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吉林省长春市中考真题化学
一、选择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1 分，满分 10 分)
1.(1 分)空气中体积分数约为 21%的气体是(
)
A.氮气
B.氧气
C.稀有气体
D.二氧化磷
解析：空气的成分及其在空气中的体积分数为：氮气 78%，氧气 21%，稀有气体 0.94%，二
氧化碳 0.03%，其他和杂质 0.03%。
答案：B。
2.(1 分)下列现象中，只发生物理变化的是(
A.玻璃破碎

)

B.牛奶变质
C.木炭燃烧
D.粮食酿酒
解析：玻璃破碎只是形状发生了变化，没有新物质生成，属于物理变化；牛奶变质，不能再
喝，说明有新的物质生成，属于化学变化；木炭燃烧是碳与氧气反应生成二氧化碳，有新物
质生成，属于化学变化；粮食酿酒的过程有新物质酒精生成，属于化学变化。
答案：A。
3.(1 分)下列物质中，由分子构成的是(

)

A.水
B.金刚石
C.氯化钠
D.氢氧化钠
解析：A、水是由水分子构成的，正确。
B、金刚石属于固态非金属单质，是由碳原子直接构成的，错误。
C、氯化钠是由钠离子和氯离子构成的，错误。
D、氢氧化钠是由钠离子和氢氧根离子构成的，错误。
答案：A。
4.(1 分)下列实验操作中，正确的是(

A.
闻气味

)

B.
滴加液体

C.
加热液体

D.
测溶液 pH
解析：A、闻气体的气味时，应用手在瓶口轻轻的扇动，使极少量的气体飘进鼻子中，不能
将鼻子凑到集气瓶口去闻气体的气味，图中所示操作错误；
B、用胶头滴管向试管内滴加液体时，滴管要竖直、悬空不能深入试管内，故错误；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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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
D、用 pH 试纸测定未知溶液的 pH 时，正确的操作方法为用玻璃棒蘸取少量待测液滴在干燥
的 pH 试纸上，与标准比色卡对比来确定 pH。不能将 pH 试纸伸入待测液中，以免污染待测
液，图中所示操作错误。
答案：C
5.(1 分)下列说法中，错误的是(
A.酒精是一种可再生能源
B.在加油站内应严禁烟火

)

C.二氧化碳是一种空气污染物
D.金属的回收利用可节约金属资源
解析：乙醇可以通过粮食、秸杆发酵生成，也可以通过乙烯和水合成，因此酒精是可再生资
源，故 A 正确；可燃性气体遇明火易发生爆炸，在加油站内应严禁烟火，故正确；二氧化碳
不是一种空气污染物，故 C 错误；金属的回收利用可节约金属资源，故 D 正确。
答案：C
6.(1 分)下列关于葡萄糖(C6H12O6)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A.葡萄糖是一种氧化物

)

B.葡萄糖中含有 6 个氢分子
C.葡萄糖的相对分子质量是 180g
D.葡糖糖由碳、氢、氧三种元素组成
解析：A、氧化物是只含有两种元素且其中一种元素是氧元素的化合物，而葡萄糖是由碳、
氢、氧三种元素组成的化合物，不属于氧化物，说法错误。
B、葡萄糖是由葡萄糖分子构成的，其中不含氢分子，说法错误。
C、相对分子质量的单位是“1”，不是“g”，通常省略，说法错误。
D、由葡萄糖的化学式可知，葡萄糖是由碳、氢、氧三种元素组成的，说法正确。
答案：D。
7.(1 分)下列对有关事实的解释中，错误的是(

)

A.生铁和钢的性能不同﹣﹣含碳量不同
B.硫和磷的元素种类不同﹣﹣质子数不同
C.水和过氧化氢的化学性质不同﹣﹣氧原子个数不同
D.硫在空气和氧气中燃烧的火焰颜色不同﹣﹣氧气浓度不同
解析：A、生铁和钢的性能不同是因为含碳量不同，铁的含碳量为 2%～4.3%，钢中的含碳量
为 0.03%～2%，正确；
B、元素的种类是由质子数决定的，硫和磷的元素种类不同﹣﹣质子数不同，故正确；
C、水和过氧化氢的化学性质不同，是由于构成它们的分子不同，不是氧原子个数不同，故
错误；
D、硫在氧气中和在空气中燃烧现象不同是因为氧气含量不同，氧气浓度越大，物质燃烧越
剧烈，故正确。
答案：C。
8.(1 分)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Fe、Fe2O3 都能与稀盐酸反应，都属于置换反应
B.CaO、NaOH 固体都能与水反应，都能作干燥剂
C.浓盐酸、浓硫酸都有挥发性，敞口放置浓度都会变小
+
D.NH4Cl、(NH4)2SO4 都含有 NH4 ，都能与熟石灰反应生成 NH3
解析：A、金属氧化物和酸反应生成盐和水，属于复分解反应，故 A 错误；
B、氢氧化钠固体易溶于水，不会与水反应，氧化钙会与水反应，都能作干燥剂故 B 错误；
C、浓盐酸有挥发性，浓硫酸有吸水性，敞口放置浓度都会变小，故 C 错误；
+

D、NH4Cl、(NH4)2SO4 都含有 NH4 ，都能与熟石灰反应生成氨气，故 D 正确。
答案：D。
9.(1 分)下列有关实验操作及分析均合理的是(
)
A.排水法收集 O2：导气管口刚有气泡冒出立即收集，收集到的 O2 更纯净
B.去除粗盐中难溶性杂质：将粗盐全部加入水中立即过滤，导致产率偏低
C.测定空气里 O2 含量：点燃红磷慢慢伸入集气瓶并塞紧瓶塞，导致测定结果偏低
D.探究 CO2 性质：将 CO2 快速倒入盛有燃着蜡烛的烧杯中，便于观察低处蜡烛先熄灭
解析：A、导管口刚有气泡冒出立即收集，此时收集的气体中混有空气，会影响气体的性质
实验，故错误；
B、去除粗盐中难溶性杂质：将粗盐全部加入水中，立即过滤，可能没有全部溶解，导致产
率偏低，正确；

C、由于插入燃烧匙太慢，在塞紧瓶塞之前，瓶内部分空气受热逸出，使瓶内的气体除氧气
之外的气体也跑到了瓶外，会导致液体水面上升超过 ；
D、探究 CO2 性质：将 CO2 慢慢倒入盛有燃着蜡烛的烧杯中，便于观察低处蜡烛先熄灭，故错
误。
答案：B
10.(1 分)下列实验中，能达到相应目的是(

)

A.分离 CaCO3 和 CaCl2 固体：取样，加足量水溶解，过滤
B.制备 Fe(OH)3：将 Fe2(SO4)3 溶液和适量的 Ba(OH)2 溶液混合，过滤
C.除去 CO2 中的 HCl 气体和水蒸气：将混合气体一次通过浓硫酸、NaOH 溶液
D.鉴别稀盐酸、NaOH 和 NaCl 三种溶液：取样，分别滴入酚酞溶液后再相互混合
解析：A、碳酸钙难溶于水，分离 CaCO3 和 CaCl2 固体：取样，加足量水溶解，过滤，蒸发，
故 A 错误；
B、硫酸铁和氢氧化钡会生成氢氧化铁沉淀和硫酸钡沉淀，过滤后的沉淀是硫酸钡沉淀和氢
氧化铁沉淀的混合物，故 B 错误；
C、气体通过氢氧化钠溶液也会携带水蒸气，故 C 错误；
D、取样品，加入酚酞，溶液显红色的是氢氧化钠、不变色的是氯化钠、盐酸，在没有变色
的两种滴入氢氧化钠中，颜色褪去的是盐酸，剩下的是氯化钠，可以鉴别，故 D 正确。
答案：D。
二、解答题(共 12 小题，满分 40 分)
11.(2 分)回答下列问题
(1)氧气的化学式是
。
答案：O2
(2)3 个钠离子可表示为

。

解析：由离子的表示方法，在表示该离子的元素符号右上角，标出该离子所带的正负电荷数，
数字在前，正负符号在后，带 1 个电荷时，1 要省略。若表示多个该离子，就在其离子符号
+
前加上相应的数字，故 3 个钠离子可表示为：3Na 。
+

答案： 3Na

12.(3 分)图 A 是钾元素在元素周期表中的部分信息，图 B 是钾原子的结构示意图，据此回
答问题：

(1)钾的相对原子质量是

；

解析：在元素周期表中，下方的数字表示该元素的相对原子质量，故填：39.10。
答案：39.10
(2)钾原子的最外层电子数是
；

解析：在原子中，核电荷数=质子数=核外电子数。
答案：19
(3)由原子核外电子层与元素所在周期表中周期数相同可知，钾元素在元素周期表中应该排
在第
周期。
解析：由钾原子结构示意图可知，钾原子核外有 4 个电子层，故位于第四周期。
答案：四
13.(3 分)回答下列与水有关的问题
(1)日常生活中，可用
区分硬水和软水；
解析：加肥皂水后生成泡沫较多的是软水，生成泡沫较少的是硬水，所以肥皂水能够区分软
水和硬水。
答案：肥皂水
(2)水能变成水蒸气，这属于水的
性质(选填“物理”或“化学”)；
解析：水能变成水蒸气，状态改变，没有新物质生成，属于物理变化。
答案：物理
(3)电解水实验产生的两种气体中，能燃烧的是
。
解析：电解水实验产生的两种气体中，正极是氧气，具有助燃性，负极是氢气，能够燃烧。
答案：氢气
14.(3 分)回答下列问题
(1)氧气可压缩储存于钢瓶中，因为受压时氧气分子间的
减小；
解析：氧气可压缩储存于钢瓶中，因为受压时氧气分子间的间隔减小。
答案：间隔
(2)CH4 充分燃烧可用化学方程式表示为

；

解析：甲烷在点燃条件下燃烧生成二氧化碳和水，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CH4+2O2
CO2+2H2O。
答案：CH4+2O2

CO2+2H2O

(3)炒菜时锅里的油不慎着火，可用锅盖盖灭，其灭火原理是
。
解析：炒菜时锅里的油不慎着火，可用锅盖盖灭，其灭火原理是隔绝氧气。
答案：隔绝氧气
15.(4 分)回答下列与含碳物质有关的问题
(1)在金刚石和石墨中，能用于制作干电池电极的是

；

解析：石墨具有导电性，能用于制作干电池电极。
答案：石墨
(2)制糖工业中利用活性炭的
性脱色制白糖；
解析：活性炭具有吸附性，吸附色素和异味，利用活性炭的吸附性脱色制白糖。
答案：吸附
(3)CO2 与 H2O 反应，生成一种能使石蕊溶液变红的物质，这种物质是
；
解析：O2 与 H2O 反应碳酸，碳酸能使石蕊溶液变红。
答案：碳酸

(4)炼铁时高炉内发生如下反应：CO2+ C

2CO，其中

发生氧化反应。

解析：由化学方程式可知，碳在 CO2+ C

2CO 反应中得到了氧，发生了氧化反应，是

此反应的还原剂。
答案：C
16.(3 分)分析图中 NaCl、KNO3 的溶解度曲线，回答问题

(1)10℃时，100g 水中最多溶解 KNO3 约

g；

解析：据图可以看出，10℃时，硝酸钾的溶解度为 20g，100g 水中最多溶解 KNO3 约 20g。
答案：20
(2)溶解度受温度变化影响较小的是
；
解析：据图可以看出，氯化钠的溶解度受温度变化影响较小。
答案：氯化钠
(3)30℃时，将 30g KNO3、30g NaCl 分别放入 100g 水中，均完全溶解，降温到 10℃时，有
晶体析出的是
。
解析：30℃时，将 30g KNO3、30g NaCl 分别放入 100g 水中，均完全溶解，降温到 10℃时，
硝酸钾的溶解度小于 30g，有晶体析出。而氯化钠的溶解度大于 30g，不会有晶体析出。
答案：硝酸钾溶液
17.(3 分)结合 NaOH、Ca(OH)2 的相关知识，回答下列问题
(1)可用来改变酸性土壤的固体是
；
解析：氢氧化钙属于碱，具有碱性，可用于改良酸性土壤。
答案：氢氧化钙
(2)从微观角度看，它们的溶液具有相似化学性质的原因是
；
解析：在水溶液中电离出的阴离子全部是氢氧根离子的化合物是碱，所以具有相似化学性质
的原因是都含有氢氧根离子。
答案：都含有氢氧根离子
(3)除去 NaOH 溶液中混有的少量 Ca(OH)2，可选用的试剂是
。
解析：碳酸钠和氢氧化钙反应生成碳酸钙沉淀和氢氧化钠，所以除去 NaOH 溶液中混有的少
量 Ca(OH)2，可选用的试剂是碳酸钠。
答案：碳酸钠

18.(4 分)回答下列与金属有关的问题
(1)在黄铜(铜锌合金)片和纯铜片中，硬度较大的是

，将它们分别放入稀盐酸中能

产生气泡的是
；
解析：合金的硬度比组成其纯金属的硬度大，所以硬度较大的是黄铜，黄铜中的锌会与盐酸
反应生成氢气，将它们分别放入稀盐酸中能产生气泡的是：黄铜。
答案：黄铜 黄铜
(2)铁生锈是铁与空气中的
发生化学反应的过程；
解析：铁生锈是铁与空气中的氧气、水发生化学反应的过程。
答案：氧气、水
(3)向 AgNO3 和 Cu(NO3)2 的混合溶液中加入一定量 Al 粉，充分反应后过滤；取少量滤液滴加
稀盐酸，产生白色沉淀。滤液中一定含有的溶质是
。
解析：取少量滤液滴加稀盐酸，产生白色沉淀，溶液中含有硝酸银，向 AgNO3 和 Cu(NO3)2 的
混合溶液中加入一定量 Al 粉，所以滤液中一定含有的溶质是硝酸铜、硝酸银、硝酸铝。
答案：硝酸铜、硝酸银、硝酸铝
19.(5 分)结合下列实验装置，回答问题

(1)标号为 a 的仪器名称是
答案：集气瓶

；

(2)装置 A、B 中，便于添加液体药品的是
；
解析：两套装置比较可知，B 中的长颈漏斗可随时添加液体药品。
答案：B
(3)在 H2 和 O2 中，可用装置 B 制取的是
；
解析氢气的密度比空气小，不能用向上排空气法来收集，氧气的密度比空气大，可用此方法
收集。
答案：氧气或 O2
(4)若用装置 C 检验 CO2，则试管中盛装的药品是
溶液；
解析：二氧化碳能使澄清的石灰水变浑浊，通常用澄清的石灰水来检验二氧化碳气体；故填：
氢氧化钙。
答案：氢氧化钙
(5)若制取 8.8g CO2，理论上需要

g 10%的稀盐酸与足量大理石反应。

解析：设需要 10%的稀盐酸的质量为 x，则
CaCO3+2HCl═CaCl2+H2O+CO2↑
73
44
10%×x

8.8g

x=146g
理论上需要 10%的稀盐酸 146g。
答案：146
20.(3 分)在实验室里可用以下两种方法配制质量分数为 10%的 NaOH 溶液

(1)方法一中配制 100g 10%的 NaOH 溶液，需要 NaOH 固体
g。
解析：配制 100g10%的 NaOH 溶液，需要 NaOH 固体的质量为 100g×10%=10g。
答案：10
(2)方法二中用量筒量取 25%的 NaOH 溶液时仰视读数，其他操作均正确，所配溶液中溶质的
质量分数
10%(选填“大于”、“小于”或“等于”)；
解析：方法二中用量筒量取 25%的 NaOH 溶液时仰视读数，读数比实际液体体积小，会造成
实际量取的 25%的 NaOH 溶液的体积偏大，其他操作均正确，所配溶液中溶质的质量分数大
于 10%。
答案：大于
(3)方法一中的“溶解”和方法二中的“混匀”，都要用到的仪器是
。
解析：方法一中的“溶解”和方法二中的“混匀”，都要用到的仪器是烧杯、玻璃棒，其中
玻璃棒的作用是搅拌，加快溶解速率的作用。
答案：烧杯、玻璃棒
21.(3 分)鉴别失去标签的五瓶溶液：稀盐酸、稀硫酸、NaOH 溶液、CuSO4 溶液和 BaCl2 溶液。
(1)根据溶液颜色即可确定 CuSO4 溶液。取少量四种无色溶液分别放入四支试管中，再分别
滴加 CuSO4 溶液，可鉴别出 NaOH 溶液和 BaCl2 溶液。鉴别出 NaOH 溶液的现象是
；
解析：氢氧化钠能与硫酸铜反应产生蓝色的氢氧化铜沉淀。
答案：产生蓝色沉淀
(2)另取少量剩余的两种溶液分别放入两支试管中，再分别滴加 BaCl2 溶液，其中一支试管
内产生白色沉淀，该反应可用化学方程式表示为
，至此，五瓶溶液已全部鉴别
出来；
解析：氯化钡能与硫酸反应产生白色的硫酸钡沉淀和盐酸。
答案：H2SO4+BaCl2═BaSO4↓+2HCl
(3)实验结束后，将所有试管中的物质充分混合，过滤除去沉淀，得到无色滤液；取少量无
色滤液滴加 Na2SO4 溶液，无明显现象，另取少量无色滤液分别与下列物质混合时，一定无明
显现象的是
。
A.酚酞溶液
B.Mg
C.CuO

D.Ba(OH)2 溶液
E.AgNO3 溶液。
解析：过滤除去沉淀，得到无色滤液，说明不含有铜离子和硫酸；取少量无色滤液滴加 Na2SO4
溶液，无明显现象，说明不含有钡离子，故氢氧化钠可能剩余，加入酚酞试液可能会变红，
加入镁和氧化铜没有现象，溶液中可能含有硫酸根离子，故加入氢氧化钡可能会产生白色沉
淀，溶液中含有氯离子，加入硝酸银溶液会产生白色沉淀。
答案：BC
22.(4 分)结合下图所示实验，回答有关问题。(反应条件已省略，微溶性物质按可溶处理)

(1)白色固体甲的成分是
；
解析：硫酸镁和氯化钡反应产生硫酸钡沉淀和氯化镁，因此沉淀是硫酸钡，故填：硫酸钡(或
BaSO4)。
答案：硫酸钡(或 BaSO4)
(2)碳酸钠溶液和稀盐酸的反应可用化学方程式表示为

；

解析：碳酸钠和盐酸反应产生氯化钠、水和二氧化碳。
答案：Na2CO3+2HCl═2NaCl+H2O+CO2↑
(3)溶液 F 中一种溶质可能存在，只需补充一个实验即可确定其是否存在，所补充实验的具
体操作是
。
解析：溶液 A、B、C 混合会产生沉淀，且沉淀和稀盐酸反应产生气体，根据各反应的产物可
知沉淀一定含有过量的氯化钡和过量的碳酸钠反应产生的碳酸钡沉淀，可能含有氯化镁和氢
氧化钠反应产生的氢氧化镁沉淀，若含有氢氧化镁，氢氧化镁和盐酸反应产生氯化镁和水，
则 F 中就含有氯化镁，为确定氯化镁的存在，可以加入可溶性的碱溶液，看能否产生沉淀；
故答案为：取少量的溶液 F，加入氢氧化钠等可溶性的碱溶液，若产生沉淀，则含有氯化镁，
若没有沉淀，则不含有氯化镁。
答案：取少量的溶液 F，加入氢氧化钠等可溶性的碱溶液，若产生沉淀，则含有氯化镁，若
没有沉淀，则不含有氯化镁
(4)溶液 A、B、C、D、E 中能用来鉴别稀硫酸和 NaOH 溶液的是
。
解析：溶液 A 中含有氯化镁和过量的氯化钡，氯化钡能够和稀硫酸反应产生沉淀，氯化镁能
够和氢氧化钠反应产生沉淀，因此无法鉴别；
溶液 B 中含有氯化钠和过量的碳酸钠，碳酸钠和稀硫酸反应产生二氧化碳气体，和氢氧化钠
混合无现象，可以鉴别；
溶液 C 含有氯化钠，不能确定氯化铵和氢氧化钠的存在，氯化钠和两种溶液都不反应，不能
鉴别；
溶液 E 中含有酚酞试液，在硫酸中不变色，在氢氧化钠溶液中变成红色，可以鉴别；
答案：B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