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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态变化简答题专题

1、 夏天，冰淇淋从冰箱取出来后不久，其包装纸表面会变湿，这是为什么？把装水的玻璃

瓶密封后放入冰箱的冷冻段时间。玻璃容易破裂，这又是为什么？请用学过的物理知识解释

这两个现象。

(1)夏天，冰淇淋从冰箱取出来后不久，其包装纸表面会变湿，是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到温

度低的冰淇淋包装纸，在其表面液化为小水滴。(2)把装水的玻璃瓶密封后放入冰箱的冷冻段

时间，玻璃容易破裂，是由于水凝固后体积变大，将玻璃涨破。

2、 农谚说：“下雪不冷化雪冷”，请你用简短的语言说明“化雪冷”其中的物理道理？

化雪是熔化过程，熔化是吸热过程，从周围的空气吸热，导致空气温度降低，使人体感

到冷。

3、深秋，为避免树上的桔子在夜间气温骤降时被冻伤，果农经常在傍晚给桔子树喷水．虽然

水在夜间结了冰，但桔子却没被冻伤，这是为什么？

夜间气温骤降时，水降温直至凝固成冰，放出热量，使温度不会降得太低，所以没有冻

坏桔子．

4、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热疗已走进我们的生活，如家里的“热敷”。市面上的“足疗”、体

育场上的“蜡浴”，其中“蜡浴”就是将熔化的蜡用刷子刷在肿胀部位，一段时间后，肿胀消失，

疼痛减轻。请问“蜡浴”运用了什么物理原理？

熔化的蜡用刷子刷在肿胀部位会发生凝固现象，凝固是一个放热过程，人体吸热后，加

快血液流动。

5、 炎热的夏天，要将汽水冷却，用质量相等的 0℃的水或者 0℃的冰，哪种效果更好？为什

么？

0℃的冰熔化成 0℃的水时，需要向周围吸收热量，从而会降低周围的温度，更利于冷却

食物，所以 0℃的冰效果会更好．

6、 夏天吃冰棒感到凉快，扇扇子也感到凉快，试分析这两种凉快的原因．

（1）“夏天吃冰棒觉得凉快”，是利用了冰棒的熔化吸热；所以觉得凉快；

（2）“扇扇子感到凉快”，因为扇扇子，可以加快空气的流动速度使汗液蒸发加快，蒸发

时从身体吸热，带走一部分热量，所以感到凉快．

7、 在北方的冬天，为了防止菜冻坏，就在菜窖里放几桶水，为什么？

因为北方的冬天气温低，在菜窖里放几桶水就是利用凝固时放热，使菜窖内温度不致太

低，菜不致冻坏．所以就在菜窖里放几桶水．

8、 一把一段长约 5cm的蜡烛，粘牢在一个碗底，然后把水装入碗内，使水面刚好到蜡烛的

边缘，然后点燃蜡烛，试说明你观察到的现象，并解释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

点燃蜡烛后，过一会蜡烛会烧到水面以下，这时蜡烛呈四周的壁很薄的漏斗状。出现

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蜡烛燃烧后，烛芯四周的蜡熔化，当熔化到四周只剩很薄的一层蜡时，热

从蜡层传递到水，使这层蜡达不到熔化的温度，因而呈漏斗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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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豆腐本来是光滑细嫩的（如图 3 甲所示），经冰冻再解冻以后，会出现许多小孔，成为

美味的“冻豆腐”（如图 3 乙所示）请你说明“冻豆腐”中产生许多小孔的道理。

( l ）水结冰后，体积会变大。（ 2 ）豆腐中含有水，冰冻以后，豆腐中的小冰块把

整块豆腐挤压成蜂窝形状。（ 3 ）待冰熔化成水后，就留下了许多孔洞。

10、 端午节，小承和小冬帮妈妈煮粽子。煮粽子的水烧开后，小承认为要继续将火烧得很旺，

使锅内水剧烈沸腾，这样会很快将粽子煮熟；小冬则认为，水沸腾后应改用小火，盖上锅盖，

让锅内水微微沸腾，同样能很快将粽子煮熟。你认为谁的想法更合理？请写出理由。

小冬的想法更合理。因为水沸腾后，继续加热，不论大火还是小火，只要能保持水沸

腾，水的温度都相同且不变，而且小火烧还能节约能源。

11、 运动员滑冰时，冰刀下面会出现一层水。这层水象润滑油一样，使运动员能快速滑冰。

在冰刀离开后，水又能快速结成冰。关于水的出现，请你提出一个合理的猜想。

冰在压强变大时熔点会降低，在压强变小时熔点会升高。

12、 如图所示，甲杯中是热水，乙杯中是常温的凉水，我们会看到甲杯中的水“冒热气”，而

乙杯中的水“不冒热气”，请你回答“冒热气”是什么物理现象？用学过的物理知识解释热水“冒
热气”和凉水“不冒热气”的原因。

“冒热气”是液化现象。（或先蒸发后液化）热水杯中蒸发出高温水蒸气遇到低温的空气，

液化成小水珠，就是看到的“热气”。而凉水杯中蒸发的水蒸气与室温相同，不能液化成小水

珠，所以看不到“冒热气”。
13、 用铁壶烧水时，用猛火加热，即使水沸腾了铁壶也不会被烧红，但如果水烧干了，铁壶

的温度上升很快，而且会很快被烧红，为什么？

水沸腾时吸热但温度不变，所以铁壶不会被烧红，如果水烧干了，没有水吸收铁壶的热，

所以铁壶的温度上升很快。

14、寒冷的冬季，我们能够看到呼出的“白气”，而炎热的夏天却看不到，请解释这是为什么？

因为冬天温度较低，呼出的水蒸气遇冷后迅速液化成小水珠，能够被看到。而炎热的夏

天，温度较高，呼出的水蒸气不能液化，所以看不到“白气”。
15、 夏天，盛一盆水，在盆里放两块高出水面的砖头，砖头上搁一只比盆小一点的篮子，篮

子里有剩饭、剩菜，再把一个纱布袋罩在篮子上，使袋口的边缘浸入水里（如图所示），就

做成了一个“简易冰箱”，即使经过一天时间，里面的饭菜也不会变质．你能分析其中的道理

吗?

由整个装置的结构特点可知，它是借助了蒸发致冷来使给食物降温的，使饭菜温度降低，

防止饭菜变质．

16、 为了确定方向，可以把手臂浸入水中，然后向上举起，手臂的哪一面感到凉，风就是从

哪一面吹来的。

⑴用学过的物理知识对上述现象进行简单解释。

⑵举出一个与上述现象相同原理的实际例子。

⑴水蒸发吸热致冷，迎风一侧空气流速快，蒸发快，致冷更明显；⑵只要是由于空气流

通影响蒸发快慢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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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我们同学在医院打针时，护士都要先用酒精棉球在皮肤上消毒，皮肤擦拭酒精后会感

觉到凉凉的，这是为什么？

答：用酒精棉球擦皮肤，皮肤表面的酒精很快消失，由液态变成了气态，这个变化属于汽

化中的蒸发；蒸发吸热，有致冷作用，因此病人会感觉到擦酒精的地方比较凉爽。

18、 把一支温度计的玻璃泡在酒精里蘸一下,再拿出来,用扇子扇一扇,温度计的示数有什么变

化?如果温度计玻璃泡不涂酒精,温度计的示数会变化吗?这是为什么?
温度计示数先降低后升高直至达到室温。 不会,因为没有液体蒸发吸热。

19、 冬天，小红在洗漱间的水盆中放热水，洗漱间中平面镜的镜面变“模糊”了，她在镜前看

不到自己在镜中的像。请分析说明镜面变“模糊”及看不到像的原因。

热水蒸发，产生大量的水蒸气，水蒸气遇到冷的镜面发生液化现象形成小水珠，附着在镜面

上，所以镜面模糊。来自小红身上的反射光，射到镜面的小水珠上发生反射和折射，光路杂

乱，所以小红看不到自己的像

20、 据报道，国外有人利用水的沸点与压强的关系，设计了一种“真空洗衣机”．它不需要洗

衣粉就能使常温的水产生大量的气泡，从而达到洗涤的效果．你认为这则报道真实吗？理由

是什么？

真实．

液体的沸点与液体上方的其他压强有关，液体上方气体压强越大，液体沸点越高；反之，

沸点越低．所以当洗衣机内的气体压强减小后，常温下也可以让水沸腾，产生气泡，达到洗

涤的效果．

21、 夏天从冰箱冷藏室中取出一个鸡蛋放一会儿，蛋壳表面会变湿；马上用干毛巾擦，却

擦不干；过一会儿，不用擦蛋壳表面也会变干．请解释以上现象．

从冰箱中取出的鸡蛋，温度是比较低的，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到比较冷的鸡蛋受冷就会液化，

形成小水珠附着在鸡蛋上，所以鸡蛋变湿，发生了液化现象；过一会鸡蛋变干，是因为鸡蛋

上的小水珠汽化变为了水蒸气，消散在空气中去了，属于汽化现象．

22、 寒假的某一天，小洁随爸爸一起外出，突然发现汽车的前窗玻璃蒙上一层雾气，前方道

路看不太清楚．小洁正担心行车安全时，只见爸爸打开空调开关，对着玻璃吹暖风，不一会

儿玻璃上的雾气就消失了．请你应用物理知识解释雾气的产生及消除过程．

前窗玻璃上的雾气是由于车内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到温度较低的玻璃，放出热量液化形成小

水珠；对着车窗玻璃吹暖风，可使小水珠吸热加速蒸发成水蒸气，车窗玻璃就清晰了．

23、 炎热的夏天，小明在家长的陪同下去游泳池游泳．他刚从水中出来时，恰好一阵风吹过，

感觉特别冷（如图所示）．请用学过的物理知识解释其中的道理．

当小明刚从水中出来时，身上的水分会蒸发，蒸发吸热，当有一阵风吹来时，加快了水

分的蒸发，所以冷的感觉就会更加明显．

24、 为了尽快晾干湿衣服，人们常把衣服摊开后挂在通风、向阳的地方，请用物理知识解释

其中的道理．

影响蒸发快慢的因素有液体的表面积、液体的温度、液体表面空气流动的速度．有阳光

的地方可以提高液体的温度，将衣服摊开是增加了液体的表面积，通风可以加快空气的流动，

这些都可以加快蒸发，使衣服尽快变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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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晒粮食的时候，为什么要把粮食放在向阳的地方，并且要把粮食摊开?
因为温度越高，液体表面积越大，液体蒸发的越快。把粮食放在向阳的地方，是为了提高

粮食的温度，把粮食摊开，是为了增大表面积，都可以加快水分的蒸发，使粮食快干。

26、 杀虫喷雾用一段时间器身会变凉，为什么?
当用力按下按钮时，罐口处气压降低，罐内液体迅速汽化喷射出来，由于汽化吸热，罐内

液体的内能减少，温度会减低，因此一段时间后会变凉。

27、 “炖”菜是鸡西人喜欢的一道美食，最好的“炖”菜是应用煮食法，即把汤料和水置于炖盅

内，而炖盅则 浸没在大煲的水中，并用蒸架把盅和煲底隔离，如图所示，当煲中的水沸腾后，

盅内的汤水是否能沸腾?为什么?(设汤水的沸点与水的沸点相同)

27、 (1)、不会

(2)、液体沸腾需要两个条件：达到沸点继续吸热

(3)当煲中的水达到沸点后，盅内的汤水也达到沸点，汤水如果腾需继续吸热，但由于煲中的

水和盅内的汤水温度相同，不会发生热传递，所以盅内的汤水不会沸腾。

28、 在沙漠中的仙人掌的叶子呈针状有什么作用?
沙漠中的仙人掌的针状叶子减小了表面积,可防止体内水分蒸发过快,有利于仙人掌在沙漠

中的生存.
29、 医生给病人检查时，常把一把小镜子在酒精灯上烧一烧，然后再放入病人的口腔，为什

么?
这样做的目的是提高小镜子的温度,避免口腔中的水蒸气在镜面上遇冷而液化成小水珠附

着在镜面上,使平面镜成像模糊.
30、 舞台上经常用喷洒干冰(固体二氧化碳)的方法制造白雾以渲染气氛，你知道其中的道理

吗?
干冰是固态二氧化碳，在空气中干冰升华使周围的环境温度降低，使其中的水蒸气遇冷液

化成小水珠，就形成了白雾。

31、 将气球吹大，用细绳把出口扎紧，用浸透酒精的棉花擦拭气球，然后给气球扇风或迎风

摆动气球，会观察到气球的体积明显缩小，请用物理知识解释．

用浸透酒精的棉球擦拭扎紧的气球，然后摆动气球或給气球扇风，会增大酒精上方空气流

动的速度，从而使酒精的蒸发加快，而蒸发需要从周围吸热，使气球内空气的温度降低，密

度变大，导致气球的体积缩小．

32、 夏天，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冰棍上面挂有一层白花花的“粉”；剥去包装纸，冰棍周围冒

“白烟”；当把冰棍放在玻璃杯里时，玻璃杯外壁出“汗”，请解释其中的“粉”“白烟”和“汗”各是

怎样形成的？

(1)冰棒上粘着“白花花的粉”，是由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到温度较低的冰棍形成的小冰晶，

是凝华现象；

(2)冰棒上冒“白烟”，是由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到温度较低的冰棒凝结而成的小水滴，是液

化现象；

(3)茶杯外壁“出汗”，是由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到温度较低的茶杯凝结而成的小水滴，属于

液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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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鸳鸯火锅”是用金属片将锅的内部空间隔成相等的两部分，一边放清汤卤，一边放红

汤卤，清汤和红汤的质量、主要成分以及初温几乎相同，但是清汤卤一侧液面没有油层，红

汤卤一侧液面有一层麻辣风味的油，如图 8所示。吃饭的人们可根据自己的喜好把食物放入

不同的汤料中进行烫涮。但小新注意到每次使用这种“鸳鸯火锅”吃烫涮食品时，总是红汤卤

一侧首先沸腾。最初，小新认为这是由于红汤卤一侧的火更大些，但观察发现，两边的火焰

相同。试分析为什么总是红汤卤一侧先沸腾。

（1）锅体两侧火焰相同，在相同时间内，汤料吸收的热量近似相同。（2）但由于红汤一

侧液面上方有一层油，使蒸发减慢，带走的热量较少。（3）两边汤料的质量、主要成分以及

初温度几乎相同，所以红汤温度升高得快，首先沸腾。

34、 油炸食品时，油锅中滴入水滴会发生爆裂声，并把热油溅起；沸水中滴入油滴却没有类

似的现象，解释产生这两种不同现象的原因。

油温比水的沸点高很多, 当水滴到油锅里,少量的水会很快被油加热超过沸点, 水会剧烈

汽化,体积迅速膨胀,产生爆炸现象, 沸水的温度远远低于油的沸点，油倒入沸水中油不会沸

腾，所以没有爆炸声。、

35、 如图 15所示，夏天我们吃冰棒时，会看到冰棒周围冒“白气”，且是下沉的，请解释“白
气”是怎样形成的？它为什么下沉？

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到冷的冰棒液化成小水珠，形成“白气”。
由于“白气”及冰棒周围冷空气的密度大于外界热空气的密度， 所以“白气”会下沉。

36、 在夏季闷热的夜晚，紧闭门窗，开启卧室空凋，由于室内外温差大，第二天早晨，玻璃

窗上常常会出现一层水雾。这层水雾是在室内一侧，还是在室外一侧?请写出你的猜想及你猜

想的依据。 我的猜想：呈在______________侧（选填“室内”或“室外”）。猜想的依据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室外 室外温度较高的水蒸汽遇到冷的玻璃，液化成小水滴

37、 病人发高烧时，人们常将一条湿毛巾搁在其额头上，请解释这样做的道理。

湿毛巾放在病人的额头,因为毛巾上的水蒸发吸收热量,所以毛巾的温度低于病人的温度,
所以吸收人体热量,有利于降温

38、 与厨房有关的两个词分别是“扬汤止沸”和“釜底抽薪”，这两个词个说明了什么道理？

前者是指把热水舀起一部分，然后再倒回去，由于这部分水要带走部分热量，放入锅里

时又要从锅里的水中吸收热量，使锅里的水暂时停止沸腾；后者则将灶里的燃料拿出，停止

热量供给，使锅里的水无法再吸收热量，从而停止沸腾。前者总是权益之计，不能从根本上

改决问题；后者则从根本上入手。

39、 用纸做的锅里装些水，放到火上加热，过一会儿水就沸腾了，而纸锅却不会着火，为什

么？

答：因为纸的着火点（183OC）比水的沸点（100OC）高，而水沸腾时保持 100 OC不变，

温度达不到纸的着火点，所以纸锅不会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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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在寒冷的冬天经常会看到窗花，如图所示，请问窗花出现在玻璃内侧还是外侧？请解释

这个现象。

冰花是室内温度较高的水蒸气，遇到温度低的玻璃，在其内表面凝华形成的小冰晶。

41、 灯泡用久了以后为什么会发黑？

灯泡中的钨丝在高温状态下发生升华现象，变成了钨蒸气；灯泡内的钨蒸气遇到温度

较低的灯泡内壁，发生了凝华现象，形成的固态钨附着在灯泡内壁上，所以用久的灯泡灯会

发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