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y 2 

  



 

语 文 
 

【网络调查】 

随着“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的到来，“消费者权益保护”再一次成为网民关注的焦

点。近日，《范大姐帮忙》联合《市场导报》组成维权联盟，向消费维权亮剑。 

你遇到过哪方面的消费纠纷 

种类 汽车 食品 服装 手机 其他 

投诉人数 2730 2260 1150 1320 540 

所占比例 34．1% 28．3% 14．4% 16．5% 6．7% 

遇到消费纠纷，你维权了吗 

维权的态度或形式 自认倒霉 私了 
求助消协或运用

法律手段 
其他 

投票人数 30981 9857 7575 146 

所占比例 63．8% 20．3% 15．6% 0．3% 

  

【你说我说】 

网友一：现在有些商家出售商品或提供服务时，只提供"收据"或"小票"，上面没有任何

实质性内容。一旦遇上纠纷，所购商品的名称、型号、价格、购物日期、商店地址等都没有，

证据到哪去找呀？甚至有些消费者把小票、发票等都随手扔进垃圾桶导致遗失掉了。怎么维

权呢？这实属为难消费者了。 

网友二：有一年我拿着 80多元的"问题药"让消协处理，他们让我先到检验机构去检验，

而检验这 80多元的"问题药"，我就得先掏上千元的检验费用，怎么办呢？我只能自认倒霉。 

网友三：我朋友方小姐购买了 9 元洁面乳受骗后，打官司历时三个多月，其间付出了

3000多元交通费和误工费。值吗？算了呗，我们这些普通百姓犯不着为几个小钱费神？ 

网友四：我网购过一双劣质运动鞋，当时我就想去投诉那个卖家，但我不知道该去找谁。

找消费者协会，我到现在都不知在哪里，怎样联系他们？找工商管理部门，一看到他们那嘴

脸，算了吧，有委屈没处诉说呀！ 

网友五：我们都是外行。商家以次充好、以样品冒充新品，哪看得出呢？等发现质量有



 

问题了，有时都超过“三包”期限了，再去找商家理论，谁理你呀，找工商也没用！ 

网友六：一些特殊行业、垄断行业，将其霸王条款印在自制的票据上，强迫消费者接受

其所谓的“规矩”。像酒店就明确写着：禁带酒水。这种市场环境，消费者受害后如何举证？ 

网友七：上次我朋友发现刚买回来不到一个月的电视机居然开不了，找到商家理论，商

家却死不认帐。拿发票一看，上当了！白纸黑字，商家在发票上写的是“江楠电器”，而他

们的店名是“江南电器”，而且发票上明确写着：处理品。看来发票也得仔细看呀，店名、

产品名称、生产日期等都得看清楚。否则没法维权呀。 

一位法官说：很多消费者法律知识不足，需要维权时，往往既不知道自己该告谁，也不

知道需要提供什么证据。消费者在购物时，一定要索要发票，发票信息与实物要保持一致。 

食品专家董金狮：现阶段之所以有这么多商家敢冒着违法的风险干一些昧良心的事，一

是利益的驱使，此外还缺乏强有力的监管力量。提高食品药品生产准入门槛，建立食品药品

质量追溯机制迫在眉睫。 

 

1、根据【网络调查】所提供的信息，概括我国消费者维权的基本情况。（3 分） 

                                                                                            

                                                                                            

 

2、阅读上述材料，下面说法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2 分） 

A．消费者在购物时，要仔细阅读商品信息，认明商标，防止调包。 

B．消费者在购物时，要向商家索要发票，发票信息与实物要一致。 

C．消费者可以借助法律法规和发票等证据来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 

D．所有购买的商品，只要出现质量问题，都可以投诉成功。 

 

3、阅读上述材料，概括出消费者维权难的原因。（4 分） 

                                                                                            

                                                                                            

 

4、“年年 315”，“天天 315”，每当 315 来临之际，消费者维权话题就会格外火热，消费者投

诉就出现井喷，结合上述材料你认为怎样才能避免投诉井喷的发生？（3 分） 

                                                                                            

                                                                                            

                                                                                                    

 

 

 



 

 

数 学 
一、选择题 

1．在﹣2，1，5，0 这四个数中，最大的数是（     ） 

A．﹣2        B．1        C．5        D．0 

2．下列计算正确的是（    ） 

  A．
2 2 2( )a b a b            B．

2 2( )ab ab      

C．
3 2 5( )a a           D． 32 aaa   

3．下列图形中，既是轴对称图形又是中心对称图形的是（    ）  

A．    B．    C．    D．  

4．如图，已知 )3,1(A ，将线段OA绕原点O顺时针旋转 90°后得到 'OA ，则 'OA 的长度是

（     ） 

A． 10         B．3          C． 22         D．1  

               

 

（第 4 题图）                   （第 5 题图）                  （第 6 题图） 

5．如图，一个透明的玻璃正方体表面嵌有一根黑色的铁丝，这根铁丝在正方体俯视图中的

形状是（     ） 

A'

O x

y

A
3

1

60°

2
1



 

（第 8 题图） 

A．       B．    C．      D．  

6．如图所示，三角形纸片中，有一个角为 60°，剪去 这个角后，得到一个四边形，则∠1

＋∠2 的度数为（     ） 

   A. 120°       B. 180°        C. 240° 
            

D. 300° 

7．已知点 ( 1, 2)P a a  在平面直角坐标系的第二象限内，则 a 的取值范围在数轴上可表示

为（阴影部分）（    ） 

 

8．如图，在△ABC 中，已知∠ADE＝∠B，则下列等式成立的是（     ） 

A．
AE AD

AB AC
       

B．
AD AE

AB AC
     

C．
DE AE

BC AB
      

D．
DE AD

BC AC
  

9．如图，PA、PB 是⊙O 的切线，A、B 是切点，点 C 是劣弧 AB 上的一个动点，若∠ACB

＝110°，则∠P 的度数是（     ） 

A．55°        B．30°        C．35°        D．40° 

10．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第一个正方形 ABCD 的位置如图所示，点 A 的坐标为（2，0），

点 D 的坐标为（0，4）．延长 CB 交 x 轴于点 A1，作第二个正方形 A1B1C1C；延长 C1B1

交 x 轴于点 A2，作第三个正方形 A2B2C2C1，…，按这样的规律进行下去，第 2016 个正

方形的面积为（      ） 

   A．

4030
3

20
2

 
 
 

     B．

4032

2

3
20 








      

   C．

2016

2

3
20 








      D．

2015

2

3
20 








  

 

二、填空题 

11．地球上的海洋面积约为 361 000 000 km
2，，则科学记数法可表示为         km

2； 

1 －2 －3 －1 0 2 
A． 

1 －2 －3 －1 0 2 
B． 

C． 
1 －2 －3 －1 0 2 

D． 
1 －2 －3 －1 0 2 

 

（第 9 题图） 



 

（第 15 题图） 

          

12．如图，在 Rt△ABC 中，∠ACD＝90°，CD⊥AB，tan∠BCD
3

4
 ， 12AC  ，则 BC          ； 

13．如图，已知圆锥的底面半径 3OA cm ，高 CO＝4cm，则该圆锥的侧面积为       cm
2． 

14．如图，正方形 ABCD 和正方形 CEFG 中，点 D 在 CG 上，BC=1，CE=3，H 是 AF 的中

点，那么 CH 的长是                . 

15．如图，正方形 ABCD 的边长为 3，对角线 AC 与 BD 

相交于点 O，CM 交 BD 于点 N，若 BM=1，则线段 

ON 的长为        .  

 

三、解答题 

16．先化简
2

2

3 2 5 2

2 2 4

x x

x x x

 
  

   
，再选取一个恰当的数 x 代入求值； 

 

 

 

 

 

 

 

17．如图，直线 l 经过点 A（1，0），且与曲线 y＝
m

x
（x＞0）交于点 B（2，1）．过点 P（p，

p－1）（p≥2）作 x 轴的平行线分别交曲线 y＝
m

x
（x＞0）和 y＝－

m

x
（x＜0）于 M，N

两点． 

（1）求 m 的值及直线 l 的解析式； 

（2）是否存在实数 p，使得 S△AMN＝4S△APM？若存在，请求出所有满足条件的 p 的值；

若不存在，请说明理由． 

B

C

A D

（第 12 题图） 

C

AO

（第 13 题图） （第 14 题图） 



 

CB

A

  

18．如图，△ABC 中， 4 5AB AC  ，
5

cos
5

C  ． 

（1）动手操作：利用尺规作以 AC 为直径的⊙O，并标出⊙O 与 AB 的交点 D，与 BC 的交

点 E（保留作图痕迹，不写作法）： 

（2）综合应用：在你所作的圆中， 

①求证： DE CE ； 

②求点 D 到 BC 的距离．   

 

 

 

 

 

 

 

  



 

英 语 
一、单项选择 

(    ) 1. When she _______ the newspaper, Granny _______ asleep. 

A. was reading; fell     B. read; was falling 

C. was reading; was falling   D. read; fell 

(    ) 2. I don’t know if he _______ tomorrow. If he _______, I’ll tell you. 

A. will come; will come    B. will come; comes    

C. comes; will come     D. will come; come 

(    ) 3. --- Why won’t you see the film My Ugly Mother this evening? 

--- Because I _______ it twice. It’s so moving. 

A. see   B. saw    C. have seen   D. will see 

(    ) 4. I’m sure that the book ________ into many other languages in two years. 

A. will translate        B. is translated  

C. translated       D. will be translated     

(    ) 5. Don’t worry. All the children _______ by the nurse. 

A. are taken good care of    B. take good care of 

C. are taken good care    D. take good care for 

(    ) 6. ---We can’t be successful _______ we keep working hard. 

       ---I agree with you. 

        A. since        B. unless       C. though     D. so that  

(    ) 7. _______ I _______ she knows his telephone number, because it has 

been changed. 

A. Both; and           B. Either; or      

C. Not only; but also      D. Neither; nor 

(    ) 8. Do you still remember _______? 

A. that he said      B. what he said     C. did he say that     D. what did he 

say 

(    ) 9. Could you please tell me _______? 

A. What the matter is          B. what was the matter 

C. what is the matter           D. what the matter was 



 

(    ) 10. He told me _______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A. who taught you German    

B. whose pen was it      

C. whether they will leave for Beijing 

D. spring came after winter 

二、完形填空 

A man was walking along the beach when he usually noticed some 

children dancing. 

“What on earth are they doing like dancing on the beach?” he  11  

walked towards them. He was  12  that a boy and a girl were not dancing but 

picking up the starfishes and throwing them back into the   13  .  

“Excuse me,  14  are you throwing the starfishes back into the sea?” he 

asked. The children didn’t  15  but continued picking up the starfishes and kept 

throwing them back into the sea. 

“Don’t you think it is a waste of your  16  as there are hundreds of 

starfishes still lying around? Surely you can’t keep the   17   all day long.” 

At last the elder boy replied, “Sir, you see the Sun would soon  18  and 

the tide will leave away. Though my   19   and I can’t throw all the 

starfishes back into the sea, we are sure it matters to the ones we succeed in  

20 . Would you like to join us? It would make a difference.” 

  The man smiled and said, “It certainly would,” so he picked up the 

starfishes and threw them into the sea. 

(    ) 11. A. quickly     B. hurriedly     C. carefully     D. suddenly 

(    ) 12. A. glad       B. sad       C. surprised     D. 

disappointed 

(    ) 13. A. bowl      B. bank      C. river       D. sea 

(    ) 14. A. what      B. why       C. how     D. where 

(    ) 15. A. hear       B. care       C. know      D. reply 

(    ) 16. A. money      B. time       C. power      D. chance 

(    ) 17. A. words      B. rule       C. animal      D. act 

(    ) 18. A. go away     B. go off      C. go up       D. go 

down 

(    ) 19. A. sister      B. mother      C. brother      D. father 

(    ) 20. A. catching     B. throwing     C. keeping      D. cooking  



 

物 理 
电学：一、选择题 

          

（第 1 题图）                      （第 2 题图）                  （第 3 题图） 

 

1. 泷同学是个爱动脑的孩子，他想知道家里电风扇的实际功率多大，于是他将家里其他用

电器都关闭，只让电风扇单独工作了 72s，如图的电能表转盘转了 5 转，下列说法正确

的是（  ） 

A．此电能表转盘每小时转过 2500 转 

B．电能表是测量电路中用电器功率的仪器 

C．此电能表所在电路的最大电功率为 2200KW． 

D．电风扇的实际功率是 100W 

 

2. 如图所示，导体 A、B 由同种材料制成．A、B 等长．但 A 比 B 的横截面积大．开关闭

合后，下列叙述中正确的是（  ） 

A．在相同时间内，电流通过 A、B 做的功 WA＞WB 

B．在相同时间内，电流通过 A、B 做的功 WA=WB 

C．在相同时间内，电流通过 A、B 做的功 WA＜WB 

D．无法比较电流通过 A、B 时所做功的大小 

 

3. 如图所示，灯 L 上标有“9V 9W”的字样．只闭合 S1 时，灯泡 L 正常发光；

只闭合 S2 时，L 的实际功率是 1W．则（灯泡电阻不变）（  ） 

A．电源电压为 18V          

B．灯泡的电阻为 10Ω  

C．电阻 R 两端电压为 6V         



 

D．R 的阻值为 27Ω 

 

 

     

 

（第 4 题图）                                           （第 6 题图）     

4. 如图所示，为“探究电流通过导体时产生的热量与什么因素有关”的实验电路，以下说

法正确的是（  ） 

A．闭合开关 S1、S2，通过三根电阻丝的电流相同。 

B．先闭合开关 S1，再闭合开关 S2，电流表示数保持不变。 

C．先闭合开关 S1，再闭合开关 S2，通过右容器中电阻丝的电流变小。 

D．闭合开关 S1、S2 一段时间后，右边 U 形管内的液面比左边 U 形管内的液面高。 

 

5. 一台直流电动机的线圈电阻为 2Ω，工作时，通过线圈的电流为 5A，加在其两端的电压

为 220V，那么在 5 分钟内做的电功和产生的热量分别是（  ） 

A．3.3×10
5
J，1.5×10

4
J                B．1.5×10

4
J，3.3×10

5
J 

C．3.3×10
5
J，3.3×10

5
J                D．1.5×10

4
J，1.5×10

4
J 

 

6. 如图所示，是家用吹风机的工作原理，既可吹热风也可吹冷风，某次用该电吹风将头发

吹干的过程中，电吹风的功率随时间变化如图乙所示，则在该次吹干头发的过程中电吹

风消耗的总电能是（  ） 

A．7040J    B．12320J   C．21120J   D．13200J 

 

 



 

 

电学：二、探究题 

7. 三叶想知道小灯的亮暗程度与什么因素有关．于是找来额定电流小于 0.6A，额定电压是

2.5V 的灯 L1 接在电源电压恒为 6V 的电路中，按照如图所示的电路开始探究． 

            

（1）若三叶连接电路后闭合开关，灯 L1 几乎不发光，移动滑片 P 也不能改变灯的亮度．原

因是他把滑动变阻器的  （选填“A、B”或“C、D”）接线柱接入了电路． 

 

（2）三叶排除故障后，按图乙所示的电路继续进行实验：闭合开关，滑片 P 向  （选填

“A”或“B”）端移动，使灯 L1 发光，测出灯 L1 的相关物理量，记录和计算结果如

表： 

次数 电压/V 电流/A 实际功率/w 电阻/Ω 

1 1.6 0.20 0.32 8.00 

2 2.5 0.24 0.60 10.42 

3 2.8 0.26 0.73 10.77 

（3）三叶注意到灯 L1 的亮度变化是：第二次比第一次亮，第三次比第二次更亮．结合表中

数据得出的结论是小灯泡越亮，它的实际功率越  ，灯泡的额定功率为  ． 

（4）三叶在实验结束后与同学们讨论： 

①有同学认为“用上表中灯 L1 的 3 次电阻的平均值代表它的电阻更准确．”这种说法错

误的原因是：忽略了  对小灯电阻的影响． 

②有同学认为“把灯 L1 换成定值电阻，该实验可以用来研究导体中的电流与电压的关

系，”你认为这种说法是  的（选填“正确”或“错误”）． 

 

 

力学 

1. 如图所示：进行托里拆利实验时，把玻璃管向下压至封闭端露出水银面 20cm，此时管内

充满水银，当时大气压强为 76cm 水银柱．若在管顶 A 开一个小孔，则（     ） 

A．水银从小孔喷出，管顶压强为 56cm 水银柱 

B．水银从小孔喷出，管顶压强小于 56cm 水银柱 

C．水银充满管子，但不会喷出       

D．管内水银面立即下降，直至与水银槽内的水银面相平 



 

 

 
 

2. 关于大气压，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大气受到重力作用是产生大气压的原因，因此只有竖直向下的方向才有大气压 

B．大气对物体产生压强总是垂直于物体的表面 

C．我们没有感到身体到处受到大气压的作用，说明大气压是很小的 

D．房屋要建造得坚固的原因是为了防止屋顶被大气压压塌 

 

3. 功夫熊猫在上课的时候表演了一个魔术。如图所示，他一只手握住胶管的中部，保持下

半部分不动，另一只手抓住管的上半部，使其在空中快速转动，这时下管口附近的碎纸

屑被吸进管中，并“天女散花”般地从上管口飞了出来。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由于

（      ） 

A．下管口空气流速大，导致下管口的压强大于上管口的压强 

B．下管口空气流速大，导致下管口的压强小于上管口的压强 

C．上管口空气流速大，导致下管口的压强大于上管口的压强 

D．上管口空气流速大，导致下管口的压强小于上管口的压强 

 

4. 如图，重为 5N 的篮球，在水中处于静止状态，此时绳子的拉力为 3N，若绳子突然断了，

篮球在没有露出水面之前，所受合力的大小和方向是  （    ） 

A．5N，竖直向下    

B．3N，竖直向上 

C．2N，竖直向上    

D．8N，竖直向下 

 

5. 以下是浮力知识的应用，说法正确的是   （    ） 

A．密度计漂浮在不同液体中，所受浮力不同 

B．密度计在不同液体中漂浮，浸入液体体积越大， 

所测得的液体密度越大 

C．一艘轮船在海里和河里航行时，所受浮力一样大 

D．一艘轮船在海里和河里航行时，在海里受的浮力大 

 

 

6. 孙悟空用如图甲所示进行实验“探究影响浮力大小的因素”，根据数据作出的弹簧测力

来挑战我吧！ 



 

计示数 F 与如意金箍棒浸入水中的深度 h 的关系图象如图乙，从图乙可知（     ） 

A．金箍棒受到的重力为 2N 

B．当金箍棒浸没在水中时受到的浮力为 2N 

C．金箍棒的密度为 1.0×10
3
kg/m

3 

D．浸入液体的金箍棒所受的浮力大小与深度成正比 

 

7. 如图（a）所示，在一个较大的容器中盛有水，水中放有一个木块，木块上面放有物体 A，

此时木块漂浮；如果将 A 从木块上拿下，并放入水中，当木块和 A 都静止时（水未溢出），

下面说法正确的是 （    ） 

       
（a）            （b） 

A．当 A 的密度小于水的密度时，容器中水面上升 

B．当 A 的密度大于水的密度时，容器中水面下降 

C．当 A 的密度等于水的密度时，容器中水面下降 

D．当 A 的密度大于水的密度时，将 A 拿下后悬挂在木块下面，如图（b），容器中水面

不变 

 

8. 如图是 a、b 两种物质的质量与体积的关系图像。分别用 a、b 两种物质制成两个规则的

实心长方体甲和乙，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将物体甲放入水中，一定漂浮在水面 

B．将物体乙放入水中，一定沉入水底 

C．将体积相等的甲、乙两物体捆在一起放入水中， 

一定漂浮在水面 

D．将质量相等的甲、乙两物体捆在一起放入水中， 

一定漂浮在水面 



 

 

9. 如图所示，将苹果放在水中，静止后会漂浮在水面上。若将苹果底部咬掉一口，余下部

分重新放入水中，则余下苹果露出水面的部分会比原来（      ） 

A．更多     

B．更少 

C．一样多 

D．无法比较 

 

 

10. 如图所示是潜水艇在江水和海水中潜行的情形截面图，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甲图表示潜水艇在江水中潜行，乙图表示潜水艇在海水中潜行 

B．由于悬浮时浮力等于重力，潜水艇在江水中受到的浮力等于海水中受到的浮力 

C．由于海水的密度大，潜水艇在江水中受到的浮力小于在海水中受到的浮力 

D．潜水艇通过改变受到浮力的大小来实现沉浮 

    

 

 

 

 

 

 

丢下去水里

试试看！ 



 

化 学 
复习巩固 

1、下图依次是实验室制取、收集、检验氧气和验证其性质的装置，其中无法达到目的的是

（    ） 

      

 

 

2、下列关于碳及碳的氧化物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 

A．活性炭可吸附水中的色素           

B．用闻气味的方法能够区别 CO2和 CO  

C．CO可以在氧气中燃烧              

D．CO2可作为大棚种植农作物的气体肥料 

3、水是地球上最普通、最常见的物质之一，下列关于水的说法正确的是(     )  

A．自然界中的水都是纯净物 

B．水蒸发后，水分子间的间隔增大 

C．水的蒸发和水的电解都生成气体，它们都是化学变化 

D．水电解生成氢气和氧气，说明水中含氢分子和氧分子 

 

4、对下列实验制定容器中的水的解释没有体现水的主要作用的是（    ） 

 A B C D 



 

实  

验  

装  

置  

 

硫在氧气中燃烧  

 

测定空气中氧气含量  

 

铁丝在氧气中燃

烧  

 

排水法收集氢气  

解  

释  

集气瓶中的水：

吸收放出的热量  

量筒中的水：通过水体积

的变化得出 O2体积  

集气瓶中的水：冷

却溅落熔融物，防

止集气瓶炸裂  

集气瓶中的水：先将

集 气 瓶 内 的 空 气 排

净，后便于观察 H2

何时收集满  

 

5、下列有关氧气的叙述正确的是（    ） 

A．铁丝在氧气中燃烧，发出耀眼的白光，生成黑色固体 

B．空气中氧气含量的测定实验中，可以将红磷换成硫粉 

C．氧气一定条件下可以和大多数物质发生反应 

D．氧气的化学性质比较活泼，是可燃物 

 

6、如图 1 装置可制取有关气体． 

 

请回答： 

（1）仪器 a、b 的名称是：a             ；b             ； 

（2）实验室用高锰酸钾制取氧气的化学方程式为                   ；如用 E 装置收集

氧气，当观察到             时，再把导管口伸入盛满水的集气瓶中． 

（3）实验室制取二氧化碳的化学方程式为                           ，应选用的收集装

置是             ． 

（4）实验室也可以用 A 装置制取二氧化碳（试管口无需棉花），推测其反应物

是             ． 

A．NaHCO3 固体       B．大理石与稀盐酸      C．木炭与氧气 

（5）图 2 装置可用来测量生成的 O2 的体积，检验该装置气密性的方法是：当把针筒里的



 

活塞内推时，若看到             ，说明气密性良好． 

（6）实验室在常温下用块状的电石与水反应制取不溶于水的乙炔气体，该反应必须严格控

制加水的速度，以免剧烈反应放热发生装置炸裂．你认为图中最适合制取乙炔气体的

发生装置是             ；如果用图中装置收集乙炔，气体应从         （填“a”

或“b”）进入． 

 

7、已知 A、B 为两种黑色粉末，D 为红色单质。A、B、C、D、E 五种物质之间的转化关系

如下图所示． 

 

请回答： 

（1）C 的化学式为               ； 

（2）A 中金属元素的化合价是               ； 

（3）反应①的化学方程式为                                  ；该反应属于             

反应． 

 

新课预习 

1、下列物质中属于酸的是 （     ）  

A．H2CO3         B．NaHCO3       C．P2O5          D．Ba(OH)2 

 

2、下列物质不属于碱的是（     ） 

A．熟石灰          B．苛性钠        C．生石灰        D．氢氧化铝 

 

3、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浓盐酸有吸水性       B．浓盐酸放置在空气中一段时间后质量

会变小  

C．稀释浓硫酸时把水倒入浓硫酸中   D．浓硫酸有挥发性  

 

4、常温下，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pH=2 的溶液显酸性         B．pH=7 的溶液显中性  

C．溶液的 pH 由 5 变成 2，其酸性减弱   D．pH＞10 的土壤不适于种植农作物，

因为碱性太强 

5、除去下列物质中的少量杂质，所选试剂及操作都正确的是（     ） 



 

序号 物质 杂质 试剂 操作 

A CO CO2 足量 NaOH 溶液 洗气 

B CO2 HCl 足量 NaOH 溶液 洗气 

C NaOH 溶液 Ca(OH)2 足量 CO2 过滤 

D Fe 粉 CuO 过量盐酸 过滤 

 

6、如图表示的是身边一些物质在常温时的近似 pH，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A．草木灰水呈酸性      B．鸡蛋清的碱性比草木灰水的碱性要强 

C．橘子汁呈酸性       D．柠檬汁能使无色酚酞试液变红 

 

7、硫酸、盐酸是重要的化工原料。 

（1）浓硫酸在实验室常用作干燥剂，因为浓硫酸有         性。 

（2）写出稀硫酸与下列物质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①与铁粉反应：                                                    

②与碳酸钠溶液反应：                                              

③与氧化铁反应：                                                   

上述反应中，属于酸的共同性质的是            （填编号） 

（3）盐酸的下列用途中，不能用硫酸代替盐酸的是            （填编号） 

①金属表面除锈    

②制造药物氯化锌    

③除去 NaCl 中的少量 NaOH 

 

家庭实验：自制酸碱指示剂 

目的：验证常见的花瓣汁液是否能做酸碱指示剂 

原理：花瓣汁液遇见酸性或者碱性物质能呈现不同颜色 

药品：紫甘蓝叶、红玫瑰花瓣、牵牛花瓣、木棉花瓣、菊花花瓣 

      碱性液体：肥皂水、洗洁精水、苏打水、洗手液 

中性液体：酒精、蒸馏水 

酸性液体：白醋、洁厕精、柠檬汁 

仪器：试管多只、烧杯多个、筷子、胶头滴管 

  



 

  

步骤：1、分别取少量上述花瓣放于烧杯中，用筷子捣碎，加入适量酒精，振荡。 

2、小心倒出汁液，备用，弃去花瓣 

3、将步骤 2 得到的汁液分别滴入酸性、碱性、中性溶液中，记录下表 

  紫甘蓝汁 玫瑰花瓣汁 牵牛花瓣汁 木棉花瓣汁 菊花花瓣汁 

碱性 

肥皂水      

洗洁精水      

苏打水      

洗手液      

中性 蒸馏水      

酸性 

白醋      

洁厕精      

柠檬汁      

反思：可以作为酸碱指示剂的花瓣汁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