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北京市中考真题化学
一、选择题
1.通过实验测定了空气组成的科学家是(

A.

门捷列夫

B.

达尔文

C.

拉瓦锡

D.

牛顿

)

解析：A、门捷列夫在化学上的主要贡献是发现了元素周期律，并编制出元素周期表，答案
项错误。B、达尔文，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曾乘贝格尔号舰作了历时 5 年的环
球航行，对动植物和地质结构等进行了大量的观察和采集。出版《物种起源》这一划时代的
著作，提出了以“自然选择学说”为核心的生物进化论学说；答案项错误。C、拉瓦锡首先
通过实验得出空气是由氮气和氧气组成的结论，答案项正确。D、牛顿总结出来牛顿三定律、
得出了万有引力定律，答案项错误。
答案：C
2.下列属于纯净物的是(
A.五氧化二磷
B.大理石

)

C.加碘食盐
D.食醋
解析：A、五氧化二磷由一种物质组成，属于纯净物，故 A 正确；B、大理石主要成分是碳酸
钙，还含有其他杂质，故 B 错；C、加碘食盐中含有碘酸钾和氯化钠，属于混合物，故 C 错；
D、食醋中含有乙酸和水，属于混合物，故 D 错。
答案：A
3.下列元素中，人体摄入量过低会引起贫血的是(
A.Fe
B.Zn
C.Na
D.Ca
解析：人体内因缺少铁元素会引起贫血。
答案：A

)

4.下列金属中，不能从 CuSO4 溶液中置换出 Cu 的是(
)
A.Zn
B.Al
C.Ag
D.Fe
解析：A、锌的活动性大于铜，所以锌可以从 CuSO4 溶液中置换出铜，故 A 不符合题意；B、
铝的活动性大于铜，所以铝可以从 CuSO4 溶液中置换出铜，故 B 不符合题意；C、银的活动
性小于铜，所以银不可以从 CuSO4 溶液中置换出铜，故 C 符合题意；D、铁的活动性大于铜，
所以铁可以从 CuSO4 溶液中置换出铜，故 D 不符合题意。
答案：C
5.铜能被加工成厚度仅为 7 微米的超薄铜箔，说明铜具有良好的(
)
A.导电性
B.延展性
C.导热性
D.抗腐蚀性
解析：铜能被加工成厚度仅为 7 微米的超薄铜箔，说明铜具有良好的延展性。
答案：B
6.下列安全标志中，表示“禁止燃放鞭炮”的是(

A.

)

B.

C.

D.
解析：A 是燃着的一根烟被禁止，是禁止吸烟的标志。B 是一串鞭炮在燃放，被禁止，是禁
止燃放鞭炮的标志。C 是火柴燃烧被禁止，是禁止明火标志。D 是一摞易燃物被禁止，是禁
止堆放易燃物的标志。
答案：B
7.一些物质的 pH 范围如下，其中呈碱性的是(
)
A.柠檬汁(2﹣3)
B.橘子汁(3﹣4)
C.西瓜汁(5﹣6)
D.牙膏(8﹣9)
解析：橘子汁、柠檬汁和西瓜汁的 pH 小于 7，显酸性；牙膏的 pH 大于 7，显碱性。
答案：D
8.2016 年世界杯环境日，我国提出了“改善环境质量，推动绿色发展”的主题，下列做法
不符合这一主题的是(
)
A.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
B.自带布带购物
C.废酸液直接排入下水道
D.减小使用一次性餐具
解析：A、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出行，能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故 A 错误；B、自带布带购
物，可以减少使用塑料袋而造成的白色污染问题，故 B 错误；C、废酸液直接排入下水道，
会腐蚀下水道，故 C 正确；D、减小使用一次性餐具，可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故 D 正错。
答案：C
9.下列符号中，表示 2 个氯原子的是(
A.Cl2
B.2Cl2
C.2Cl
﹣
D.2Cl

)

解析：A、Cl2 可表示 1 个氯分子，答案项说法错误。B、2Cl2 可表示 2 个氯分子，答案项说
法错误。C、由原子的表示方法，用元素符号来表示一个原子，表示多个该原子，就在其元
﹣
素符号前加上相应的数字，2Cl 可表示 2 个氯原子，答案项说法正确。D、2Cl 可表示 2 个
氯离子，答案项说法错误。
答案：C
10.下列实验操作正确的是(

A.

稀释浓硫酸

B.

加热液体

C.

点燃酒精灯

D.

)

称量 NaOH 固体

解析：A、稀释浓硫酸时，要把浓硫酸缓缓地沿器壁注入水中，同时用玻璃棒不断搅拌，以
使热量及时地扩散；一定不能把水注入浓硫酸中；图中所示操作正确。B、给试管中的液体
加热时，用酒精灯的外焰加热试管里的液体，且液体体积不能超过试管容积的
体超过试管容积的

，图中液

，图中所示操作错误。C、使用酒精灯时要注意“两查、两禁、一不可”，

禁止用一酒精灯去引燃另一酒精灯，图中所示操作错误。D、托盘天平的使用要遵循“左物
右码”的原则，且氢氧化钠具有腐蚀性，应放在玻璃器皿中称量，图中所示操作错误。
答案：A
11.镍在元素周期表中的信息如图所示，下列有关镍元素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

A.原子序数是 28
B.属于金属元素
C.原子中的质子数是 28
D.相对原子质量为 58.69g
解析：A、根据元素周期表中的一格可知，左上角的数字为 28，该元素的原子序数为 28，答
案项说法正确。B、根据元素周期表中的一格可知，中间的汉字表示元素名称，该元素的名
称是镍，属于金属元素，答案项说法正确。C、根据元素周期表中的一格可知，左上角的数
字为 28，表示原子序数为 28；根据原子序数=核电荷数=质子数=核外电子数，则该元素的原
子核内质子数为 28，答案项说法正确。D、根据元素周期表中的一格可知，汉字下面的数字
表示相对原子质量，该元素的相对原子质量为 58.69，相对原子质量单位是“1”，不是
“克”，答案项说法错误。
答案：D
12.下列物质的用途中，利用其物理性质的是(
)
A.氧气用于炼钢
B.硫酸用于除铁锈
C.干冰用作制冷剂
D.碳酸氢钠用于治疗胃酸过多症
解析：A、氧气用于炼钢是利用氧气的助燃性，属于化学性质，答案项错误；B、硫酸用于除
铁锈是利用硫酸的酸性，属于化学性质，答案项错误；C、干冰用作制冷剂是利用干冰升华，
属于物理性质，答案项正确；D、碳酸氢钠用于治疗胃酸过多症，属于化学性质，答案项错
误。
答案：C

13.下列关于 S+O2

SO2 的理解不正确的是(

)

A.表示硫与氧气在点燃条件下反应生成二氧化硫
B.参加反应的硫与氧气的质量比是 2：1
C.反应前后硫原子、氧原子的个数均不变
D.参加反应的氧气与生成的二氧化硫的分子个数比为 1：1
解析：A、该反应可表示硫与氧气在点燃条件下反应生成二氧化硫，答案项说法正确。B、参
加反应的硫与氧气的质量比是 32：(16×2)=1：1，答案项说法错误。C、化学反应前后遵守
质量守恒定律，反应前后硫原子、氧原子的个数均不变，答案项说法正确。D、该反应可表
示参加反应的氧气与生成的二氧化硫的分子个数比为 1：1，答案项说法正确。

答案：B
14.海水提镁的反应之一：MgCl2+Ca(OH)2═CaCl2+Mg(OH)2↓，该反应属于(
)
A.化和反应
B.复分解反应
C.置换反应
D.分解反应
解析：MgCl2+Ca(OH)2═CaCl2+Mg(OH)2↓，该反应是由两种化合物相互交换成分生成另外两种
化合物的反应，属于复分解反应。
答案：B
15.某同学制作的试剂标签如下，其中化学式书写不正确的是(

)

A.

B.

C.

D.
解析：A、硝酸铜中同元素显+2 价，硝酸根显﹣1 价，其化学式为：Cu(NO3)2，答案项化学式
正确。B、氯化铁中铁元素显+3 价，氯元素显﹣1 价，其化学式为：FeCl3，答案项化学式错
误。C、氢氧化钾中钾元素显+1 价，氢氧根显﹣1 价，其化学式为：KOH，答案项化学式正确。
D、氧化铝中铝元素显+3 价，氧元素显﹣2 价，其化学式为：Al2O3，答案项化学式正确。
答案：B
16.下列实验操作能达到实验目的是(

)

A.A
B.B
C.C
D.D
解析：A、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是均匀混合的，不能用点燃的方法除去一氧化碳，故 A 错误；
B、铜不会与硫酸亚铁反应，除去 CuSO4 溶液中的少量 FeSO4，不能加入铜粉，故 B 错误；C、
稀盐酸会与氢氧化钙、氢氧化钠反应，除去杂质的同时，也除去了主要物质，故 C 错误；D、
取样品，加入肥皂水，振荡，产生泡沫较多的是软水，产生泡沫较少的是硬水，现象不同，
可以鉴别，故 D 正确。
答案：D
17.下列关于空气的说法正确的是(
)
A.空气由空气分子构成
B.N2、O2 等均匀混合
C.N2、O2 不再保持各自的化学性质
D.N2、O2 的体积比约为 5：1
解析：A、空气属于混合物没有空气分子，故 A 错；B、空气中各成分都是均匀混合，所以
N2、O2 等均匀混合，故 B 正确；C、混合物中各成分保持原来的化学性质，故 C 错；D、N2、
O2 的体积比约为 4：1，故 D 错。
答案：B
18.甲、乙的溶解度曲线如图所示，下列有关说法不正确的是(

)

A.t2℃时，甲的饱和溶液中溶质和溶剂的质量之比为 2：5
B.乙的饱和溶液从 t2℃降温到 t1℃，溶液仍饱和
C.t1℃时，甲、乙两种饱和溶液中溶质的质量相等
D.甲、乙的饱和溶液分别从 t2℃降温到 t1℃，两溶液中溶质质量分数相等
解析：A、t2℃时，甲物质的溶解度是 40g，所以甲的饱和溶液中溶质和溶剂的质量之比为
40g：100g=2：5，故 A 正确；B、降低温度，乙物质的溶解度减小，所以乙的饱和溶液从 t2℃
降温到 t1℃，溶液仍饱和，故 B 正确；C、t1℃时，甲、乙两种饱和溶液的质量不能确定，
所以饱和溶液中溶质的质量不能确定，故 C 错误；D、t1℃时，甲、乙两物质的溶解度相等，
所以甲、乙的饱和溶液分别从 t2℃降温到 t1℃，两溶液中溶质质量分数相等，故 D 正确。
答案：C
19.某处控型食品保鲜剂以淀粉、二氧化硅(SiO2)为载体，吸附酒精制作而成，保鲜原理是
酒精缓缓挥发，在食品周围形成一定浓度的气体保护层，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A.SiO2 中的 Si 的化合价为+4
B.起保鲜作用的物质是酒精
C.该保鲜剂不能与明火接触
D.酒精挥发时分子体积变大
解析：A、氧元素显﹣2 价，设硅元素的化合价是 x，根据在化合物中正负化合价代数和为零，
可得：x+(﹣2)×2=0，则 x=+4 价，答案项说法正确。B、保鲜原理是酒精缓缓挥发，在食品
周围形成一定浓度的气体保护层，起保鲜作用的物质是酒精，答案项说法正确。C、该保鲜
剂中含有酒精，酒精具有可燃性，不能与明火接触，答案项说法正确。D、酒精挥发时，分
子间的间隔变大，而不是分子体积变大，答案项说法错误。
答案：D
20.下列 4 个图象中，能正确反应变化关系的是(

A.

)

向一定质量的氢氧化钠溶液中加入稀硫酸至过量

B.

向一定质量的稀硫酸中加入锌片

C.

加热一定质量的高锰酸钾固体

D.

向一定质量的二氧化锰中加入过氧化氢

解析：A、氢氧化钠溶和稀硫酸反应生成硫酸钠和水，随着反应的进行，硫酸钠的质量增加，
完全反应后，硫酸钠的质量不变，故正确；B、向一定质量的稀硫酸中加入锌片，锌和硫酸
反应，生成硫酸锌和氢气，65 份锌进入溶液，减少 2 份氢气，溶液质量增加，完全反应后，
溶液的质量不变，故错误；C、加热高锰酸钾固体，会生成氧气，导致固体质量减少，而反
应前后锰元素的质量不变，故锰元素的含量会增大，故错误；D、二氧化锰在过氧化氢分解
的过程中充当的是催化剂，其质量在反应前后不会改变，故错误。
答案：A
二、解答题
21.汉代海昏侯国遗址考古发掘出大量珍贵文物。

(1)如图是首都博物馆展出的 3 件文物，其中由金属材料制成的是
(填序号)。
解析：A.金饼的主要成分是金，属于金属材料，故正确；B、“大刘记印”玉印是硅酸盐产
品，属于无机非金属材料，故错误；C、青铜属于合金，是金属材料，故正确。
答案：AC
(2)出土的铁质编磬锈蚀严重，金饼却依然金光灿灿，从物质性质的角度解释其原
因
。

解析：金化学性质不活泼，常温下不易和其他物质反应，铁比金活泼，所以在自然界中铁更
易与其它物质反应，所以更易被腐蚀。
答案：金化学性质不活泼，常温下不易和其他物质反应，铁比金活泼
22.“洗衣凝珠”是由一层薄膜包裹洗衣液制成的新型洗涤产品，该产品的主要化学成分可
溶于水的聚乙烯醇(PVA)塑料。
(1)PVA 塑料属于
(填“合金”或“有机合成材料”)
解析：塑料属于三大合成材料之一，故 PVA 塑料属于有机合成材料。
答案：有机合成材料
(2)醋酸(CH3COOH)是合成 PVA 的原料之一，醋酸中碳元素的质量分数为 40%，其计算式
为
。
解析：醋酸中碳元素的质量分数为 40%，其计算式为
答案：

12  2
100% 。
12  2+1 4+16  2

12  2
 100%
12  2+1 4+16  2

23.纳米材料具有特殊的性质和功能，纳米四氧化三铁具有类似人工模拟酶的催化性能。
(1)四氧化三铁属于
(填“无机物”或“有机物”)
解析：有机物是含有碳元素的化合物，四氧化三铁中不含有碳元素，故不是有机物，属于无
机物。
答案：无机物
(2)纳米四氧化三铁能将过氧化氢催化分解为水和氧气，该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
解析：由题目信息可知，反应物是过氧化氢，生成物是水和氧气，纳米四氧化三铁是催化剂，
故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2H2O2
答案：2H2O2

纳米级四氧化三铁

纳米级四氧化三铁

2H2O+O2↑。

2H2O+O2↑

24.水在通电条件下会分解，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解析：水在通电条件下会分解，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2H2O
答案：2H2O

通电

。

通电

2H2↑+O2↑。

2H2↑+O2↑

25.市售“自热米饭”的自加热原理：饭盒夹层中的水与生石灰接触，反应放出大量热，该
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
解析：生石灰与水反应生成氢氧化钙，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CaO+H2O═Ca(OH)2.
答案：CaO+H2O═Ca(OH)2.
26.10%的 CaCl2 溶液可用作路面保湿剂，欲配置 100kg 该路面保湿剂，需要水的质量是
kg。
解析：欲配置 100kg 该路面保湿剂，需要氯化钙的质量是 100kg×10%=10kg，则需要水的质
量是 100kg﹣10kg=90kg。
答案：90

27.目前使用的燃料大多数来自化石燃料。
(1)化石燃料包括天然气、煤、
。
解析：化石燃料包括煤、石油、天然气，故填：石油。
答案：石油
(2)天然气的主要成分是甲烷，甲烷燃烧的化学方程式为
。
解析：天然气的主要成分是甲烷，甲烷燃烧生成二氧化碳和水，其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CH4+2O2

点燃

CO2+2H2O。

答案：CH4+2O2

点燃

CO2+2H2O

28.我国对海洋温差发电技术的研究位于世界前列，其工作原理示意图如图：

(1)在上述过程中，氨发生的变化属于
(填“物理变化”或“化学变化”)
解析：在上述过程中没有新物质生成，氨发生的变化属于物理变化。
答案：物理变化
(2)与燃煤发电相比，海洋温差发电的有点是
(写出一定即可)
解析：与燃煤发电相比，海洋温差发电的优点是环保，不排放二氧化碳。
答案：环保 不排放二氧化碳
29.小明用面粉、鸡蛋、牛奶、白糖、橄榄油等原料制作蛋糕。

(1)上述原料中，富含糖类的是
。
解析：鸡蛋、牛奶中富含蛋白质；橄榄油中富含油脂；面粉、白糖中富含糖类。
答案：面粉、白糖

(2)下列量杯中，最适合量取 80mL 牛奶的是
(填序号)
解析：量筒量程选择的依据有两点：一是保证量取一次，二是量程与液体的取用量最接近，
量取 80mL 液体，100mL 量筒能保证量取一次，且量程与液体的取用量最接近，所以误差最
小。故正确量取 80mL 牛奶，需选用的量筒最适合的是 100mL 量筒。
答案：B
(3)蛋糕散发出阵阵香味，说明分子具有的性质是
。
解析：蛋糕散发阵阵香味，是因为香味中含有的分子是在不断运动的，向四周扩散，使人们
闻到蛋糕香味。
答案：分子是在不断运动的
30.小明用蜡烛进行了下列活动。

(1)活动 1：点燃蜡烛后，电子称示数逐渐减小，蜡烛减小的质量
(填“大于”“等
于”或“小于”)燃烧后生成物的总质量。
解析：蜡烛燃烧是蜡烛和氧气反应生成了二氧化碳和水蒸气，蜡烛减小的质量小于燃烧后生
成物的总质量。
答案：小于
(2)活动 2：加入泡腾片(主要成分含柠檬酸、碳酸氢钠等)，观察到水中产生大量气泡，蜡
烛逐渐熄灭，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是
。
解析：加入泡腾片(主要成分含柠檬酸、碳酸氢钠等)，观察到水中产生大量气泡，是因为碳
酸氢钠和柠檬酸能反应生成二氧化碳气体，二氧化碳的密度比空气的大而将空气挤走，导致
蜡烛周围没有氧气，蜡烛逐渐熄灭。
答案：碳酸氢钠和柠檬酸能反应生成二氧化碳气体，二氧化碳的密度比空气的大而将空气挤
走，导致蜡烛周围没有氧气，蜡烛逐渐熄灭
(3)活动 3：用玻璃杯迅速扣住燃烧的蜡烛，并使杯口始终浸没在水中，下列说法正确的 (填
序号)
A.可观察到蜡烛熄灭
B.最终杯中液面高于碗中液面
C.该方法能准确测定空气中氧气的含量。
解析：A、蜡烛在杯内燃烧时，消耗杯中的氧气，可观察到蜡烛熄灭；故正确；B、蜡烛在杯
内燃烧时，消耗杯中的氧气，使杯中的气压减小，小于外界大气压，盘中的水在外界大气压
的作用下，被压入杯中，杯中水的高度增加，故正确；C、蜡烛燃烧生成了二氧化碳气体，
瓶内气压变化不大，该方法不能准确测定空气中氧气的含量，故错误。
答案：AB

31.阅读下面科普短文
方便面是很受欢迎的速食品，关于它的传闻有很多。
传闻 1：方便面含盐超标
我们知道，常人每天摄入食盐量不宜超过 6g，长期过多摄入可能引发高血压、胃溃疡等疾
病，经检测，每包方便面评价食盐约 3g。
传闻 2：方便面的面饼五分之一以上都是油
专家建议常人每天摄入油量不宜超过 25，长期高油脂摄入会导致高脂血症等疾病，研究人
员将 90g 油炸型方便面面饼研碎，在加热条件下，用乙醚(C2H5OC2H5)作溶剂浸泡，提取、分
离，得到的油约 20g。
传闻 3：吃方便面胃里面会形成一层蜡膜
有传闻称碗装方便面的面碗内有一层蜡，会随食物进入人体产生危害，事实上，面碗内的耐
热防水材料是聚苯乙烯，不是蜡，泡面时，聚苯乙烯的释放量远低于每天每千克体重 0.04mg
的安全摄入量。
传闻 4：吃一包方便面要解毒 32 天
人们担心面饼中食品添加剂 BHT(油脂抗氧化剂)危害健康，BHT 每天的最大可摄入量为每千
克体重 0.3mg，我国相关标准规定，食品中油脂中 BHT 的添加量不超过 0.2g，因此，就算每
天吃 5 包方便面，摄入的 BHT 也不会超标。
传闻 5：面饼不会变质
事实上，面饼中的油会发生酸败而变质，产生“哈喇味”。过氧化物是酸败过程的一种中间
产物，会加速面饼的变质，如图是不同条件下，某品牌方便面中过氧化氢(元过氧化物含量
成正比)的测定结果。
用不同品牌的方便面进行测定，变化规律类似。

看完上面关于传闻的解读，相信你对图和健康食用方便面已有心得。依据文章内容回答下列
问题。
(1)常人每天摄入食盐量不宜超过
g。
解析：常人每天摄入食盐量不宜超过 6g。
答案：6
(2)测定面饼中油含量的操作包括
(填序号，下同)
A.将面饼研碎
B.用乙醚浸泡
C.加热
解析：测定面饼中油含量的操作方法为：将 90g 油炸型方便面面饼研碎，在加热条件下，用
乙醚(C2H5OC2H5)作溶剂浸泡，提取、分离，得到的油约 20g。
答案：ABC
(3)判断传闻 3 的真假并说明理由：
。
解析：面碗内的耐热防水材料是聚苯乙烯，不是蜡。
答案：假的，因为面碗内的耐热防水材料是聚苯乙烯，不是蜡
(4)方便面不开袋时，影响其过氧化值的因素有
。
解析：根据题干中的信息可知。方便面不开袋时，影响其过氧化值的因素有：保存温度、保
存时间长度。
答案：保存温度、保存时间长度
(5)下列关于方便面的说法正确的是
。
A.不能添加食品添加剂
B.食用时，调料包应酌量添加
C.包装袋破损会缩短保质期
D.食用时，尽量搭配蔬菜。
解析：A.食品添加剂可以限量使用但不是杜绝食用，故 A 错误；B.根据自己的口味和身体因
素对调料包的用量进行调节，避免出现方便面高盐这样的现象造成身体负担，食用方便面时，
调料包不应添加，故 B 错误；C.包装袋破损会缩短保质期，故 C 正确；D.方便面是很受欢迎
的速食品，方便面调料中有蔬菜，食用时，不一定要搭配蔬菜，故 D 错误。
答案：C
32.烟道气中含有大量 CO2，经“捕捉”可用于生产尿素、甲醛等产品。
(1)尿素[CO(NH2)2]属于化学肥料中的
肥。
解析：尿素[CO(NH2)2]只含有营养元素氮元素，属于氮肥。
答案：氮
(2)生产甲醇(CH3OH)
①“捕捉”CO2：在高压时将烟道气中的 CO2 溶解与甲醇，得到 CO2 的甲醇溶液，所得溶液中
溶质是
。
②用“捕捉”CO2 生产甲醇，反应的微观示意图如图：

该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

解析：在高压时将烟道气中的 CO2 溶解与甲醇，得到 CO2 的甲醇溶液，所得溶液中溶质是 CO2；
根据反应的微观示意图可知：由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CO2+3H2
答案：CO2

CO2+3H2

一定条件

一定条件

CH3OH+H2O。

CH3OH+H2O

33.工业上用闪锌矿(主要成分是 ZnS、FeS)冶炼锌，主要流程如下：
(1)焙烧炉中，ZnS 转化为 ZnO。补全该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高温

□ZnS+□

□Zn+□SO2

解析：
焙烧炉中，ZnS 转化为 ZnO，则反应需要有氧气参加，故该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3ZnS+3O2

高温

3Zn+3SO2。

答案：O2

3ZnS+3O2

高温

3Zn+3SO2

(2)酸浸槽中，硫酸与锌焙砂反应得到用于电解的酸浸液，反应过程中国需不断搅拌，其目
的是
。
解析：酸浸槽中，硫酸与锌焙砂反应得到用于电解的酸浸液，反应过程中国需不断搅拌，可
以使硫酸与锌焙砂充分接触，提高反应转化率。
答案：硫酸与锌焙砂充分接触，提高反应转化率
(3)酸浸渣的主要成分是铁酸锌(ZnFe2O4，其中 Fe 为+3 价)，底吹炉中，主要发生如下反应：
①3ZnFe2O4+C
②ZnFe2O4+CO
③ZnO+CO

高温
高温

高温

2Fe3O4+3ZnO+CO↑
2FeO+ZnO+CO2

Zn(蒸汽)+CO2

反应①﹣③中，化合价发生改变的元素有
。
解析：酸浸渣的主要成分是铁酸锌(ZnFe2O4，其中 Fe 为+3 价)，底吹炉中，主要发生如下反
应：①3ZnFe2O4+C
②ZnFe2O4+CO

高温

高温

2Fe3O4+3ZnO+CO↑，该反应中，铁元素和碳元素的化合价改变；

2FeO+ZnO+CO2，该反应中铁元素和碳元素的化合价改变；③ZnO+CO

高温

Zn(蒸汽)+CO2，该反应中锌元素和碳元素的化合价改变，故反应①﹣③中，化合价发生改变
的元素有 C、Fe、Zn。
答案：C、Fe、Zn
(4)最终可以获得锌的设备有
。
解析：根据反应过程可以看出，最终可以获得锌的设备有电解槽、底吹炉。
答案：电解槽、底吹炉
34.走进“化学村”。“化学村”的布局如图：

(1)认识“居民”。①10 户“居民”中，俗称熟石灰的是
，属于氧化物的有
。
②“居民”CO 与 Fe2O3 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
③盐酸有 5 户相邻的“居民”：Fe2O3、CO、Na2CO3、NaOH、CaCO3，其中不能与它发生反应的
是
解析：①氢氧化钙是重要的建筑材料，其俗称是熟石灰；氧化物是含有两种元素其中一种是
氧元素的化合物，属于氧化物的有 CO、CO2、Fe2O3；②工业上用一氧化碳还原氧化铁炼铁，
主要是利用 CO 的还原性，在高温下和氧化铁反应生成铁和二氧化碳，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Fe2O3+3CO

高温

2Fe+3CO2.③Fe2O3 能与盐酸反应生成氯化铁和水。CO 不与盐酸反应；碳酸钠

能与盐酸反应生成氯化钠、水和二氧化碳；NaOH 与盐酸反应生成氯化钠、水；CaCO3 能与盐
酸反应生成氯化钙、水和二氧化碳。
答案：Ca(OH)2；CO、CO2、Fe2O3

Fe2O3+3CO

高温

2Fe+3CO2 CO

(2)认识“村中的路”，只有相邻且能相互反应的“居民”间才是通路，例如，图中涂成黑
色实线的是一条从“Fe2O3 家”，到达出入口的路，请你在图中涂出一条从“CO2 家”到达任
意出入口的路。
解析：CO2 可以与氢氧化钙反应生成碳酸钙沉淀和水，氢氧化钙与碳酸钠反应生成碳酸钙沉
淀和氢氧化钠，碳酸钠与硫酸反应生成硫酸钠、水和二氧化碳气体，从“CO2 家”到达任意
出入口的路是：CO2→Ca(OH)2→Na2CO3→H2SO4。
答案：CO2→Ca(OH)2→Na2CO3→H2SO4.
35.实验室用高锰酸钾制取氧气，并验证氧气的为化学性质。

(1)实验室 1 中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是
。

；氧气可用排水法收集的原因

解析：加热高锰酸钾生成锰酸钾、二氧化锰和氧气，反应的化学方程式是：2KMnO4
K2MnO4+MnO2+O2↑，氧气可用排水法收集是因为氧气不易溶于水且不与水反应。
答案：2KMnO4

K2MnO4+MnO2+O2↑

氧气不易溶于水，且不与水反应

(2)实验 2 中观察到的现象是
。该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为
。
解析：木炭在氧气中燃烧发出白光，放热，生成无色气体二氧化碳，反应的化学方程式是：
C+O2

点燃

CO2

答案：木炭燃烧发出白光，放出热量

C+O2

点燃

CO2

36.去除粗盐中的泥沙

(1)实验的主要步骤依次是
、过滤、
。
解析：粗盐提纯是通过溶解(把不溶物与食盐初步分离)、过滤(把不溶物彻底除去)、蒸发(食
盐从溶液中分离出来而得到食盐的过程)，其操作顺序为溶解→过滤→蒸发。
答案：溶解 蒸发
(2)制作过滤器的过程如图所示，其正确操作顺序为
(填序号)
解析：首先将滤纸对折两次成一个扇形，即③→①，然后撑开中间，使其中一边是 3 层，一
边 1 层，即②。所以正确的顺序是③①②。
答案：③①②
(3)举出一个生活中应用过滤原理的实例
。
解析：茶叶是不溶于水的固体，水是液体，纱网把不溶于水的固体和液体分开，是利用过滤
的原理。
答案：茶叶杯中的纱网

37.元旦联欢会上，雯雯拿出一幅画(如图所示)，表演了一个化学魔术。

(1)她向画中的衣服上喷了一种无色溶液，衣服由紫色变成红色，若衣服上预先涂过石蕊溶
液，则喷的无色溶液可能是
。
解析：她向画中的衣服上喷了一种无色溶液，衣服由紫色变成红色，若衣服上预先涂过石蕊
溶液，紫色石蕊溶液遇酸性溶液变红，则喷的无色溶液可能是盐酸溶液或无色的酸性溶液。
答案：盐酸溶液或无色的酸性溶液
(2)她向画中的灯笼上喷了另一种无色溶液，灯笼由白色变成红色，则该无色溶液及灯笼上
预先涂过的试剂分别是
。
解析：她向画中的灯笼上喷了另一种无色溶液，灯笼由白色变成红色，无色酚酞溶液遇碱性
溶液变红，则该无色溶液及灯笼上预先涂过的试剂分别是氢氧化钠溶液、无色酚酞试液。
答案：氢氧化钠溶液、无色酚酞试液
38.为了研究物质的溶解现象，设计并进行了如表实验。

(1)对比实验①、②的现象，可得出的结论是
。
解析：实验①、②是高锰酸钾溶解在等体积的水、汽油中，现象分别是固体溶解，形成紫色
溶液，固体几乎不溶解，说明同种溶质在不同的溶剂中溶解性不同。
答案：同种溶质在不同的溶剂中溶解性不同
(2)设计实验②、③的目的是
。
解析：实验②、③分别是高锰酸钾、碘溶解在等体积的汽油里，现象分别是固体几乎不溶解，
固体溶解，形成紫红色溶液，说明不同溶质在同一种溶剂中溶解性不同。
答案：不同溶质在同一种溶剂中溶解性不同
39.利用表中装置进行下列实验，已知：白磷的着火点为 40℃。

(1)连接仪器后，关闭 K，加水至长颈漏斗内液面高于瓶中液面，一段时间后，液面高度保
持不变，该现象说明
。
解析：连接仪器后，关闭 K，加水至长颈漏斗内液面高于瓶中液面，一段时间后，液面高度
保持不变，该现象说明装置的气密性好。
答案：装置的气密性好
(2)实验Ⅰ中，瓶内发生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步骤Ⅲ中，关闭
K 后的现象是
。
解析：锌和盐酸反应产生氯化锌和氢气，反应的方程式为：Zn+2HCl=ZnCl2+H2↑；步骤Ⅲ中，
当瓶中产生大量气泡时，关闭 K，由于瓶内压强变大，瓶内液面逐步缓缓下降，长颈漏斗中
的液面上升，反应会因为瓶中液面过低而停止。
答案： Zn+2HCl=ZnCl2+H2↑ 内液面逐步缓缓下降，长颈漏斗中的液面上升，反应会因为
瓶中液面过低而停止
(3)实验 2 中，仅对比步骤Ⅱ和Ⅲ可知，欲探究的燃烧条件是
。
解析：Ⅱ.打开 K，从长颈漏斗向瓶内加入约 80℃的热水，至浸没白磷，温度达到着火点，
Ⅲ.从 a 口向瓶中鼓入空气，使瓶中液面低于燃烧匙底部，关闭 K 白磷燃烧，仅对比步骤Ⅱ
和Ⅲ可知，欲探究的燃烧条件是燃烧需要氧气。
答案：燃烧需要氧气
40.(7 分)镁条在空气中久置表面会变黑，某小组同学设计并进行实验，探究镁条变黑的条
件。
【查阅资料】常温下，亚硫酸钠(Na2SO3)可与 O2 发生化合反应。
【猜想与假设】常温下，镁条变黑可能与 O2、CO2、水蒸气有关
【进行实验】通过控制与镁条接触的物质，利用如图装置(镁条长度为 3cm，试管容积为 20mL)，
分别进行下列 5 个实验，并持续观察 20 天。

编号
1
2
3
4
5

主要实验操作
先充满用 NaOH 浓溶液洗涤过的空气再加入
2mL 浓硫酸
加入 2mLNaOH 浓溶液
先加入 2mL 浓硫酸再通入约 4mLCO2
先加入 4mL 饱和 Na2SO3 溶液再充满 CO2
先加入 2mL 蒸馏水再通入约 4mLCO2

实验现象
镁条始终无明显变化
镁条始终无明显变化
镁条始终无明显变化
镁条始终无明显变化
镁条第 3 天开始变黑至第 20 天全
部变黑

【解释与结论】
(1)实验 1 和 2 中，NaOH 浓溶液的作用是
(用化学方程式表示)
解析：常温下，镁条变黑可能与 O2、CO2、水蒸气有关，故要除去二氧化碳，氢氧化钠溶液
能与二氧化碳反应生成碳酸钠和水，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CO2+2NaOH═Na2CO3+H2O。
答案：CO2+2NaOH═Na2CO3+H2O
(2)实验 1 的目的是
解析：常温下，镁条变黑可能与 O2、CO2、水蒸气有关，先充满用 NaOH 浓溶液洗涤过的空气
再加入 2mL 浓硫酸，除去了二氧化碳和水蒸气，实验 1 的目的是检验只用氧气是否会使镁条
变黑。
答案：检验只用氧气是否会使镁条变黑
(3)实验 3 中，试管内的气体主要含有 CO2、
。
解析：氢氧化钠溶液能吸收二氧化碳，浓硫酸检验吸水性，能除去水蒸气，实验 3 中，试管
内的气体主要含有 CO2、氧气、氮气。
答案：CO2、氧气、氮气
(4)得出“镁条变黑一定与 CO2 有关”结论，依据的两个实验是
(填编号)
解析：证明“镁条变黑一定与 CO2 有关”，依据的两个实验是 2、5，加入 2mLNaOH 浓溶液，
镁条始终无明显变化，说明氧气、水蒸气不是镁条变黑的条件；先加入 2mL 蒸馏水再通入约
4mLCO2，镁条第 3 天开始变黑至第 20 天全部变黑，说明镁条变黑一定与 CO2 有关。
答案：2、5
(5)由上述实验可推知，镁条变黑的条件是
。
解析：由上述分析，结合常温下，亚硫酸钠(Na2SO3)可与 O2 发生化合反应，先加入 4mL 饱和
Na2SO3 溶液再充满 CO2，能除去氧气，镁条始终无明显变化，说明镁条只与二氧化碳、水接
触不会变黑；先加入 2mL 蒸馏水再通入约 4mLCO2，由上述实验可推知，镁条变黑的条件是水、
二氧化碳、氧气。
答案：水、二氧化碳、氧气
【反思与评价】
(6)在猜想与假设时，同学们认为镁条变黑与 N2 无关，其理由是
解析：在猜想与假设时，同学们认为镁条变黑与 N2 无关，因为氮气的化学性质不活泼，很
难与其它物质反应。
答案：氮气的化学性质不活泼，很难与其它物质反应

(7)欲进一步证明镁条表面的黑色物质中含有碳酸盐，所需要的试剂是
。
解析：欲进一步证明镁条表面的黑色物质中含有碳酸盐，可选用稀盐酸和澄清的石灰水，若
产生气泡，气体能使澄清的石灰水变浑浊，说明含有碳酸盐。
答案：稀盐酸和澄清的石灰水
41.为测定 21.2g 某变质氢氧化钠固体中碳酸钠的含量，将其配置成 500mL 溶液，分别取出
50mL 用两种方法进行测定，已知：Na2CO3+BaCl2═BaCO3↓+2NaCl
加入的试剂
测得数据
方法 1
足量 BaCl2 溶液
BaCO3 沉淀 1.97g
方法 2
足量稀硫酸
CO2 气体 0.44g
请任选 1 种方法的数据，计算该固体中碳酸钠的质量分数(写出计算过程及结果)
解析：设碳酸钠的质量为 x
Na2CO3+BaCl2═BaCO3↓+2NaCl
106
197
x
1.97g

106
x
=
197 1.97
x=1.06g
该固体中碳酸钠的质量分数

1.06g
21.2g

100% =5%

答案：该固体中碳酸钠的质量分数为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