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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试题铱
20援 物理学原理在现代科技中有许多
重要应用遥 例如袁利用波的干涉袁可将无线
电波的干涉信号用于飞机降落的导航遥

如图所示袁两个可发射无线电波的天线
对称地固定于飞机跑道两侧袁它们类似于杨
氏干涉实验中的双缝遥 两天线同时都发出波
···
长为 姿1 和 姿2 的无线电波遥 飞机降落过程中袁
当接收到 姿1 和 姿2 的信号都保持最强时袁表
明飞机已对准跑道遥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援天线发出的两种无线电波必须一样强
B援导航利用了 姿1 和 姿2 两种无线电波之
间的干涉
C援两种无线电波在空间的强弱分布稳定
D援两种无线电波各自在空间的强弱分
布完全重合
揖答案铱C
揖分析铱
物理学是工程技术的基础和源泉遥 本
题以波的干涉在无线电导航中的应用为
例袁 试图让考生了解所学的一些简单的物
理学原理袁也可以应用于现代科技, 引导考
生从物理的视角思考问题尧观察世界遥 无线
电波的干涉信号可用于飞机降落的导航袁
试题通过对这一应用的原理介绍袁 引导考
生在获取信息的同时袁 加深对相关物理概
念和规律的理解袁 思考相关知识与实际应
用的联系袁 从而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遥 试题涉及无线电波的发射和吸收袁
波的叠加原理袁波的干涉现象尧干涉图尧干
涉条纹的间距及相干条件等知识点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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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试题铱
11援聚维酮碘的水溶液是一种常用的碘
伏类缓释消毒剂袁 聚维酮通过氢键与 HI3
形成聚维酮碘袁其结构表示如下院

查遥 能力考查方面袁主要考查考生的理解尧
应用和探究能力遥
几列波相遇时能够保持各自的运动特
征袁继续传播袁在它们重叠的区域里袁介质
的质点同时参与这几列波引起的振动袁质
点的位移等于这几列波单独传播时引起的
位移的矢量和袁这就是波的叠加原理遥 频率
相同的两列波叠加袁 使介质中的某些区域
的质点振动始终加强袁 另一些区域的质点
振动始终减弱袁并且这两种区域互相间隔尧
位置始终不变袁 这种稳定的叠加现象叫做
波的干涉袁形成的图样叫做干涉图样遥 如图
所示即为两列频率相同的波的干涉图样遥
波的干涉现象是在特殊条件下波的叠加袁
一切波渊包括水波尧声波尧电磁波等冤只要满
足一定条件都能发生干涉现象遥 干涉也是
波特有的现象遥

无线电波是一种电磁波袁 满足一定条
件渊频率相同袁相位差稳定冤也可产生干涉
现象遥 导航需要对空间方位进行标识袁对飞
机降落而言袁就是如何找到并对准跑道遥 波
的干涉会在空间形成稳定而有规律的强度
分布袁提供了一种标示空间方位的方法遥
两个对称地固定于跑道两侧的天线袁
它们发射的无线电波在空间叠加类似于杨
氏双缝干涉遥 为了便于考生理解题意袁引导
考生进行知识迁移袁题中明确野两个可发射
无线电波的天线类似于杨氏干涉实验中的

袁 所以聚维酮分子

酮的重复单元为

由渊2m+n冤个单体聚合而成遥 聚维酮分子中
存在酰胺键袁 酰胺键的水解或从已有认知
进行判断袁或通过酰胺键与肽键进行关联袁
通过类比迁移得出遥
揖试题铱
12援下述实验中均有红棕色气体产生袁
对比分析所得结论不正确的是
···

渊图中虚线表示氢键冤
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A援聚维酮的单体是
B援聚维酮分子由渊m+n冤个单体聚合而成
C援聚维酮碘是一种水溶性物质
D援聚维酮在一定条件下能发生水解反应
揖答案铱B
揖分析铱
本题以一种常用药物为载体袁 考查对
复杂高分子结构简式的观察能力袁 对与氢
键相关信息的接受尧吸收能力袁以及官能团
结构与性质对应关系的类比迁移能力遥
氢键是原子间一种较强的相互作用袁
这种相互作用弱于化学键遥 观察聚维酮碘
的表达式袁根据提示找到氢键野位置冶袁去掉
HI3 后即是聚维酮遥仔细观察可以得知聚维
责编/刘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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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援由淤中的红棕色气体袁推断产生的
气体一定是混合气体
B援红棕色气体不能表明于中木炭与浓
硝酸发生了反应
C援由盂说明浓硝酸具有挥发性袁生成
的红棕色气体为还原产物
D援盂的气体产物中检测出 CO2袁由此
说明木炭一定与浓硝酸发生了反应
揖答案铱D
揖分析铱
本题以硝酸热分解和硝酸氧化非金属
单质碳的化学实验为情境袁 考查对典型物
质化学性质的认识袁 对氧化还原核心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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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缝冶袁而杨氏双缝干涉条纹的分布规律是
考生熟悉的遥 杨氏双缝干涉实验中袁两个亮
条纹或暗条纹的中心间距 驻x= l 姿袁 即条
d
纹间距与干涉信号的波长有关遥 题中野两天
线 同时 都 发 出 波 长 为 姿1 和 姿2 的 无 线 电
波冶袁野同时都冶 表明两天线同时既发出 姿1
又发出 姿2 的信号袁这是理解题意解决问题
的关键遥 由于条纹间距与信号的波长有关袁
因此除零级亮条纹重合外 渊位于两天线的
中垂线上袁即跑道所处位置冤袁两个波长在
其他位置的干涉加强区域互相错开遥 因此袁
只有在跑道的上空袁才能实现接收到 姿1 和
姿2 的信号都保持最强袁即野当接收到 姿1 和
姿2 的信号都保持最强时袁 表明飞机已对准
跑道冶袁从而准确标示出跑道遥 考生可将题
中的干涉情景与白光的杨氏双缝干涉图样
进行类比袁加深对题意理解遥
题目的选项设置围绕杨氏双缝干涉的
相关知识点展开袁 考查考生对物理规律的
理解与掌握袁 以及将物理规律应用于实际
情景的探究能力遥 选项的设置共分两个层
次袁 第一个层次考查考生对杨氏双缝干涉
的原理及相干条件的理解遥 第二个层次考
查考生对野双波长干涉冶信号强弱分布的理
解遥 导航利用的是两种无线电波各自的干
涉信号袁并不需要两种信号强度相等袁所以
选项 A 不对曰不同波长的两种无线电波不
满足相干条件袁不会发生干涉袁所以选项 B
不对曰两种无线电波由于波长不同袁它们的
干涉条纹在空间不会完全重合袁 所以选项
D不对曰 干涉条纹是波在空间叠加形成的
稳定的强度分布袁 这是考生通过观察光的
双缝干涉现象就该获得的知识袁 也是将干
涉信号用于飞机导航的理论基础袁 据此不
难得出正确选项 C遥
渊未完待续冤

的理解袁 以及环境对反应可能具有影响的
学科观念袁 根据实验现象得出实验结论中
思维的逻辑性遥
实验淤中浓硝酸遇到灼热的碎玻璃产
生红棕色气体二氧化氮袁 是浓硝酸分解所
致遥 根据氧化还原反应元素变价特点可知袁
氮元素化合价降低袁必有元素化合价升高袁
硝酸中氮元素与氢元素已经处于最高价
态袁因此升高价态的元素只能是氧元素袁所
以硝酸分解产物中必含氧气袁 即所得气体
一定是混合气体遥 对比实验淤尧于袁实验于
中的红热木炭既是反应物也可提供热能袁
因此实验于中产生的红棕色气体可能是浓
硝酸氧化木炭的产物袁 也可能是浓硝酸的
热分解产物袁 仅根据红棕色气体的产生不
能证明木炭与浓硝酸发生了反应遥 实验盂
中袁红热木炭悬在浓硝酸液面上方袁仍有红
棕色气体产生袁对比实验淤袁有可能仅仅是
浓硝酸挥发后的热分解曰对比实验于渊题目
没有给出木炭变化相关描述冤袁或根据所学
可知袁 红棕色气体也可能是木炭还原挥发
出的浓硝酸所致遥 无论上述哪种情况袁红棕
色气体二氧化氮都是还原产物遥 由于红热
的木炭在空气中也会与氧气发生反应并产
生二氧化碳袁 因此仅凭实验盂中检测到二
氧化碳不能说明木炭与硝酸发生了反应遥
渊未完待续冤

渊续 员1 月 29 日第 1277 期冤
揖试题铱
5援为了增加菊花花色类型袁研究者
从其他植物中克隆出花色基因 C 渊图
1冤袁拟将其与质粒渊图 2冤重组袁再借助农
杆菌导入菊花中遥

图员

图2
下列操作与实验目的不符的是
··
A援用限制性核酸内切酶 EcoRI 和连
接酶构建重组质粒
B援 用含 C 基因的农杆菌侵染菊花
愈伤组织袁将 C 基因导入细胞
C援在培养基中添加卡那霉素袁筛选
被转化的菊花细胞
D援 用分子杂交方法检测 C 基因是
否整合到菊花染色体上
揖答案铱C
揖分析铱
本题以植物转基因的基本操作流程
为背景袁 考查考生对基因工程的基本原
理与操作步骤尧 植物组织培养技术等知
识的理解能力遥 考生对植物转基因技术
的原理和操作步骤的深入理解是解答本
题的关键遥
在向植物细胞内转基因的实验步骤
中袁 需先将目的基因插入质粒形成基因
表达载体渊重组质粒冤遥由图可知袁质粒上
的酶切位点有 BamH玉和 EcoR玉两个
渊图 2冤袁 但 C 基因两端只有限制性核酸
内切酶 EcoR玉的酶切位点渊图 1冤袁所以
只有选用 EcoR玉进行酶切才能使目的
基因 C 和质粒形成相同的粘性末端袁再
用 DNA 连接酶连接袁形成重组质粒袁故
选项 A 的操作与目的相符遥 成功构建含
C 基因的重组质粒后袁导入农杆菌袁再用
此农杆菌侵染菊花愈伤组织袁 从而将 C
基因导入菊花细胞袁 选项 B 是正确的遥
由图 2 可知袁 该质粒携带用于筛选的标
记基因是潮霉素抗性基因袁 若在培养基
中添加卡那霉素则不能将被转化的菊花
细胞筛选出来袁选项 C 的操作与实验目
的不符袁是错误选项遥用带有标记的含部
分 C 基因片段的单链 DNA 作为探针袁
与菊 花 细胞 的 整 套 DNA 进 行 分 子 杂
交袁 如能检测到杂交条带袁 则可证明 C
基因已整合到菊花染色体上袁选项 D 操
作与实验目的相符袁故 D 是正确选项遥
通过植物转基因技术可以获得具有
抗逆或其他优良性状的植物袁 为人类的
生产和生活服务遥 本题展示了通过转基
因方法获得菊花花色新类型的操作途
径遥选题贴近社会生活实际袁内容源于教
材袁 意在引导考生认识所学知识与社会
需求的联系袁 提升考生的社会责任感遥
渊未完待续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