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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费力走过去的永远是下坡路，不要一味地索取，该放弃时就要放弃"
兰州市兰炼第二中学! 杨大林

命题研究与备考策略

“电学”与“磁学”作为两大物理知识板块，两者相互联系，综合考查是现行高考

的热点"
近三年高考针对电磁学方面的考查汇总表

考点 近三年高考考查情况 考查等级

电场 强 度、电 场 线、电 势、电 势

差、电场力做功及电势能

#$$% 年全国理综卷! &"#$
#$$’ 年全国理综卷! &#(

#$$) 年全国理综卷! &(*

#$$) 年四川理综卷# &#$

#$$) 年上海物理卷 &+

!$

带电粒子在电场中的运动 #$$% 年全国理综卷! &#%

#$$’ 年全国理综卷# &#’

#$$) 年全国理综卷# &#’

!

串、并联电路的特点、电源的电

动势 和 内 阻，闭 合 电 路 的 欧 姆

定律

#$$% 年全国理综卷# &(+

#$$% 年上海高考 &’

#$$% 年浙江高考 &(%

#$$’ 年全国理综卷# &##

#$$’ 年北京春季 &,

#$$’ 年上海物理卷 &’

#$$’ 年江苏高考 &(%

#$$) 年四川理综卷# &#%

#$$) 年上海物理卷 &((

!

电流、电压和电阻的测量：电流

表、电压表和多用电表的使用；

伏安法测电阻

#$$% 年全国理综卷# &##

#$$% 年全国理综卷! &##

#$$% 年江苏高考 &(%

#$$’ 年全国理综卷! &##

#$$) 年全国理综卷# &##

!

!



! ! 挫折总是难免的，笑看风云！

江苏省泗洪中学高三（"）班! 马盼

考点 近三年高考考查情况 考查等级

带电粒子在磁场（ 或复合场）中

的运动、左手定则

#$$% 年全国理综卷! &#%

#$$’ 年全国理综卷" &#$

#$$’ 年全国理综卷! &#%

#$$( 年全国理综卷" &)*

#$$( 年全国理综卷! &#$

#$$( 年全国理综卷! &#’

#$$( 年四川理综卷" &#’

!

电磁感应现象、磁通量、法拉第

电磁感应定律、楞次定律

#$$’ 年全国理综卷" &)+

#$$( 年全国理综卷" &#)

#$$( 年四川理综卷" &)*

#$$( 年上海物理卷 &)’

!

导体棒切割磁感线时产生感应

电动势、右手定则

#$$% 年全国理综卷! &)+

#$$% 年江苏高考 &(

#$$’ 年全国理综卷# &)+

#$$’ 年广东理综卷 &)*

#$$( 年上海物理卷 &)#

!

正弦交变电流的产生、图象及四

值问题、变压器及远距离输电

#$$% 年江苏高考 &)"

#$$’ 年全国理综卷" &#$

#$$( 年四川理综卷" &),

#$$( 年上海物理卷 &#-

!

电磁场、电磁波、麦克斯韦电磁

场理论

#$$’ 年广东物理卷 &, "$

! ! 注示：表中%&#$意为卷中第 #$ 题，后依此类推；&!表示要求对相应考点要理

解其确切含义及与其他知识的联系，能够进行叙述和解释，并能在实际问题的分析、

综合、推理和判断等过程中运用；$"表示要求对相应考点要知道其内容及含义，并

能在有关问题中识别和直接使用它们!
! ! 一、命题特点

从近三年高考的情况来看，在本部分内容考查上主要有以下几大特点：

本部分内容在高考题型设置上的特点：电磁学是高考中的重点内容，所占的分值

比例较大! 从历年高考情况看，选择题通常设置 # . " 道，主要以基本概念的理解、简

单的物理模型为主! 实验题仍以电学实验为主!
!!“力与运动的结合”是电磁学问题的主旋律

!



! ! 风雨欲来，暗流乱涌，可为了胜利，我们要勇往直前，要坚信高考永远是强者

的舞台! 湖北省洪湖市洪湖第一中学高二（"#）班! 胡俊

带电粒子在电场、磁场中的运动是历年高考的重点和热点，呈现的物理模型以

“直线运动模型”、“类平抛运动模型”、“匀速圆周运动模型”为主，题目的设置由原来

的复合模型（多个基本模型组成）、过程多向单一模型、过程少发展! 解决这些动力学

模型问题的关键在于抓住模型的受力特点及其运动规律，根据题目所设置的物理情

景及所提供的已知条件，寻找知识点之间的衔接点! 解决此类问题的手段仍以力学的

三大观点为主!
例如：【#$$% 年全国高考理综!·&"’ 】图中为一“ 滤速器”

装置的示意图! "、# 为水平放置的平行金属板，一束具有各种

不同速率的电子沿水平方向经小孔 $ 进入 "、# 两板之间! 为了

选取具有某种特定速率的电子，可在 "、# 间加上电压，并沿垂

直于纸面的方向加一匀强磁场，使所选电子仍能够沿水平直线

$$%运动，由 $%射出，不计重力作用! 可能达到上述目的的办法是

() 使 " 板电势高于 # 板，磁场方向垂直纸面向里

*) 使 " 板电势低于 # 板，磁场方向垂直纸面向里

+) 使 " 板电势高于 # 板，磁场方向垂直纸面向外

,) 使 " 板电势低于 # 板，磁场方向垂直纸面向外

此题就是平时经常遇到的“ 速度选择器”模型，由于电场、磁场的方向不确定而

导致多解，这也是近年高考的热点! 由电子沿直线运动，进而推断出电子所受的电场

力与洛伦兹力等大反向，最后借助假设法进行进一步地推断! 答案为 (,!
!!“旧题新做”仍是电磁学问题考查的亮点

纵看近三年的高考，在电磁学问题的考查上，命题在能力立意下，惯于物理情景

的重组翻新，设问的巧妙变幻，即所谓的旧题新做，具有不回避重复考查的特点! 综合

能力考查更多地考虑学科内的综合，即考查考生对学科内不同部分、环节、要素之间

内在联系的掌握程度，以及运用学科知识和方法，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这就要

求考生在平时的学习中稳扎稳打，不能一味地求新，而忽视或摒弃身边的一些典型

好题!
例如：【#$$% 年全国高考理综!·&#- 】如图所示，在 & . $

与 & / $ 的区域中，存在磁感应强度大小分别为 ’" 与 ’# 的匀

强磁场，磁场方向均垂直于纸面向里，且 ’" / ’# ! 一个带负电

荷的粒子从坐标原点 $ 以速度 ( 沿 & 轴负方向射出，要使该

粒子经过一段时间后仍经过 $ 点，’"与 ’#的比值应满足什么

条件？

此题由 #$$- 年广东物理卷第 "% 题拓展而来! 二者的相

似之处是均运用了带电粒子在洛伦兹力作用下做匀速圆周运

动的相关知识! 都突出了运用数学知识处理物理问题的重要性和作图的重要性，对能

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答案为：’# ) ’" 0 * )（* 1 "）（* 0 "、#、2、⋯）!

!



! ! 黑发不知勤学早，白发方恨读书迟!
湖北省天门汉江管理段分局! 肖鑫雯

【"##$ 年全国高考理综!·%"& 】在同时存在匀强电场和匀强

磁场的空间中取正交坐标系 "#$%（ % 轴正方向竖直向上），如图所

示! 已知电场方向沿 % 轴正方向，场强大小为 &；磁场方向沿 $ 轴正

方向，磁感应强度的大小为 ’；重力加速度为 (! 问：一质量为 )、带

电量为 ’ *、从原点出发的质点能否在坐标轴（#、$、%）上以速度 + 做

匀速运动？若能，)、*、&、’、+ 及 ( 应满足怎样的关系？若不能，说

明理由!
本题是由 "##( 年北京春季高考第 ") 题演变而来! "##( 年高考题是分析满足点

电荷做匀速直线运动时，电场或磁场可能的分布情况，而 "##$ 年高考题是根据电场

和磁场分布分析带电质点匀速运动的可能情况! 但二者的共同之处都是考查质点的

受力与运动的关系! 答案：当质点沿 # 轴正向运动时，需满足 *+’ ’ *& * )(；当质点沿

# 轴负向运动时，需满足：*& * *+’ ’ )(；当质点沿 $ 轴正向（ 或负向）运动时，需满足

*& * )(；质点不能沿 % 轴做匀速运动!
!! 图形、图象问题的考查有增无减

图形、图象问题是历年高考的焦点，《考试大纲》的能力要求中明确指出，要求学

生具有阅读图象、描述图象、运用图象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图象考查中，有的题目的题

设条件隐含在图形中需要从图中读取，有的通过图来描述物理情景，有的需要利用图

来讨论、分析、计算! 例如："##$ 年全国理科综合试卷（卷"）有 + 道涉及图形、图象的

试题，其中电磁学占 ( 道；"##, 年全国理科综合试卷（ 卷"）有 ( 道涉及到电磁学的

图形、图象问题；"##, 年全国理科综合试卷（卷!）有 & 道涉及到电磁学的图形、图象

问题；"##, 年上海高考居然有 -" 道涉及到电磁学的图形、图象问题!
就电磁学部分内容而言，图象问题主要出现在：恒定电流中的电流—电压关系图

象；电磁感应中的磁感应强度 ’、磁通量 !、感应电动势 & 和感应电流 , 随时间 - 变化

的图象，有时还会涉及到感应电动势 & 和感应电流 , 随导体或线圈位移 # 变化的图

象等!
二、#. 高考命题趋势
"! 电场部分：

纵观近几年的高考试题，电场部分有难度的知识点多集中在电场力做功与电势

能变化的关系，且往往与电荷的运动相结合! 在考查带电粒子在匀强电场中的运动问

题时常与实际应用相联系，选材于日常生活、生产和科学技术等，要求考生有较高的

分析、综合能力! 另外，平行板电容器在高考题中出现的频率也是比较高的，且常以小

型综合题的形式出现! 近年来，传感技术的应用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每年高考针对电

场部分或以选择、填空题的形式考查学生对基本概念、基本规律的理解，或以计算题

的形式多方面考查学生的能力! 电场部分含有近代物理学中极为重要的规律和概念，

与实际问题联系比较紧密，如电容式传感器、示波管原理、静电分选等，这些都是今后

高考中情景综合问题的命题素材，应当引起高度的重视! 因此，在注意培养能力的同

!



! ! 生命只在今天，不要为明天忧虑，最主要是欣赏自己的每一步，享受每一天

的阳光! 江苏省金湖中学高三（"）班! 吴刘刚

时，应加强对生活现象用合适的物理语言表达分析的能力!
#$$% 年的高考试题，对本章内容的考查较为全面，既有选择题，也有计算题，题

目情景设置新颖，选择题注重基础，计算题对考生能力要求较高! #$$& 年命题中出力

电综合型题目的可能性较大，应引起重视!
!! 稳恒电流部分：

本章为电学基础知识，也是历年高考考查的重点内容之一! 如电路的计算（ 包括

电阻的计算，串、并联电路的计算，电功、电热的计算，闭合电路欧姆定律的计算）；电

压、电流、电阻的测量；含电容电路的分析、电路动态问题的分析；电功、电功率分配问

题等! 重点考查物理知识的应用与分析能力! 本章与上一章相比较，考查侧重点一般

不在对基本概念的理解、辨别方面，而在知识的应用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方面! 特别是

规定的学生实验，几乎年年都考，而且题型灵活多变! 不论是实验基础知识，还是器材

连接、仪器选择、电路设计、误差分析等，均在历年高考试题中频频出现! 由于本章内

容和电磁感应联系较为紧密，高考试题也常将两部分知识综合起来设置一道分析计

算题! 所占分数约 ’( 分（含实验）!
从 #$$% 年高考试题看，本章内容仍以实验题型考查的较多，理论型试题较少，预

计 #$$& 年试题中仍会以实验题为主，但应注意实验设计的灵活性!
"! 磁场部分：

历年高考对本部分内容的考查覆盖面很大，几乎每个知识点都考查到，特别是左

手定则和带电粒子在磁场（或加有电场、重力场的复合场）中的运动，更是命题频率

较高的两个知识点，且难度较大，对考生的空间想象能力，物理过程、运动规律的综合

分析能力都要求较高! 本部分知识常与共点力平衡、牛顿运动定律、能量守恒、动量守

恒、圆周运动等知识联系在一起，且多与实际问题相结合，因此高考中多以综合型的

计算题形式出现，难度较大!
#! 电磁感应部分：

每年高考题对本部分的知识均有考查，近几年来考点多集中在：感应电流产生的

条件、感应电流方向的判定、感应电动势大小的计算、自感现象等! 考题多以综合题的

形式出现，题型可以是选择、填空和计算题，可以与力学、热学、磁场、电路、图象等综

合命题，要求考生有较强的综合分析能力! 能量转化与守恒及能源的科学利用是社会

的焦点、热点，以能源为切入口，考查电磁感应知识与生产、生活相联系的综合问题也

应引起高度的重视!
常考如下的题目：

（’）力电综合计算题：这类题常以导轨上导体切割磁感线为模型，综合考查电磁

感应现象、通电导体在磁场中的受力、电路分析、牛顿运动定律，能量的转化等知识!
（#）图象题：近几年高考题中，图象题出现的频率很高，多以选择题或填空题的

形式出现! 这类题多以一个正方形、长方形或圆形导线框通过一个有界的匀强磁场为

模型，讨论线框通过磁场的过程中安培力、电流、电压等的变化规律，或要求用图象表

!



! ! 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河南省新乡市获加县一中高三（"#）班! 浮晓黎

达出来，解这类题时一要注意识别图象，二要注意纵轴上的正、负值所表达的意义，利

用特殊点或特殊位置的特征量，根据规律确定图象的形状!
（$）考查自感现象的题目：自感现象虽要求不高，但高考中出现的频率并不低，

而且考生的出错率极高! 这类题主要考查通电和断电瞬间发生的自感现象，另外对自

感系数 " 的物理意义必须要理解清楚!
!! 交流电，电磁场、电磁波部分：

本部分内容实际上是电磁感应现象的继续! 从交流电的产生，交变电动势峰值的

计算到变压器的工作原理都和楞次定律及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有密切的联系! 近几

年高考对本部分内容的考查，比较集中的内容是交变电流的产生、变化规律、最大值

和有效值、变压器的变压比、变流比、远距离输电等，或与能量问题结合进行综合考

查，还有就是与生活实际联系比较多的问题，如“电热毯”、“示波器”、“电动自行车”、

“漏电保护器”等! 也有把本部分内容和力学等内容相联系的综合考查，特别是带电

粒子在加有交变电压的平行金属板间的运动问题，常与电场和力学知识有机地结合

在一起考查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 预计 %&&’ 年的高考仍在这方面有所体现! 对电磁

场和电磁波的要求以识记和直接运用为主，重点是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的理解! 本部

分内容是高考中考查比较少的内容，但它却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型，常常将其与

生产、生活实际联系在一起，呈现在信息题目中，这也是今后高考命题的方向!
三、备考建议
"、加强对电磁学中几大常见运动物理模型的研究，注重模型的产生背景，建立各

个模型的连接点，熟悉各种模型的规律及特点，为以后遇到有多组模型构成的综合问

题做好铺垫!
%、电磁学是高中物理实验的集中点，也是高考实验的重点，尤其是电学实验更是

重中之重! 从近几年高考看，几乎 (&#以上的实验是电学实验! 实验的考查主要是加

重对实验能力、实践能力、创新意识的考查，题型多以设计性实验为主，但考点仍是课

本上所重点强调的问题，即“ 源于教材，不拘泥于教材”! 因此，要加强对课本中的实

验原理、设计思想和方法的理解，加大实验动手能力的培养，熟练掌握实验的步骤及

注意事项，灵活选用适当的方法进行数据处理，这些都是实验复习的主要着眼点!
$、加强数学知识方面的学习力度，用数学知识处理物理问题仍将是 %&&’ 年备考

的重点，图象、数形结合以及运用不等式处理物理问题仍将是高考考查的热点! 要注

意从图象中获取对解题有用的信息，如图象斜率、截距、面积、交点所代表的物理意

义，要做到会识图、会用图、会作图，同时要注意三角函数知识和几何知识在物理问题

中的应用，比如利用几何知识求解带电粒子在电、磁场中的运动问题和一些极值

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