5援改变碰撞条件，重复上述步骤。
四、注意事项

1援前提条件
碰撞的两物体应保证“水平”和“碰撞前后运

动方向在同一直线上”。

2援温馨提醒
（1）若利用方案一，调整气垫导轨时，注意利

用水平仪确保导轨水平。

（2）若利用方案二，两小球静止时球心应在同
一水平线上，二球刚好接触，悬线在同一竖直平面

内且沿竖直方向拉直。

（3）若利用方案三，可在长木板下垫一小木
片来平衡摩擦力，保证小车在长木板上能做匀速

运动。

3援探究结论
寻找的不变量必须在各种碰撞情况下都不

改变。

五、实验误差分析

1援系统误差
主要来源于实验装置本身：（1）碰撞是否为一

维碰撞。（2）如气垫导轨是否水平，两球是否等大，
长木板实验是否平衡了摩擦力等。

2援偶然误差
主要来源于质量和速度的测定。可采取多次

测量求平均值法以减小误差。

例题 如图所示，在实验室用两端带竖直挡

板 悦、阅 的气垫导轨和有固定挡板的质量都是 酝
的滑块 粤、月，做探究碰撞中不变量的实验。

C A B D

（员）把两滑块 粤 和 月紧贴在一起，在 粤 上放质
量为 皂的砝码，置于导轨上，用电动卡销卡住 粤 和
月，在 粤 和 月的固定挡板间放一弹簧，使弹簧处于
水平方向上的压缩状态。

（圆）按下电钮使电动卡销放开，同时启动两个
记录两滑块运动时间的电子计时器，当 粤 和 月与
挡板 悦和 阅碰撞时，电子计时器自动停表，记下 粤
至 悦运动的时间 贼员，月至 阅运动的时间 贼圆。
（猿）重复几次取 贼员、贼圆的平均值。
请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淤在调整气垫导轨时应注意 ____________；
于应测量的数据还有 ______________；
盂作用前 粤、月两滑块速度与质量乘积之和为

_______________，作用后 粤、月两滑块速度与质量
乘积之和为 ________。

解析 淤为了保证滑块 粤、月作用后做匀速直
线运动，必须使气垫导轨水平，需要用水平仪加以

调试。

于要求出 粤、月两滑块在卡销放开后的速度，
需测出 粤 至 悦的时间 贼员和 月至 阅的时间 贼圆，并且
要测量出两滑块到挡板的距离 蕴员和 蕴圆，再由公式 增越
s
t 求出其速度。

盂设向左为正方向，根据所测数据求得两滑

块的速度大小分别为 增粤越
蕴员
贼员
，增月越 蕴2贼2

。碰前两物体

静止 增越园，速度与质量乘积之和为 园，碰后两滑块

的速度与质量乘积之和为（酝垣皂）蕴员
贼员

原酝蕴圆贼圆
。 （下转第 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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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量定理

对冲量的理解

高二物理04 ［选修 3-5］

（上接第 3版）
8援在“探究碰撞中的不变量”的实验中，如图所示，

绳长 蕴，若球 员静止，球 圆从偏角 琢由静止释放，则球 圆
在最低点碰撞前的速度大小为 ___________；若碰撞后
向同一方向运动最大偏角分别为 琢忆和 茁，则碰撞后两球
的瞬时速度大小分别为 _________、_________。

12

琢

9援如图所示“为探究碰撞中的不变量”的实验装置
示意图。

ma mb

O M P N
（员）因为下落高度相同的平抛小球（不计空气阻

力）的飞行时间相同，所以我们在实验中可以用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作为时间单位。
（圆）本实验中，实验必须要求的条件是 （ ）

粤援斜槽轨道必须是光滑的
B援斜槽轨道末端点的切线是水平的
C援入射小球每次都从斜槽上的同一位置无初速释放
D援入射球与被碰球满足 ma>mb，ra越rb
（猿）图中 酝、孕、晕分别为入射球与被碰球对应的落

点的平均位置，则实验中要验证的关系是 （ ）

A援ma·ON越ma·OP垣mb·OM
B援ma·OP越ma·ON垣mb·OM
C援ma·OP越ma·OM垣mb·ON
D援ma·OM越ma·OP垣mb·ON
10.如图所示为“探究碰撞中的不变量”实验装置

示意图。

2
1

O
M P N

G

（1）入射小球 1与被碰小球 2直径相同，均为 d，它
们的质量相比较，应是 m1_______m2。

（2）不放小球 2，让球 1从滑槽的 G 点由静止滚下，
平抛后落点为 _________。
（3）放上球 2，让球 1从滑槽的 G 点由静止滚下，碰

撞后分别平抛，球 1的落点为 _____________，球 2 的
落点为 __________。
（4）若球 1单独落地时水平位移为 a，球 1和球 2

碰撞后落地时水平位移分别为 b 和 c，看 _______和
_______是否相等，以验证碰撞中的不变量。

11援在做“探究碰撞中的不变量”常规实验中：

A
B

O M P N

O
单位：cm

M P

15.5
25.5

50.0

N

（1）本实验中不需要用到的测量仪器或工具有 ___
______。（单选）

A援圆规 B援秒表
C援刻度尺 D援天平
（2）必须要求的条件是 _____。（多选）
A援斜槽轨道末端的切线必须水平
B援要测量小球平抛的初速度
C援入射球每次必须从轨道的同一位置由静止滚下
D援入射球和被碰球的质量必须相等，且大小相同
（3）某次实验中得出的落点情况如图所示，假设碰

撞过程中动量守恒，则入射小球质量 m1和被碰小球质

量 m2之比为 _____________。

动量和动量定理

员.动量与速度的区别与联系
（1）区别：速度描述物体运动的快慢和方向；

动量在描述物体的运动方面更进一步，更能体现

运动物体的作用效果。

（2）联系：动量和速度都是描述物体运动状态
的物理量，都是矢量，动量的方向与速度方向相

同，责越皂增。

圆.动量与动能的区别与联系
（1）区别：动量是矢量，动能是标量；动能从能

量的角度描述物体的状态，动量从运动物体的作

用效果方面描述物体的状态。

（2）联系：都是描述物体运动状态的物理量，

耘噪越
责圆
圆皂 ，责越 圆皂耘噪姨 。

1.动量定理的内容
物体所受合力的冲量等于物体动量的变化。

数学表达式为 Ft=mv t-mv0。
式中 mv0是物体初始状态的动量，mv t是力的

作用结束时的末态动量。

动量定理反映了物体在受到力的冲量作用

时，其运动状态发生变化的规律，是力在时间上的

累积效果。

2.动量定理的理解与应用要点
（1）动量定理的表达式是一个矢量式，应用动

量定理时需要规定正方向。

（2）动量定理公式中的 F是研究对象所受的
包括重力在内的所有外力的合力，它可以是恒力，

也可以是变力。当合外力为变力时，F应是合外力
在作用时间内的平均值。

（3）动量定理的研究对象可以是单个物体，也
可以是几个物体组成的系统。

（4）动量定理中的冲量是合外力的冲量，而不
是某一个力的冲量。在所研究的物理过程中，如果

作用在物体上的各个外力的作用时间相同，求合

外力的冲量时，可以先求所有外力的合力，然后再

乘以力的作用时间，也可以先求每个外力在作用

时间内的冲量，然后再求所有外力冲量的矢量和。

如果各外力作用在物体上的时间不同，就只能先

求每一个外力在其作用时间内的冲量，然后再求

所有外力冲量的矢量和。

（5）p-t图像中图线的斜率就是物体所受的合
外力，斜率越大，物体所受的合外力越大，动量变

化得越快。如图所示。

云员

云圆

p

tO

（6）动量定理公式中的 mv t-mv0是物体动量的
变化量，是某过程的末态动量减去初态动量，是矢

量减法，对一维情况，在选定正方向后可简化为代

数运算，与正方向相同的物理量取正值，与正方向

相反的物理量取负值。

（7）动量定理公式中的“=”号，表明合外力的
冲量与物体动量的变化量数值相等，方向一致。而

合外力的冲量与动量的方向可以相同，也可以相

反，也可以成某一角度。合外力的冲量是引起物体

运动状态改变的外来因素，而动量的增量则是物

体受合外力冲量作用的结果。

（8）动量定理不仅适用于宏观物体的低速运
动，而且对微观现象和高速运动同样适用。

例题 质量为 1 kg的物体，放在水平地面上，
物体与地面间的动摩擦因数为 0.2。给物体施加一
个4 N的水平外力，使物体从静止开始加速运动，
则经 __________s，物体的速率可达到 8 m/s。（g取
10 m/s2）

解析 方法一：应用动量定理解。设所求的时

间为 t。对物体从静止到速度达到 8 m/s这一过程

应用动量定理，有 Ft-滋mgt=mv-0，可得 t= mv
F-滋mg =

员伊8
4-0.2伊1伊10 s=源 s。

方法二：应用动力学公式。根据牛顿第二定

律，有 云原滋mg=ma
根据匀变速直线运动的公式，有 v=at
联立以上两式解得

t= mv
F-滋mg = 员伊8

4-0.2伊1伊10 s=源 s。

点评 本题的第一种方法是用动量定理直接

解题，第二种方法是用牛顿第二定律结合运动学

公式解题，尽管这两种方法都可以解决问题，显然

用第一种方法更简便。

员.冲量是过程量，它描述的是力的作用对时间
的积累效应，取决于力和时间这两个因素，所以求

冲量时一定要明确所求的是哪一个力在哪一段时

间内的冲量。

圆.冲量是矢量，在作用时间内力的方向不变
时，冲量的方向与力的方向相同，如果力的方向是

变化的，则冲量的方向与相应时间内物体动量变

化量的方向相同。

猿.冲量的单位：在国际单位制中，力 云的单位
是 晕，时间 贼的单位是 泽，所以冲量的单位是 晕·s，
动量与冲量的单位关系是：员 晕·泽越员 噪早·m/s，但要
区别使用。

动量、速度与动能的区别与联系

跟踪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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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练掌握动量定理的解题步骤，是正确运用其解

题的基础，这里为大家介绍“五步法”：

（1）明确研究对象和研究过程。研究对象可以是一
个物体，也可以是几个物体组成的系统。研究过程既可

以是全过程，也可以是全过程中的某一阶段。

（2）分析研究对象的受力情况。只分析研究对象以
外的物体施给研究对象的力，所有外力之和为合外力。

不必分析内力。

（3）规定正方向。由于力、冲量、速度、动量都是矢
量，在一维的情况下，列式前要先规定一个正方向，和

这个方向一致的矢量为正，反之为负。 一般选初速度

方向为正方向。

（4）写出研究对象的初、末动量和合外力的冲量
（或各外力在各个阶段的冲量的矢量和）。

（5）根据动量定理列式求解。
例题 蹦床是运动员在一张绷紧的弹性网上蹦

跳、翻滚并做出各种空中动作的运动项目。一个质量为

60 kg的运动员，从离水平网面 3.2 m高处自由落下，着
网后又沿竖直方向蹦回离水平网面 5.0 m高处。已知运
动员与网接触的时间为 1.2 s，若把这段时间内网对运
动员的作用力当作恒力来处理，求此力的大小。

解析 （1）研究对象是运动员。研究过程是运动员
与网接触的过程。

（2）运动员与网接触过程中受重力 mg和网对运动

员的作用力 F。

（3）设竖直向下为正方向。
（4）写出研究对象的初、末动量和合外力的冲量

（或各外力在各个阶段的冲量的矢量和）。

运动员刚接触网时的速度大小为 v1= 2gh员姨 ，方向

向下，动量 p1=mv1=m 2gh员姨 。

刚离开网时的速度大小为 v2= 2gh2姨 ，方向向上，

动量 p2=原mv2=-m 2gh2姨 （速度 v2方向与正方向相反）。

运动员所受合力为 F 合=mg-F（网对运动员的力 F
方向与正方向相反，故取负）。

（5）根据动量定理有 F 合 驻t=p2-p1，即（mg-F）驻t=

原m 2gh2姨 -m 2gh1姨 。

代入数据可解得 F=1.5伊103 N。
点评 将题中所有矢量（力、速度、动量、冲量）的

正负与所取的正方向结合起来，是正确求解该类题的

基础。

练习 质量为 m的物体放在水平面上，在水平外

力 F的作用下由静止开始运动，经时间 t撤去该力，若

物体与水平面间的动摩擦因数为 滋，则物体在水平面上

一共运动的时间为 ____________。

答案 F
滋mg t

1援下列关于动量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

A援质量大的物体动量一定大
B援速度大的物体动量一定大
C援两物体动能相等，动量不一定相同
D援两物体动能相等，动量一定相等
2.（2018春·宝鸡期末）关于动量，下列说法正

确的是 （ ）

A援速度大的物体动量一定大
B援动量大的物体速度一定大
C援物体的动能发生变化，其动量也一定发生

变化

D援物体的动量发生变化，其动能也一定发生
变化

3援甲、乙两个质量相同的物体，以相同的初速
度分别在粗糙程度不同的水平面上运动，乙物体

先停下来，甲物体又经较长时间停下来，下面叙述

中正确的是 （ ）

A援甲物体受到的冲量大于乙物体受到的冲量
B援两个物体受到的冲量大小相等

C援乙物体受到的冲量大于甲物体受到的冲量
D援无法判断
4援（多选）一物体竖直向上抛出，从开始抛出到

落回抛出点所经历的时间是 t，上升的最大高度是

H，所受空气阻力大小恒为 F，则在时间 t内（ ）

A援物体受重力的冲量为零
B援 在上升过程中空气阻力对物体的冲量比下

降过程中的冲量小

C援物体动量的增量大于抛出时的动量
D援物体机械能的减小量等于 FH

5援质量为 1 kg 的物体做直线运动，其速度图
像如图所示。则物体在前 10 s内和后 10 s内所受
外力的冲量分别是 （ ）

员缘 圆园
员园缘 t/s

v/（m·s原员）

员园
缘
0
原缘

A.10 N·s，10 N·s
B.10 N·s，-10 N·s
C.0，10 N·s
D.0，-10 N·s
6援在物体运动过程中，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

粤援动量不变的运动，一定是匀速直线运动

月援动量不变的运动，可能是匀速圆周运动

悦援 如果在任何相等时间内物体动量的变化
都相同（不为零），那么该物体一定做匀变速运动

阅援如果两个物体的动量相同，则它们的速度
一定相同

7援如图所示，用一个与水平面成 远园毅角大小为

圆园 晕 的推力，推着质量为 缘 噪早 的木箱沿光滑
水平面运动，则作用时间 猿 泽 内，下列说法中正
确的是 （ ）

兹
F

粤援推力的冲量为 远园 晕·泽
月援重力的冲量为 园
悦援支持力的冲量为 园
阅援合力的冲量为 员园 晕·泽

8.（2018春·德阳期末）一物体质量为 1 kg，以
4 m/s的速度在光滑水平面上向左滑行，从某时刻
起作用一向右的水平力，经过一段时间后，滑块的

速度方向变为水平向右，大小为 4 m/s，在这段时
间内，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A援水平力的冲量为 0
B援滑块的速度改变量为 4 m/s
C援水平力做功为 0
D援滑块的位移为 8 m
9.（2018春·池州期末）如图所示，某一质量为

m的卫星残片从离地面 H 高处由静止落至地面并

陷入泥土一定深度 h而停止，不计空气阻力，重力

加速度为 g。关于残片下落的整个过程，下列说法

中正确的有 （ ）

H

h

地面

残片

A援残片克服泥土阻力所做的功为 mgh

B援 残片下落的全过程中重力的冲量大于泥土
阻力的冲量

C援残片所受泥土的阻力冲量大于 m 2gH姨
D援残片从接触地面到静止的过程中动量的改

变量等于所受阻力的冲量

10援质量为 园援缘 噪早的小球从 愿园 皂的高空以 猿园 皂/泽
的初速度水平抛出，不计空气阻力，取 早越员园 皂/泽圆，
求从开始下落到落地这段时间内重力的冲量。

动量定理的应用

［第十六章 动量守恒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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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援（多选）如图所示，光滑水平面上静止着一辆质
量为 酝的小车，小车上带有一光滑的、半径为 砸 的圆

弧轨道。现有一质量为 皂的光滑小球从轨道的上端由

静止开始释放，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

粤援小球下滑过程中，小车和小球组成的系统总动

量守恒

月援小球下滑过程中，小车和小球组成的系统总动
量不守恒

悦援小球下滑过程中，在水平方向上小车和小球组
成的系统总动量守恒

阅援小球下滑过程中，小车和小球组成的系统机械
能守恒

圆援如图所示，设车厢长为 蕴，质量为 酝，静止在光滑

水平面上，车厢内有一质量为 皂的物体，以速度 增园向

右运动，与车厢壁来回碰撞 灶次后，静止于车厢中，这

时车厢的速度为 （ ）

v0
m

M

粤援增园，水平向右

月援园

悦援 皂增园酝垣皂 ，水平向右

阅援 皂增园酝原皂 ，水平向右

猿援如图所示，一小车在光滑水平面上，甲、乙两人
分别站在左右两侧，整个系统原来静止，则当两人同时

相向走动时 （ ）

甲 乙

粤援要使小车静止不动，甲乙速率必相等

月援要使小车向左运动，甲的速率必须比乙的大

悦援要使小车向左运动，甲的动量必须比乙的大

阅援要使小车向左运动，甲的动量必须比乙的小

源援（多选）在光滑地面上向东匀速行驶的小车上有

两个质量相等的小球被分别向东、向西同时抛出，抛出

时两小球的动量大小相等，则 （ ）

粤援球抛出后，小车的速度不变

月援球抛出后，小车的速度增加

悦援球抛出后，小车的速度减小

阅援向西抛出的小球动量变化比向东抛出的小球的

动量变化大

5援一炮艇总质量为 酝，以速度 增园匀速行驶，从船上

以相对海岸的水平速度 增 沿前进方向射出一质量为 皂

的炮弹，发射炮弹后艇的速度为 增忆，若不计水的阻力，

则下列各关系式中正确的是 （ ）

粤援酝增园越（酝原皂）增忆垣皂增

月援酝增园越（酝原皂）增忆垣皂（增垣增园）

悦援酝增园越（酝原皂）增忆垣皂（增垣增忆）

阅援酝增园越酝增忆垣皂增

6援如图所示，小车与木箱紧挨着静止放在光滑的
水平冰面上，现有一男孩站在小车上用力向右迅速推

出木箱。关于上述过程，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援男孩和木箱组成的系统动量守恒
B援小车与木箱组成的系统动量守恒

C援男孩、小车与木箱三者组成的系统动量守恒
D.木箱的动量增量与男孩、小车的总动量增量

相同

7援（多选）在光滑水平桌面上停放着两辆玩具小
车A、B，其质量之比为 mA颐mB越1颐2，两车用一根轻质细
线缚住，中间夹着被压缩的轻弹簧，当烧断细线，轻弹

簧将两车弹开，A 车与 B车 （ ）

A援动量大小之比为 1颐2
B援动量大小之比为 1颐1
C援速度大小之比为 1颐1
D援速度大小之比为 2颐1
8援（多选）如图所示，一质量 M越3.0 kg的长方形木

板 B放在光滑水平地面上，在其右端放一个质量 m越
1.0 kg的小木块 A。给 A 和B以大小均为 4.0 m/s，方向相
反的初速度，使 A 开始向左运动，B开始向右运动，A
始终没有滑离 B板。在小木块 A 做加速运动的时间

内，木板速度大小可能是 （ ）

粤
月

v
v

A援2.1 m/s B援2.4 m/s
C援2.7 m/s D援3.0 m/s
9.质量为 m半径为 R 的小球，放在半径为 2R、质

量为 2m的大空心球内，大球开始静止在光滑水平面
上，当小球从右图所示位置无初速沿内壁滚到最低点

时，大球移动的距离 s1为 （ ）

R

2R

A.R2 B.R3

C.R4 D.R6
10.如图，载人气球原静止于高 h的高空，气球质量

为M，人的质量为 m。若人沿绳梯滑至地面，则绳梯至

少为多长？

h l

11援如图所示，小车（包括固定在小车上的杆）的质
量为 酝，质量为 皂的小球通过长度为 蕴的轻绳与杆的

顶端连接。现把小球从与 韵点等高的地方释放，求小

车向左运动的最大位移是多少？

OLm

M

12援如图所示，竖直平面内轨道 ABCD 的质量 M=
0.4 kg，放在光滑水平面上，其中 AB段是半径 R=0.4 m

的光滑 员
源 圆弧，在 B点与水平轨道 BD 相切，水平轨

道的 BC段粗糙，动摩擦因数 滋=0.4，长 L=3.5 m，C 点
右侧轨道光滑，轨道的右端连一轻弹簧。现有一质量

m=0.1 kg 的小物体（可视为质点）在距 A 点高为 H=
3.6 m处由静止自由落下，恰沿 A 点滑入圆弧轨道（g=
10 m/s2）。求：
（1）ABCD轨道在水平面上运动的最大速率；
（2）小物体第一次沿轨道返回到 A 点时的速度

大小。

m

A

B C DM
R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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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量守恒定律

员.动量守恒定律的“五性”
（1）矢量性：定律的表达式是一个矢量式，其

矢量性表现在：a.系统的总动量在相互作用前后不
仅大小相等，方向也相同。b.在求初、末状态系统的
总动量 p=p1+p2+p3+……和 p=p1忆+p2忆+p3忆+……时，
要按矢量运算法则计算，如果各物体动量的方向

在同一直线上，要选取正方向，将矢量运算转化为

代数运算。

（2）相对性：动量守恒定律中，系统中各物体
在相互作用前后的动量，必须相对于同一惯性系，

各物体的速度通常均为对地的速度。

（3）条件性：动量守恒定律是有条件的，应用
时一定要先判断系统是否满足守恒条件。

（4）同时性：动量守恒定律中 p1、p2……必须是

系统中各物体在相互作用前同一时刻的动量，p1忆、
p2忆……必须是系统中各物体在相互作用后同一时

刻的动量。

（5）普适性：动量守恒定律不仅适用于两个物
体组成的系统，也适用于多个物体组成的系统；不

仅适于宏观物体组成的系统，也适用于微观粒子

组成的系统。

圆.动量守恒定律不同表现形式的表达式的
含义

（1）p=p忆：系统相互作用前总动量 p 等于相互

作用后总动量 p忆。
（2）驻p1=原驻p2：相互作用的两个物体组成的系

统，一个物体的动量变化量与另一个物体的动量

变化量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3）驻p=0：系统总动量变化量为零。
（4）m1v1+m2v2=m1v1忆+m2v2忆：相互作用的两个物

体组成的系统，作用前的动量和等于作用后的动

量和。

动量守恒定律的理解

人船模型

1援动量守恒定律不同表现形式的表达式的含义
（员）责越p忆：系统相互作用前总动量 p 等于相互作用

后总动量 p忆。
（圆）驻p1越原驻p2：相互作用的两个物体组成的系统，一

个物体的动量变化量与另一个物体的动量变化量大小

相等、方向相反。

（猿）驻p越0：系统总动量增量为零。
（源）m1v1垣m2v2越m1v1忆垣m2v2忆：相互作用的两个物体组

成的系统，作用前的动量和等于作用后的动量和。

2援应用动量守恒定律的解题步骤
（员）明确研究对象（系统包括哪几个物体）；
（圆）进行受力分析，判断系统动量是否守恒（或某

一方向上是否守恒）；

（猿）规定正方向，确定初、末状态动量；
（4）由动量守恒定律列式求解；
（5）必要时进行讨论。

3援解题应注意的两个方面
（员）灵活选取系统的构成。根据题目的特点可选取

其中动量守恒或能量守恒的几个物体为一个研究对

象，不一定是所有的物体为一个研究对象。

（圆）灵活选取物理过程。在综合题目中，物体运动
常有几个不同过程，根据题目的已知、未知灵活地选取

物理过程来研究，列方程前要注意鉴别判断所选过程

动量、机械能的守恒情况。

例题 如图，质量为 mB的平板车 B上表面水平，

开始时静止在光滑水平面上，在平板车左端静止着一

块质量为 mA的物体 A，一颗质量为 m0的子弹以 v0的

水平初速度射入物体 A，射穿 A 后速度变为 v。已知 A、

B之间的动摩擦因数不为零，且 A 与 B最终达到相对

静止。求：

v0
A

B

（员）子弹射穿物体 粤 的瞬间物体 粤 的速度 增粤；

（圆）平板车 月和物体 粤 的最终速度 增 共。（设车身足

够长）

解析 （员）子弹射穿物体 A 过程的时间极短，由动

量守恒得

m0v0越m0v垣mAvA

解得 vA越 m0渊v0-v冤
mA

。

（圆）物体 A 在平板车 B上滑行的过程中，因为地面

光滑，且 A、B 最后相对静止，故 A、B 组成的系统在水

平方向动量守恒，有

mAvA越（皂粤垣皂月）v 共

解得 v 共越 mAvA
mA+mB

越 m0渊v0-v冤
mA+mB

。

答案 （员）m0渊v0-v冤
mA

（圆）m0渊v0-v冤
mA+mB

点评 解题时首先判断系统满足动量守恒的条

件，然后根据要求量合理地选择初、末状态，再根据动

量守恒定律列方程求解。

动量守恒定律解题思路

“人船模型”是动量守恒定律的拓展应用，它

把速度和质量的关系推广到位移和质量的关系，

这样就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解题思路和解决问题的

方法。下面让我们一起认识下“人船模型”的两个

推论。

得出推论

例题 如下图所示，长为 蕴、质量为 酝的船停

在静水中，一个质量为 m的人（可视为质点）站在

船的左端，在人从船的左端走到右端的过程中，船

与人相对地的位移大小分别为多少？（忽略水对船

的阻力）

L

解析 选人和船为一系统，由于系统在水平

方向不受外力，所以系统在水平方向上动量守恒，

设某一时刻人的对地速度为 v，船的速度大小为

v忆，选人的运动方向为正方向，由动量守恒定律得
0=mv-Mv忆
在人与船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上式始终成立，

不难想到，船的运动受人运动的制约。当人加速运

动时，船亦加速运动；当人匀速运动时，船亦匀速

运动；当人停止运动时，船亦停止运动。设人从左

到右的过程中，人对地的位移大小为 s1，船对地的

位移大小为 s2，如图所示。

s1s2

L

由于上式在整个过程中始终成立，所以有

s1
s2
= vv忆 =

M
m

从上图可以看出

s1+s2=L
所以联立可解得

s1= M
M+m L

s2= m
M+m L

从上面的解答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两个有用的

推论：

推论一 人和船的位移与它们的质量成反比。

推论二 人和船的位移之和等于船长，或者

说人和船的位移之和在数值上等于人相对于船的

位移。

动量守恒定律 跟踪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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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 撞

08 高二物理

碰撞三原则

碰撞是动量守恒定律一章的重点和难点，也是高

考的热点。碰撞是指两个物体间的碰撞力很大，而碰撞

时间极短的相互作用。碰撞过程遵守以下三个原则。

1.动量守恒原则

由于碰撞时间极短，系统内力远大于外力，故系统

碰撞过程中遵守动量守恒定律，两物体在同一直线上

碰撞，动量守恒定律可表示为 m1v1+m2v2=m1v员忆垣m2v2忆或

p1+p2=p1忆+p2忆。

圆.机械能不增加原则

根据能的转化与守恒定律，碰撞前后系统机械能

不可能增加，由于相碰物体的材料等因素不同，使得碰

撞的性质不同。碰撞又分为完全弹性碰撞、非弹性碰撞

和完全非弹性碰撞。当发生完全弹性碰撞时，系统机械

能守恒，碰后系统动能有最大值（等于碰前系统动能）；

当发生完全非弹性碰撞（即碰后两物体以相同的速度

运动）时，系统损失动能最大，碰后系统的动能有最

小值。

3.速度符合物理情景原则

（1）若为追击碰撞，碰前后面物体的速度一定大于

前面物体的速度，否则不能发生碰撞，且碰后前面物体

的速度一定增大。

（2）若碰后两物体同向运动，则在前面运动的物体

的速度一定大于或等于在后面运动的物体的速度，否

则还要发生碰撞。

（3）若两物体相向碰撞，不可能出现跨越过另一物

体继续向前运动的情况。

用以上规律判断碰撞的可能性，需根据题意灵

活选用。

弹性碰撞模型

1.模型的特征及规律

如图所示，在光滑水平面上有 1、2两个弹性小球，

小球 1的质量为 m1，小球 2的质量为 m2。小球 2原来

静止，小球 1以速度 v1向小球 2运动。两球发生弹性

正碰后的速度分别为 v1忆和 v2忆。

m1 v1 m2

由于是弹性碰撞，在碰撞过程中机械能（动能）守

恒。由于两球所受外力之和为零，在相互作用过程中的

每一时刻动量都守恒。建立方程，进行分析、讨论如下。

对题述碰撞过程，根据动量守恒定律得

m1v1=m1v1忆+m2v2忆 （1）

根据机械能守恒定律得

1
2 m1v12= 12 m1v1忆2+ 12 m2v2忆2 （2）

解（1）、（2）组成的方程组，得

v员忆= m1-m2
m1+m2

v1 （3）

v2忆= 2m1
m1+m2

v员 （4）

从（3）、（4）两式可以看出

淤如果 m1>m2，得出的 v1忆、v2忆都为正值，表示 v1忆、

v2忆都与 v1方向相同，即碰后两球的运动方向都与碰前

入射球 1的方向相同。

于如果 m1<m2，得出的 v1忆为负值，表示 v1忆与 v1方

向相反，即碰后球 1被反向弹回。

盂如果 m1=m2，则得 v1忆=0，v2忆=v1，说明碰后两球交

换速度，球 1静止，球 2将以碰前球 1的速度 v1运动。

榆如果 m2垌m1，得 v1忆抑-v1，v2忆抑园，说明碰后入射

球几乎以原速率弹回，而被碰球几乎静止不动。

2.模型的应用

对于上述弹性碰撞模型遵循的规律和得出的相关

的结论，在解填空题、选择题时可以直接利用，从而使

解题过程简化。在解计算题时，遇到类似过程模型，虽

然要根据基本规律建立方程，但知道上述弹性碰撞模

型的规律、结论，可以启迪思维，开阔思路，简化计算。

典例剖析

例 1 甲、乙两球在光滑水平轨道上同向运动，已

知它们的动量分别为 p 甲越缘 kg·m/s，p 乙越7 kg·m/s，甲

从后面追上乙并发生碰撞，碰后乙球的动量变为 p 乙忆越

10 kg·m/s，则两球质量 m 甲与 m 乙的关系可能是

（ ）

A.m 甲越m 乙

B.m 乙越圆m 甲

C.m 乙越猿m 甲

D.m 乙越缘m 甲

解析 由动量守恒定律得 p 甲忆越圆 kg·m/s。

从动能角度判断：根据机械能不增加原则，有 p 甲 圆

圆m 甲

垣 p 乙
圆

圆m 乙
逸 p 甲忆圆

圆m 甲
垣 p 乙忆

圆

圆m 乙
，亦即 m 乙逸2.4m 甲。

从物理实际判断：碰前 v 甲>v 乙，即 p 甲
m 甲

> p 乙
m 乙
，亦

即 m 乙>员.源m 甲，碰后 v 甲忆臆v 乙忆，即 p 甲忆
m 甲

臆 p 乙忆
m 乙
，m 乙臆

缘m 甲。

综上所述，2.4m 甲臆m 乙臆缘m 甲，故正确选项为

C、D。

点评 本题是一个典型的“过三关”问题，即考查

碰撞过程应遵守的三个原则的知识，请好好理解一下

怎样“过三关”。

例 圆 在光滑的水平面上，质量为 皂员的小球 粤 以

速率 增园向右运动。在小球的前方 韵点处有一质量为

皂圆的小球 月处于静止状态，如下图所示。小球 粤 与小

球 月发生正碰后小球 粤、月均向右运动。小球 月被在 匝

点处的墙壁弹回后与小球 粤 在 孕点相遇，孕匝越员援缘孕韵。

假设小球间的碰撞及小球与墙壁之间的碰撞都是弹性

的，求两小球质量之比 皂员
皂圆
。

A
v0

B
P

O Q

解析 从小球 粤 与小球 月发生第一次碰撞到再

次发生碰撞，小球 粤 的路程为

曾粤越孕韵

小球 月的路程为

曾月越孕韵垣圆孕匝越源孕韵

据 增越 曾
贼 可知第一次碰撞后，粤、月两球的速度大小

之比为 增员忆
增圆忆 越

曾粤
曾月

越 员源
粤、月两球在碰撞中动量守恒、机械能守恒，同样可

列出方程

皂员增园越皂员增员忆垣皂圆增圆忆
员
圆 皂员增园圆越 员圆 皂员增员忆圆垣 员圆 皂圆增圆忆圆

解得

增员忆越 皂员原皂圆
皂员垣皂圆

增园

增圆忆越 圆皂员
皂员垣皂圆

增园

再结合碰后两球速度关系可解得 皂员
皂圆

越圆。

点评 本题所设的物理情景，与本文所研究的碰

撞模型相同。如果能熟记（3）、（4）这一组解，就可以省

去解二元二次方程的麻烦，既可以节省解题时间，又可

以避免在数学运算中出现错误。

例 3 如图所示，A、B、C三个木块的质量均为 m，

置于光滑的水平桌面上，B、C之间有一轻质弹簧，弹簧

的两端与木块接触而不固连。将弹簧压紧到不能再压

缩时用细线把 B和 C紧连，使弹簧不能伸展，以至于

B、C可视为一个整体。现 A 以初速 v0沿 B、C的连线

方向朝 B运动，与 B相碰并粘合在一起。以后细线突

然断开，弹簧伸展，从而使 C与 A、B分离。已知 C离开

弹簧后的速度恰为 v0。求弹簧释放的势能。

A B C

解析 设碰后 A、B和 C的共同速度的大小为 v，

由动量守恒定律得

3mv越mv0 淤
设 C离开弹簧时，A、B的速度大小为 v1，由动量

守恒定律得

3mv越2mv1垣mv0 于
设弹簧的弹性势能为 Ep，从细线断开到 C与弹簧

分开的过程中机械能守恒，有

员
圆（猿皂）增

圆垣耘责越 员圆（圆皂）增员
圆垣 员圆 皂增园圆 盂

由淤于盂式得弹簧所释放的势能为

Ep越 员猿 mv园圆

点评 由三个或三个以上物体组成的系统在相互

作用的过程中会出现多个作用过程，有的过程系统动

量守恒，有的过程系统动量不守恒，有的全过程动量守

恒，有的整体动量守恒，有的部分物体动量守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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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援车厢停在光滑的水平轨道上，车厢后面的人对
前壁发射一颗子弹。设子弹质量为 m，出口速度为 v，

车厢和人的质量为 M，则子弹陷入车前壁后，车厢的速

度为 （ ）

A援 mvM ，向前

B援 mvM ，向后

C援 mv
m+M ，向前

D援0
圆援在气垫导轨上，一个质量为 远园园 早的滑块以 员缘 糟皂/泽

的速度向右与另一个质量为 源园园 早、速度为 员园 糟皂/泽
并沿相反方向运动的滑块迎面相撞，碰撞后两个滑块

粘在一起，则碰撞后两滑块的速度 （ ）

粤援缘 糟皂/泽，方向向右
月援员猿 糟皂/泽，方向向右

悦援缘 糟皂/泽，方向向左
阅援员猿 糟皂/泽，方向向左

猿援现在甲、乙两滑块，质量分别为 猿皂和 皂，以相同

的速率 增 在光滑水平面上相向运动，发生了碰撞。已知

碰撞后，甲滑块静止不动，那么这次碰撞是 （ ）

粤援弹性碰撞

月援非弹性碰撞

悦援完全非弹性碰撞

阅援条件不足，无法确定

4.如图所示，一个木箱原来静止在光滑水平面上，
木箱内粗糙的底板上放着一个小木块。木箱和小木块

都具有一定的质量。现使木箱获得一个向右的初速度，

则 （ ）

v0

A援小木块和木箱最终都将静止

B援小木块最终将相对木箱静止，二者一起向右
运动

C援小木块在木箱内壁将始终来回往复碰撞，而木
箱一直向右运动

D援 如果小木块与木箱的左壁碰撞后相对木箱静
止，则二者将一起向左运动

5援（多选）在光滑的水平面上沿同一直线运动的两
物体, 动量相同。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粤援因为它们的动量相同，所以不可能发生碰撞

月援因为它们的动量相同，所以相撞后它们都静止

C援若发生碰撞, 碰后它们的动量不可能相同

D援 若发生碰撞, 碰撞使它们的动量改变量的大小
必相同

6援 质量相等的 A、B两球在光滑水平面上沿同一

直线、同一方向运动，A 球的动量 pA越9 kg·m/s，B球的
动量 pB越3 kg·m/s，当 A 球追上 B球时发生碰撞，则碰

撞后 A、B两球动量的可能值是 （ ）

A援pA忆越6 kg·m/s，pB忆越6 kg·m/s
B援pA忆越8 kg·m/s，pB忆越4 kg·m/s
C援pA忆越原2 kg·m/s，pB忆越14 kg·m/s
D援pA忆越原4 kg·m/s，pB忆越17 kg·m/s
7援为了模拟宇宙大爆炸的情况，科学家们使两个

带正电的重离子被加速后，沿同一条直线相向运动而

发生猛烈碰撞。若要使碰撞前的动能尽可能多地转化

为内能，应设法使离子在碰撞前的瞬间具有 （ ）

A援相同的速率

B援大小相同的动量
C援相同的质量

D援相同的动能

8援（多选）如图所示，在光滑水平地面上有两个完
全相同的小球 A 和 B，它们的质量都为 m。现 B球静

止，A 球以速度 v0与 B球发生正碰，针对碰撞后的动

能，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

粤 月v0

A援B球动能的最大值是 员
圆 mv0圆

B援A 球动能的最小值是 园
C援系统动能的最小值是 0

D援系统动能的最小值是 员
愿 mv园圆

9援如图所示，可看成质点的 A 物体叠放在上表面

光滑的 B物体上，一起以 v0的速度沿光滑的水平轨道

匀速运动，与静止在同一光滑水平轨道上的木板 C发

生完全非弹性碰撞，B、C的上表面相平且 B、C 不粘

连，A 滑上 C 后恰好能到达 C 板的最右端，已知 A、

B、C质量均相等，木板 C长为 L，求：

（1）A 物体的最终速度；
（2）A 在木板 C上滑行的时间。

粤
月

v0 C

10.如图所示，轻弹簧的两端与质量均为 2m的 B、

C两物块固定连接，静止在光滑水平面上，物块 C紧靠

挡板但不粘连。另一质量为 m的小物块 A 以速度 v0
从右向左与 B发生弹性正碰，碰撞时间极短可忽略不

计。（所有过程都在弹簧弹性限度范围内）求：

（1）A、B碰后瞬间各自的速度；
（2）弹簧第一次压缩最短与第一次伸长最长时弹

性势能之比。

右
ABC

11.两个小球 A 和 B用轻质弹簧相连，在光滑的水

平直轨道上均以速度 1.5v0向右运动。在它们的右边有
一小球 C沿轨道以速度 v0射向 B球。如图所示，C与

B发生碰撞并立即结成了一个整体 D，在它们继续运

动的过程中，当弹簧长度变到最短时，长度突然被锁

定，不再改变，已知 A、B、C三球的质量均为 m，求：

（1）A 球的最终速度；
（2）当弹簧压缩最短时，弹簧所具有的弹性势能。

粤 月 悦
v01.5v0

碰撞 跟踪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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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与反冲

员援下列运动不属于反冲运动的是 （ ）

粤援喷气式飞机的运动
月援直升机的运动
悦援火箭的运动
阅援反击式水轮机的运动
2援假定冰面是光滑的，某人站在冰冻河面的中央，

他想到达岸边，则可行的办法是 （ ）

A援步行
B援挥动双臂
C援在冰面上滚动
D.脱去外衣抛向岸的反方向
3援运送人造地球卫星的火箭开始工作后，火箭做

加速运动的原因是 （ ）

A援燃料推动空气，空气的反作用力推动火箭
B援 火箭发动机用力将燃料燃烧产生的气体向后推

出，气体的反作用力推动火箭

C援火箭吸入空气，然后向后排出，空气对火箭的反
作用力推动火箭

D援火箭燃料燃烧发热，加热周围空气，空气膨胀推
动火箭

4援（多选）某运动员站在静浮于水面的船上，从某
时刻开始人从船头走向船尾。设水的阻力不计，那么在

这段时间内关于人和船的运动情况判断正确的是

（ ）

粤援人匀速行走，船匀速后退，两者速度大小与它们
的质量成反比

月援人加速行走，船加速后退，而且加速度大小与它
们的质量成反比

悦援人走走停停，船退退停停，两者动量总和总是
为零

阅援当人从船头走到船尾停止运动后，船由于惯性还
会继续后退一段距离

5援静止的实验火箭，总质量为 酝，当它以对地速度
为 增园喷出质量为 驻皂的高温气体后，火箭的速度为

（ ）

粤援 驻mv0M-驻m 月援- 驻mv0
M-驻m

悦援 驻mv0M 阅援原 驻mv0M
6援“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爆竹声响

是辞旧迎新的标志，是喜庆心情的流露。有一个质量为

3m的爆竹斜向上抛出，到达最高点时速度大小为 v0、方
向水平向东，在最高点爆炸成质量不等的两块，其中一

块质量为 2m，速度大小为 v，方向水平向东，则另一块
的速度为 （ ）

A援3v0原v B援2v0原3v
C援2v0垣v D援3v0原2v
7援一航天探测器完成对月球的探测后，离开月球的

过程中，由静止开始沿着与月球表面成一定倾角的直

线飞行，先加速运动后匀速运动。探测器通过喷气而获

得动力，以下关于喷气方向的说法正确的是 （ ）

A援探测器加速运动时，向后喷射
B援探测器加速运动时，竖直向下喷射
C援探测器匀速运动时，竖直向下喷射
D援探测器匀速运动时，不需要喷射

1.物体发生爆炸时，物体间的相互作用突然发
生，相互作用力为变力，作用时间很短，作用力很

大，且远大于系统受的外力，故可用动量守恒定律

来处理。

2.在爆炸过程中，因有其他形式的能转化为动
能，所以系统的动能会增加。

3.由于爆炸类问题作用时间很短，作用过程中
物体的位移很小，一般可忽略不计，可以把作用过

程作为一个理想化的过程（简化）处理。即作用后

还从作用前瞬间的位置以新的动量开始运动。

对于爆炸类问题，由于相互作用力是变力，用

牛顿运动定律求解非常复杂，甚至根本就无法求

解。但用动量守恒定律求解时，只需要考虑过程的

始末状态，而不需要考虑过程的具体细节，这正是

用动量守恒定律求解问题的优点。

例题 一个质量为 m 的物体从高处自由下
落，当物体下落 h高度时突然炸裂成两块，其中质

量为 m员的一块恰好能沿竖直方向回到开始下落

的位置，求刚炸裂时另一块的速度 v2。
解析 以炸裂时分裂成的两块 m员和（m-m员）组

成的系统为研究对象，在炸裂的这一极短的时间

内，系统受到的合外力即重力并不为零，但炸裂时

的爆炸力远远大于系统的重力，系统在竖直方向的

动量可认为近似守恒。

取竖直向下的方向为正方向，炸裂前的两部

分是一个整体，具有的动量为

p=mv=m 2gh姨
刚炸裂结束时向上运动并返回出发点的一块

m员，其速度大小与炸裂前相同，动量方向与规定的

正方向相反，其动量为

p员=m员v员=-m员 2gh姨
由动量守恒定律有 mv=m员v员+（m-m员）v2

代入解得 v2= m+m员
m-m员

2gh姨

由于 v2跃0，说明炸裂后另一块的运动方向竖直
向下。

点评 本例中爆炸只发生在一瞬间，也只有

在这一瞬间，系统的内力才远远大于系统所受的

合外力，总动量近似守恒。如果爆炸结束，巨大

的内力已经不存在了，系统的总动量不再守恒。明

确这一研究阶段的始末状态，是求解这类问题的

关键。

爆炸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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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反冲是静止或运动的物体通过分离出部分
物质，而使自身在反方向获得速度的现象，实际上

是相互作用的物体之间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产生

的效果。

2.反冲运动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外力作用或外
力远小于物体间的相互作用力，可利用动量守恒定律

来处理。

3.反冲运动中由于有其他形式的能转变为机
械能，于是系统的总动能增加，反冲运动是作用力

与反作用力都做正功的典型事例。

4.研究反冲运动的目的是找到反冲速度的规
律，求反冲速度的关键是确定相互作用的对象和

各物体对地的运动状态。

应用动量守恒定律分析反冲运动的有关特性

时，必须注意的问题：

（1）剩余部分的反冲是相对于抛出部分来说，
两者运动方向必然相反。做数值计算时，可任意

规定某一部分的运动方向为正方向，则反方向的

另一部分的速度应取负值。列表达式时，也可以

把负号包含在相关字母中。

（2）把物体中的一部分抛出和剩余部分产生
反冲都需要经历一个过程，直到部分物体离开整

体的瞬间，两者的速度差达到最大。因此，若题中

已知抛掷物体的速度是相对于剩余部分而言，应

理解为相对于“抛出”这一瞬间。

例题 一个宇航员，连同装备的总质量为 M=
100 kg，在空间跟飞船相距 s=45 m处相对飞船处
于静止状态。他带有一个装有 m0=0.5 kg氧气的贮
氧筒，贮氧筒上有一个可以使氧气以 v=50 m/s的
速度喷出的喷嘴。宇航员必须向着跟返回飞船方

向相反的方向释放氧气，才能回到飞船上，同时

又必须保留一部分氧气供他在返回飞船的途中

呼吸。已知宇航员呼吸的耗氧率为 Q=2.5伊员园原4 kg/s，
试问瞬时喷出多少氧气，宇航员才能安全返回

飞船？

解析 宇航员使用氧气喷嘴喷出一部分氧气

后，因反冲运动而返回，遵从动量守恒定律。剩余

气体应满足返回途中供呼吸之用。

设瞬间喷出氧气 m，宇航员获得的速度为 v1，
宇航员刚好安全返回，由动量守恒定律得 mv-
Mv1=0（气体的变化对宇航员质量变化太小，可以
忽略） 淤

匀速运动的时间 t= s
v员

于

m0=Qt+m 盂
联立淤于盂可解得 m1=0.05 kg，m2=0.45 kg
故 0.05 kg臆m臆0.45 kg。
点评 本题体现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联系

实际问题的分析、推理能力，要求思路清晰。

反冲运动问题

跟踪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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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复习指导

（一）内容特点

本章内容包括动量、冲量、反冲等基本概念和动量

定理、动量守恒定律等基本规律，其中应用动量定理及

动量守恒定律解题是解答力学问题的三把金钥匙

之一。

（二）复习策略
复习本专题时要强化对基本概念的理解，掌握同一

直线上矢量运算的法则。对于用动量解决力学问题的

方法，要与应用牛顿动力学解题和应用功能关系解题这

两种方法区别开，因此要注意定理、定律的推导过程，

明确知识的由来，知道定理和定律适合解决的问题。

二、基础知识

（一）动量和冲量

员援动量
物体的质量和速度的乘积叫做动量：责越皂增。
（员）动量是描述物体运动状态的一个状态量，它与

时刻相对应。

（圆）动量是矢量，它的方向和速度的方向相同。
（猿）动量的相对性：由于物体的速度与参考系的选

取有关，所以物体的动量也与参考系的选取有关，因而

动量具有相对性。题中没有特别说明的，一般取地面或

相对地面静止的物体为参考系。

（源）动量的变化：驻责越责忆原责。由于动量为矢量，则求
解动量的变化时，其运算遵循矢量运算法则。

淤若初末动量在同一直线上，则在选定正方向的
前提下，可化矢量运算为代数运算。

于若初末动量不在同一直线上，则运算遵循平行
四边形定则。

圆援冲量
力和力的作用时间的乘积叫做冲量：陨越云贼。
（员）冲量是反映力的作用对时间的积累效应的物

理量，是过程量，它与时间相对应。

（圆）冲量是矢量，它的方向由力的方向决定（不能
说和力的方向相同）。如果力的方向在作用时间内保持

不变，那么冲量的方向就和力的方向相同。如果力的方

向在不断变化，如绳子拉物体做圆周运动，则讨论绳的

拉力在时间 贼内的冲量方向时，就不能说力的方向就

是冲量的方向。对于方向不断变化的力的冲量，其方向

可以通过求动量变化的方向间接得出。

（猿）高中阶段只要求会用 陨越云贼计算恒力的冲量。

对于变力的冲量，高中阶段只能利用动量定理通过物

体的动量变化来求。

（源）要注意的是：冲量和功不同。恒力在一段时间
内可能不做功，但一定有冲量。

（二）动量定理

员援动量定理
物体所受合外力的冲量等于物体的动量变化：陨越

驻责。
（员）动量定理表明冲量是使物体动量发生变化的

原因，冲量是物体动量变化的量度。这里所说的冲量必

须是物体所受的合外力的冲量（或者说是物体所受各

外力冲量的矢量和）。

（圆）动量定理给出了冲量（过程量）和动量变化（状
态量）之间的互求关系。

（猿）云越 驻责驻贼 是牛顿第二定律的动量形式。

（源）动量定理的表达式是矢量式。在一维的情况
下，各个矢量必须以同一个方向为规定的正方向。

说明 要注意区分“合外力的冲量”和“某个力的

冲量”，根据动量定理，是“合外力的冲量”等于动量的

变化量，而不是“某个力的冲量”等于动量的变化量。这是

在应用动量定理解题时经常出错的地方，要引起注意。

圆援利用动量定理解题的步骤
（员）明确研究对象和研究过程。研究对象可以是一

个物体，也可以是几个物体组成的质点组。质点组内各

物体可以是保持相对静止的，也可以是相对运动的。

研究过程既可以是全过程，也可以是全过程中的某一

阶段。

（圆）进行受力分析。只分析研究对象以外的物体施
给研究对象的力。所有外力之和为合外力。研究对象

内部的相互作用力（内力）会改变系统内某一物体的动

量，但不影响系统的总动量，因此不必分析内力。如果

在所选定的研究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中物体的受力情况

不同，就要分别计算它们的冲量，然后求它们的冲量的

矢量和。

（猿）规定正方向。由于力、冲量、速度、动量都是矢
量，在一维的情况下，列式前要先规定一个正方向，和

这个方向一致的矢量为正，反之为负。

（源）写出研究对象的初、末动量和合外力的冲量
（或各外力在各个阶段的冲量的矢量和）。

（缘）根据动量定理列式求解。
猿援动量定理的应用
（员）解释物理现象：一类是 驻责 一定，贼短则 云大，

贼长则 云小；另一类是 云 一定，贼 短则 驻责 小，贼 长则
驻责大。
（圆）恒力作用下，求曲线运动的动量变化。
在曲线运动中，速度方向时刻在变化，求动量的变

化（驻责越责圆原责员）时，需要用到矢量运算方法，比较麻烦，
如果作用力是恒力，可以用恒力的冲量的求解等效代换

动量的变化的求解。

（猿）求冲力：动量定理对变力作用下的物体同样适
用，力 云是时间 贼内的平均值。

（三）动量守恒定律

员援动量守恒定律的内容
一个系统不受外力或者所受外力之和为零，这个

系统的总动量保持不变。

圆援动量守恒定律成立的条件
（员）系统不受外力或者所受外力之和为零。
（圆）系统受外力，但外力远小于内力，可忽略不计。
（猿）系统在某一个方向上所受的合外力为零，则该

方向上动量守恒。

（源）全过程的某一阶段系统受的合外力为零，则该
阶段系统动量守恒。

猿援动量守恒定律的表达形式
（员）皂员增员垣皂圆增圆越皂员增员忆垣皂圆增圆忆，即 责员垣责圆越责员忆垣责圆忆

（圆）驻责员垣驻责圆越园，驻责员越原驻责圆或 皂员
皂圆

越原 驻增圆驻增员
源援动量守恒定律的重要意义
从现代物理学的理论高度来认识，动量守恒定律

是物理学中最基本的普适原理之一（另一个最基本的

普适原理就是能量守恒定律）。从科学实践的角度来

看，迄今为止，人们尚未发现动量守恒定律有任何例外。

缘援几个概念
内力与外力：“内力”和“外力”都是指系统内的物

体所受到的力，其中系统内物体间的相互作用力叫做

系统的内力，系统外的物体对系统内的物体的作用力

叫做系统的外力。

系统：系统指相互作用的多个物体的组合。

远援动量守恒定律的四性
（员）系统性：动量守恒定律是对一个系统而言的，

具有系统的整体性，而不是对某一个物体。

（圆）矢量性：动量守恒是指系统内部各部分动量的
矢量和保持不变，在解题时必须运用矢量运算法则来

计算而不能用算术方法。

（猿）同系性：动量守恒定律中系统在作用前后的动
量都应是相对于同一惯性参考系而言的。

（源）瞬时性：一般来说，系统内的各部分在不同时
刻具有不同的动量，系统在某一时刻的动量，应该是此

时刻系统内各部分的瞬时动量的矢量和。

苑援应用动量守恒定律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和一般
方法

（员）分析题意，明确研究对象。在分析相互作用的
物体总动量是否守恒时，通常把这些被研究的物体总

称为系统。对于比较复杂的物理过程，要采用程序法对

全过程进行分段分析，要明确在哪些阶段中，哪些物体

发生相互作用，从而确定所研究的系统是由哪些物体

组成的。

（圆）要对各阶段所选系统内的物体进行受力分析，
弄清哪些是系统的内力，哪些是系统的外力。在受力分

析的基础上根据动量守恒定律条件，判断能否应用动

量守恒定律。

（猿）明确所研究的相互作用过程，确定过程的始、
末状态，即系统内各个物体的初动量和末动量的量值

或表达式。

注意 在研究地面上物体间相互作用的过程时，

各物体运动的速度均应取地面为参考系。

（源）确定好正方向，根据动量守恒定律列方程
求解。

愿援动量守恒定律的应用（爆炸、碰撞、反冲）
（员）共同特点：相互作用力是变力，作用时间极短、

作用力很大，有时尽管合外力不为零，但是内力都远大

于外力，故可忽略外力，系统的总动量守恒。

（圆）碰撞的分类：
碰撞时，根据内力作用的性质不同及在实现机械

能的转移和转化中产生的效果不同，可将碰撞分为

三类。

淤在弹性力的作用下，只产生机械能转移，系统内
无机械能的损失，称为完全弹性碰撞。

于在非弹性力的作用下，使部分机械能转化
为其他形式的能量，机械能有了损失，称为非弹性

碰撞。

盂如果相互作用的力是完全非弹性力，则机械能
向其他形式的能量转化量最大，即机械能的损失最大，

称为完全非弹性碰撞。碰撞后物体粘合在一起，具有同

一速度。

［第十六章 动量守恒定律］

动量守恒定律 知识回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