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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 1：直线运动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1.匀变速直线运动的常用基本公式：

位移公式： ；速度公式： ；速度位移公式： ；

2.运动学图像问题

项目

图象
斜率 纵截距

图象与 t轴

所 围 的 面

积

特例

匀速

直线运动

匀变速

直线运动

x－t图象 速度 初位置 —
倾斜的

直线
抛物线

v－t图象 加速度 初速度 位移
与时间轴

平行的直线

倾斜的

直线

a－t图象 — —
速 度 变 化

量

与时间轴

重合

平行于

时间轴

的直线

考点 2：力与平衡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1.受力分析

①整体法：

研究内容：研究系统外的物体对系统整体的作用力或系统整体的加速度

方法：将加速度相同的几个物体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受力分析

②隔离法：

研究内容：研究系统内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力

方法：将研究对象与周围物体分隔开，单独进行受力分析

2.物体的平衡

①矢量三角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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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当物体所受三个力中，一个力为恒力，一个力方向不变时

方法：通过平移力，构成首尾顺次连接的矢量三角形，再进行判断

②解析法：

条件：当物体受多个力时

方法：正交分解，建立平衡方程，根据自变量的变化确定因变量的变化

考点 3：牛顿运动定律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1.动力学的两类基本问题

①由因推果——已知物体的受力情况，确定物体的运动情况.

②由果溯因——已知物体的运动情况，确定物体的受力情况.

桥梁：牛顿第二定律

2.超重和失重

(1)受力角度：向上的拉力(或支持力)大于重力时，物体处于超重状态，小于重力时处于

失重状态，等于零时处于完全失重状态.

(2)加速度角度：当物体具有向上的加速度时处于超重状态，具有向下的加速度时处于

失重状态，向下的加速度为重力加速度时处于完全失重状态.

运动情况 超重、失重 视重（ ）

不超重、不失重

的方向竖直向上 超重

的方向竖直向下 失重

的方向竖直向下 完全失重

考点 4：平抛运动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1.水平方向: ；竖直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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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速度的方向： ；合位移方向: ；则 tan =2tan ，

且任意时刻的瞬时速度方向的反向延长线一定通过此时水平位移的中点。

考点 5：圆周运动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1.匀速圆周运动的各物理量间的关系

2.向心力：①大小 ；②方向:总是沿半径指向圆心且时刻在变化,

即向心力是变力；

3.正确理解向心力:①在受力分析时不能说物体受到一个向心力；②向心力是变力；③向

心力不做功；

4.当 时物体做离心运动；当 时物体做向心运动。

考点 6：万有引力定律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1.万有引力公式： ；

2.地球对物体的万有引力近似等于物体的重力，即 从而得出 （黄

金代换，不考虑地球自转）。

3.在天体变轨的时候机械能守恒；

4.同步卫星：轨道平面，周期，角速度，高度，绕行方向一定；

5.绕地球做匀速圆周运动的卫星各个参量随轨道半径 r的变化情况如下：

①向心加速度 与 的平方成反比.

②线速度 与 的平方根成反比

③角速度 与 的三分之三次方成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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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周期 与 的二分之三次方成正比

考点 7：功能关系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1.动能定理：合外力做的功等于动能的增量。

2.重力势能的表达式：

；重力做功与重力势能变化的关系

3.机械能守恒定律：在只有重力或弹力做功的物体系统内，动能与势能可以相互转化，

而总的机械能保持不变。

考点 8：动量与碰撞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1.动量定理：物体所受合外力的冲量等于其动量的变化 ，也即 。

注意是矢量式，使用前选取正方向。

2.动量守恒定律表达式：

动量守恒条件：

①系统不受外力或所受外力合力为零.

②外力远小于内力.

③合外力在某方向上的分力为零，则系统在该方向上动量守恒.

3.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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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撞类型：弹性碰撞、非弹性碰撞、完全非弹性碰撞

碰撞原则：①动量守恒；②动能不增加；③碰撞后各物体运动状态的合理性。

考点 9：热力学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1.理想气体状态方程， ；

2.气体实验定律的关系：温度不变： （玻意耳定律）；体积不变：

（查理定律），压强不变： （盖－吕萨克定律）。

3.不同变化过程下的图像

过程
类别

图线
特点 举例

等温过程

p－V

pV＝CT（其中 C为恒量），即 pV之

积越大的等温线温度越高，线离原点

越远

p＝CT ，斜率 k＝CT，即斜率越大，

温度越高

等容过程 p－T
，斜率 ，即斜率越

大，体积越小

等压过程 V－T
，斜率 ，即斜率越

大，压强越小

4.热力学第一定律，表达式:W+Q=ΔU；

5.热力学第二定律说明热传递的过程是有方向性的；

考点 10：电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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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1.库仑定律 ，（适用于真空中点电荷）；

2.电场强度： ；

3.电场线的性质:①电场线是起始于正电荷（或无穷远处），终止于负电荷（或无穷远处）；

②电场线的疏密反映电场的强弱；③电场线不相交；④电场线不是真实存在的；⑤电场线不

一定是电荷运动轨迹；

4.电势：电场中某点的电势在数值上等于单位正电荷由该点移动到参考点（零电势点）

时，电场力所做的功。

5.电势差：电荷 q在电场中由一点 A移到另一点 B时，电场力所做的功WAB跟它的电

荷量 q的比值，叫作 A、B两点间的电势差。定义式为：

6.电势能

考点 11：带电粒子在电场运动及电容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1.加速： ；

2.偏转：类平抛

3.电容：定义式: ,决定式： ，①充电后与电池两极相连 U

恒定；②充电后与电池两极断开 Q恒定。

考点 12：安培力和洛伦兹力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1.安培力大小 ，F与 B,F与 I垂直；

2.洛伦兹力的大小 （磁场中静止的电荷不受洛伦兹力作用）；

3.带电粒子在磁场中的运动规律：匀速圆周运动①轨道半径公式： ；②周期公



国考教师资格证 物理学科

乘华图翅膀 圆教师梦想8

式: （注意运动轨迹的对称性）。

考点 13：电磁感应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1.产生感应电流的条件:穿过闭合电路的磁通量发生变化；

2.楞次定律:感应电流的磁场，总是阻碍引起感应电流的磁通量的变化；

3.楞次定律表现形式有三种:①阻碍原磁通量的变化；②阻碍物体间的相对运动;③阻碍

原电流的变化（自感）；

4.感应电动势：运动速度 v和磁感线方向夹角为θ，则 E＝Blvsinθ.

5.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表达式 。

考点 14：交变电流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1.函数式: e＝Emsinωt。其中 Em＝nBSω；

2.线圈平面与中性面重合时，磁通量最大，电动势为零，磁通量的变化率为零，线圈平

面与中心面垂直时，磁通量为零，电动势最大（Em=NBSω），磁通量的变化率最大；

3.有效值: ；

4.变压器①电压关系: ；②电流关系 ；③功率关系:P 入=P 出

考点 15：光的波动性和微粒性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1.折射率：

2.光的全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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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光的干涉：①亮纹：屏上某点到双缝的光程差等于波长的整数倍，即 （n=0，

1，2，……）；②暗纹：屏上某点到双缝的光程差等于半波长的奇数倍，即 （n=0，

1，2，……）；③相邻亮纹（暗纹）间的距离 ；（2）光具有波粒二象性，光子

的能量 ，光子的动量 ，（光的波动性与粒子性与宏观机械波或粒子不同）。

考点 16：原子物理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1.光电效应：对于任何一种金属，入射光的频率必须大于某一极限频率才能产生光电效

应，低于这个极限频率，无论强度如何，无论照射时间多长，也不能产生光电效应；在单位

时间里从金属极板中发射出的光电子数跟入射光的强度成正比；发射出的光电子的最大初动

能与入射光强度无关，只随入射光频率的增大而增大；只要入射光的频率高于金属极板的极

限频率，无论其强度如何，光电子的产生都几乎是瞬时的。

2.玻尔的三条假设（量子化）：①轨道量子化 r n=n2r 1 r1=0.53×10-10m；②能量量子化：

E1=-13.6eV；③原子在两个能级间跃迁时辐射或吸收光子的能量 ；

3.三种射线：α射线 ；β射线 ；γ射线，频率很高

的光子流，贯穿本领最强，电离作用最弱；

4.放射性元素的原子核有半数发生衰变所需的时间叫半衰期 ；

考点 17：质点运动学

【考查题型】单选题、计算题

【考查内容】

1.位置矢量：

2.瞬时速度：

3.瞬时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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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功：

5.功能原理：

考点 18：电磁学

【考查题型】单选题、计算题

【考查内容】

1.连续带电体电场的电场强度：

2.高斯定理：

3.电势

4.毕奥－萨伐尔定律：

5.磁场的安培环路定律：

6.动生电动势公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