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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亲爱的读者!!

时光荏苒!岁月匆匆!"华东师大版一课一练#已经诞生了二十多个年头!最初使用"华东
师大版一课一练#的高年级学生早已为人父母!也许他们的小孩也正在使用着这套书!"华东
师大版一课一练#陪伴着上海一届又一届的学生!从小学到初中!从初中到高中!再延续到他
们的下一代继续使用!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欣慰的事情$

回顾这二十多年来的历程!我们的每一个进步都离不开广大读者的爱护与支持!当然每
当我们取得些许成绩!也最想和广大读者分享!"##$年!本丛书被中国书业权威评选为%改革
开放%#年最具影响力的%##本书之一&!此次评选中获选的教辅图书只有两种!"#&'年!本
丛书第三次被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评为%上海市著名商标&!这是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颁发给图书类产品唯一的荣誉!

二十多年来我们专注于教学训练的每一个环节!坚持做学术教辅!这是我们不变的坚
守!这种坚守根植于每一个华东师大出版社人的心中!自始至终贯彻于每一本书中!本丛书
作为同步类辅导材料!编制时坚持做到以下几点'

一(与课时同步!紧扣课本出题!掌握基本知识)变换形式训练!掌握基本方法)进行知识
整合!提高学习能力!

二(避免出现超纲和超前内容!每一道题目的选择都有具体的考核意图!作者充分考虑
学生已学知识出题!

三(遵循学习规律!及时巩固!克服遗忘!人的大脑对新事物的遗忘遵循艾宾浩斯曲线!

只有不断巩固才能将短时记忆转化为长时记忆!
四(紧跟考试和时政实际!编制原创题目!每年都对本丛书做调整和修订!
五(严格审校!内容为王!质量为先!确保优质!
我们不仅关心学生在一段时间内的学习!更关注学生今后长远的发展!考试是衡量学习

成果的一种手段!而学习的最终目的却不是为了考试!本丛书以学生的终身发展为目标!不
拘泥于考试的形式搞题海战术!而在促使学生在深度掌握知识和方法上下功夫!为以后步入
更高级的学段打下良好的基础!

感谢本丛书作者们付出的辛勤劳动!感谢广大读者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我们会一如既
往地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进步!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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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周期运动

!!匀速圆周运动

一!填空题

"" 在匀速圆周运动中"物体通过的!!!!跟所用!!!!的比值叫线速度"它在国际单
位制中的单位是!!!!!

"# 质点沿着!!!!所做的运动就是圆周运动#如果做圆周运动的质点的线速度大小

!!!!"即在任意相等时间里通过的!!!!相等"这种运动就叫做匀速圆周运动!

"$ 质点做匀速圆周运动的线速度是矢量"大小!!!!$选填%变化&或%不变&'"方向时刻
改变!所以匀速圆周运动实质是!!!!!!!!的运动$选填%速度不变&或%速度变
化&'!

"% 某物体做匀速圆周运动"运动半径为""如果它运动"
#
周历时#秒!在此过程中"物体的

位移大小为!!!!"路程大小为!!!!"线速度大小为!!!!!

二!单项选择题$只有一个选项正确'

"& 对于做匀速圆周运动的物体"下列说法中错误的是$!!'!
$$'线速度不变 $%'角速度不变
$&'周期不变 $''转速不变

"' 关于角速度和线速度"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半径一定"角速度与线速度成反比
$%'半径一定"角速度与线速度成正比
$&'线速度一定"角速度与半径成正比
$''角速度一定"线速度与半径成反比

"( 下列关于线速度和角速度的描述中"正确的是$!!'!
$$'线速度是矢量"角速度是标量 $%'线速度和角速度都是标量
$&'线速度是标量"角速度是矢量 $''线速度和角速度都是矢量

第!题图

") 如图所示"打开的带有水滴的伞绕着伞柄在竖直面内旋转!若有水
滴从伞面边缘$点处飞出"则水滴飞出伞面的瞬时速度方向为
$!!'!
$$'沿曲线$%
$%'沿直线$&
$&'沿曲线$'
$''沿圆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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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项选择题$有两个或两个以上选项正确'

第"题图

"* 图为一个匀速旋转的砂轮"$为转动轴")!*!+为砂轮上的三个质
点"下面的几种说法中正确的是$!!'!
$$'砂轮在做匀变速运动
$%'砂轮上各点$除$点外'都在绕$轴匀速转动
$&')!*!+三质点都在绕$轴做匀速圆周运动
$'')!*!+三质点周期不同

""+ 一个物体沿半径为,的圆做匀速圆周运动"它的线速度为-"角速度为!"那么旋转一周
所用的时间为$!!'!

$$'(!,
-

$%'(!
!

$&'-
(!,

$''!
(!

""" 对于做匀速圆周运动的物体"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相等的时间内通过的路程相等 $%'相等的时间内通过的弧长相等
$&'相等的时间内通过的位移相等 $''相等的时间内转过的角度相等

四!计算题$写出必要的文字"图式和运算过程'

""# 如图所示"过山车沿着图示曲线轨道从%点滑下"沿圆轨道运动一圈后"从'点滑出"

画出(

第#$题图

$)'过山车从%点运动到'点的位移#
$('过山车在&点时的速度方向!

""$ 甲!乙两人在跑道上跑步"甲沿着半径)(米的圆形跑道跑步"乙沿着半径)*米的圆形
跑道跑步!$)'甲用)+秒跑完一圈"乙用)(秒跑完一圈!甲!乙两人的线速度哪个大)
角速度哪个大) $('如果两人同时跑完一圈"则两人的角速度大小是否相同) 线速度大
小是否相同) $"'如果两人以相同的速率各自跑完一圈"则两人的线速度大小是否相
同) 角速度大小是否相同) 周期是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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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地球自转"静止在地面的物体有一定的线速度和角速度!假设地球是一均匀的球
体"地球的半径为,#++-."试求(
$)'纬度为"的.处物体的角速度和线速度的大小#
$('赤道上/物体的角速度和线速度的大小#
$"'北纬,+/的0物体的角速度和线速度的大小!

""& 如图所示"直径为(的纸质圆筒"以恒定的角速度!绕轴$逆时针高速转动!有一颗子
弹沿直径穿过圆筒"先后在筒上留下%!&两个弹孔!已知%$!&$间夹角为"$弧度'"求
子弹的速率-+!

第#%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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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速度与线速度的关系

一!填空题

"" 如图所示"在一匀速旋转的砂轮上有/!0!1三点"$是转动轴"$!1!0!/在同一直

线上"且$121020/"则/!0!1三点的角速度大小之比!/0!00!12!!!!#
线速度大小之比-/0-00-1 2 !!!!!

第#题图
!!!!!!!

第$题图

"# 如图所示"在皮带传动中"如果大轮$)的半径为#+1."小轮$(的半径为(+1."又

$)12$)/*#"则/!0!1三点的线速度大小之比-/0-00-1 2 !!!!"角速度大
小之比!/0!00!1 2 !!!!"周期之比3/030031 2 !!!!"频率之比4/0
40041 2 !!!!!

"$ 用'23实验系统的光电门传感器测得旋转半径为+!,#.的家用吊扇叶片边缘的最大

速度为),.*4"则该吊扇每旋转一周所用时间为!!!!4"吊扇旋转的角速度大小为

!!!!567*4!

"% 已知地球每天自转一周"地球的赤道半径为,"8+-."地球赤道上一静止物体的线速度

大小为!!!!!

二!单项选择题$只有一个选项正确'

"& 对于做匀速圆周运动的质点"下列物理量中发生变化的是$!!'!
$$'线速度 $%'角速度 $&'周期 $''转速

"' 关于做匀速圆周运动物体的线速度!角速度!周期的关系"下面说法中正确的是$!!'!
$$'线速度大的角速度一定大 $%'线速度大的周期一定小
$&'角速度大的线速度一定大 $''角速度大的周期一定小

"( 某质点做匀速圆周运动"线速度大小为-!周期为3"则在3
(
时间内"速度改变量大小是

$!!'!

$$'+ $%'-
(

$&'- $''(-

") 汽车在公路上行驶"轮子转一周"汽车向前行驶的距离等于车轮的周长"某国产轿车的

车轮半径约为"+1."当该型号轿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驾驶员面前的速率计的指针
指在%)(+-.*9&上"可估算出该车车轮的转速约为$!!'!
$$')+++5*4 $%')+++5*.:; $&')+++5*9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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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品牌电动自行车的铭牌如下(

车型((+英寸$车轮直径(*+<..' 电池规格(",=!)($+9$蓄电池'

整车质量(#+-> 额定转速(()+5*.:;$转*分'

外形尺寸(5!)<++..?6!,*+..?)!))++.. 充电时间((9"<9

电机(后轮驱动!直流永磁式电机 额定工作电压*电流(",=**$

根据铭牌中的有关数据"可知该车的额定时速约为$!!'!
$$')*-.*9 $%')<-.*9 $&'(+-.*9 $''(*-.*9

三!多项选择题$有两个或两个以上选项正确'

""+ 如图所示为一皮带传动装置"右轮的半径为""%是它边缘上的一点"左侧是一轮轴"大
轮的半径为#""小轮的半径为(""&点在小轮上"到小轮中心的距离为""'点和(点分

第#&题图

别位于小轮和大轮的边缘上!若在转动过程中"皮带不打
滑"则$!!'!
$$'%点与&点的线速度大小相等
$%'%点与&点的角速度大小相等
$&'%点与'点的线速度大小相等
$''%点与(点的向心加速度大小相等

第##题图

""" 如图所示是上海锦江乐园中的%摩天轮&"它高)+<."直径为@<."

每次可乘坐"8<人"每转一圈(*.:;$即%分钟&'!现研究坐在摩天
轮厢内的一位游客的运动"以下几种说法中正确的是$!!'!
$$'游客的运动是变速运动
$%'游客所受的合力为零
$&'游客的速率为+!(+*.*4
$''游客的角速度大小为#!(7)+8"567*4$即%弧度*秒&'

""# 如图所示"甲!乙!丙三个轮子依靠摩擦传动"相互之间不打滑"其半径分别为")!"(!

第#$题图

""!若甲轮的角速度为!)"则丙轮的角速度为$!!'!

$$'")!)

""
$%'""!)

")

$&'""!)

"(
$''")!)

"(

四!计算题$写出必要的文字"图式和运算过程'

""$ 砂轮的直径是(+厘米"转速为(#++转*分"在砂轮边缘上某一质点做圆周运动的周期
多大) 线速度多大) 在离砂轮圆心"厘米处某一质点的角速度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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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绕地球运行的周期是))#分钟"离地面平均
高度是9:9;千米!请计算卫星环绕地球运行时速度的大小$地球半径为,#++千米'!

""& 如图所示为自行车传动部分的示意图"%为脚蹬"$%为曲柄"&!(为齿轮"'为链条"组
成传动部分"<为后轮$主动轮'!已知$%2(*1.""&2)+1.""( 2#1.""<2",1."
如果传动过程中无打滑现象"当脚蹬以每分钟"+转绕轴$做匀速圆周运动时"自行车
行进的速度为多大)

第#%题图

""' 如图所示"在轮0上固定有同轴小轮/"轮0通过皮带带动轮1"皮带和两轮之间没有
滑动"/!0!1三轮的半径依次为")!"(和""!绕在/轮上的绳子"一端固定在/轮缘
上"另一端系有重物."求当重物.以速率-匀速下落时"1轮转动的角速度!

第#'题图

6



拓展$一'!向心加速度

一!填空题

"" 质点做圆周运动的条件是(受到向心力的作用!
$)'向心力的方向(总是!!!!!!!!!!"时刻变化#
$('向心力是根据!!!!!!来命名的"并不是一种新的力"它可以是重力!弹力或
摩擦力"也可以是这些力的合力#

$"'向心力的作用效果(产生!!!!!!"不断改变线速度的!!!!!!"使物体
做圆周运动#

$#'做匀速圆周运动的物体"它所受的合力全部用来提供!!!!!!!

"# 使物体做匀速圆周运动的力的方向总是!!!!!!!!"所以叫做向心力"它是根据
力的!!!!来命名的"它是作用在做匀速圆周运动的质点上的所有力的!!!!"它
的大小为=A!!!!或=A!!!!!$填写表达式'

第(题图

"$ 图所示的摩擦传动装置中"两轮分别绕轴心$)!$(做匀速转

动"试在图中标出轮子边缘/点的速度方向和0 点受到的向
心力方向!

"% 甲!乙两个质点都在做匀速圆周运动"它们的质量之比为)0
""运动半径之比是"0)"当甲!乙运动的角速度之比为(0)
时"向心加速度之比为!!!!"向心力之比为!!!!!当甲!乙运动的线速度之比为
(0)时"向心加速度之比为!!!!"向心力之比为!!!!!

二!单项选择题$只有一个选项正确'

"& 用细绳拴住一小球在光滑水平面上做匀速圆周运动"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在相同的转速下"绳越短越容易断
$%'在相同的转速下"绳越长越容易断
$&'在线速度相同时"绳越长越容易断
$''绳是否断与线速度无关

"' 用绳拴着一个物体"使物体在光滑的水平面上做匀速圆周运动!如果绳突然断了"物体

将$!!'!
$$'沿着半径方向接近圆心 $%'沿着半径方向远离圆心
$&'仍维持圆周运动 $''沿切线方向飞出

"( 下面关于向心力的论述中不正确的是$!!'!
$$'向心力的方向始终沿着半径指向圆心"所以是一个变力
$%'做匀速圆周运动的物体"除了受到别的物体对它的作用力外"还一定要受到一个向

心力的作用

$&'向心力可以是重力!弹力!摩擦力中的某一个力"也可以是这些力中某几个力的
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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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心力只改变物体运动的方向"不改变物体运动的快慢

") 对于做匀速圆周运动的物体"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线速度不变 $%'周期不变 $&'向心力不变 $''运动状态不变

"* 两个质量相同的物体分别放在北京和广州"两个物体均随地球自转做匀速圆周运动"则
这两个物体具有大小相同的物理量是$!!'!
$$'向心力 $%'角速度 $&'向心加速度 $''线速度

三!多项选择题$有两个或两个以上选项正确'

""+ 下列关于向心力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向心力不是根据力的效果来命名"而是根据力的性质来命名的
$%'重力!摩擦力!绳子拉力或者它们的合力均不可以用来提供向心力
$&'向心力始终与做匀速圆周运动物体的瞬时速度方向垂直
$''向心力对做圆周运动物体的速度大小的变化没有影响

第##题图

""" 如图中所示为一皮带传动装置"右轮的半径为""%是它边
缘上的一点!左侧是一轮轴"大轮的半径为#""小轮的半径
为("!&点在小轮上"到小轮中心的距离为"!'点和(点
分别位于小轮和大轮的边缘上!若在传动过程中"皮带不打
滑"则$!!'!
$$'%点与&点的线速度大小之比为)0(
$%'%点与&点的角速度大小之比为)0)
$&'%点与'点的角速度大小之比为(0)
$''%点与(点的向心加速度大小之比为)0)

第#$题图

""# 如图所示"/!0是两个摩擦传动的靠背轮"/是主动轮"0是
从动轮"它们的半径,/ 2(,0"%和&两点在轮的边缘"'和(
在各轮半径的中点"下列判断中正确的有$!!'!
$$'-% 2(-& $%'!& 2(!%

$&'(-' 2-% $''!& 2!'

四!计算题$写出必要的文字"图式和运算过程'

""$ 飞轮的直径是#+厘米"每分钟转)(+圈"求($)'飞轮边缘上一点的角速度大小#$('飞
轮边缘上一点的周期#$"'飞轮边缘上一点的加速度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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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地球是球形"其半径为,!#7)+,米"在赤道上有一个物体!求($)'由于地球自转"该
物体运动的周期为多少) $('该物体得到的向心加速度为多少)

""& 在一个半径为(!(*米的水平离心实验器中"一名宇航员正在进行旋转训练!已知他经
受的向心加速度是)+>$>取)+米*秒('"求($)'宇航员运动速度的大小#$('宇航员运
动的周期!

""' 有一个匀速转动的圆盘"已知圆盘边缘一点/的线速度是-/"沿半径方向距边缘为5
的一点0的线速度为-0!试求($)'圆盘的半径和角速度#$('/点的向心加速度和0点
的向心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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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二'!向心力的实例分析

一!填空题

"" 系在水平绳子末端的物体在光滑水平面上绕绳子另一端点做匀速圆周运动"其向心力
的来源是!!!!!

"# 一个水平圆盘绕通过圆心$的竖直轴匀速转动"盘上距轴+!*.处有一个质量为

+!*->的物体!如果物体与圆盘间的最大静摩擦力为)!@,B"物体相对圆盘静止"圆盘
转动的角速度不能大于!!!!567*4#如果圆盘角速度大于该值"相对于圆盘物体滑
动的方向是沿半径!!!!$选填%向外&或%向内&'!

"$ 如图所示"在一段细绳的下端拴一小球"绳的上端固定"将拴住小球的细绳从竖直方向
拉开一个角度#"然后沿垂直于细绳与竖直方向所决定的平面的方向轻轻推一下小球"
使它在水平面内做匀速圆周运动"其向心力的来源是!!!!!!!!!!!!!!!
向心力的方向为!!!!!!!!!!!!!!!!

第(题图
!!!!!!!

第)题图

"% 如图所示"一辆汽车通过拱桥的桥顶"汽车在竖直方向上受到!!!!力和!!!!力
的作用"向心力是它们的!!!!!

二!单项选择题$只有一个选项正确'

"& 如图所示"有一小木块从半球形的碗边开始下滑"假定由于摩擦的作用木块的速率保持
不变"则木块在下滑过程中$!!'!

第%题图

$$'加速度为零
$%'加速度不为零"但为恒量
$&'所受合力大小不变"方向不断改变
$''木块对碗的压力大小不变"方向不断改变

第'题图

"' 如图所示"物块在水平圆盘上"与圆盘一起绕固定轴匀速运动"下
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物块处于平衡状态
$%'物块受三个力作用
$&'在角速度一定时"物块到转轴的距离越远"物块越不容易脱离

圆盘

$''在物块到转轴距离一定时"物块运动周期越小"越不容易脱离
圆盘

10



"( 如图所示"小球在一细绳的牵引下"在光滑桌面上绕绳的另一端$做匀速圆周运动"关
于小球的受力情况"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第*题图

$$'受重力!支持力和向心力的作用
$%'受重力!支持力!拉力和向心力的作用
$&'受重力!支持力和拉力的作用
$''受重力和支持力的作用

") 一个物体在光滑水平面上做匀速直线运动"从某一时刻起该物体受到一个始终跟速度
方向垂直!大小不变的水平力作用"此后物体的运动$!!'!
$$'速度的大小和方向均变化 $%'加速度的大小和方向均变化
$&'轨迹为抛物线 $''轨迹为圆

第"题图

"* 如图所示的圆锥摆中"摆球/在水平面内做匀速圆周运动"关于/
的受力情况"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摆球/受重力!拉力和向心力的作用
$%'摆球/受拉力和向心力的作用
$&'摆球/受拉力和重力的作用
$''摆球/受重力和向心力的作用

三!多项选择题$有两个或两个以上选项正确'

""+ 用细线拴着一个小球"在光滑水平面上做匀速圆周运动"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小球线速度大小一定时"线越长越容易断
$%'小球线速度大小一定时"线越短越容易断
$&'小球角速度一定时"线越长越容易断
$''小球角速度一定时"线越短越容易断

""" 关于铁道转弯处内!外铁轨间有高度差"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可以使火车顺利转弯"减少车轮与铁轨间的摩擦
$%'火车转弯时"火车的速度越小"车轮对内侧的铁轨的侧向压力越小
$&'火车转弯时"火车的速度越大"车轮对外侧的铁轨的侧向压力越大
$''火车转弯时"火车的速度越小"车轮对内侧的铁轨的侧向压力越大

""# 汽车通过拱桥最高点时$!!'!
$$'汽车对桥的压力大于汽车所受的重力
$%'汽车速度越大"它对桥的压力就越小
$&'汽车速度大于一定值时"汽车对桥的压力可能为零
$''汽车速度越小"汽车对桥面的压力就越小

四!计算题$写出必要的文字"图式和运算过程'

""$ 甲!乙两质点都做匀速圆周运动"甲的质量是乙的质量的)*""甲运动的圆半径是乙的

"*#!当甲运动,+圈时"乙运动#*圈!试求甲!乙两质点的向心加速度之比和向心力
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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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图所示"物体/和容器壁间的摩擦系数为$"容器的直径为?"问(容器至少以多大的
角速度旋转时"物体/才能随器壁一起运动而不落下)

第#)题图

""& 如图所示"在固定光滑水平板上有一光滑小孔$"一根轻绳穿过小孔"一端连接质量

@2)->的小球/"另一端连接质量A2#->的物体0"当/球沿半径"2+!).的圆
周做匀速圆周运动时"要使物体0不离开地面"/球做圆周运动的角速度有何限制)
$>2)+.*4('

第#%题图

""' 如图所示"轻杆长(5"中点装在水平轴$点"两端分别固定着小球/和0"/!0球质
量分别为@!(@"整个装置在竖直平面内做圆周运动!当杆绕$转动到某一时刻"/球
到达最高点"此时球/与杆之间恰好无相互作用力!求此时$轴所受力的大小和方向!

第#'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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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振动

一!填空题

"" 物体$或物体的一部分'在某一!!!!所做的往复运动叫做机械振动!

"# 物体在受到一个跟!!!!成正比"并且总是指向!!!!的力作用下的振动叫简谐
振动!简谐振动是最!!!!!最基本的机械振动!

第(题图

"$ 如图所示为弹簧振子振动的示意图"若$点为振子的平衡位
置"规定向右方向为正"则振子在$点的位移为!!!!$选
填%零&!%正&或%负&"下同'方向"在0点位移为!!!!
方向"在1点位移为!!!!方向!在0点时所受回复力
为!!!!方向"在1点所受回复力为!!!!方向"振
子在0处加速度为!!!!方向"在1处加速度为!!!!方向!

"% 振动物体离开!!!!!!!!!!!叫做振幅"用符号!!!!表示"它是表示振动

!!!!的物理量!

二!单项选择题$只有一个选项正确'

"& 表征物体振动快慢程度的物理量是$!!'!
$$'回复力 $%'振幅 $&'频率 $''位移

"' 做机械振动的弹簧振子通过平衡位置时"下列物理量中"具有最大值的是$!!'!
$$'位移 $%'速度 $&'回复力 $''加速度

"( 做简谐振动的物体"当振子的位移为负值时"以下说法中正确的是$!!'!
$$'速度一定为正值"加速度一定为负值
$%'速度一定为负值"加速度一定为正值
$&'速度不一定为正值"但加速度一定为正值
$''速度不一定为负值"但加速度一定为负值

") 做简谐振动的物体在通过平衡位置时"为零的物理量有$!!'!
$$'回复力 $%'加速度 $&'振幅 $''速度

"* 关于简谐振动的位移!加速度和速度的关系"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位移减小时"加速度减小"速度增大
$%'位移方向总是与加速度方向相反"与速度方向相同
$&'加速度增大时"速度可能增大
$''速度为零时"位移也为零

三!多项选择题$有两个或两个以上选项正确'

""+ 下列运动中可以看作机械振动的是$!!'!
$$'声带发声 $%'音叉发声
$&'火车沿斜坡行驶 $''秋风中树叶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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