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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三三土对201 7年新课标lI卷物理试题第23题的赏析

侯海军，任 杰

阜阳市第三中学，安徽阜阳236006

摘 要：2017年新课标Ⅱ卷物理试题的主要特征是：严格遵循考纲。注重基础，忠于教材，以基础知识为考查重点，

命题方向较为稳定．考查的知识分布均衡，很好地体现了对学生物理科学素养的考查，特别是体现了高中新课程探究性

学习的理念和联系实际生活的理念．对中学物理教学起到很好的导向作用。第23题最能反映整套试题的特点，笔者从试

题解析、试题特点、试题延伸及教学启示等方面对2017年全国Ⅱ卷物理试题第23题进行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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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新课标Ⅱ卷物理试题的主要特征是：

严格遵循考纲，注重基础．忠于教材，以基础知识为

考查重点。命题方向较为稳定，考查的知识分布均

衡，很好地体现了对学生物理科学素养的考查；特

别是体现了高中新课程探究性学习的理念和联系

实际生活的理念．对中学物理教学起到很好的导向

作用。其中，第23题最能反映整套试题的特点，现笔

者从试题解析、试题特点、试题延伸及教学启示等

方面对2017年全国Ⅱ卷物理试题第23题进行赏析。

1 原题呈现

某同学利用如图1(a)所示的电路测量一微

安表(量程为100斗A，内阻大约为2 500 Q)的内

阻。可使用的器材有：两个滑动变阻器尺，、R：(其

中一个阻值为20 n，另一个阻值为2 000 Q)；电

阻箱尺：(最大阻值为99 999．9 Q)；电源E(电动

势约为1．5 V)；单刀双掷开关Sl和S2。C、D分别

为两个滑动变阻器的滑片。

(1)按原理图1(a)将图1(b)中的实物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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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电路图

(2)完成下列填空：

①RI的阻值为——Q；(填“20”或“2 000”)

②为了保护微安表，开始时将R。的滑片c

滑到接近图1(a)中的滑动变阻器的 端(填

“左”或“右”)对应的位置；将R：的滑片D置于中

间位置附近：

③将电阻箱兄的阻值置于2 500．0 Q，接通

S，。将R。的滑片置于适当位置，再反复调节尺：的

滑片D的位置、最终使得接通S：前后，微安表的

示数保持不变，这说明S：接通前B与D所在位

置的电势 ；(填“相等”或“不相等”)

④将电阻箱尼和微安表位置对调，其他条

件保持不变，发现将R：的阻值置于2 601．0 Q时，

在接通S：前后，微安表的示数也保持不变。待测

微安表的内阻为 Q(结果保留到个位)。

(3)写出—条提高测量微安表内阻精度的建议。

2 试题解析

(1)实物连线如图2。

图2实物电路图

(2)①滑动变阻器R。要接成分压电路，则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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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阻值较小的20 Q的滑动变阻器：

②为了保护微安表，开始时将尺，的滑片C

滑到接近图1(a)中滑动变阻器的左端对应的位置；

③将电阻箱R：的阻值置于2 500．0 1"／，接通

S．；将尺．的滑片置于适当位置，再反复调节R：的

滑片D的位置；最终使得接通S：前后，微安表的

示数保持不变，这说明S：接通前后在BD中无电

流流过，可知B与D所在位置的电势相等；

④设滑片D两侧电阻分别为R：。和R笠，因日
D n

与D所在位置的电势相等，可知：菩=譬；同
n2l ／1122

n D

理，当R。和微安表对调时，仍有：譬=警；联立
“21 ^22

两式得：RA-、／RzlR丑=x／2 500x2 601 Q_2 550 Q；

(3)为了提高测量精度，调节R，上的分压，

尽可能使微安表接近满量程。

3 试题特点

电学实验题是全国卷高考必考的题目．电阻

的测量是电学实验的重要实验之一。通过分析发

现，本实验题具有以下特点。

3．1 注重基础性．考查必备知识

本实验通过考查基本仪器(滑动变阻器、电

阻箱)、基本电路(分压式电路)、基本方法(电桥

法测电阻)、电路基本知识(串并联电路、电势概

念等)以及基本实验技能等方面考查学生必备的

物理知识。

3．2 注重合适的区分度和难度．有助于人才选拔

本实验的实物图连接，两个滑动变阻器的使

用，实验原理的分析，电桥知识的理解程度以及对

运算结果的处理，都给本题造成了难度，适当地

增加了题目的区分度．体现出高考试题的选拔性。

3．3 注重探究性和开放性，考查考生的创新意识

本实验是源于电桥法测电阻的创新型探究

实验，将原有灵敏电流计改变位置，将下面支路

的两个电阻用滑动变阻器代替。并在实验原理上

进行改进。本题第(3)问的设置，具有开放性，让

学生利用必备的知识、方法和能力寻求解决方案，

彰显出试题的开放性和创新性，考查学生的创新

精神和创新意识。

3．4 注重综合性。考查学生的五大能力

本题从审题到实验步骤的理解和认识，都要

求学生具有较强的理解能力和推理能力。确定利

用电势相等的“电桥法”测电阻的实验原理及实

验结果的处理．体现出分析综合能力与应用数学

解决物理问题的能力．实验的基本操作、注意事

项、实物图连接和提出建议都要求学生有很强的

实验能力。细细品味．发现五大能力在本题解题

的过程中又相互渗透。

3．5 注重核心素养．引导教学方向

通过解题过程可以发现，本题要求学生对物

理观念要把握准确，科学思维要掌握清晰，实验

探究要熟练灵活。物理观念、科学思维、实验探究

及科学态度与责任是物理学科核心素养的四大

方面。核心素养也是下一轮课改的重要方向。所

以。本题在引导高中教师和学生要重视核心素养

的培养与提升。

4 试题延伸

电桥法测电阻是高中物理实验教学中非常

重要的一种方法，对本实验的研究和分析可以将

本实验进行延伸和拓展。

4．1 原型追踪

例1(2013·安徽卷·19)用图3所示的电路

可以测量电阻的阻值。图中尺，是待测电阻，尺。是

定值，延堤灵敏度很高的电流表，MN是一段均
匀的电阻丝。闭合开关，改变滑动头P的位置，当

通过电流表@的电流为零时，测得MP=l。，PN=
Z：，则见的阻值为( )

图3电轿电路

九}风 8’奇风‘’ ‘1T‘，

G斧风 n街风‘1 ‘1T‘，

解析利用基础的平衡电桥及电阻定律得：

惫=誓=丁Iz删肛等‰c选项正确。
评析2013年安徽高考以选择题的形式考

查了电桥法测电阻的实验原理，今年23题对

2013年的考题进行改进和创新，并以实验题的

形式呈现，不局限于考查原理，更体现综合性及

对实验能力的要求。

4．2 拓展变式

例2某同学利用有一定内阻的毫安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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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0～3 mA)测定一节干电池的电动势E和内阻

r。使用的器材还包括两个电阻箱R和尺。，两个

定值电阻R。=15．0 Q和R：=4．5 Q，开关两个，导

线若干。实验原理图如图4甲所示。

(1)在图4乙的实物图中，已正确连接了部

分电路，请用笔画线代替导线完成余下电路的连接。

甲 乙

图4电路图

(2)请完成下列主要实验步骤：

①调节电阻箱R到最大值，闭合开关S。和

S：，调节电阻箱R使毫安表的示数大约为2 mA；

②调节电阻箱R。，直至在反复断开、闭合开

关S：时，毫安表的指针始终停在某一示数时，读

得此时电阻箱R。的电阻为3．0 Q，则毫安表的内

阻RA= Q；

③保持开关s。和s：闭合，且保持电阻箱R。

的阻值不变，不断调节电阻箱尺，读出其阻值R

和对应的毫安表的示数，；

④根据实验数据描点，绘出的了1一R图像如
』图5所示，则该电池的电动势E=——V，内

阻为1-=——Q。
解析(1)实物图连接如图6所示：

图5丁1一尺曲线

sl T
图6实物连线图

(2)田-j-．征及夏断升、刚笛升天S2盯，耄女

表的指针始终停在某一示数，可知此时开关S：

两端电势相等，可知：百Ri=可R2，解得RA=10．0 Q。

根据闭合电路欧姆定律可知：

E=I(R。+尺。)+[』瓣+，](R+r)
化简得}=砉n寺r+孚

由图像可知斜率k=1．1，截距b=14。

令Ij}=砉'6-砉r+孚，
解得E=I．5 V：r=-4．8 Q。

评析对电桥法测电阻的原理进行改进。创

新地使用同一实验装置．只需进行简单操作即可

测电阻；又能实现测电源电动势和内阻。将两个

重要电学实验完美结合．解题时需用到两个实验

的基本知识、思想和方法，要求学生具有更强的

分析综合能力和实验能力。并有较强的数学运算

和数形结合能力才能准确解答本题。

5 教学启示

5．1 关注基础．提升综合性

对2017年全国卷研究及本题的分析可以看

出，高考一直都重视物理基本知识、基本方法及

学生的基本能力，基本观念的培养和掌握程度，

如基本仪器的使用方法，基本测量电路的认识、

基本数据处理方法及基本电路知识等。在区分度

比较明显的题目中，将大量基础知识融合一起，

增加题目的综合性。教学中应对基本知识点、方

法做到扎实、熟练、灵活。

5．2 关注学生能力的培养

高考重点考查学生的五大能力，教学中无论

是新授课、习题课、复习课及实验课，教师都应把

握好时机，采取适当的方式培养和提升学生的五

大能力。

5．3 关注同类题型的归纳和整理

教学中对重要的方法和重要的题型，建议采

取“多题归一”的方式进行整理和归纳．这样学生

便能掌握通式通法．理解也更加深刻，并适当对

题目进行追本溯源或改进创新。

5．4 关注数学工具在物理教学中的重要地位

数学工具在物理中有数学运算、数形结合、

极值求解、几何关系等。从本题的数据处理和整

套全国卷可以看出，高考试题对数学运算的要求

有增不减。所以，在教学中教师应更加关注数学

运算及数学方法在物理中的应用，务必培养学生

应用数学解决物理问题的能力。

5．5 关注物理核心素养

核心素养是学科教育的主流方向，高考作为

风向标，一定会在以后的高考中加大对核心素养

的体现和考查。所以，教师应在日常教学中处处

培养和提升学生的物理核心素养。

(栏目编辑 陈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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