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浙江省温州市中考真题化学
一、选择题：
1.(4 分)氚是氢的一种同位素，氚原子含有 1 个质子和 2 个中子。下列示意图能正确表示氚
原子结构的是(
)

A.A
B.B
C.C
D.D
解析：根据在原子中核内质子数=核外电子数，其核内有一个质子和 2 个中子，可知，氚原
子核外有 1 个电子，故 A 正确。
答案：A
2.(4 分)某同学将烧杯和量筒置于同一环境中，分别装入 20 毫升液体(如图)，一段时间后，
剩余液体体积最少的是(
)

A.

B.

C.

D.
解析：
因为酒精挥发的速率比水蒸发的速率快，
因此 D 中的酒精挥发的比 C 中的水蒸发的快，
B 中的酒精挥发的比 A 中的水蒸发的快；
因为 B 中的酒精的表面积比 D 中的酒精的表面积大，因此 B 中的酒精挥发的比 D 中的酒精挥
发的快，因此一段时间后，剩余液体体积最少的是 B 装置中的液体。
答案：B。

3.(4 分)钛(Ti)是一种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领域的重要金属，工业上制钛的化学方程式
为：TiCl4+2Mg

Ti+2MgCl2，该反应属于(

)

A.化合反应
B.分解反应
C.置换反应
D.复分解反应
解析：TiCl4+2Mg

Ti+2MgCl2 中，反应物和生成物都是一种单质和一种化合物，属于

置换反应。
答案：C。
4.(4 分)在研究空气成分的历史上，许多科学家做了大量的研究。下列是普里斯特利在研究
中收集到的各种气体及当时的名称，这些气体中氮元素化合价为零的是(
A.“亚硝蒸气”(NO2)
B.“亚硝空气”(NO)

)

C.“减缩的亚硝空气”(N2O)
D.“燃素化空气”(N2)
解析：单质中元素的化合价为 0，则氮元素化合价为零的气体应为单质，单质是由同种元素
组成的纯净物。
A、NO2 是由不同种元素组成的纯净物，属于化合物，氮元素的化合价一定不为 0，错误。
B、NO 是由不同种元素组成的纯净物，属于化合物，氮元素的化合价一定不为 0，错误。
C、N2O 是由不同种元素组成的纯净物，属于化合物，氮元素的化合价一定不为 0，错误。
D、N2 是由一种元素组成的纯净物，属于单质，故氮元素的化合价为 0，正确。
答案：D。
5.(4 分)法拉第曾以《蜡烛的故事》为题为青少年连续开展了多次报告。下列列举了报告中
涉及的问题及对问题的回答，其中“对问题的回答”属于“设计实验方案”的是(
)
选项

问题

对问题的回答

A

吹灭蜡烛时产生的白
烟是什么？

B

火焰为什么向上？

C

火焰明亮的原因是什
么？

与火焰中有碳颗粒有关，碳颗粒会影
响火焰明亮程度

D

火焰不同部位温度高

用一张纸在火焰中心一掠，观察纸上

低如何比较？

主要成分是烛油蒸气
热气流上升，形成对流

留下的火痕特点

A.A
B.B
C.C
D.D
解析：A、吹灭蜡烛时产生的白烟是什么？属于结论；
B、火焰为什么向上？属于解释原因；

C、与火焰中有碳颗粒有关，碳颗粒会影响火焰明亮程度，属于实验现象分析；
D、用一张纸在火焰中心一掠，观察纸上留下的火痕特点属于设计的实验方案。
答案：D。
二、实验探究题：
6.(4 分)用如图所示的玻璃管进行碳还原氧化铜实验。

(1)当 A 处的黑色固体变红时，可观察到 B 处的现象是
。
解析：碳还原氧化铜产生铜和二氧化碳，因此会观察到澄清的石灰水变浑浊。
答案：澄清的石灰水变浑浊
(2)查阅资料发现：反应生成的红色固体除了铜以外还可能含有氧化亚铜(Cu2O)，氧化亚铜
可以与硫酸发生如下反应：
Cu2O+H2SO4

Cu+CuSO4+X，该反应中 X 的化学式为

。

解析：化学反应前后原子的种类和个数都不变，根据方程式可以看到反应前后铜原子的个数
都是 2 个，硫原子的个数都是 1 个，而反应前氢原子的个数是 2 个，反应后缺少两个氢原子，
反应前氧原子的个数是 5 个，反应后缺少一个氧原子，因此 X 的分子中含有两个氢原子和一
个氧原子，因此是水。
答案：H2O
7.(6 分)苯甲酸钠(C7H5O2Na)是一种常用食品防腐剂，常温下为白色固体，易溶于水，水溶液
呈弱碱性。

(1)根据上述信息，写出苯甲酸钠的一种物理性质：

。

解析：物理性质是不需要发生化学变化表现出来的性质，常表现为：颜色、状态、气味、熔
点、沸点、密度等，所以苯甲酸钠的物理性质有：白色固体，易溶于水。
答案：白色固体
(2)苯甲酸钠中碳、氢元素的质量比为
。
解析：根据化合物中各元素质量比=各元素的相对原子质量×原子个数之比，可得苯甲酸中
碳、氢元素的质量比为：(12×7)：1×5=84：5。

答案为：84：5
(3)我国批准了 32 种允许使用的食品防腐剂，同时规定了这些食品防腐剂的安全使用量与使
用范围。但少数厂家违规使用食品防腐剂，影响了食品安全。下列是四位同学对待食品的一
些观点，其中合理的有
。(可多选)
解析：防腐剂是用以保持食品原有品质和营养价值为目的食品添加剂，它能抑制微生物活动、
防止食品腐败变质从而延长保质期。由于目前使用的防腐剂大多是人工合成的，超标准使用
会对人体造成一定损害。所以在购买食品的时候要看食品成分中是否有防腐剂，尽量少食用
含防腐剂的食品，而在保存食品时应注意抑制细菌和真菌的生长和繁殖等。注意出厂日期和
保质期，可以了解食品是否过期，保证食用的安全。
答案：甲丙。
8.(4 分)运用酸、碱、盐的性质可以解决工业生产中的许多问题。
(1)工业上常选用
来除去铁锈。(写出一种具体物质)
解析：铁锈的主要成分是氧化铁，能与酸反应，工业上常用稀盐酸除铁锈。
答案：稀盐酸
(2)某工厂向含有 AgNO3、
Cu(NO3)2 的废水中加入一定量的锌粉(Zn)以回收金属，
充分反应后，
得到的金属组成可能由哪几种情况？
。
解析：由题意可知，向 AgNO3 和 Cu(NO3)2 混合溶液中加入一定量的锌粉，发生的反应有锌可
置换硝酸银中的银、锌可置换硝酸铜中的铜，生成的铜还可以置换硝酸银中的银。充分反应
后，得到的金属组成可能由三种情况：Ag；Ag 和 Cu；Ag、Cu 和 Zn。
答案：Ag；Ag 和 Cu；Ag、Cu 和 Zn
9.(9 分)小明在学习了“用过氧化氢制取氧气”的知识后，进行如下实验：
①按图中甲组装实验仪器并进行气密性检查。
②取 10 毫升溶质质量分数为 3%的过氧化氢溶液 0.03 克二氧化锰装入容器，塞紧橡皮塞，
接上压强测量仪(如图乙)。
③倾斜装置，使过氧化氢溶液和二氧化锰充分混合，用压强测量仪测量容器内的气压。
④分别用 0.06 克、0.09 克和 0.12 克相同的二氧化锰重复上述实验，整理相关数据如图丙。

(1)写出步骤①中检查装置气密性的具体操作及气密性良好的判断依据：
。
解析：步骤①中检查装置气密性的具体操作及气密性良好的判断依据是：用手捂住锥形瓶，
导管口出现气泡，说明装置不漏气。
答案：用手捂住锥形瓶，导管口出现气泡，说明装置不漏气
(2)实验中，小明用
来反映产生氧气的多少。

解析：实验中，容器内气体的压强越大，说明产生的氧气越多，压强越小，说明产生的氧气
越少，因此小明是用容器内压强的大小来反映产生氧气的多少。
答案：容器内压强的大小
(3)本实验除了研究“二氧化锰质量对过氧化氢分解产生氧气质量的影响外”还可以研究的
问题是
。
解析：由图中数据可知，二氧化锰的质量大小能够影响反应的速率，但是不影响产生氧气的
质量，因此本实验除了研究“二氧化锰质量对过氧化氢分解产生氧气质量的影响外”还可以
研究的问题是二氧化锰的质量对反应速率的影响。
答案：二氧化锰的质量对反应速率的影响。
10.(7 分)温州产盐历史悠久，盐产品在日常生活、工业生产中有广泛用途。

(1)用如图方法可进行粗盐提纯，其中操作②的名称为

。

答案：过滤
(2)海水晒盐过程中，还能得到氯化镁(MgCl2)。工业上利用氯化镁在通电条件下分解，获得
镁和氯气(Cl2)，写出这一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
解析：氯化镁在通电条件下分解，生成镁和氯气(Cl2)。
答案：MgCl2

Mg+Cl2↑

(3)腌制咸鸭蛋需要合适溶质质量分解的食盐水。现有 10 千克溶质质量分数为 25%的食盐水，
若将其稀释到 20%，需加水多少千克？
解析：设需加水质量为 x，
10kg×25%=(10kg+x)×20%
x=2.5kg
答案： 2.5kg
11.(10 分)小明为了测定某钙片中碳酸钙的质量分数，用如图装置进行如下实验：
①取研碎后的钙片 4 克，导入气密性良好的锥形瓶中，然后在分液漏斗中加入适量的稀盐酸，
置于电子天平上测出装置总质量。
②打开活塞，滴入足量稀盐酸后关闭活塞，待气泡不再冒出时，测出反应后装置总质量。
③整理相关数据如表所示，计算出钙片中碳酸钙的质量分数。
反应前总质量(克)

275.58

反应后总质量(克)

274.92

反应前后总质量差(克)

0.66

容器内气体质量差(克)

m

(1)该实验中，对装置中的固态干燥剂的性质有何要求？
。
解析：该实验中，装置中的固态干燥剂要干燥的气体是二氧化碳，应具备的性质是：能吸收
水但不吸收二氧化碳。
答案：能吸收水但不吸收二氧化碳
(2)反应前容器内是空气(密度为 ρ1)，反应后全部是二氧化碳(密度为 ρ2)，则反应前后容
器(容积为 V)内的气体质量差为 m 为
。(用字母表示，反应物的体积忽略不计)。
解析：反应前容器内是空气(密度为 ρ1)，反应后全部是二氧化碳(密度为 ρ2)，则反应前后
容器(容积为 V)内的气体质量差为 m 为：(ρ2﹣ρ1)V。
答案：(ρ2﹣ρ1)V
(3)小明查阅有关数据后，
计算出反应前后容器内的气体质量差 m 为 0.22 克，
结合表中数据，
计算该钙片中碳酸钙的质量分数。(CaCO3+2HCl=CaCl2+H2O+CO2↑)。钙片中的其它成分不与盐
酸反应。
解析：设钙片中碳酸钙的质量为 x
反应后生成的二氧化碳的质量为：0.66g+0.22g=0.88g
CaCO3+2HCl=CaCl2+H2O+CO2↑
100
44
x
0.88g

解得：x=2g
该钙片中碳酸钙的质量分数为：
答案：该钙片中碳酸钙的质量分数为 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