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年级物理（下）形成性练习（一）答案

一、选择题

员援B 圆援悦 猿援月 源援粤 缘援C 远援C 苑援粤 愿援C 怨援D 员园援阅

二、综合应用题

员员援重 铅球 地球

员圆援不能 相互

员猿援（员）使用弹簧测力计测力前，没有检查指针是否还在零刻

度处

（圆）测量时，没有使所测力的方向与弹簧测力计内弹簧的轴线

在一条直线上

员源援运动状态 相互

员缘援下落到地面 重

员远援变小 猿园

员苑援圆伊员园源 缘伊员园猿

员愿援重 源愿园

员9援如图所示 圆园援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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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正午时表影长度的变化 （2）铅垂线 重力的方向竖直

向下 不能 砌墙使用铅垂线可以保证墙的笔直/挂相框使用铅垂

线可以挂正等 （3）表影边缘模糊不清

三、实验与探究题

圆2援（员）园援源园 园援愿园 员援圆园 员援远园 圆援园园 圆援源园 圆援愿园

（圆）云与 驻造成正比

（猿）员员 园耀员园

（源）图略

圆3援（员）同意 在同一地点，物体质量越大，受到的重力越大

（圆）月

（猿）圆

（源）如图所示

郧/N

0 0.1 0.2 0.3 0.4m/kg

1

2

3

4

（缘）正比

（远）不能

圆源援（1）器材的安装：厚玻璃瓶内盛满水，瓶口用带有细玻璃管

的橡胶塞塞严

（2）操作的方法：用手挤压瓶壁，观察细玻璃管中水柱的变化

（3）发生的现象：玻璃管内升起水柱

（4）玻璃瓶发生微小形变的原因：力可以改变物体的形状

四、计算题

圆缘.解：（员）每箱货物的质量为 皂员越猿园园 噪早，共有 圆缘箱货物，车上

所载货物的质量为：

皂 物越圆缘皂员越圆缘伊猿园园 噪早 越苑 缘园园 噪早

而 早越员园 N/k早，货物的总重力为：

郧 物越皂 物 早越苑 缘园园 噪早伊员园 N/k早越苑援缘伊员园源 晕

这辆车总重为：

郧 总越郧 车垣郧 物越缘援园伊员园源 晕垣苑援缘伊员园源 晕越员援圆缘伊员园缘 晕

（圆）这辆车总质量为：

m 总=
郧 总

g
= 1援25伊员园5 晕

员园 晕/kg
=12.5 t>10 t

所以应卸下的货物质量：

驻m=m 总原m越12.5 t原员园 t=2.5 t=2 500 kg

因此应卸下的货物箱子数：

n= 驻m
m1

= 2 500 kg
300 kg

=9箱

八年级物理（下）形成性练习（二）答案

一、选择题

员援粤 圆援月 猿援月 源援A 缘援悦 远援阅 苑援阅 愿援阅 怨援阅 员园援悦

二、填空题

员员.人具有惯性 地球上的汽车等物品会被甩向天空

员圆.缘园园 用力握紧杆（合理即可）

员猿.支持力 无

14.大于 惯性

员缘.惯性 受非平衡力

员远.压力 接触面的粗糙程度 3

三、作图与简答题

17.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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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答：前车司机在说谎。一开始前车司机女儿和车一起向前运

动，如果后车司机追尾，前车由于受到撞击，力改变了车的运动状

态，前车会加速向前运动，前车司机的女儿由于惯性还要保持原来

八年级物理（下）参考答案



的运动状态，头会向后仰去，不可能撞在前排座椅的后背上。

四、实验与探究题

员怨.（1）带挂钩的长方体木块、弹簧测力计、小米、水平桌面

（2）淤用弹簧测力计水平拉动木块，使木块在水平桌面上匀速

滑动，记录此时弹簧测力计的示数 F1；于在桌面上铺上适量小米重

复上述操作，记录弹簧测力计的示数 F2

（3）F2<F1，说明用滚动代替滑动可以大大减小摩擦（开放性试

题，答案合理即可）

圆园援（员）相反 钩码个数 （圆）不能 两个力作用在同一直线上

时物体才能平衡 （猿）将小卡片从中间剪开 （源）粤

圆员援（员）必须 等于 （圆）丁 （猿）压力 接触面粗糙程度

（源）错误 没有控制压力相同 （缘）不一定 准确

八年级物理（下）形成性练习（三）答案

一、选择题

1.A 圆.悦 猿.悦 4.粤 5.C 远.C 7.C 8.月 9.粤 10.阅

二、填空题

员员.伽利略

员圆.改变物体的运动状态 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员猿.大于 250 100

员源.圆伊员园缘 竖直向下

员缘.压力 反

员远.等于 惯性

员苑.小

员愿.等于 增大

19.越大 粗糙程度

圆园.圆 源

圆员.鞋底刻有花纹 零部件间加润滑油（答案合理即可）

三、作图与简答题

圆2.如图所示 圆3.如图所示

圆4.当公交车突然刹车时，公交车和乘客的脚同时受到阻力的

作用而停止运动，而乘客的上半身由于惯性的原因继续保持向前的

运动故会向前倾倒。“扶好站稳”后，当公交车的运动状态改变时，

乘客由于手和脚的作用力可以随时改变身体的运动状态，保持与公

交车的运动状态一致而不至于摔倒。并不是因为突然失去惯性而向

前倾倒。

四、实验与探究题

圆缘.（员）速度相同 （圆）长（远） 小 慢 （猿）匀速直线运动

（源）三 （缘）控制变量法、转换法

26.（1）二力平衡 3.2 （2）压力 沙子 （3）大于

圆苑.（员）匀速 二力平衡

（圆）甲和丙 接触面越粗糙

（猿）不可靠 没有控制压力大小相同

（源）无论怎样移动木板，木块都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拉力和摩

擦力是一对平衡力，测力计示数稳定，便于读数。

圆愿.（员）弹簧测力计、带钩的木块和长木板

（圆）用弹簧测力计拉着木块在木板上以不同的速度 v1、v2匀速

运动，读出示数分别为 云员和 云圆

（猿）若 云员越云圆，说明滑动摩擦力与速度无关；若 云员屹云圆，说明滑动

摩擦力与速度有关

五、计算题

圆怨.圆 晕

猿园.5 00园 kg 员援7伊员园4 晕

八年级物理（下）形成性练习（四）答案

一、选择题

员.悦 2.阅 3.月 4.月 5.悦 远.D 7.月 8.阅 9.悦 10.粤

二、填空题

员员援马德堡半球 托里拆利

12.1.8伊104 变小

员猿援增大压强 减小摩擦力

员源援减小 大气压

员缘援垫一块手帕 减小

员远援连通器 高度总是相同

三、作图与简答题

员苑.如图所示

玻璃窗

内侧外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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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愿.在气体中，流速越大的地方压强越小，同一股气流在相同的

时间内，通过机翼的上方和下方，上方气流通过时经过的路程长，速

度大，压强小；下方气流通过时经过的路程短，速度小，压强大，故机

翼下方压强大于上方压强，大气在机翼的上下表面产生了压力差，

这就是向上的升力。

四、实验与探究题

员怨.大 压强差 在倒置的漏斗里放乒乓球，用手指拖住乒乓

球，然后从漏斗口向下用力吹气，并将手指移开 乒乓球不会下落

圆园.（员）受力面积 压力大小 受力面积 （圆）受力面积 压

力大小相等时，受力面积越小，压力的作用效果越明显

（猿）没有控制压力大小相同

（源）将 粤 叠放在 月上，竖立在海绵上，观察海绵的凹陷程度；将

月叠放在 粤 上，竖立在海绵上，观察海绵的凹陷程度。

云

郧

云

郧



圆员.（员）受力面积一定时，压力越大，压力的作用效果越明显

（圆）源 缘

（猿）压力的作用效果与车速无关，否则就不修建高速公路了。

（源）有关 压力变大（汽车超载）

五、计算题

圆圆.（员）猿园园 晕 （圆）猿援苑缘伊员园源 孕葬

圆猿.（员）员 圆园园 孕葬 （圆）圆 园园园 孕葬

八年级物理（下）形成性练习（五）答案

一、选择题

员.阅 2.阅 3.阅 4.悦 5.粤 远.悦 7.月 8.D 9.阅 10.C

二、填空题

员员.缘 悬浮 缘

员圆.员伊员园苑 变大

员猿.约 约

员源.甲 等于

员缘.园援员缘 下沉

员远.密度 大于

员苑.远

三、作图与简答题

员愿.如图所示

云

郧

员怨.（员）胶囊类药物平均密度小于水的密度，在水中会漂浮。仰

脖儿服用时，药物离食道口远，不容易进入食道口，容易留在口中；

而低头服用时，药物离食道口近，所以更容易下咽。

（圆）片剂类药物密度较大，一般大于水，在水中容易下沉，所以

仰脖儿时药物离食道口近，容易进入食道。

四、实验与探究题

圆园.（员）郧原云员 （圆）> 物体浸入液体中的体积 （猿）丙 丁

圆员.（员）阅粤月悦 （圆）粤、月 （猿）待水不再往出溢时再取出物体

（源）员.猿 实验数据存在误差，不必凑数据 多做几次实验

（缘）物体排开的液体所受的重力

22.（1）细木棍、铜丝、蜡

（2）在细木棍表面涂上蜡，在它的一端绕上适量的铜丝，使其能

漂浮在三种液面上

（3）将自制的密度计放在食用油、水、盐水中，观察木棍露出液面

的高度；木棍露出液面的体积越大，液体的密度越大

五、计算题

圆猿.（员）园援苑缘 N （圆）苑援缘伊员园原缘 皂猿 （猿）圆援圆伊员园猿 噪早/m猿

八年级物理（下）期中检测卷（一）答案

一、选择题

1.C 2.B 3.C 4.A 5.A 6.D 7.A 8.B 9.C 10.C

二、实验探究

11.（1）匀速直线 等于

（2）压力大小 压力相同时，接触面越粗糙，滑动摩擦力越大

（3）B

（4）2.8 不需要控制木板做匀速直线运动，示数稳定便于读数

（5）接触面积的大小

12.（1）凹陷程度 压力 受力面积越小

（2）相同 不同

（3）受力面积 压力越大

13.（1）2.8 1.2

（2）A、C、D 液体的密度 液体密度相同时，物体排开液体

的体积越大，受到的浮力越大

（3）不合理 铁块做成轮船后排开液体的体积发生了变化

（4）O点 排开液体的体积

14.（1）让小球从斜面的不同高度自由滚下

（2）1、2、3 小球离开桌面的速度相同时，桌子的高度越高，落

地点到桌子的水平距离越远

（3）沿水平方向做匀速直线运动

15援操作方法：一根吸管竖直插在装有饮料的杯中，另一根吸管

水平放置，管口贴靠在竖管的上端，往水平吸管中轻轻吹气（2分）

现象：看到竖管中液面慢慢上升（1分）

原理：在气体中，流速越大的位置压强越小（1分）

三、综合应用

16援弹性 不变 竖直向下

17援19.6 竖直向上 不变

18援连通器 茶壶

19援140 已

20援有气球浮在空中 月球上是真空没有大气压强，气球会爆

（或气球不会受到浮力）

21援（1）燃烧产生的热气流 非平衡力

（2）惯性

（3）改变

22.如图所示

F 浮=2 N

G=2 N

23.答：给手和塑料袋之间垫个硬纸片（1分）。垫上纸片可以增

大受力面积（1分），由 p= F
S
可知（1分），压力一定时，受力面积越

大，压强越小（1分）。（方法开放，合理即可）



24.解：（1）探测器在月球上受到的重力 G 月=
1
6

G 地=
1
6

mg=

1
6

伊135 kg伊10 N/kg=225 N（2分）

（2）探测器对水平月球表面的压力：F=G 月=225 N

探测器车轮与月面间总的受力面积：S=200 cm2=2伊10-2 m2

探测器对月球表面的压强：

p= F
S

= 225 N
2伊10-2 m2

=1.125伊104 Pa（2分）

（3）因为探测器在水平月球表面匀速行驶，所以牵引力

F 牵=f=0.2G 月=0.2伊225 N=45 N（2分）

八年级物理（下）期中检测卷（二）答案

一、选择题

1.A 2.B 猿.A 源.C 缘.C 远.A 苑.D 愿.B 怨.D 员园.C

二、实验探究

11.（1）竖直 （2）圆.远（3）小梦 （4）A （5）不能

12.（1）3.8 （2）1.4 A 和 D

（3）= （4）A （5）能 （6）将弹簧测力计挂在铁架台上

13.（1）匀速直线 二力平衡 3.4

（2）甲、丙 在压力相同时，接触面越粗糙，滑动摩擦力越大

（3）很难保证木块做匀速直线运动

（4）木板表面的粗糙程度不同

（5）平衡 不是 拉力和摩擦力不在同一条直线上

（6）将图甲中的长方体木块侧放后，用弹簧测力计拉着木块在

水平木板上做匀速直线运动，记下弹簧测力计的示数并与图甲的示

数进行比较（2分）

14.（1）2 3 （2）地面材料 篮球的型号

15.（1）实验器材：海绵、装有水的矿泉水瓶；

（2）实验步骤：淤将矿泉水瓶正立在海绵上，观察海绵的凹陷

程度；

于将矿泉水瓶倒立在海绵上，观察海绵的凹陷程度；

（3）实验结论：在压力一定时，受力面积越小，压力的作用效果

越明显。

三、综合应用

16.牛顿 力

17.25.8 变小 做匀速直线运动

18.上端开口 ，下端连通 连通器

19. 不变 变大 7伊107

20. 我们在地面上健步如飞，奔跑嬉戏

人走路是靠地面对脚的摩擦才能前进，如果没有了摩擦，人将

寸步难行

21.（1）不是 （2）减小 （3）带齿纹的轮子 （4）3 750

22.答：发屑和布原来都处于静止状态，理完发后，理发师用力

抖动布，力改变了物体的运动状态，使布由静止状态变为运动状态，

离开原来的位置，而发屑由于惯性要保持原来的静止状态，又因为

受到了重力的作用，所以发屑就从布上掉下来了。

23.如图所示（评分标准：浮力和重力的线段长度不相等，且不

标 F 浮=G 不得分；不标 F 浮=G 扣 1分；不标符号扣 1分）

O

F 浮

郧

F 浮越郧

24.解：（1）水的体积为 V 水=140 L=0.14 m3

由 籽= m
V
得，水的质量 m 水=籽 水 V 水=1.0伊103 kg/m3伊0.14 m3=140 kg

（1分）

水的重力为：G 水=m 水 g=140 kg伊10 N/kg=1 400 N（1分）

（2）茶几鱼缸的重力为：G 缸=m 缸 g=40 kg伊10 N/kg=400 N

水和茶几鱼缸的总重力为：

G 总=G 水+G 缸=1 400 N+400 N=1 800 N

因为茶几鱼缸静止在水平地面上，所以对地面的压力为：

F= G 总=1 800 N（2分）

受力面积：S=4伊1伊10-2 m2=4伊10-2 m2（1分）

茶几鱼缸对水平地面的压强为：

p= F
S

= 1 800 N
4伊10-2 m2

=4.5伊104 Pa（1分）

答：（员）水的重力为 员 源园园 晕。

（圆）茶几鱼缸对地面的压强为 源援缘伊员园源 孕葬。

八年级物理（下）期中检测卷（三）答案

一、选择题

1.阅 2.粤 猿.悦 4.月 缘.粤 6.粤 苑.月 8.阅 9.悦 10.月

二、填空题

员员援重力 地球 形状

员圆援小于 连通器

员猿援> 增大

员源援做匀速直线运动

员缘援相互 惯性 减小接触面的粗糙程度 运动状态

三、作图与简答题

员远援如图所示

云 浮

云 压

员苑援 答：（员）在气体中流速越大的位置，压强越小。往 月管中吹气

时，粤 管上方的空气流速变大，压强变小。杯中水面上方与 粤 管上方

存在压强差，因而有压力差，使 粤 管中的水面上升，甚至喷出。

（圆）在车站站台候车时，乘客要站到安全线以外（其他合理

即可）。



四、实验与探究题

员愿援（员）水平放置 （圆）匀速直线运动 二力平衡 （猿）员援圆

（源）压力 （缘）淤榆 （远）有道理 实验中很难保证木块做匀

速直线运动，测力计示数不稳定

员怨援（员）海绵的凹陷程度 （圆）压力大小 受力面积 葬、遭

（猿）受力面积相同时，压力越大，压力的作用效果越明显

圆园援（员）耘粤月悦阅 （圆）粤悦 阅耘（猿）越

（源）将长方体铝块挂在弹簧测力计上，并浸没在水中 郧员越郧圆

云员越云圆（或“郧员原云员越郧圆原云圆”）

圆员援（员）如图所示

驻L/cm

F/N
园 0.5 1 1.5 2 2.5 3

1

2

3

4

5

6

（圆）员援苑缘 （猿）圆援缘 （源）正比

圆圆援（员）橡皮膜 细线 水

（圆）裁掉矿泉水瓶底，用细线将橡皮膜扎在矿泉水瓶上，从瓶口

处向瓶内倒入适量的水，观察橡皮膜的下凸程度；继续向瓶中加水，

观察到橡皮膜下凸程度增大

（猿）同种液体中，液体压强随深度的增加而增大

五、计算题

圆猿援解：（员）车自身的重力为：

郧 车越皂 车 早越远伊员园猿 噪早伊员园 晕/噪早越远伊员园源 晕

货物的重力为：

郧 货越皂 货 早越猿伊员园猿 噪早伊员园 N/kg越猿伊员园源 晕

总重力为：

郧 总越郧 车垣郧 货越远伊员园源 晕垣猿伊员园源 晕越怨伊员园源 晕

因为车在水平路面上，所以车对地面的压力为：

云越郧 总越怨伊员园源 晕

受力面积为：杂越远伊园援园圆 皂圆越园援员圆 皂圆

压强为 责越 云
杂

越 怨伊员园源 晕
园援员圆 皂圆

越苑援缘伊员园缘 孕葬

（圆）由 责越 云
杂
得

该车对地面的最大压力为：

云 大越责 大 杂越怨伊员园缘 孕葬伊园援员圆 皂圆越员援园愿伊员园缘 晕

此时车和货的总重力为：

郧越云 大越员援园愿伊员园缘 晕

此时货物的重力为：

郧忆越 郧原郧 车越员援园愿伊员园缘 晕原远伊员园源 晕越源援愿伊员园源 晕

由 郧越皂早得

货物的最大质量为：

皂越郧忆
早

越 源援愿伊员园源 晕
员园 晕/k早

越源援愿伊员园猿 噪早

答：（员）车对水平地面的压强是 苑援缘伊员园缘 孕葬

（圆）货物的最大质量为 源援愿伊员园猿 噪早

八年级物理（下）形成性练习（六）答案

一、选择题

员.C 圆.悦 3.粤 4.粤 5.月 远.阅 7.悦 8.A 9.C 10.B

二、填空题

员员.重力势 减小

员圆.圆 员远园 苑圆园

员猿.缘园园 园

员源.猿颐缘 缘颐猿

员缘.丁 甲

员远.猿园园 员缘园

三、简答题

员苑.机动车质量一定时，速度越快，动能越大，刹车时制动距离

越大，容易出现交通事故，所以要限速行驶。

在相同的道路上，不同车型的机动车质量不同。速度相同时，质

量大的动能大，制动距离大；质量小的动能小，制动距离小。当制动

距离相同时，不同车型限速就不同。

四、实验与探究题

员愿.（员）甲 乙 质量相同，速度不同

（圆）控制速度相同

（猿）纸盒被推出的距离

（源）淤质量相同时，速度越大的物体，动能越大 于速度相同的

物体，质量越大，动能越大

（缘）不能 无法测出纸盒被推出的距离

员怨.（员）台秤 秒表 刻度尺

（圆）淤用台秤测出人的质量，记为 皂；

于用刻度尺测出楼梯每一台阶的高度，记为 澡园，数出从一楼至

六楼的台阶数 n，则爬楼高度为 h=nh0。

盂用秒表测出爬楼所用的时间，记为 贼。

（猿）如下表格

人的质量 所用时
间 t/s

功率
P/宰

每一台阶的高
度 h园/m

台阶数
n/个

楼梯高
度 h/m

圆园.（员）弹珠被弹射的水平距离 （圆）长度 （猿）宽度 （源）阅

五、计算题

21.解：（1）车轮上刻花纹，能增大接触面的粗糙程度，可以增大

摩擦；

（2）电动自行车行驶时，对地面的压力：

F=G 总=（m 车+m 人）g=（40 kg+60 kg）伊10 N/kg=1 000 N

受力面积：S=50 cm2=0.005 m2



电动自行车行驶时对地面的压强：p= F
S

= 1 000 N
0.005 m2

=2伊105 Pa

（3）因电动车在水平的路面上匀速行驶时，处于平衡状态，受到

的牵引力和阻力是一对平衡力，所以，电动车受到的牵引力：F忆=f=

0.08G=0.08伊1 000 N=80 N

匀速行驶 10 km过程中克服阻力做的功：W=f s=80 N伊10伊103 m

=8伊105 J

（4）根据 P= 宰
贼

= Fs
贼

=Fv 知，

匀速行驶时的车速：v= P
F

= 400 W
80 m

=5 m/s

答：（1）增加接触面的粗糙程度来增大摩擦力；

（2）小金在水平地面骑行时，车轮与地面的总接触面积为 50 cm2，

则骑行的电动自行车对地面产生的压强是 2伊105 Pa；

（3）小金在水平公路上骑电动自行车，匀速行驶 10 km过程中

克服阻力做了 8伊105 J的功；

（4）若小金骑行过程中电动车以最大功率输出，匀速行驶时的

车速为 5 m/s。

八年级物理（下）形成性练习（七）答案

一、选择题

员.B 圆.粤 3.悦 4.粤 5.悦 远.阅 7.阅 8.C 9.A 10.C

二、填空题

员员.前 动 阻

员圆.费力 增大压力增大了摩擦力

员猿.2缘园 源园园

员源.斜面 费距离

员缘.越 越 相等

员远.员援缘

员苑.苑缘豫 园援源 增加提升的物重（或减小动滑轮的重力、减小动

滑轮与绳子之间的摩擦力等）

员愿.动 愿 圆园

三、作图题

员怨.如图所示

郧

A
云

O

B

20.略

四、实验与探究题

圆员.（员）左 （圆）园援园员 云员l员越云圆l圆 （猿）4 （源）约

圆2.（员）匀速

（圆）使用动滑轮可以省力

（猿）使用动滑轮提升相同的重物时，拉力大小与动滑轮的重力

有关

圆猿.（员）怨缘援圆源豫 愿愿援愿怨豫 愿猿援猿猿豫

（圆）使用任何机械都不省功

（猿）动滑轮 在利用动滑轮提升重物时，克服动滑轮重及摩擦

所做的额外功较大

圆源.（员）滑轮组的机械效率与提升速度无关，与被提升物体的重

力有关。

（圆）器材：钩码 缘 个、质量不同的滑轮 圆 个、细线、铁架台、刻

度尺

步骤：分别用质量不同的动滑轮匀速提升 缘个钩码到相同的高

度，分别读出测力计的示数为 云员、云圆

钩码重 G/N 滑轮重 G/N 测力计示数 F/N 机械效率 浊/%

五、计算题

圆5.（员）远园园 晕 （圆）员缘 宰 （猿）苑圆园 J （源）愿园豫

八年级物理（下）期末检测卷（一）答案

一、选择题

员.C 圆.C 3.A 4.D 5.C 6.D 7.C 8.D 9.A 10.B

二、实验探究

11.（1）匀速直线 二力平衡 1.6

（2）接触面的粗糙程度相同时，压力越大，滑动摩擦力越大

较大

（3）队员穿鞋底花纹较深的鞋

12.（1）4

（2）1 无关 物体浸入液体中的体积相同时，液体的密度越

大，浮力越大

（3）不靠谱 没有控制物体浸入液体中的体积相同

13.（1）平衡 左 测量力臂（2）0.1 （3）不相符 倾斜

（4）B （5）>

14.（1）篮球在白纸上留下的圆斑大小 转换

（2）质量相等的物体，所处的高度越高，落到地面破坏力越大

（3）在主通道顶部装设安全防护棚（或安装防护棚网或封闭

作业）

15.（1）玻璃杯、硬纸

（2）将玻璃杯口朝上水平放置在展开的硬纸上；快速将硬纸从

杯底水平抽出，发现玻璃杯停留在原处

（3）静止的物体具有惯性

三、综合应用

16.伽利略 瓦特

17.变大 上浮

18.连通器 相平

19.甲 同种液体中，深度越深，压强越大



20.瀑布自山顶奔流而下 物体失去重力就不会下落

21.费力 小于

22.（1）3伊106

（2）变小 变小

（3）排出水柜中的海水，减小潜艇自身的重力，从而阻止“掉深”

23.如图所示

A G

O

云员

l 1

24.（1）大货车安装较多的轮胎，能增大汽车与地面的接触面

积，根据 p= F
S
，汽车对地面的压力一定时，可以减小对地面的压强，

减小对地面的损坏程度。（2分）

（2）物体质量一定时，速度越大动能越大，能够对外做的功越

多，刹车时，滑行的距离越长，容易与前面的车相撞，相撞时冲击力

也更大，所以要限制机动车的速度。（2分）

25.解：（1）标准承载下，电动汽车的总质量为：

m=m1+m2=600 kg+200 kg=800 kg

总重力为：G=mg=800 kg伊10 N/kg=8 000 N（1分）

电动汽车对水平地面的压力为：F 压=G=8 000 N（1分）

受力面积：S=200 cm2=0.02 m2

压强为：p= F 压

S
= 8 000 N

0.02 m2
=4伊105 Pa（1分）

（2）由图像可知：汽车的速度为 v= s
t
= 60 m

3 s
=20 m/s（1分）

t1=1.5 min=90 s

由 v= s
t
得：

1.5 min内汽车行驶的路程为：

s1=vt1=20 m/s伊90 s=1 800 m（1分）

因为汽车做匀速直线运动，所以汽车的牵引力为：

F=F 阻=0.06伊8 000 N=480 N（1分）

牵引力做的功为：W=Fs=480 N伊1 800 m=8.64伊105 J（1分）

功率为：P= W
t1

= 8.64伊105 J
90 s

=9.6伊103 W（1分）

（评分意见：有必要的物理公式和文字解答说明，且符合物理计

算要求，结果正确，即可得满分；没有写公式或错误使用公式的不能

得分；没有写出第一公式、没有带单位或错带单位的扣 1分，但不累

计扣分）

八年级物理（下）期末检测卷（二）答案

一、选择题

1.阅 2.粤 3.月 4.悦 5.粤 6.悦 7.月 8.悦 9.粤 10.阅

二、实验探究

11.（1）匀速直线 3.6

（2）压力大小 甲、丙

（3）大

12.（1）d 1

（2）0.6 烧杯中未装满水

（3）F1原F3越F4原F2

（4）体积

13.（1）水平 力臂 左

（2）15 2 20

（3）左

（4）变大 阻力和阻力臂一定时，动力臂变小，动力变大

（5）远离

14.（1）撞击次数 （2）下落高度

（3）增加落锤质量（或增加落锤高度）

15.（1）体重秤 刻度尺 秒表

（2）

质量 m/kg
人上升的高度

h/m

20个规范动作所用

时间 t/s
功率 P/W

（3）20mgh
t

三、综合应用

16.1.8 m 重力势

17.左 减小

18.降低 大气压强

19.大 B

20.不可能 月球上没有空气，降落伞和嫦娥四号不受阻力

21.增大 减小

22.（1）叶片设计

（2）小于 飞机的机翼设计成上凸下平的形状

（3）90

23.如图所示

入水口

粤

韵
月

浮标
水箱

L1

F

24.答：演员坐在马背上，他同马一起以同样的速度向前运动。

（1分）他从马背跳起时，由于惯性仍然保持原来的速度向前运动。

（1分）在他腾空的这段时间内，人和马向前运动的距离相同，所以

演员稳稳地落在马背上。（1分）拍打衣服上的灰尘。（1分）

25.解：（1）小明和自行车的总重力为：

G=mg=60 kg伊10 N/kg=600 N

因为自行车在水平路面上行驶，所以压力为：

F=G=600 N（1分）



受力面积为：

S=2伊10 cm2=20 cm2=2伊10-3 m2（1分）

自行车对水平路面的压强为：

p= F
S

= 600 N
2伊10-3 m2

=3伊105 Pa（圆分）

（2）由 P= W
t
得

骑行 6 s做的功为：

W=Pt=225 W伊6 s=1 350 J（1分）

（3）由图像可知，骑行 6 s自行车行驶的路程为：

s=30 m（1分）

由 W=Fs得

骑行时的牵引力为：

F 牵=
W
s

= 1 350 J
30 m

=45 N（1分）

由图像可知自行车做匀速直线运动，所以阻力为 f=F牵=45 N（1分）

（评分意见：有必要的物理公式和文字解答说明，且符合物理计

算要求，结果正确，即可得满分；没有写公式或错误使用公式的不能

得分；没有写出第一公式、没有带单位或错带单位的扣 1分，但不累

计扣分）

八年级物理（下）期末检测卷（三）答案

一、选择题

1.月 2.月 3.阅 4.悦 5.阅 6.悦 7.悦 8.粤 9.悦 10.悦

二、实验探究

员员援（员）等于 大于

（圆）使弹簧测力计的拉力和滑动摩擦力的大小相等

（猿）大 压力

（源）不可行 没有控制压力相同

员圆援（员）达到 右 便于测量力臂

（圆）猿 员援缘 变大 由 云员蕴员越云圆蕴圆得，云圆蕴圆的乘积不变，蕴员变小，云员

变大

（猿）实验次数太少，结论不具有普遍性

（源）不挂 员缘

员猿援（员）质量

（圆）木块移动的距离

（猿）甲、乙

（源）质量相同的物体，速度越大，动能越大

（缘）不可行 当水平面绝对光滑时木块就会做匀速直线运动而

停不下来，无法比较木块运动距离的远近

（远）不同车辆质量不同，速度相同时，质量越大，动能越大，行驶

时越危险

员源援（员）员援猿

（圆）气温一定时，气压越高，干燥空气的密度越大

（猿）大于

（源）上升

员缘援实验器材：弹簧测力计、水、烧杯、体积相同的铜块和铁块、

细棉线；

实验步骤：员.用弹簧测力计测出铜块和铁块的重力为 郧员、郧圆；

圆. 用弹簧测力计分别挂着铜块和铁块浸没在水中记录弹簧测

力计的示数分别为 云员、云圆；

现象及结论：若 郧员原云员越郧圆原云圆，则浮力的大小与物体的密度无

关；反之，有关。

三、综合应用

员远援阿基米德 阿基米德原理

员苑援大气压 压强

员愿援员 上浮

员怨援远 苑缘

圆园援粤 月

圆员援 不可行 在接触面粗糙程度一定时，压力越小，滑动摩擦力

越小，车辆越容易打滑

圆圆援（员）抗压能力强 自身的重力

（圆）平衡力

（猿）员援园怨园怨伊员园愿

圆猿.答：向前摔倒。（1分）自行车行驶，人与车一起向前运动；（1

分）当人直接从车上跳下来着地时，脚与地面接触时在摩擦力的作

用下运动状态发生改变由运动变为静止；（1分）而身体由于惯性仍

然保持原来向前的运动状态不变，所以向前摔倒。（1分）

圆源.如图所示

窗扇

窗框

月

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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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

圆缘.解：（员）房车的质量：皂越猿 贼越猿伊员园猿 噪早

房车对水平地面的压力：

云越郧越皂早越猿伊员园猿 噪早伊员园 N/k早越猿伊员园源 晕（员分）

房车对地面压强：

p越 云
杂

越 猿伊员园源 晕
园援园缘 皂圆

越远伊员园缘 孕葬（员分）

（2）房车匀速行驶的速度：v越怨园 噪m/h越圆缘 m/s

时间：贼越猿园 皂蚤灶越员 愿园园 泽

由 增越 泽
贼
得房车匀速行驶通过的路程：

泽越增贼越圆缘 m/s伊员 愿园园 泽越源援缘伊员园源 皂（员分）

房车匀速行驶的牵引力：

云 牵越云 阻越猿 园园园 晕（员分）

房车牵引力做的功：

宰越云 牵 泽越猿 园园园 晕伊源援缘伊员园源 皂 越员援猿缘伊员园愿 允（员分）

（猿）牵引力做功的功率：

孕越 宰
贼

越 员援猿缘伊员园愿 允
员 愿园园 泽

越苑援缘伊员园源 宰（员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