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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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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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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电磁感应!电磁波

!!电磁感应现象

一!填空题

"" 如图所示"一水平放置的矩形线圈在条形磁铁!极附近下落"在下落过程中"线圈平面

保持水平"位置"和#都靠近位置$"则线圈从位置"到位置$的过程中"线圈内!!!!
感应电流"线圈从位置$到位置#的过程中"线圈内!!!!感应电流#均选填$有%或
$无%&'

"# 如图所示"一有限范围的匀强磁场"宽为!'一个边长为"的正方形导线框以速度#匀
速地通过磁场区'若!#""则在线框中不产生感应电流的时间为!!!!'

第!题图
!!

第"题图
!!

第#题图

"$ 如图所示"环形金属软弹簧套在条形磁铁的中心位置"若沿其半径向外拉弹簧"使其面

积增大时"在弹簧内!!!!产生感应电流'#选填$会%或$不会%&

"% 演示地磁场存在的实验装置#由环形线圈"微电流传感器"%&!等组成&如图所示'首先

将线圈竖直放置"以竖直方向的直径为轴转动"屏幕上的电流指针!!!!#填$有%或
$无%&偏转(然后仍将线圈竖直放置"使其平面与东西向平行"并从东向西移动"电流指
针!!!!#填$有%或$无%&偏转(最后将线圈水平放置"使其从东向西移动"电流指针

!!!!#填$有%或$无%&偏转'

第$题图
!!!

第%题图

"& 如图所示"固定在水平面上的金属架$%&'处在竖直向下的匀强磁场中"金属棒()
沿框架以速度#向右做匀速运动'*+'时"磁感应强度为,'"此时到达的位置恰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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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一个边长为"的正方形'为使()棒中不产生感应电流"从*+'开始"磁感
应强度,与时间*的关系式是!!!!!!!!!!'

二!单项选择题

"' 在法拉第时代"下列验证$由磁产生电%设想的实验中"能观察到感应电流的是#!!&'
#(&将绕在磁铁上的线圈与电流表组成一闭合回路"然后观察电流表的变化
#)&在一通电线圈旁放置一连有电流表的闭合线圈"然后观察电流表的变化
#*&将一房间内的线圈两端与相邻房间的电流表相连"往线圈中插入条形磁铁后"再到

相邻房间去观察电流表的变化

#%&绕在同一铁环上的两个线圈"分别接电源和电流表"在给线圈通电或断电的瞬间"
观察电流表的变化

"( 如图所示"矩形线圈在磁场内做各种运动"能产生感应电流的是#!!&'

第&题图

") 如图所示"一根直导线穿过圆环-的对称轴和圆环.的中心轴线"三者相互绝缘"当导

线中的电流突然增大时"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两环都产生感应电流 #)&-环产生感应电流".环无感应电流
#*&两环都无感应电流 #%&.环产生感应电流"-环无感应电流

"* 如图所示"线圈两端接在电流表上组成闭合回路'在下列情况中"电流表指针不发生偏

转的是#!!&'
#(&线圈不动"磁铁插入线圈 #)&线圈不动"磁铁从线圈中拔出
#*&磁铁不动"线圈上!下移动 #%&磁铁插在线圈内不动

第'题图
!!!

第(题图
!!

第!)题图

""+ 某部小说中描述一种窃听电话)窃贼将并排在一起的两根电话线分开"在其中一根电话

线旁边铺设一条两端分别与耳机连接的导线"这条导线与电话线是绝缘的"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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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不可能窃听到电话"因为耳机中没接电源
#)&不可能窃听到电话"因为电话线与耳机没有接通
#*&可能窃听到电话"因为电话中的电流是恒定电流"在耳机电路中引起感应电流
#%&可能窃听到电话"因为电话中的电流是交变电流"在耳机电路中引起感应电流

三!多项选择题

""" 某一实验装置如图所示"在铁芯/上绕着两个线圈0 和,"如果在线圈0中电流1和
时间*的关系有以下所示的四种情况"在*"**$这段时间内"哪种情况可以在线圈,中
观察到感应电流#!!&'

第!!题图
!

第!"题图

""# 如图所示"0!,两回路中各有一开关!"!!$"且回路0中接有电
源"回路,中接有灵敏电流计"下列操作及相应的结果中可能的是
#!!&'
#(&先闭合!$"后闭合!"的瞬间"电流计指针偏转
#)&!"!!$闭合后"在断开!$的瞬间"电流计指针偏转
#*&先闭合!""后闭合!$的瞬间"电流计指针偏转
#%&!"!!$闭合后"在断开!"的瞬间"电流计指针偏转

第!#题图

""$ 一均匀扁平条形磁铁与一线圈共面"磁铁中心与圆心2重合"如图
所示'下列运动中能使线圈中产生感应电流的是#!!&'
#(&+极向外!!极向里"绕2点转动
#)&+极向里!!极向外"绕2点转动
#*&在线圈平面内磁铁绕2点顺时针方向转动
#%&垂直线圈平面磁铁向纸外运动

""% 话筒是一种常用的电子设备"它的内部就是一个小型传感器"把声音信号转变成电信
号'它的种类比较多"其中有一种是动圈式的"它的工作原理是在弹性膜片后面粘接一
个轻小的金属线圈"该线圈处在柱形永磁体的辐射状磁场中"当声音使膜片振动时"就
能将声音信号转变成电信号"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该传感器是根据电流的磁效应工作的
#)&该传感器是根据电磁感应现象工作的
#*&膜片振动时"线圈内不会产生感应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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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片振动时"线圈内会产生感应电流

第!$题图
!

第!%题图

""& 照明电路中"为了安全"一般在电能表后面电路上安装一漏电保护器"如图所示"当漏电

保护器的34两端未接有电压时"脱扣开关,能始终保持接通"当34两端有一电压时"
脱扣开关,立即断开"下列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站在地面上的人触及.线时#单线接触电&"脱扣开关会自动断开"即有触电保护

作用

#)&当用户家的电流超过一定值时"脱扣开关会自动断开"即有过流保护作用
#*&当火线和零线间电压太高时"脱扣开关会自动断开"即有过压保护作用
#%&当站在绝缘物上的带电工作的人两手分别触到.线和!线时#双线触电&脱扣开关

会自动断开"即有触电保护作用

四!实验题

""' $研究感应电流产生的条件%的实验电路如图所示'实验表明)当穿过闭合电路的

!!!!发生变化时"闭合电路中就会有电流产生'在闭合电键!前"滑动变阻器的滑
片/应置于!!!!端#选填$-%或$.%&'电键!闭合后还有多种方法能使线圈$产
生感应电流"试写出其中的一种方法)!!!!!!!!!!'

第!*题图
!!!

第!&题图

""( #"&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现象的实验装置如图所示"软铁环两侧分别绕两个线圈"左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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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圈为闭合回路"在其中一段导线附近放置一小磁针"如图所示小磁针静止时+极
指向北方"右侧线圈与电池!电键相连'则在闭合电键后"你将看到小磁针#!!&
#单选题&'
#(&仍然在原来位置静止不动 #)&抖动后又回到原来位置静止
#*&抖动后停在+极指向东方位置 #%&抖动后停在+极指向西方位置

#$&通过归纳得出产生感应电流的条件是 !'

五!论述题

"") 如图所示是生产中常用的一种延时继电器的示意图'铁芯上有两个线圈0和,'线圈

0跟电源连接"线圈,的两端接在一起"构成一个闭合回路'在断开开关!的时候"弹
簧&并不能立即将衔铁% 拉起"因而不能使触头$#连接工作电路&立即离开"过一段
时间后触头$才能离开"延时继电器就是这样得名的'试说明这种继电器的原理'

第!'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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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手定则

一!填空题

第"题图

"" 我们在分析电路中是否产生感应电流时"也要抓住两点"一是电路
必须是!!!!的"二是电路中的一部分导体在做!!!!磁感线
运动'

"# 用右手定则判断感应电流方向的方法是)伸开右手"使大拇指跟其
余四个手指!!!!"并且都跟手掌在一个!!!!内"把右手放
入磁场中"让磁感线!!!!穿入手心"大拇指指向导体!!!!"
那么其余四指所指的方向就是!!!!的方向'

"$ 如图所示为磁感应强度,!感应电流1及导体运动方向#之间的关
系"请根据已知的两个物理量"画出第三个物理量的方向'

第#题图

二!单项选择题

"% 闭合电路的一部分导线-.处于匀强磁场中"图中各情况下导线都在纸面内运动"那么
下列判断中正确的是#!!&'

第$题图

第%题图

#(&都会产生感应电流
#)&都不会产生感应电流
#*&甲!乙不会产生感应电流"丙!丁会产生感应电流
#%&甲!丙会产生感应电流"乙!丁不会产生感应电流

"& 如图所示"矩形线框-.5!的一边-!恰与长直导线重合#互相绝缘&'

现使线框绕不同的轴转动"不能使框中产生感应电流的是#!!&'
#(&以-!边为轴的转动
#)&以667为轴的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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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5边为轴的转动
#%&以-.边为轴的转动

"' 朝南的钢窗原来关着"今将它突然朝外推开"转过一个小于-'.角度"考虑到地磁场的影
响"则钢窗活动的一条边中#左边&#!!&'
#(&有自下而上的微弱电流
#)&有自上而下的微弱电流
#*&有微弱电流"方向是先自上而下后自下而上
#%&有微弱电流"方向是先自下而上后自上而下

三!多项选择题

"( 如图所示"一个有界匀强磁场区域"磁场方向垂直纸面向外"一个矩形闭合导线框-.5!"

沿纸面由位置"#左&匀速运动到位置$#右&"则#!!&'

第&题图

#(&导线框进入磁场时"感应电流方向为-$!$5$
.$-

#)&导线框离开磁场时"感应电流方向为-$.$5$
!$-

#*&导线框离开磁场时"受到的安培力方向水平向右
#%&导线框进入磁场时"受到的安培力方向水平向左

") 两根相互平行的金属导轨水平放置于如图所示的匀强磁场中"在导轨上接触良好的导
体棒0,和$% 可以自由滑动'当0,在外力'作用下向右运动时"下列说法中正确

第'题图

的是#!!&'
#(&导体棒$%内有电流通过"方向是%$$
#)&导体棒$%内有电流通过"方向是$$%
#*&磁场对导体棒$%的作用力向左
#%&磁场对导体棒0,的作用力向左

四!实验题

"* 如图所示"各图都是闭合电路中的一部分直导线在磁场中切割磁感线的示意图"试根据
已知条件分别判断磁体的+!!极(直导线垂直切割磁感线的运动方向#用#表示&(直
导线中感应电流方向#用+或/表示&'

第(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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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图"当-.沿与其垂直的方向做切割磁感线运动时"在8"中的电流方向如图所示"在
图中标出-.导线的运动方向#用#表示&"并标出-.导线所受安培力的方向#用'安 表

示&'

第!)题图

""" 如图所示为研究运动导体0,在磁场中产生感应电流方向的实验器材"请按要求回答
下列问题'

第!!题图

#"&试连接电路'
#$&若检流计的电流从右接线柱进入时"指针向右偏"
那么如何才能产生如图所示的电流,

""# 如图所示"导体棒-.在匀强磁场中沿金属导轨运动时"产生的感应电流1的方向从.到

-"()为螺线管中的一根磁感线'请在图中)
#"&画出导体棒-.运动的方向'
#$&在磁感线()上标出磁场的方向'

第!"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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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说理题

""$ 假设在某一航天飞机上做一项悬绳发电实验"现在航天飞机上发射一颗卫星"卫星携带
一根较长的金属悬绳离开了航天飞机"从航天飞机到卫星的悬绳指向地心"此时航天飞
机恰好绕地球做匀速圆周运动'已知航天飞机的轨道在赤道平面内"绕行方向与地球
自转方向一致"试判断卫星悬绳中电动势的方向'

第!#题图

%""%!解释法拉第圆盘发电机的原理'将图#0&顺时针旋转-'.画出原理示意图#图#1&!图
#2&&'

第!$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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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楞次定律

一!填空题

"" 如图所示"重现了当初法拉第的一个实验"右边磁铁!极脱开时"感应电流方向是!!

!!"左边磁铁+极脱开时"感应电流方向是!!!!'

"# -!.两金属环上下相隔一很小间距"按图示方式放置"2"!2$分别是-环!.环的圆心"

其中.环面的一半面积刚好与固定-环正对"在-环中开关!合上的瞬间".环中有
!!!!#填$顺时针%!$逆时针%或$无%&方向的感应电流'

"$ 如图所示"若要使,线圈中产生如图所示的感应电流"0线圈所在电路中的滑动变阻器
的滑动头/应向!!!!滑动'若0线路中通电后"要使,线圈中产生如图所示的感
应电流"应将0线圈!!!!#填$靠近%或$远离%&'

第!题图
!!

第"题图
!!

第#题图

二!单项选择题

"% 如图所示"矩形线圈以-!和.5的中点连线为转动轴"在轴的两侧有磁感应强度大小相

等!方向相反的有理想边界的匀强磁场'线圈由其平面垂直于磁场方向的位置开始"匀
速转动"3'.的过程中#!!&'
#(&感应电流方向先-.5!-"后-!5.- #)&感应电流方向先-!5.-"后-.5!-
#*&感应电流方向始终为-.5!- #%&始终无感应电流

第$题图
!!!!

第%题图

"& 如图所示"02$是光滑的直角金属导轨"02沿竖直方向"2$沿水平方向"-.是一根金
属直棒"如图立在导轨上"它从静止开始在重力作用下运动"运动过程中.端始终在2$
上"-端始终在02上"直到-.完全落在2$上'整个装置放在一匀强磁场中"磁场方
向垂直纸面向里"则-.棒在运动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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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应电流方向始终是.$-
#)&感应电流方向先是.$-"后变为-$.
#*&受磁场力方向与-.垂直"如图中箭头所示方向
#%&受磁场力方向与-.垂直"开始如图中箭头所示方向"后来变为与箭头所示方向相反

"' 如图所示"一个水平放置的矩形线圈-.5!"在细长水平磁铁的!极附近竖直下落"由位

第*题图

置!经位置"到位置#'位置"与磁铁位于同一
平面"位置!和#都很靠近""则在下落过程中"线
圈中的感应电流的方向为#!!&'
#(&-.5!-
#)&-!5.-
#*&从-.5!-到-!5.-
#%&从-!5.-到-.5!-

第&题图

"( 如图所示"当磁场的磁感应强度,在逐渐增强的过程中"内外金属
环上的感应电流的方向应为#!!&'
#(&内环顺时针方向"外环逆时针方向
#)&内环逆时针方向"外环顺时针方向
#*&内外环均顺时针方向
#%&内外环均逆时针方向

") 一平面线圈用细杆悬于/点"开始时细杆处于水平位置"释放后让它在如图所示的匀强
磁场中运动"已知线圈平面始终与纸面垂直"当线圈第一次通过位置!和位置"时"顺着磁

第'题图

场的方向看去"线圈中的感应电流的方向分别为#!!&'

!!!位置!!!!!!!位置"
#(&逆时针方向!!!!逆时针方向
#)&逆时针方向!!!!顺时针方向
#*&顺时针方向!!!!顺时针方向
#%&顺时针方向!!!!逆时针方向

第(题图

"* 在一长直导线中通以如图所示的恒定电流时"当发生以下变化时"关于
套在长直导线上的闭合线环#长直导线与环面垂直且通过环的中心&"
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保持电流不变"使导线环上下移动"环中有感应电流
#)&保持导线环不变"使长直导线中的电流增大或减小"环中有感应电流
#*&保持电流不变"环以自身的任意直径为轴转动时"环中无电流
#%&保持电流不变"环以导线为轴"在垂直于电流的平面内转动时"环

中有感应电流

第!)题图

""+ 如图所示"铜环套在通电螺线管上"若将这只铜环从螺线管的
最左端移到最右端"则在此过程中"铜环上的感应电流方向为
#从左向右顺着铜环的运动方向观察&#!!&'
#(&无感应电流
#)&总是顺时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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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逆时针后顺时针
#%&先顺时针后逆时针

第!!题图

%"""!如图所示"导线框-.5!与导线0, 在同一平面内"直导线中通
有恒定的电流1"当线框由左向右匀速通过直导线的过程中"线
框中感应电流的方向是#!!&'
#(&先-.5!-"再!5.-!"后-.5!-
#)&先-.5!-"再!5.-!
#*&始终是!5.-!
#%&先!5.-!"再-.5!-"后!5.-!

三!多项选择题

""# 感应电流的方向可表述为#!!&'
#(&当引起感应电流的磁通量增强时"感应电流的磁场方向与之反向"当引起感应电流

的磁通量减弱时"感应电流的磁场方向与之同向
#)&感应电流的磁场总要阻止引起感应电流的磁通量的变化
#*&感应电流的磁场总要阻碍引起感应电流的磁通量的变化
#%&感应电流的磁场总跟引起感应电流的磁场方向相反

第!#题图

""$ 如图所示"在9轴左侧有一垂直于纸面向里的匀强磁场"一个圆
形线圈的一半放在磁场中"圆心与原点2重合"线圈平面与磁场
方向垂直'在下列做法中"能使线圈中得到顺时针方向感应电
流的是#!!&'
#(&线圈沿:轴正方向移动
#)&线圈沿9轴负方向移动
#*&线圈绕:轴转动且转角小于-'.
#%&线圈绕9轴转动且转角小于-'.

""% 为了研究磁通量变化时感应电流的方向"先通过如图所示的电路确定电流通过检流计

时指针的偏转方向'下列四个选项为实验过程的示意图"竖直放置的线圈固定不动"将
条形磁铁从线圈上方插入或拔出"线圈和检流计构成的闭合回路中就会产生感应电流'
各图中分别标出了磁铁的极性!磁铁相对线圈的运动方向以及线圈中产生的感应电流
的方向等情况"其中方向关系正确的是#!!&'

第!$题图 !!

""& 如图所示"0是带负电的橡胶圆环",是半径略大的金属圆环"两圆环圆心重合"且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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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题图

一平面"由于0环垂直于纸面的轴转动"使金属环,中产生逆时针
方向电流"那么0环转动情况可能是#!!&'
#(&顺时针加速转动
#)&逆时针加速转动
#*&顺时针减速转动
#%&逆时针减速转动

四!实验题

""' 对于$探究电磁感应现象中感应电流方向%实验中应当注意的事项"下列说法中正确的
是#!!&'
#(&灵敏电流计与副线圈连接前"要先查明通过它的电流方向与指针偏转方向之间的关系
#)&原副线圈连入实验电路前要查清其绕线方向
#*&本实验中通过原线圈的电流强度很大"操作和观察都要抓紧时间"以缩短通电时

间"保护电源和线圈
#%&原线圈中的铁芯是多余的"做本实验时可以不用它

""( 用磁铁和线圈研究电磁感应现象实验中"已知通入灵敏电流计的电流从正接线柱流入
时"指针向正接线柱一侧偏转"则)

第!&题图

#"&甲图中电表指针偏向!!!!'
#$&乙图中条形磁棒下方是!!!!极'
##&丙图中条形磁铁向!!!!运动'
#4&丁图中线圈的绕制方向如何, #在丁图中画出&

"") 如图所示的器材可用来研究电磁感应现象及判定感应电流方向'
#"&在给出的实物中"用笔画线代替导线将图中所缺的导线补画完整"组成实验电路'

第!'题图

#$&在实验中"当电键闭合瞬时"观察到电流表指针向
右偏转'电键闭合一段时间后"为使电流表指针
向左偏转"可采取的方法有#!!&'
#(&迅速断开电源
#)&将滑动触头向右端滑动
#*&将一软铁棒插入线圈;"中

#%&将线圈;"迅速从线圈;$中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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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楞次定律推广

一!填空题

第!题图

"" 如图所示"导线圈0水平放置"条形磁铁在其正上方"+极向下且向下
移近导线圈的过程中"导线圈0中的感应电流方向是!!!!#从上
向下观察&"导线圈0所受磁场力的方向是!!!!'若将条形磁铁!
极向下"且向上远离导线圈0移动时"导线圈0内感应电流方向是!!
!!#从上向下看&"导线圈0所受磁场力的方向是!!!!'

"# 如图所示"闭合导线框-.5!与长直通电导线共面放置"长导线中电流
方向如图所示"且略偏左放置"当长导线中的电流逐渐增大时"导线框中的感应电流方
向是!!!!"导线框所受磁场力的方向是!!!!'

"$ 如图所示"在通电长直螺线管外部左侧和内部靠近右侧处"各吊一个轻质闭合金属环-
和."-!.的环面均与螺线管的轴线垂直'现将变阻器8的滑片/向左移动"则-将向
!!!!运动#填$左%!$右%或$没有%&(.环将向!!!!运动#填$左%!$右%或$没有%&'

第"题图
!!

第#题图
!!

第$题图

"% 如图所示"通电直导线5!右侧有一个金属框与导线在同一平面内"金属棒-.放在框架
上"-.受磁场力向左"则5!中电流大小变化的情况是!!!!#填$逐渐增大%!$逐渐减
小%或$不变%&'

二!单项选择题

"& 在沿水平方向的匀强磁场中"有一圆形金属线圈可绕其竖直方向的直径自由转动'开
始时线圈静止"线圈平面与磁场方向既不平行也不垂直"所成的锐角为!'在磁场开始
增强后的一段极短时间内"线圈平面#!!&'
#(&维持不动
#)&将向使!减小的方向转动

第*题图

#*&将向使!增大的方向转动
#%&将转动"因不知磁场方向"不能确定!会增大还是会减小

"' 如图所示"老师做了一个物理小实验让学生观察)一轻质横杆
两侧各固定一金属环"横杆可绕中心点自由转动"老师拿一条
形磁铁插向其中一个小环"后又取出插向另一个小环"同学们
看到的现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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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铁插向左环"横杆发生转动
#)&磁铁插向右环"横杆发生转动
#*&无论磁铁插向左环还是右环"横杆都不发生转动
#%&无论磁铁插向左环还是右环"横杆都发生转动

第&题图

"( 甲!乙两个同心的闭合金属圆环位于同一平面内"甲环中通以顺时
针方向电流1"如图所示"当甲环中电流逐渐增大时"乙环中每段导
线所受磁场力的方向是#!!&'
#(&指向圆心
#)&背离圆心
#*&垂直纸面向内
#%&垂直纸面向外

第'题图

") 如图所示"-.是一个可绕垂直于纸面的2轴转动的闭合线圈"

当滑动变阻器8 的滑片/ 自左向右滑动时"线圈-.将
#!!&'!
#(&保持停止不动
#)&逆时针转动
#*&顺时针转动
#%&发生转动"但因电源极性不清"无法确定转动方向

第(题图

"* 如图所示"一闭合金属圆环用绝缘细线挂于2点"将圆环拉离平衡位置
并释放"圆环摆动过程中经过一匀强磁场区域"该区域的宽度比圆环的
直径大"不计空气阻力"则下述说法中正确的是#!!&'
#(&圆环向右穿过磁场后"还能摆至原高度
#)&在进入和离开磁场时"圆环中均有感应电流
#*&圆环进入磁场后离平衡位置越近速度越大"感应电流也越大
#%&圆环最终将静止在平衡位置

""+ 某研究性学习小组在探究电磁感应现象和楞次定律时"设计并进行了如下实验)如图所
示"矩形金属线圈放置在水平薄玻璃板上"有两块相同的蹄形磁铁"相对固定"四个磁极

第!)题图

之间的距离相等'当两块磁铁匀速向右通过线圈位置时"
线圈静止不动"那么线圈所受摩擦力的方向是#!!&'
#(&先向左"后向右
#)&先向左"后向右"再向左
#*&一直向右
#%&一直向左

三!多项选择题

第!!题图

""" 如图所示"螺线管,置于闭合金属环0 的轴线上"当,中通
过的电流减小时"则#!!&'
#(&环0有缩小的趋势
#)&环0有扩张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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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线管,有缩短的趋势
#%&螺线管,有伸长的趋势

第!"题图

""# 如图所示"光滑的水平桌面上放着两个完全相同的金属环-和

."当一条形磁铁的+极竖直向下迅速靠近两环时"则#!!&'
#(&-".两环均静止不动
#)&-".两环互相靠近
#*&-".两环互相远离
#%&-".两环对桌面压力增大

第!#题图

""$ 如图所示"闭合矩形线圈-.5!与长直导线() 在同一平面内"

线圈的-.!!5两边与直导线平行"直导线中有逐渐增大!但方向不明
的电流"则#!!&'
#(&可知道线圈中的感应电流方向
#)&可知道线圈各边所受磁场力的方向
#*&可知道整个线圈所受磁场力的方向
#%&无法判断线圈中的感应电流方向"也无法判断线圈所受磁场力

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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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感应电动势-.,/0与闭合电路欧姆定律知识的结合

一!填空题

第!题图

"" 如图所示"在一个光滑金属框架上垂直放置一根长"+'<45的
金属棒-."其电阻=+'<"$"框架左端的电阻8+'<4$"垂直
框面的匀强磁场的磁感强度,+'<"6'当用外力使棒-.以速
度#+75-8右移时"-.棒中产生的感应电动势"+!!!!9"
通过-.棒的电流1+ !!!!("-.棒两端的电势差>-. +
!!!!9'

"# 如图所示"两根平行光滑长直金属导轨"其电阻不计"导体棒-.和5!跨在导轨上"-.的
电阻大于5!的电阻'当5!棒在外力'$作用下匀速向右滑动时"-.棒在外力'"作用

下保持静止"则-.棒两端电压>-.和5!棒两端电压>5!相比">-.!!!!>5!"外力'"

和'$相比"'" !!!!'$#均选填$#%!$:%或$'%&#磁场充满导轨区域&'

"$ 如图所示"一个半径为;的半圆形硬导体0,以速度#在水平;形框架上匀速滑动"匀
强磁场的磁感应强度为,"回路中有一电阻为8'"半圆形硬导体0,的电阻为="其余电
阻不计"则半圆形导体0,切割磁感线产生感应电动势的大小为!!!!及0,导体
两端的电势差为!!!!'

第"题图 第#题图 第$题图

"% 在操场上"两同学相距;为"'5左右"在东偏北!西偏南"".的沿垂直于地磁场方向的
两个位置上"面对面将一并联铜芯双绞线"像甩跳绳一样摇动"并将线的两端分别接在
灵敏电流计上'如图所示"双绞线并联后的电阻8为$$"绳摇动的频率配合节拍器的
节奏"保持4+$<='如果两同学摇动绳子的最大圆半径?+"5"电流计的最大值1+
#5('#"&试估算地磁场的磁感应强度的数量级!!!!6'数学表达式, +
!!!!'#用8"1";"4"?等已知量表示&#$&将两人的位置改为与刚才方向垂直的
两点上"那么电流计的读数为!!!!'

二!单项选择题

第%题图

"& 如图所示"空间有一匀强磁场"一直金属棒与磁感应强度方向垂直"当
它以速度#沿与棒和磁感应强度都垂直的方向运动时"棒两端的感应
电动势大小为"(将此棒弯成两段长度相等且相互垂直的折弯"置于
和磁感应强度相垂直的平面内"当它沿两段折线夹角平分线的方向

以速度#运动时"棒两端的感应电动势大小为"7"则"7
"
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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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槡$
$

#*&" #%&槡$

第*题图

"' 如图所示"0是一个边长为;的正方形导线框"每边长
电阻为='现维持线框以恒定速度#沿:轴运动"并穿
过图中所示由虚线围成的匀强磁场区域'以顺时针方
向为电流的正方向">.5 +#.@#5"线框在图示位置的
时刻作为时间的零点"则.5两点间的电势差随时间变
化的图线应为#!!&'

"( 如图所示"一宽4'25的匀强磁场区域"磁场方向垂直纸面向里"一边长为$'25的正
方形导线框位于纸面内"以垂直于磁场边界的恒定速度#+$'25-8通过磁场区域"在
运动过程中"线框中有一边始终与磁场区域的边界平行"取它刚进入磁场的时刻*+'"
下列图线中"正确反映感应电流强度随时间变化规律的是#!!&'

第&题图

!!

%")!如图所示"/A8B为一正方形导线框"它以恒定速度向右进入以()为边界的匀强磁

第'题图

场"磁场方向垂直线框平面"()线与线框的边成47.角"&!

'分别是/B和/A的中点'关于线框中的感应电流"正确
的说法是#!!&'
#(&当&点经过边界() 时"线框中感应电流最大
#)&当/点经过边界() 时"线框中感应电流最大
#*&当'点经过边界() 时"线框中感应电流最大
#%&当A点经过边界() 时"线框中感应电流最大

第(题图

"* 如图所示"匀强磁场中放置有固定的-.5金属框架"导体棒34
在框架上匀速向右平移"框架和棒所用材料!横截面积均相同"
摩擦阻力忽略不计'那么在34棒脱离框架前"保持一定数值
的物理量是#!!&'
#(&34棒所受的拉力
#)&电路中的磁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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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中的感应电流
#%&电路中的感应电动势

三!多项选择题

""+ 如图所示"在国庆>'周年阅兵盛典上"我国预警机$空警$'''%在天安门广场上空机翼
保持水平"以4<7/"'$?5-@的速度自东向西飞行'该机的翼展#两翼尖之间的距离&
为7'5"北京地区地磁场的竖直分量向下"大小为4<A/"'B76"则#!!&'
#(&两翼尖之间的电势差为'<$-9
#)&两翼尖之间的电势差为"<"9
#*&飞行员左方翼尖的电势比右方翼尖的电势高
#%&飞行员左方翼尖的电势比右方翼尖的电势低

第!)题图
!!!

第!!题图

""" 法拉第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之后"又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发电机***法拉第圆盘发电
机"揭开了人类将机械能转化为电能并进行应用的序幕'法拉第圆盘发电机的原理如
图所示"将一个圆形金属盘放置在电磁铁的两个磁极之间"并使盘面与磁感线垂直"盘
的边缘附近和中心分别装有与金属盘接触良好的电刷0!,"两电刷与灵敏电流计相
连'当金属盘绕中心轴按图示方向转动时"则下面答案中不正确的是#!!&'
#(&电刷0的电势高于电刷,的电势
#)&若金属盘绕中心轴没有摩擦"金属盘将保持匀速率转动
#*&若仅减小电刷0!,之间的距离"灵敏电流计的示数将变大
#%&若仅将滑动变阻器滑动头向右滑"灵敏电流计的示数将变大

第!"题图

""# 如图所示"空间存在两个磁场"磁感应强度大小均为,"方向

相反且垂直纸面"()!/A为其边界"227为其对称轴'一
导线折成边长为"的正方形闭合回路-.5!"回路在纸面内以
恒定速度#' 向右运动"当运动到关于227对称的位置时
#!!&'
#(&穿过回路的磁通量为零
#)&回路中感应电动势大小为$,"#'

#*&回路中感应电流的方向为顺时针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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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路中-.边与5!边所受安培力方向相同

四!实验题

""$ 如图所示两个实验装置"其中图#0&用来探究!!!!(图#1&用来探究!!!!'

!!!!!!#0&!!!! !!!!!!!#1&

第!#题图

""% 如图#0&所示为一实验小车自动测速示意图'0为绕在条形磁铁上的线圈"经过放大器
与显示器连接"图中虚线部分均固定在车身上'$为小车的车轮",为与$同轴相连的
齿轮"其内侧使用铝质材料制成"外侧的齿子用磁化性能很好的软铁制成"铁齿经过条
形磁铁时即有信号被记录在显示器上'已知齿轮,上共安装#'个铁质齿子"齿轮直径
为#'25"车轮直径为>'25'改变小车速度"显示器上分别呈现了如图#1&和#2&的两
幅图象'设#1&图对应的车速为#."#2&图对应的车速为#5'

#0&

!!!!!!!!#1&!!!!!!!!!!!!!!!!!!!#2&

第!$题图

#"&分析两幅图象"可以推知)#. !!!!#5#选填$#%!$'%或$:%&(
#$&根据图#2&标出的数据"求得车速#5:!!!!?5-@'

五!计算题

""& 如图所示"两根足够长的金属导轨-.!5!竖直放置"导轨间距离为;"电阻不计'在导

轨上端并接两个额定功率均为/!电阻均为8的小灯泡'整个系统置于匀强磁场中"磁
感应强度方向与导轨所在平面垂直'现将一质量为C!电阻可以忽略的金属棒()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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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示位置由静止开始释放'金属棒下落过程中保持水平"且与导轨接触良好'已知某
时刻后两灯泡保持正常发光'重力加速度为D'求)
#"&磁感应强度的大小(
#$&灯泡正常发光时导体棒的运动速率'

第!%题图

""' 法拉第曾提出一种利用河流发电的设想"并进行了实验研究'实验装置的示意图如图
所示"两块面积均为B的矩形金属板"平行!正对!竖直地全部浸在河水中"间距为!'
水流速度处处相同"大小为#"方向水平'金属板与水流方向平行"地磁场磁感应强度
的大小为,"水的电阻率为$"水面上方有一阻值为8的电阻通过绝缘导线和电键,连

接到两个金属板上'忽略边缘效应"求)#设电阻的表达式为8+$
;
B

&

#"&该发电装置的电动势(
#$&通过电阻8的电流强度'

第!*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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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感应电动势-.,/0与动力学知识的结合

一!填空题

第!题图

"" 如图所示"两根足够长的直金属导轨()!/A平行放置在倾
角为%的绝缘斜面上"两导轨间距为;'(!/两点间接有阻值
为8的电阻'一根质量为C的均匀直金属杆-.放在两导轨
上"并与导轨垂直"整套装置处于磁感应强度为,的匀强磁场
中"磁场方向垂直斜面向下'导轨和金属杆的电阻可忽略'让
-.杆沿导轨由静止开始下滑"导轨和金属杆接触良好"不计它
们之间的摩擦'在加速下滑过程中"当-.杆的速度大小为#
时"此时-.杆中的电流为!!!!"其加速度的大小为!!!!(在下滑过程中"-.杆
可以达到的速度最大值为!!!!'

"# 如图#0&所示"在光滑水平面上用恒力'拉质量为"?C的单匝均匀正方形铜线框"在"
位置以速度#'+$5-8进入匀强磁场时开始计时*+'"此时线框中感应电动势'<39"
在*+#8时刻线框到达$位置开始离开匀强磁场'此过程中# *图象如图#1&所示"那
么恒力' 的大小为!!!!+"线框完全离开磁场的瞬间即在位置#的速度为

!!!!5-8'

第"题图
!!

第#题图

"$ 在光滑绝缘水平面上"一个电阻为'<"$!质量为'<'7?C的矩形金属框-.5!"-.边长

'<"5"如图所示为俯视图'匀强磁场的磁感应强度,为'<76"方向竖直向下"范围足够
大'当金属框以"'5-8的初速度滑进此匀强磁场时"对金属框施加一垂直于-.边的水
平外力"使它开始做匀减速运动#计为*+'时刻&"第#8末时金属框的速度变为零"此时
5!边仍在磁场外'则*+"8时"水平外力'的大小是!!!!+"*+$8时"水平外力
的方向是!!!!!'

二!单项选择题

第$题图

"% 如图所示"接有灯泡D的平行金属导轨水平放置在匀强磁场
中"一导体杆与两导轨良好接触并做往复运动"其运动情况
与弹簧振子做简谐运动的情况相同'图中2位置对应于弹
簧振子的平衡位置"/!A两位置对应于弹簧振子的最大位
移处'若两导轨的电阻不计"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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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由2到/的过程中"电路中电流变大
#)&杆由/到A的过程中"电路中电流一直变大
#*&杆通过2处时"电路中电流方向将发生改变
#%&杆通过2处时"电路中电流最大

第%题图

"& 如图所示"当导线-.在电阻不计的金属导轨上滑动时"线圈$向
右摆动"则-.的运动情况是#!!&'
#(&向左或向右做匀速运动
#)&向左或向右做减速运动
#*&向左或向右做加速运动
#%&只能向右做匀加速运动

第*题图

"' 如图所示"光滑的;型金属框固定在水平面上"框中串接
一电阻8"在!!"两区域内分别存在磁感应强度大小相
等方向相反的竖直磁场'置于;型金属框上的金属杆
-."受水平恒定外力作用'当在!区域内向右匀速运动
时"通过电阻8的电流强度为1(当金属杆-.运动到"区
域时#!!&'
#(&将做减速运动
#)&在"区域运动时受到的安培力比在!区域运动时受到的安培力大
#*&通过8的电流与在!区域时通过8的电流方向相同
#%&受到的磁场力与在!区域时受到的磁场力的方向相同

第&题图

"( 如图所示"水平桌面上固定有一半径为8的金属细圆环"环面水平"

圆环每单位长度的电阻为="空间有一匀强磁场"磁感应强度大小为
,"方向竖直向下(一长度为$8!电阻可忽略的导体棒置于圆环左侧
并与环相切"切点为棒的中点'棒在拉力的作用下以恒定加速度-
从静止开始向右运动"运动过程中棒与圆环接触良好'下列说法中
正确的是#!!&'
#(&拉力的大小在运动过程中保持不变

#)&棒通过整个圆环所用的时间为 $8-槡 -
#*&棒经过环心时流过棒的电流为, $槡-8-%=
#%&棒经过环心时所受安培力的大小为3,$8 $槡-8-%=

第'题图

") 如图所示"固定在水平桌面上的光滑金属导轨5!!

3D处于方向竖直向下的匀强磁场中"金属杆-.与
导轨接触良好'在两根导轨的端点!!3之间连接
一电阻"其他部分电阻忽略不计'现用一水平向右
的外力'"作用在金属杆-.上"使金属杆由静止开
始向右沿导轨滑动"滑动过程中杆-.始终垂直于导
轨'金属杆受到的安培力用'(表示"则关于图乙中'"与'(随时间*变化的关系图象
中可能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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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项选择题

第(题图

"* 如图所示"边长为;!总电阻为8的正方形导线框-.5!
放置在光滑水平桌面上"其.5边紧靠磁感应强度为,!宽
度为$;!方向竖直向下的有界匀强磁场的边缘'现使线
框以初速度#'匀加速通过磁场"下列图线中能定性反映
线框从进入到完全离开磁场区域的过程中"线框中感应
电流变化的是#!!&'

""+ 两根相距为;的足够长的金属直角导轨如图所示放置"它们各有一边在同一水平面内"

另一边垂直于水平面'质量均为C的金属细杆-.!5!与导轨垂直接触形成闭合回路"
杆与导轨之间的动摩擦因数为&"导轨电阻不计"回路总电阻为$8'整个装置处于磁感
应强度大小为,"方向竖直向上的匀强磁场中'当-.杆在平行于水平导轨的拉力'作
用下以速度#"沿导轨匀速运动时"5!杆也正好以速率#$向下匀速运动'重力加速度

第!)题图

为D'以下说法中正确的是#!!&'

#(&-.杆所受拉力'的大小为&CDE,$;$#"

$8
#)&5!杆所受摩擦力为零

#*&回路中的电流强度为,;##"E#$&
$8

#%&&与#"的关系为&+ $8CD
,$;$#"

第!!题图

""" 如图所示"电阻不计的平行金属导轨固定在一绝缘斜面
上"两相同的金属导体棒-!.垂直于导轨静止放置"且与
导轨接触良好"匀强磁场垂直穿过导轨平面'现用一平行
于导轨的恒力'作用在-的中点"使其向上运动'若.始
终保持静止"则它所受摩擦力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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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为' #)&先减小后不变 #*&等于' #%&先增大再减小

四!计算题

""# 如图所示"闭合的正方形导线框-.5!的边长为""线框的质量为C"电阻为8'线框正
下方有一方向水平#即垂直纸面&的匀强磁场区()/A"磁感应强度为,'磁场区的高
度等于线框上边-.到磁场上边界() 之间的距离#此距离大于$"&'
#"&要求线框无初速下落"当5!边刚进入磁场时恰好匀速下降"则线框下落前5!边距
磁场上边界的距离?:,

#$&在上述条件下"在线框5!边穿出磁场区的时刻"求线框的速度#和加速度-'
##&线框穿出磁场区的过程做什么运动,

第!"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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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感应电动势-.,/0与能量知识的结合

一!填空题

第!题图

"" 如图所示"线圈平面在纸面内"有界的匀强磁场磁感应强度方
向垂直纸面向里"现在先后以#和$#的速率匀速地把同一线圈
从磁场中拉出"那么在拉出过程中"前后两次感应电流大小之
比为!!!!"线圈中产生热量之比为!!!!"沿运动方向
作用于线圈的外力之比为!!!!"外力的功率之比为

!!!!'

第"题图

"# 如图所示"导体-.可无摩擦地在足够长的处在匀强磁场中的竖直导
轨上滑动"除电阻8外"其余电阻不计"在-.下落过程中"试分析)
#"&导体的机械能是否守恒, !!!!(
#$&-.达到稳定速度之前"其减少的重力势能!!!!#填$大于%!

$等于%或$小于%&电阻8上产生的内能'

"$ 如图#0&所示"在磁感应强度,+"<'6的有界匀强磁场中#()为边

界&"用外力将边长为;+"'25的正方形金属线框向右匀速拉出磁场"以.5边刚离开磁
场的时刻为计时起点#即此时*+'&"在线框拉出磁场的过程中"-.边受到的磁场力'
随时间*变化的关系如图#1&所示'*+'<'$8时金属框中的感应电流1+!!!!("
金属框拉出的过程中产生的焦耳热为!!!!E'

第#题图
!!!

第$题图

"% 如图所示"一根电阻为8+'<>$的导线弯成一个圆形线圈"圆半径=+"5"圆形线圈

质量C+"?C"此线圈放在绝缘光滑的水平面上"在9轴右侧有垂直于线圈平面, +
'<76的匀强磁场'若线圈以初动能&':7E沿:轴方向滑进磁场"当进入磁场'<75
时"线圈中产生的电能为&F:#E'求)#"&此时线圈的运动速度:!!!!(#$&此时线
圈与磁场左边缘两交点间的电压:!!!!(##&此时线圈的加速度大小:!!!!'

二!单项选择题

"& 如图所示"金属杆-.以恒定的速率#在光滑平行导轨上向右滑行"设整个电路总电阻为

8#恒定不变&"整个装置置于垂直纸面向里的匀强磁场中"下列叙述中正确的是#!!&'
#(&通过-.杆中的电量与速率#成正比
#)&磁场作用于-.杆的安培力与速率#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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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阻8上产生的电热功率与速率#成正比
#%&外力对-.杆做功的功率与速率#成正比

第%题图
!!!!

第*题图

"' 如图所示"足够长的;型光滑金属导轨平面与水平面成%角#''%'-'.&"其中()
平行且间距为;"导轨平面与磁感应强度为,的匀强磁场垂直"导轨电阻不计'金属棒
-.由静止开始沿导轨下滑"并与两导轨始终保持垂直且良好接触"-.棒接入电路的电
阻为8"当流过-.棒某一横截面的电量为F时"它的速度大小为#"则金属棒-.在这一
过程中#!!&'
#(&'运动的平均速度大小为#-$
#)&平滑位移大小为F8-,;
#*&产生的焦耳热为F,;#
#%&受到的最大安培力大小为,$;$#8GH%-8

三!多项选择题

"( 如图所示"位于同一水平面内的两根平行的光滑金属导轨"处在匀强磁场中"磁场方向
垂直于导轨所在平面"导轨的一端与一电阻相连"具有一定质量的金属杆-.放在导轨
上并与导轨垂直'现用一平行于导轨的恒力'拉杆-."使它由静止开始向右运动'杆

第&题图

和导轨的电阻!感应电流产生的磁场均可不计'用&表示回路
中的感应电动势"G表示回路中的感应电流"在G随时间增大的
过程中"电阻消耗的功率等于#!!&'
#(&'的功率
#)&安培力的功率的绝对值
#*&'与安培力的合力的功率
#%&G&

") 用同种材料粗细均匀的电阻丝做成-.!5!!34三根导线"34较长"分别放在电阻可忽略
的光滑平行导轨上"如图"磁场是均匀的"用外力使导线水平向右做匀速运动"#每次只

第'题图

有一根导线在导轨上&"而且每次外力做功的功率相同"则下
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运动得最快
#)&34运动得最快
#*&导线产生的感应电动势相等
#%&每秒钟产生的热量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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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图所示电路"两根光滑金属导轨"平行放置在倾角为%的斜面上"导轨下端接有电阻

8"导轨电阻不计"斜面处在竖直向上的匀强磁场中"电阻可略去不计的金属棒-.的质
量为C"受到沿斜面向上且与金属棒垂直的恒力'的作用"金属棒沿导轨匀速下滑"则
它在下滑?高度的过程中"以下说法中正确的是#!!&'
#(&作用在金属棒上各力的合力做功为零
#)&重力做功等于系统产生的电能
#*&金属棒克服安培力做功等于电阻8上产生的焦耳热
#%&金属棒克服恒力'做功等于电阻8上发出的焦耳热

第(题图
!!!!!

第!)题图

""+ 在如图所示的倾角为%的光滑斜面上"存在着两个磁感应强度大小均为,的匀强磁场"

区域!的磁场方向垂直斜面向上"区域"的磁场方向垂直斜面向下"磁场的宽度均为
;"一个质量为C!电阻为8!边长也为;的正方形导线框"由静止开始沿斜面下滑"当
-.边刚穿过HI 进入磁场!区时"恰好以速度#"做匀速直线运动(当-.边下滑到J/
与() 的中间位置时"线框又恰好以速度#$做匀速直线运动"从-.进入HI 到()
与J/的中间位置的过程中"线框的动能变化量大小为&&?"重力对线框做功大小为
K""安培力对线框做功大小为K$"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有#!!&'
#(&在下滑过程中"由于重力做正功"所以有#$ ##"

#)&从-.进入HI 到() 与J/的中间位置的过程中"机械能守恒
#*&从-.进入HI 到() 与J/ 的中间位置的过程"有 #K"E&&?&机械能转化为

电能

#%&从-.进入HI 到() 与J/ 的中间位置的过程中"线框动能的变化量大小为

&&? +K$@K"

四!计算题

""" 如图所示"宽度;+'<45的足够长金属导轨水平固定在磁感应强度,+'<76!范围足

够大的匀强磁场中"磁场方向垂直导轨平面向上'现用一平行于导轨的牵引力'牵引一
根质量C+'<$?C!电阻8+'<$$的金属棒-.由静止开始沿导轨向右运动"金属棒-.
始终与导轨接触良好且垂直"不计导轨电阻'#D+"'5-8$&问)
#"&若不计金属棒和金属导轨间的摩擦"金属棒达到稳定运动时速度#' +"5-8"则此
时牵引力'多大,

#$&若金属棒与导轨间的动摩擦因数&+'<""牵引力'+'<4+"则金属棒所能达到的
稳定速度#"为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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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金属棒与导轨间的动摩擦因数&+'<""牵引力的功率恒为/+"<$I"则金属棒
所能达到的稳定速度#$为多大,

#4&若金属棒与导轨间的动摩擦因数&+'<""金属棒在运动中达到某一速度##时"突
然撤去牵引力"从撤去牵引力到棒的速度为零时止"通过金属棒的电量为'<7*"电
流通过金属棒产生的热量为'<3E"则撤去牵引力时棒的速度##为多大,

第!!题图

""# 如图所示"两根足够长的光滑金属导轨()!/A间距为"+'<75"其电阻不计"两导轨
及其构成的平面均与水平面成#'.角'完全相同的两金属棒-.!5!分别垂直于导轨放
置"每棒两端都与导轨始终有良好接触"已知两棒的质量均为'<'$?C"电阻均为8+
'<"$"整个装置处在垂直于导轨平面向上的匀强磁场中"磁感应强度为,+'<$6"棒
-.在平行于导轨向上的力'作用下"沿导轨向上匀速运动"而棒5!恰好能保持静止'取

D+"'5-8$"问)
#"&通过5!棒的电流1是多少"方向如何,
#$&棒-.受到的力'多大,
##&棒5!每产生A +'<"E的热量"力'做的功K 是多少,

第!"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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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磁波的发现

一!填空题

"" 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的内容是)!!!!!!!!!!!!!!!!!!!!!!!!
!!!'

"# 电磁波是!!!!#填$横波%或$纵波%&'在电磁波中"每处的电场强度和磁感应强度
的方向总是!!!!"且与电磁波的传播方向!!!!'

"$ 木棍在水面振动会产生!!!!(说话时声带的振动在空气中形成!!!!(与此相
似"导线中电流的迅速变化会在空间激起!!!!"它虽然看不见!摸不到"但是它确实
可以为我们传递各种信息'

第$题图

"% 如图所示是一列电磁波的波形图"0!,间的距离为A7'5"

则该电磁波的波长为!!!!5"频率为!!!!<='
#电磁波的传播速度为#L"'35-8&

"& 下面列出一些医疗器械的名称和这些器械涉及的物理现

象'请将相应的字母填写在涉及这种现象的医疗器械后面的空格上'
#"&J光机!!!!(!!#$&紫外线灯!!!!(
##&理疗医用$神灯%照射伤口"可使伤口愈合得较好'这里的$神灯%是利用了!!!!'

#(&光的全反射 #)&紫外线具有很强的荧光作用
#*&紫外线具有杀菌消毒作用 #%&J射线的很强的贯穿力
#K&红外线具有显著的热作用 #L&红外线波长较长易发生衍射

二!单项选择题

"' 关于电磁波在真空中的传播速度"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频率越高"传播速度越大
#)&波长越长"传播速度越大
#*&电磁波的能量越大"传播速度越大
#%&电磁波在真空中的传播速度和电磁波的频率!波长!能量的大小无关

"( 对于声波!无线电波和红外线"以下说法中正确的是#!!&'

#(&都能在真空中传播 #)&都能发生反射
#*&都是电磁波家族中的成员 #%&都是本质上相同的波"只是频率不同

") 电磁波传播过程中"始终不变的物理量有#!!&'

#(&频率 #)&波长 #*&波速 #%&振幅

"* 关于微波的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微波具有反射性"但不能产生干涉现象
#)&微波是指波长为微米的电磁波
#*&微波炉是利用微波的热效应来加热食品的
#%&微波能沿地球表面传播很远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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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表面的温度约为>''',"主要发出可见光(人体温度约为#"',"主要发出红外线(

宇宙空间的温度约为M,"所发出的辐射称为$#,背景辐射%"它是宇宙大爆炸之初在
宇宙空间中保留下的余热'根据上述提供的信息"若要进行$#,背景辐射%的观测"应
该选择下列之一的哪一个波段, #!!&'
#(&无线电波 #)&紫外线
#*&J射线 #%&'射线

""" 下列关于电磁波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电磁波不能在真空中传播
#)&电磁波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为#L"'35-8
#*&手机靠电磁波传播信息
#%&电冰箱是利用电磁波来工作的

""# $嫦娥一号%卫星的微波探测仪可探测$月壤%发出的频率为#<'M<="A<3M<=""-<#7M<=和

#A<'M<=的微波'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微波属于电磁波
#)&微波是可见光
#*&这四种微波在真空中波长一样
#%&这四种微波在真空中传播速度不同

""$$''3年-月$A日"我国神舟七号飞船航天员翟志刚首次实现了中国航天员在太空的舱

第!#题图

外活动#如图所示&"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取得了圆满
成功"这是我国航天发展史上的又一里程碑'舱外的航
天员与舱内的航天员近在咫尺"但要进行对话"一般需
要利用#!!&'
#(&紫外线
#)&无线电波
#*&'射线
#%&J射线

""% 根据电磁波谱从下列选项中选出电磁波的范围相互交错重叠且频率顺序由高到低排列

的情况#!!&'
#(&伦琴射线!紫外线!可见光 #)&伦琴射线!紫外线!红外线
#*&紫外线!红外线!可见光 #%&无线电波!红外线!紫外线

""& J射线#!!&'
#(&不是电磁波 #)&具有反射和折射的特性
#*&只能在介质中传播 #%&不能发生干涉和衍射

""' 关于生活中遇到的各种波"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电磁波可以传递信息"声波不能传递信息
#)&手机在通话时涉及的波既有电磁波又有声波
#*&太阳光中的可见光和医院$)超%中的超声波传递速度相同
#%&遥控器发出的红外线波长和医院*6中的J射线波长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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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项选择题

""( 电磁波与声波比较#!!&'
#(&电磁波的传播不需要介质"声波的传播需要介质
#)&由空气传入水中"电磁波速度变小"声波速度变大
#*&由空气传入水中"电磁波波长变小"声波波长变大
#%&电磁波和声波在介质中的传播速度"都是由介质决定的"与频率无关'

"") 关于光纤通信"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载有信息的激光在光纤的内壁上不断发生折射"把信息从光纤的一端传到了另

一端

#)&用于通信的激光是在空气中传播的
#*&光在光纤中的传播是依据全反射原理
#%&光纤通信要比短波!微波通信容量高出百万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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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感应单元测试

一!填空题#每题$分"共!"分&

"" 如图所示的矩形导线框的一边穿过磁场"当外力拉动线框向左运动时"线框中感应电流
的方向是!!!!(若导线框固定不动"向右移动磁铁"则线框中感应电流的方向是

!!!!'

"# 电磁流量计如图所示"用非磁性材料做成的圆管道"外加一垂直于管道的匀强磁场'当
管道中导电液体流过此区域时"测出管壁上-!.两点间的电动势为""就可知道管中液
体的流量A"即单位时间内流过管道横截面的液体体积#5#-8&'已知管道直径为%"磁
场的磁感应强度为,"则A与"间的关系为!!!!'

第!题图
!!

第"题图
!!

第#题图

"$ 如图所示"相距为;的两条足够长的光滑平行金属导轨与水平面的夹角为%"上端接有
定值电阻"匀强磁场垂直于导轨平面"磁感应强度为,'将质量为C的导体棒由静止释
放"当速度达到#时开始匀速运动"此时对导体棒施加一平行于导轨向下的拉力"并保
持拉力的功率为/"导体棒最终以$#的速度匀速运动'导体棒始终与导轨垂直且接触
良好"不计导轨和导体棒的电阻"重力加速度为D"则功率/:!!!!(当导体棒速度
达到#-$时加速度为-:!!!!'

二!单项选择题#每题$分"共!*分&

第$题图

"% 如图所示"线圈由位置0开始下落"如果在磁场中受到磁场力总
小于重力"则它通过0!,!$!%四个位置时#,!%位置恰使线
圈面积有一半在磁场中&"加速度的关系为#!!&'
#(&-0 #-, #-$ #-%

#)&-0 +-$ #-, #-%

#*&-0 +-$ #-% #-,

#%&-0 +-$ #-, +-%

"& 吉他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众多音乐爱好者"电吉他与普通吉他
不同的地方是它的琴弦下面安装了一种叫做$拾音器%的装置"能
将琴弦的振动转化为电信号"电信号经扩音器放大"再经过扬声器就能播出优美音乐
声'如图所示是拾音器的结构示意图"多匝线圈置于永久磁铁与钢制的琴弦#电吉他不
能使用尼龙弦&之间"当弦沿着线圈振动时"线圈中就会产生感应电流'关于感应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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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题图

以下说法中正确的是#!!&'
#(&琴弦振动时"线圈中产生的感应电流是恒定的
#)&琴弦振动时"线圈中产生的感应电流大小变化"方向

不变

#*&琴弦振动时"线圈中产生的感应电流大小不变"方向
变化

#%&琴弦振动时"线圈中产生的感应电流大小和方向都
会发生变化

"' 如图所示"固定的水平长直导线中通有电流1"矩形线框与导线在同一竖直平面内"且一
边与导线平行'线框由静止释放"在下落过程中#!!&'
#(&穿过线框的磁通量保持不变 #)&线框中感应电流方向保持不变
#*&线框所受安培力的合力为零 #%&线框的机械能不断增大

第*题图
!!!!!

第&题图

"( 如图所示"在光滑水平桌面上有一边长为;!电阻为8的正方形导线框(在导线框右侧
有一宽度为!#!#;&的条形匀强磁场区域"磁场的边界与导线框的一边平行"磁场方
向竖直向下'导线框以某一初速度向右运动'*+'时导线框的右边恰与磁场的左边界
重合"随后导线框进入并通过磁场区域'下列# *图象中"可能正确描述上述过程的
是#!!&'

第'题图

") 在光滑水平面上"边长为;的正方形导线框-.5!在水平拉力作
用下"以恒定的速度#'从匀强磁场的左区,"完全拉进右区,$'
在该过程中"导线框-.5!始终与磁场的边界平行'," +,$"方
向垂直线框向下"中间有宽度为;-$的无磁场区域"如图所示'
规定线框中逆时针方向为感应电流的正方向'从-.边刚好出磁
场左区域,"开始计时"到5!边刚好进入磁场右区域,$为止"
下面四个线框中感应电流G随时间*变化的关系图象中正确的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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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项选择题#每题%分"共"%分&

"* 在物理学发展过程中"观测!实验!假说和逻辑推理等方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下列叙
述中符合史实的是#!!&'
#(&奥斯特在实验中观察到电流的磁效应"该效应揭示了电和磁之间存在联系
#)&安培根据通电螺线管的磁场和条形磁铁的磁场的相似性"提出了分子电流假说
#*&法拉第在实验中观察到"在通有恒定电流的静止导线附近的固定导线圈中"会出现

感应电流

#%&楞次在分析了许多实验事实后提出"感应电流应具有这样的方向"即感应电流的磁
场总要阻碍引起感应电流的磁通量的变化

""+ 如图所示"在光滑水平桌面上"两相同的矩形刚性小线圈分别叠放在固定的绝缘矩形金
属框的左右两边上"且每个小线圈都各有一半面积在金属框内"在金属框接通逆时针方
向电流的瞬间#!!&'
#(&两小线圈会有相互靠拢的趋势
#)&两小线圈会有相互远离的趋势
#*&两小线圈中感应电流都沿顺时针方向
#%&左边小线圈中感应电流沿顺时针方向"右边小线圈中感应电流沿逆时针方向

第!)题图
!!!!!

第!!题图

""" 如图所示"磁场垂直于纸面"磁感应强度在竖直方向均匀分布"水平方向非均匀分布'

一铜制圆环用丝线悬挂于2点"将圆环拉至位置-后无初速释放"在圆环从-摆向.
的过程中#!!&'
#(&感应电流方向先逆时针后顺时针再逆时针
#)&感应电流方向一直是逆时针
#*&安培力方向始终与速度方向相反
#%&安培力方向始终沿水平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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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题图

""# 如图所示"两固定的竖直光滑金属导轨足够长且电阻不计'两质
量!长度均相同的导体棒5!!"置于边界水平的匀强磁场上方同
一高度?处'磁场宽为#?"方向与导轨平面垂直'先由静止释
放5"5刚进入磁场即匀速运动"此时再由静止释放!"两导体棒
与导轨始终保持良好接触'用-5表示5的加速度"&?!表示!的
动能":5!:! 分别表示5!!相对释放点的位移'下图中正确的
是#!!&'

四!实验题#每个小题"分"共!"分&

第!#题图

""$ 为判断线圈绕向"可将灵敏电流计M与线圈;连接"如图所
示'已知线圈由-端开始绕至.端(当电流从电流计M左端
流入时"指针向左偏转'
#"&将磁铁+极向下从线圈上方竖直插入;时"发现指针向
左偏转'俯视线圈"其绕向为!!!!#填$顺时针%或
$逆时针%&'

#$&当条形磁铁从图中的虚线位置向右远离;时"指针向右
偏转'俯视线圈"其绕向为!!!!#填$顺时针%或$逆
时针%&'

""% 在研究电磁感应现象的实验中)

#"&请在图#0&所示的器材中"用实线代替导线连接实物电路'

#0&
!!

#1&

第!$题图

#$&已知电流从左侧流入灵敏电流计则指针向左偏'若原线圈中磁感应强度方向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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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将原线圈放入副线圈后闭合电键"发现灵敏电流计指针向左偏"则副线圈应选
图#1&中的!!!!#选填$甲%或$乙%&线圈'

##&某次实验中"正确连接电路后将原线圈放入副线圈'闭合电键时发现灵敏电流计
指针无偏转"然后移动变阻器滑片发现指针有偏转"则可能的故障是!!!!!!
!!!!'

#4&正确连接电路后"通过特殊的方法使滑动变阻器电阻随时间均匀减小'在电阻均
匀减小的过程中"灵敏电流计的指针偏转幅度的变化情况是#!!&'
#(&稳定不变 #)&逐渐增大 #*&逐渐减小 #%&先减小后增大

五!论述题#共"%分&

""& 导体切割磁感线的运动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来认识'如图所示"固定于水平面
上的;形导线框处于竖直向下的匀强磁场中"金属直导线()在与其垂直的水平恒力
'作用下"在导线框上以速度#做匀速运动"速度#与恒力'的方向相同)导线()始
终与导线框形成闭合电路'已知导线()电阻为8"其长度"恰好等于平行轨道间距"
磁场的磁感应强度为,'忽略摩擦阻力和导线框的电阻'通过公式推导验证)在&*时
间内"'对导线() 所做的功K 等于电路获得的电能K7"也等于导线()中产生的焦
耳热A'

第!%题图

""' 如图所示"两根相距"+'<45!电阻不计的平行光滑金属导轨水平放置"一端与阻值

8+'<"7$的电阻相连'导轨:#'一侧存在沿:方向均匀增大的稳恒磁场"其方向与
导轨平面垂直"变化率N+'<76-5":+'处磁场的磁感应强度,'+'<76'一根质量
C+'<"?C!电阻=+'<'7$的金属棒置于导轨上"并与导轨垂直'棒在外力作用下从
:+'处以初速度#'+$5-8沿导轨向右运动"运动过程中电阻上消耗的功率不变'求)
#"&回路中的电流(
#$&金属棒在:+$5处的速度(
##&金属棒从:+'运动到:+$5过程中安培力做功的大小(
#4&金属棒从:+'运动到:+$5过程中外力的平均功率'

第!*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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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图#0&所示"匀强磁场的磁感应强度,为'<76"其方向垂直于倾角%为#'.的斜面向
上'绝缘斜面上固定有$(%形状的光滑金属导轨(/)#电阻忽略不计&"(/和)/ 长
度均为$<75'()连线水平"长为#5'以()的中点2为原点!2/为:轴建立一
坐标系2:'一根粗细均匀的金属杆$%"长度!为#5"质量C为"?C"电阻8为
'<#$"在拉力'的作用下"从()处以恒定的速度#+"5-8在导轨上沿:轴正向运动
#金属杆与导轨接触良好&'D取"'5-8$'
#"&求金属杆$% 运动过程中产生的感应电动势&及运动到:+'<35电势差>$%(
#$&推导金属杆$%从() 处运动到/点过程中拉力'与位置坐标:的关系式"并在
图#1&中画出' :关系图象(

##&求金属杆$%从() 处运动到/点的全过程产生的焦耳热'

第!&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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