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中考真题化学
一、选择题
1.地壳中含量最多的金属元素是(
)
A.O
B.Si
C.Al
D.Fe
解析：地壳里各元素的含量由多到少的顺序排列依次是氧，硅，铝，铁，因此地壳中含量最
多的金属元素是 Al。
答案：C
2.下列物质的用途利用了其物理性质的是(
)
A.干冰用作制冷剂
B.焦炭用于炼铁
C.氢气用作高能洁净的燃料
D.氮气用于制备氮肥和燃料
解析：A、干冰用作制冷剂是利用干冰升华吸热，属于物理性质，答案项正确；B、焦炭用于
炼铁是利用焦炭的还原性，属于化学性质，答案项错误；C、氢气用作高能洁净的燃料是氢
气的可燃性，属于化学性质，答案项错误；D、氮气用于制备氮肥和燃料，属于氮气的化学
性质，答案项错误。
答案：A
3.下列变化与空气中氧气有关的是(
)
A.生石灰在空气中变质
B.浓硫酸在空气中变稀
C.烧碱在空气中潮解
D.铜制品在空气中变成铜绿
解析：A、生石灰与空气中的水反应生成熟石灰从而变质，故不符合题意；B、浓硫酸具有吸
水性，会吸收空气中的水分，从而使浓硫酸变稀，故不符合题意；C、烧碱能吸收空气中的
水分而潮解，故不符合题意；D、铜制品在空气中和二氧化碳、水等反应变成铜绿，故符合
题意。
答案：D
4.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含有可溶性钙、镁化合物的水是硬水
B.温度升高或压强增大时，气体在水中的溶解度均增大
C.氢氧燃料电池把氢气和氧气反映的化学能直接转化为电能
D.混有泥沙的天然水通过加明矾吸附、过滤、蒸馏、消毒杀菌，可净化为生活用的自来水
解析：A、硬水是含有较多钙、镁化合物的水，故 A 说法错误；B、气体的溶解度随温度升高
而降低，随压强升高而升高，故 B 说法错误；C、氢氧燃料电池是把氢气和氧气反应的化学
能直接转化为电能，供人们使用，故 C 说法正确；D、混有泥沙的天然水通过加明矾吸附、
过滤、消毒杀菌，可净化为生活用的自来水，无需蒸馏，故 D 说法错误。
答案：C
5.在①合金、黄铁矿、石油、纯碱 ②N2、P、Mg、O2 ③Al2O3、Fe3O4、CuO、SO2 三组物质中，
每组有一种物质在分类上与其他物质不同，这三种物质分别是(
)
A.纯碱、Mg、SO2
B.黄铁矿、Mg、Al2O3
C.合金、O2、Fe3O4

D.纯碱、P、SO2
解析：在①合金、黄铁矿、石油、纯碱中，纯碱属于化合物，其它属于混合物；在②N2、P、
Mg、O2 中，镁是金属单质，其它是非金属单质；在③Al2O3、Fe3O4、CuO、SO2 中，二氧化硫是
非金属氧化物，其它是金属氧化物。
答案：A
6.小明要配制 50g 质量分数为 14%的氢氧化钠溶液制作“叶脉书签”，下列关于配制该溶液
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
①若用氢氧化钠固体配制，需称取氢氧化钠固体 7.0g
②用托盘天平称氢氧化钠固体时，在两盘各放一张质量相等的纸
③选用 200ml 量筒量取所需水的体积
④实验中用到的玻璃仪器有烧杯、量筒、玻璃棒和试剂瓶
⑤用量筒量取水时，俯视读数，配得溶液的溶质质量分数偏小。
A.①③
B.②③⑤
C.③⑤
D.②④⑤
解析：①溶质质量=溶液质量×溶质的质量分数，配制 50g 质量分数为 14%的氢氧化钠溶液，
需称取氢氧化钠固体 50g×14%=7.0g，答案项说法正确。②氢氧化钠具有腐蚀性，应放在玻
璃器皿中称量，答案：项说法错误。③溶剂质量=溶液质量﹣溶质质量，则所需水的质量=50g
﹣7g=43g(合 43mL)，应选用 50mL 的量筒，答案项说法错误。④实验室配制 50g 质量分数为
14%的氢氧化钠溶液操作步骤分别是：计算、称量、溶解，量筒用于准确量取水、烧杯用于
完成溶解操作、玻璃棒用于溶解时的搅拌、试剂瓶用于盛放氢氧化钠溶液，答案项说法正确。
⑤用量筒量取水时，俯视液面，读数比实际液体体积大，会造成实际量取的水的体积偏小，
则使溶质质量分数偏大，答案项说法错误。故②③⑤说法错误。
答案：B
7.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当水结成冰时，分子的运动就停止了
B.电子数相同的微粒化学性质相同
C.分子都是由不同原子构成的

D.结构示意图为

和

的微粒，表示的是同种元素的不同微粒

解析：A.水结成冰后不再流动，是由于水由液态变成固体，分子还是在不断运动的，故错误；
B.最外层电子数决定元素的化学性质，而不是电子数，如钠离子和氖原子的电子数相同，但
化学性质不同，故错误；C.分子可以是由同种原子构成的，如 H2，也可以是由不同种原子构
成的，如 H2O，故错误；D.质子数决定了元素的种类，由微粒结构示意图可知，二者具有相
同的质子数，所以属于同种元素，故正确。
答案：D
8.如图所示的四个图象，能正确反映对应变化关系的是(

)

A.

B.

镁在氧气中燃烧

向二氧化锰中加入过氧化氢溶液

C.

向一定量铁粉和铜粉的混合物中加入硫酸铜溶液

D.

等质量的镁、铝分别与质量分数相等且足量的稀硫酸反应

解析：A.镁跟氧气反应生成氧化镁，氧化镁的质量由“0”开始，逐渐增加，直至反应完全，
氧化镁的质量不再增加，保持不变；而镁和氧气的质量逐渐减少，直到反应不再发生，若镁
有剩余，则氧气的质量为“0”，或氧气有剩余，则镁的质量为“0”，若二者恰好反应，则
均无剩余，其质量均为“0”。故 A 不正确；B.向二氧化锰中加入过氧化氢溶液，随着过氧
化氢溶液质量的增加，氧气的质量由“0”开始逐渐增加，故 B 正确；C.向一定量铁粉和铜
粉的混合物中加入硫酸铜溶液，其曲线应从纵坐标上一点开始，再随着硫酸铜溶液的加入，
固体质量逐渐增加(因为 Fe+CuSO4=Cu+FeSO4)，直至反应不再发生，固体的质量不再改变，
故 C 不正确；D.等质量的镁、铝分别与质量分数相等且足量的稀硫酸反应，镁生成的氢气质
量应比铝少，故 D 不正确。
答案：B
9.烟气脱硫的工艺不仅能消除 SO2，还能将其转化为石膏，其主要物质的转化关系如图：

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A.步骤①喷淋水能脱去烟气中的 SO2，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SO2+H2O═H2SO3
B.步骤②中加入 CaCO3 的目的是将 H2SO3 转化为 CaSO3
C.步骤③反应前后只有硫元素的化合价发生了变化
D.步骤④属于化学变化
解析：A、SO2 和水反应生成亚硫酸，该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SO2+H2O=H2SO3；故正确；B、H2SO3
和 CaCO3 反应生成亚硫酸钙；故正确；C、氧气和 CaSO3 反应生成硫酸钙，氧元素由 0 价变为

﹣2 价，硫元素由+4 价变为+6 价；故错误；D、亚硫酸钙在水存在的条件下被氧气氧化生成
CaSO4•2H2O，有新物质生成是化学变化。故正确。
答案：C
10.已知：2Fe(NO3)3+Cu═2Fe(NO3)2+Cu(NO3)2，向硝酸铁和硝酸铜的混合溶液中，加入一定
量的铁粉，反应停止后过滤，向滤出的固体加入少量稀盐酸，无气泡产生，则下列说法正确
的是(
)
A.滤出的固体中不含铁，滤液中含硝酸铁
B.滤液中一定含有硝酸亚铁，不含硝酸铁，可能含有硝酸铜
C.滤液中一定含有硝酸亚铁和硝酸铜
D.滤出的固体中一定含有铜，滤液中可能含有硝酸铁和硝酸铜
解析：由题意可知，向滤出的固体中加入稀盐酸，无气泡产生。说明加入的铁全部发生了反
应，生成了硝酸亚铁和铜，而生成的铜又将硝酸铁还原为硝酸亚铁，因此，得到滤液中一定
含有硝酸亚铁和硝酸铜，滤渣中一定含有铜的结论。由以上分析可知：A、滤出的固体中不
含铁，滤液中含有硝酸亚铁和硝酸铜，故 A 说法不正确；B、滤液中一定有硝酸亚铁，不硝
酸铁，可能含有硝酸铜，故 B 说法不正确；C、滤液中一定含有硝酸亚铁和硝酸铜，故 C 说
法正确；D、滤出的固体中一定含有铜，滤液中可能含有硝酸铁和硝酸铜，故 D 说法不正确。
答案：C
二、填空题
11.化学与生活和工业密切相关。
现有①小苏打②氯酸钾 ③氯化钠④空气，选择适当的物质填空。
(1)焙制糕点所用的发酵剂的主要成分之一是
(填序号，下同)
解析：小苏打是碳酸氢钠，能和面发酵后形成的酸反应生成二氧化碳，使食品疏松多孔，可
用的发酵粉的主要成分。
答案：①
(2)用于工业上制取大量氧气的是
。
解析：用于工业上制取大量氧气的是空气。
答案：④
12.如图是甲、乙分子的微观结构模型，试写出甲物质的化学式
或“不是”)同一种物质。

；乙和甲

(填“是”

解析：由甲的分 H 子结构模型可知，甲的化学式为 C2H4O2，甲的分子结构与乙的分子结构不
同，所以二者属于不同种物质。
答案：C2H4O2 不是
13.能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煤燃烧时会发生一系列化学反应。如图是北方家庭中冬
天常用的煤炉，A、B、C 处分别发生不同的主要反应。

请写出 A 处主要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C 处观察到淡蓝色火焰，原因
是
。
解析：A 处氧气充足，此时碳发生完全燃烧生成二氧化碳，并且放出大量的热，反应的化学
方程式是：C+O2

点燃

CO2；B 处有充足的碳，在高温条件下，刚生成的二氧化碳与碳发生化

学反应生成一氧化碳；C 处是新生成的一氧化碳，一氧化碳易燃烧，所以又会与空气中的氧
气继续反应生成二氧化碳，产生了蓝色火焰。
答案：C+O2

点燃

CO2

一氧化碳燃烧产生了蓝色火焰

14.A、B、C 为三种物质的溶解度曲线，如图所示，请根据图示信息回答下列问题。

(1)t1℃时，将 5gB 物质放入 10g 水中，充分溶解，温度不变，所得溶液的质量为
g。
解析：t1℃时，B 物质的溶解度是 24g，所以将 5gB 物质放入 10g 水中，充分溶解，温度不
变，所得溶液的质量为 12.4g。
答案：12.4g
(2)t2℃时，A、C 两种物质的饱和溶液中所含溶质的质量
(填“一定”或“不一定”)
相等。
解析：t2℃时，A、C 两种物质的饱和溶液的质量不能确定，所以溶液中所含溶质的质量不一
定相等。
答案：不一定
(3)(多选)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t2℃时，将 A 和 C 的混合溶液(两者均已达到饱和)，降温至 t1℃，析出的晶体中只有 A
B.t2℃时，将 A、B、C 的饱和溶液分别降温至 t1℃，所得溶液的溶质质量分数关系是 B＞A=C
C.若 A 物质中混有少量 B 物质，要对 A 物质进行提纯，可通过冷却热饱和溶液实现
D.用同一种方法能将 A、B、C 的不饱和溶液均变为饱和溶液。
解析：A、A 物质的溶解度随温度的降低而减小，C 物质的溶解度随温度的降低而增大，所以
t2℃时，将 A 和 C 的混合溶液(两者均已达到饱和)，降温至 t1℃，析出的晶体中只有 A，故
A 正确；B、t1℃时，B 物质的溶解度最大，A 物质的溶解度次之，A、B 物质降低温度会析出
晶体，C 物质降低温度不会析出晶体，应该按照 t2℃时的溶解度计算，所以 t2℃时，将 A、B、

C 的饱和溶液分别降温至 t1℃，所得溶液的溶质质量分数关系是 B＞A＞C，故 B 错误；C、A
物质的溶解度受温度影响较大，所以 A 物质中混有少量 B 物质，要对 A 物质进行提纯，可通
过冷却热饱和溶液实现，故 C 正确；D、用增加溶质的方法能将 A、B、C 的不饱和溶液均变
为饱和溶液，故 D 正确。
答案：ACD
15.某固体物质可能含有 Na2SO4、Na2CO3、CaCl2、CuSO4、KCl 和 KOH 中的一种或几种。为探
究其组成，流程和现象记录如下：
【资料】CaCl2、BaCl2、KCl 三种溶液均呈中性

(1)依据步骤①的实验现象得出故土物质中一定不含
(填化学式)。
解析：依据步骤①的实验现象得出故土物质中一定不含 CaCl2、CuSO4。
答案：CaCl2、CuSO4
(2)步骤②中发生的化学方程式为
。
解析：步骤②中发生的反应是碳酸钠和氯化钡反应生成碳酸钡沉淀和氯化钾，化学方程式为：
Na2CO3+BaCl2=BaCO3↓+2NaCl。
答案：Na2CO3+BaCl2=BaCO3↓+2NaCl
(3)根据上述实验得出固体物质中一定含有
(填化学式，下同)；可能含
有
。为进一步确定可能含有的物质，采用的方法是
(写
出实验的操作、现象和结论)
解析：根据上述实验得出固体物质中一定含有 Na2CO3、KOH，可能含有 KCl，为进一步确定可
能含有的物质，采用的方法是：在步骤②中加入硝酸钡，然后取无色溶液 C 滴入硝酸银，有
白色沉淀生成，说明含有氯化钾，否则不含氯化钾。
答案：Na2CO3、KOH，KCl 在步骤②中加入硝酸钡，然后取无色溶液 C 滴入硝酸银，有白色
沉淀生成，说明含有氯化钾，否则不含氯化钾
三、实验题
16.如图，根据图回答问题

(1)图中标有①的仪器名称是
。
解析：标号仪器是锥形瓶。
答案：锥形瓶
(2)实验室用高锰酸钾制取并收集较纯净的氧气，应选用的装置是
化学方程式为
。

(填字母)，反应的

解析：加热高锰酸钾属于固体加热型，答案：发生装置 A，反应方程式是：2KMnO4
K2MnO4+MnO2+O2↑。
答案：A

2KMnO4

K2MnO4+MnO2+O2↑

(3)已知二氧化氮是一种红棕色气体、密度比空气大，易溶于水。用 F 装置探究分子运动的
实验时，为了尽快观察到实验现象，上瓶装
，抽去两瓶间的玻璃片，可以观察到
的现象是
。
解析：一切物质的分子都在不停的运动，把密度大的气体放在上面，会使气体分子运动的速
度加快，两种气体混合均匀的时间变短，所以将放在上方；抽去两瓶间的玻璃片，将会观察
到上瓶气体颜色逐渐变浅，下瓶气体颜色逐渐加深，最后颜色相同。
答案：上瓶气体颜色逐渐变浅，下瓶气体颜色逐渐加深，最后颜色相同
17.实验探究：
假设反应所产生的气体全部逸出，对反应后溶液中溶质的成分进行如下探究：
【实验用品】pH 试纸、Zn 片、氧化铜粉末、稀 H2SO4、NaOH 溶液、BaCl2 溶液。
【假设猜想】猜想一：Na2SO4
猜想二：Na2SO4、NaHCO3
猜想三：Na2SO4、H2SO4
【实验探究】同学们取反应后的溶液用不同方案进行如下实验，请根据现象或结论填空

解析：碳酸氢钠和硫酸反应能生成二氧化碳气体，取反应后的溶液滴入稀硫酸，无气泡产生，
说明无碳酸氢钠，猜想二错误；取反应后的溶液加入锌粒，有气泡产生，说明有硫酸，猜想
三正确。
答案：猜想二错误 有气泡产生
【得出结论】猜想三正确
【评价反思】老师对同学们能用多种方案进行探究，并且得出正确的实验结论给予了肯定，
同时指出探究中存在的两处明显错误，分别是：
①
②
解析：根据图示操作判断，检测溶液的 pH 时，pH 试纸不能伸入溶液中，应用玻璃棒蘸取少
量溶液涂到 pH 试纸上；检验一种物质时要排除其他物质的干扰，硫酸钠也能与氯化钡反应
生成白色沉淀，故不能证明溶液中一定存在硫酸。
答案：pH 试纸浸入溶液中 Na2SO4 与 BaCl2 反应也会生成白色沉淀，不能证明一定有 H2SO4
存在

【总结提高】依据所给实验用品，你还有什么不同类方法确认猜想三是正确的。请写出你的
实验方案
。
解析：取反应后的溶液加入氧化铜，固体溶解，溶液变为蓝色，说明有硫酸，猜想三正确。
答案：取反应后的溶液加入氧化铜，固体溶解，溶液变为蓝色，说明有硫酸，猜想三正确
四、解答题
18.煤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将煤通过一定方式可转化为汽油、乙醇(C2H5OH)和气体燃料。乙醇
可用作燃料。我国乙经推广使用一种车用乙醇汽油，这种汽油的燃烧废气对环境的污染较少，
请计算：
(1)69g 乙醇完全燃烧，生成二氧化碳的质量为多少？(要求写出计算过程)
解析：设完全燃烧 92g 乙醇，能生成二氧化碳的质量为 x
C2H6O+3O2

点燃

46
69g

2CO2+3H2O
88
x

46 69g
=
88
x
x=132g
答案：生成二氧化碳的质量为 132g
(2)在氧气不足的情况下，乙醇不完全燃烧生成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和水，若 69g 乙醇不完
全燃烧生成 88g 二氧化碳，则反应生成一氧化碳和水的分子个数比为
。
解析：根据质量守恒定律中元素守恒可得 69g 乙醇和水中含氢元素质量相等，则生成水的质
6
2
量等于 69g× ×100%÷( ×100%)=81g；
46
18
乙醇中碳元素的质量等于二氧化碳和一氧化碳中碳元素的质量之和，69g 乙醇中碳元素的质
24
12
量为：69g× ×100%=36g；二氧化碳中碳元素的质量为：88g× ×100%=24g；故一氧化
46
44
12
碳中碳元素的质量为：36﹣24=12g，一氧化碳的质量为：12g÷( ×100%)=28g；
28g 81g
则反应生成一氧化碳和水的分子个数比为：
÷ 18 =2：9
28
答案：则反应生成一氧化碳和水的分子个数比为 2：9

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