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讲：机械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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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 故 知 新 一

运动的描述

电梯上升时，地面上的人说电梯上的人在向上运动，电梯里的几个人却认为大家都站在

电梯里不动，为什么一些人说他们动，一些人又说不动呢 ？

新授课

1. 运动和静止

物理学中，把一个物体相对另一个物体位置的变化叫做机械运动。也就是说物体是运动还是

静止不是绝对的，而是看相对哪个物体来说。由此可见，要判断一个物体是否运动，先要选

一个参照物，如果这个物体相对于参照物的位置在改变，就可以说这个物体是运动的，如果

这个物体相对于参照物的位置没有改变，就可以说它是静止的（注意不能选被研究物体本身

作为参照物）；

2. 运动和静止的相对性

一个物体是运动还是静止，取决于所选的参照物，参照物不同，得出的结论可能不同，机械

运动的这种性质，叫做运动的相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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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4）

图（1）是“神舟九号”和“天宫一号”实施自动交会对接，对接成功后，“神州九号”相

对于“天宫一号”是 的，“神州九号”相对于地球是 的；（选填“运动”

或“静止”）

图（2）古代诗人的诗词写道：“满眼风光多闪烁，看山恰似走来迎”仔细看山山不动，是

船行 ”诗人在诗词中前后两句对山的描述，所选参照物分别是 和 ；（选

填“山和船”或 “水和船”或“船和地面”）

图（3）空中“加油机”给“战斗机”加油时，选地面为参照物，战斗机是 的，

选加油机为参照物，战斗机是 的；（选填“运动” 或“静止”）

图（4）站在电梯上的人是运动的，则选的参照物是 。若站在电梯上的人是静止

的，则所选的参照物是 ；（选填“电梯” 或“地面”）

1.物体相对另一个物体_________________的改变叫做机械运动；

2.物体的运动和静止是_________________的，取决于所选的_____________；

3．不能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作为参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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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落实

机械运动定义

下列运动不属于机械运动的是（ ）

A．五四运动 B．海水奔腾 C．江水东流 D．春风拂
参照物的选取

暑假期间，小明和小强到月亮湖游玩，他俩坐在游艇内航行在平静的湖面上，

若说小明是静止的，则所选的参照物是（ ）

A．湖岸 B．小明 C．岸边的行人 D．小强

2019 年 10 月 1 日是我们伟大祖国 70 华诞。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阅兵时

大型加油机和小型受油机组成的编队通过天安门广场上空，模拟空中加油。我

们说加油机是静止的，所选的参照物是（ ）

A．广场上的检官兵 B．天安门城楼

C．受油机 D．蓝天上的白

运动和静止的相对性

鲁迅先生在他的小说《社戏》中有一段描述：“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

的铁的兽脊似的，都远远地向船尾跑去了”其中“山”“向船尾跑去”所选的参

照物是（ ）

A．山 B．船舱 C．河水 D．河

在图所示的景物中，若以地面为参照物，静止的是（ ）

A． 飞奔的猎豹 B． 桌上的花瓶

C． 爬行的蜗牛 D． 运行扶梯上的乘客



71第五讲：机械运动

某天小强坐爸爸的小车去上学，在董家水井处等红灯时，小强感觉自己坐的车

在往前进，但注意一看还是红灯亮着的，则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以红灯为参照物，小车是运动的

B．以小车为参照物，小强是运动的

C．以旁边向后退的另一小车为参照物，小强是运动的

D．以地面为参照物，小强是运动的

观察图中的烟和小旗，关于甲、乙两车相对于房子的运动情况，下列说法中正

确的是（ ）

A．甲、乙两车一定向左运动 B．甲车可能静止，乙车一定向左运动

C．甲车可能运动，乙车一定向右运动 D．甲、乙两车一定向右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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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 故 知 新 二

运动的快慢

新授课

下图中奔跑的猎豹和爬行的蜗牛，很明显猎豹比蜗牛运动得快。事实上我们又是如何去

比较物体运动的快慢的呢？

1. 比较物体运动快慢的两种方法

在游泳，田径等竞速比赛中，观众和裁判比较运动员运动快慢的方法有所不同；

观众：看谁在游在前面或者跑在前面，是用“相同时间比路程”的方法；

裁判：看谁先到达终点，是用“相同路程比时间”的方法；

物体运动的快慢用物理量速度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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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速度及其计算公式

物理学中，把物体通过的路程与通过这段路程所用时间的比，叫做速度，则速度= � �
� �

。

若速度用字母 v 表示，路程用字母 s 表示，时间用字母 t 表示，则 v= � �
� �

。

速度的常用单位有米/秒和千米/时，用符号表示为 m/s, km/h

单位换算：1m/s=3.6km/h

一列火车长 200m，穿过一个长 1000m 的隧道用了 0.4min，然后以这个速度经过长

2.4km 的大桥，求：

（1）这列火车通过隧道的速度是多少？

（2）通过大桥需要多长时间？

3. 匀速直线运动和变速直线运动

运动场上，我们看到的跑道有直跑道，也有弯曲的跑道，根据运动轨迹分可以分为直线运动

和曲线运动；按速度分可以分为匀速运动和变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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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中，把速度大小不变的直线运动叫做匀速直线运动（如图甲所示）；

物理学中，把速度大小变化的直线运动叫做变速直线运动（如图乙所示）；

匀速直线运动的路程时间图和速度时间图：

4. 一些物体运动的大致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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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速度的物理意义：用来描述物体________________；

2.定义：物体在_____________________内通过的路程；

3．定义式 v=________

4.速度的基本单位：__________________ ，符号为__________________ ；

速度的常用单位：__________________ ，符号为__________________ ；

换算关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5.按运动轨迹分运动可分为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________；

按速度变化分运动可分为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________；

课堂落实

速度的定义

下列关于速度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A．速度是表示物体运动快慢的物理量

B．运动的时间越短，速度就越大

C．运动的路程越长，速度就越大

D．运动的速度与运动的路程和时间无关

大客机 C919 是我国首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喷气式干线民用客机。它的巡

航速度是 920km/h，该速度值的物理意义是（ ）

A．客机在一小时内的速度为 920km B．客机每小时飞过的路程为

920km

C．客机在一小时内的速度为 920km/h D．客机每小时飞过的路程为

920km/h
速度计算

现如今“蚕宝宝”已然成为了松江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如图所示为一辆正在行

驶的有轨电车，正常运行时其时速可达 54 千米/时，合 米/秒。以车上的乘

客为参照物，路边的杆子是 （选填“运动”或“静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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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的速度为 72km/h，贵阳地铁一号线的速度为 25m/s，博尔特的百米纪录

是 9.58s 则（ ）

A．火车的速度大 B．地铁的速度大

C．博尔特的速度大 D．无法确定

甲、乙两车作匀速直线运动，若两车在相同时间内经过的路程之比是 2：3，则

它们的速度之比是 ；若两车经过相同路程所用的时间之比是 5：3，则速

度之比是 ；若两车的速度和时间之比分别是 1：2 和 2：3，则两车的路程

之比是

如图所示，轿车从某地往南宁方向匀速行驶。当到达 A 地时，车内的钟表显示

为 10 时 15 分；到达 B 地时，钟表显示为 10 时 45 分。

求：（1）轿车从 A 地到 B 地的速度；

（2）若轿车仍以该速度继续匀速行驶，从 B 地到达南宁需要多长时间。

在物理实践活动中，小明和小亮同学合作估测铁轨的长度。小明站在铁轨的一

端用锤子敲击一下铁轨，小亮站在铁轨的另一端测量出先后听到的两次响声的

时间间隔为 2.8s。已知声音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为 340m/s，在铁轨中的传播速

度为 5100m/s，求铁轨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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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速直线运动和变速直线运动

如图所示，图甲是小车甲运动的 s﹣t 图象，图乙是小车乙运动的 v﹣t 图象，由

图象可知（ ）

A．甲车速度大于乙车速度

B．甲、乙两车都由静止开始运动

C．甲、乙两车经过 5s 通过的路程都是 10m

D．甲、乙两车都以 10m/s 匀速运动

在如图所示的四个图象中，表示物体在做匀速直线运动的图象是（ ）

A．甲、丙 B．甲、丁 C．乙、丙 D．乙、丁

“频闪摄影”是研究物体运动时常用的一种实验方法。如图所示，甲、乙两图

是同一辆玩具小车两次不同运动的频闪照片，频闪灯的闪光时间间隔固定为 1s，

图中数字的单位为 cm。根据照片记录的小车位置，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

A．甲图中小车做匀速直线运动，乙图中小车做匀速直线运动

B．甲图中小车做变速直线运动，乙图中小车做变速直线运动

C．甲图中小车做匀速直线运动，乙图中小车做变速直线运动

D．甲图中小车做变速直线运动，乙图中小车做匀速直线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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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乙、丙三辆小车同时、同地向同一方向运动，它们运动的图象如图所示，

由图象可知：运动速度相同的小车是 和 ；经过 5s，跑在最前面的

小车是 。你判断甲做匀速直线运动的依据是 。

课后落实

甲、乙两车并排停着，当甲车司机看乙车时，感觉自己的车正在缓慢倒退，但

当他看到地面时，却发现自己的车并没有运动。对此下列判断正确的是（ ）

A．以地面为参照物，甲车是运动的 B．以乙车为参照物，甲车是静止的

C．以地面为参照物，乙车是静止的 D．以乙车为参照物，甲车是运动的

1984 年 4 月 8 日，我国发射第一颗地球同步卫星，以地球作参照物，卫星是

的，以太阳作参照物，卫星是 的。

“刻舟求剑”的错误在于“刻舟人”认为以“舟”为参照物，“剑”是静止的，

而事实上，以岸为参照物“舟”是 的，以“舟”为参照物“剑”是 的

某物体做匀速直线运动，由速度公式 v＝ 可知，该物体的（ ）

A．路程与时间成正比 B．速度与路程成正比

C．速度与时间成反比 D．速度是由路程和时间共同决定的

如图所示的图象中，描述的是同一种运动形式的是（ ）

A．①与② B．①与③ C．③与④ D．②与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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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乙、丙三个运动物体，甲运动速度为 72km/h，乙运动速度为 18m/s，

丙物体在 1min 内通过 900m，比较可知（ ）

A．甲运动最快 B．乙运动最快

C．丙运动最快 D．三个物体一样快

如图是利用频闪摄影所记录的自由下落的小球相隔同样时间的不同位置的照

片，图中四个速度随时间变化的关系图象，能正确反映出该小球下落运动情况

的是（ ）

A． B．

C． D．

小明一家假期驾车到临沧旅游，途中小明看到路边的标志牌。

（1）此时他家的车速已达 20m/s，若仍以此速度向前行驶，这辆车是否超速？

请计算说明。

（2）在不违反交通规则的情况下，该车从此处出发，至少要行驶多长时间才能

到达临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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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导火线燃烧的速度为 0.8cm/s，某次爆破中工人用 0.4m 长的导火线来引爆

炸药，点燃后，工人用以 5m/s 的速度，能否跑到 300m 外的安全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