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8

2016年广州市南沙区初三一模考试

化 学

本试卷分选择题和非选择题两部分，满分 100分，考试时间 80分钟。

可能用到的相对原子质量：H—1 C—12 N—14 O—16 S—32
Ca—40 K—39 Cl—35 .5 Cu—64 Fe—56

第一部分 选择题 （共 40分）

一. 选择题（共 20小题，每小题 2分，共 40分）

1. 下列变化都属于化学变化的是（ ）

A. 汽油挥发、铁生锈 B. 燃放烟花、二氧化碳通入澄清石灰水中

C. 活性炭吸附冰箱内异味、干冰升华 D. 分离液态空气得到氧气、食物腐烂

2. 2012年 5月 30日，国务院讨论通过《“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其中涉及到

节能环保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等。在以下研究领域内，不属于化学学科研究范畴的是

（ ）

A. 研究新型航空材料 B. 合成药物

C. 将废旧塑料变为汽车燃料 D. 研究地壳板块结构及运动规律

3. 下列图示实验操作中正确的是（ ）

A B C D

4. 下列物质的俗称与化学式不相符合．．．．的是（ ）

A. 干冰 CO2 B. 生石灰 Ca(OH)2 C. 烧碱 NaOH D. 纯碱 Na2CO3

5. 关于电解水（H2O）实验的说法正确的是（ ）

A. 电解水时在正极产生氧气 B. 实验证明水是由氢气和氧气组成的

C. 水中氢、氧元素的质量比为 2：1 D. 水分子是由氢分子和氧原子构成的

6. K2CO3是草木灰的主要成分，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 K2CO3中钾、碳、氧三种元素的质量比为 2：1：3



59

B. K2CO3中碳元素的质量分数为 %100
161239

12



C. K2CO3的相对分子质量为 138

D. K2CO3溶液能导电，是因为溶液中存在大量的自由移动的分子

7. 发射“嫦娥一号”的火箭用偏二甲肼（C2H8N2）和四氧化二氮（N2O4）作常规推进剂，其完成反

应的化学方程式：C2H8N2 + 2N2O4 === 3X + 2CO2 + 4H2O，则 X的化学式为（ ）

A. N2 B. H2 C. O2 D. CO

8. 下列有关实验现象的描述，正确的是（ ）

A. 向装有锌粒的试管中滴入稀硫酸，锌粒表面产生大量的氢气

B. 细铁丝在氧气中燃烧，火星四射，生成黑色固体

C. 硫在空气中燃烧，发出蓝紫色火焰，生成有刺激性气味的气体

D. 红磷在空气中燃烧产生大量白雾

9. 下列混合气体，遇明火可能发生爆炸的是（ ）

①氢气和空气 ②二氧化碳和一氧化碳 ③氮气和空气 ④天然气和空气

A.①② B.①②③ C.①②④ D.①④

10. 下列对有关物质的分类不正确．．．的是（ ）

选项 物质 不同类物质

A 干冰、白酒、加碘盐、食醋 干冰

B CaO、H2O、P3O5、K2CO3 H2O

C Hg、NaOH、KCl、白磷（P4） 白磷（P4）

D 甲烷、乙醇、硝酸钾、葡萄糖 硝酸钾

11. 下列有关碳和碳的氧化物不正确．．．的是（ ）

A. 金刚石和石墨的物理性质差异很大，因为构成它们的碳原子结构不同

B. 二氧化碳能灭火，既利用物理性质，又利用了化学性质

C. 用墨写的字不褪色，是因为常温下碳的化学性质不活泼

D. 一氧化碳中毒，是因为一氧化碳极易与血红蛋白结合，导致缺氧

12. 如图是“一氧化碳和氧化铁反应”的部分实验装置，关于该实验说

法正确的是（ ）

A. 该实验的反应原理为 FeO+CO Fe+CO2

B. 在实验过程中，黑色的粉末会逐渐变成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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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充分反应后，向固体中加稀盐酸会产生气泡

D. 在实验过程中，产生的尾气可以直接排放到空气中

13. 根据如图的信息判断，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A. 氯原子的质子数是 17

B. 氯原子核外有 3个电子层

C. 当 X=8时，该微粒是阳离子

D. 在化学变化中，氯原子易得电子

14．下图是两种气体发生化学反应的微观示意图，其中相同的球代表同种原子，下列有关说法正确

的是（ ）

A. 分子在化学变化中不可分割 B. 反应后生成了两种新的化合物

C. 该反应属于置换反应 D. 化学反应前后原子的种类和数量不变

15. 将 100g质量分数为 20%的硝酸钾溶液稀释为 5%的硝酸钾溶液，需要加水的质量为（ ）

A. 100g B. 200g C. 300g D. 400g

16. 现有三种物质：①洁厕灵（含盐酸等），②生理盐水，③炉具清洁剂（含氢氧化钠等）。这三

种物质 pH大小关系为（ ）

A.①>②>③ B.③>②>① C.②<①<③ D.③<①<②

17．小明设计了右图装置探究“微粒是不断运动的”，一段时间后，可观察到紫红色石蕊变红色，

则 A物质是（ ）

A. 浓氨水 B. 浓硫酸

C. 生石灰 D. 浓盐酸

18. 向一定质量的硫酸铜溶液中加入一定质量的铁粉，反应一段时间后，溶液的质量（ ）

A. 变小 B. 变大 C. 不变 D. 无法确定

19. 下列除杂的实验过程都正确的是（括号内为杂质）（ ）

A. KCl（K2CO3）——加足量稀硫酸、过滤、蒸发、结晶

B. BaSO4（BaCO3）——加足量的稀硫酸、过滤、洗涤、干燥

C. CO2（HCl）——先通过氢氧化钠溶液，后通过浓硫酸

D. NaCl（MnO2）——加水溶解、过滤、洗涤、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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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设计对比实验，控制变量法是学习化学的重要方法，下列对比实验中不能．．达到目的的是（ ）

编号 A B C D

设计实验

实验目的 探究同种溶质在不同

溶剂中的溶解性

探究物质燃烧的

所有条件

探究铁生锈的所

有条件

探究CO2与NaOH

溶液能否发生反

应

第二部分 非选择题（共 60分）

二、填空题（本题包括 5小题，共 28分）

21. （5分）用化学用语填空。

（1）由三个氧原子构成的一个臭氧分子 ；（2）氮元素显+5价的氧化物 ；

（3）保持二氧化碳化学性质的最小微粒是 ；

（4）硝酸铜中的硝酸根离子 ； （5）人体内最多的金属元素 。

22．（6分）化学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下列物质中：天然气、酒精、汽油、柴油， 属于可再生资源。

（2）妈妈给家里的花施加了一些碳酸氢铵(NH4HCO3)，过几天我惊喜地发现花叶子变得浓绿了。

我知道碳酸氢铵是一种 （选填“磷肥”、“氮肥”或“复合肥” ）。

（3）饭后洗碗盘时，滴几滴洗涤剂以除去油渍，这是利用了洗涤剂的 功能。

（4）目前一种叫碘酸钙[Ca(IO3)2]的保健品已进入一些超市，其中含有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是 ，其中碘元素的化合价是 。

（5）氮气充入食品包装袋内用于防腐，是因为 。

23．（5分）酸、碱、盐在日常生活和生产中有广泛的应用，请写出下列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1）胃舒平中含有氢氧化铝，可用于治疗胃酸过多，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

（2）LiOH的化学性质与 NaOH化学性质很相似。载人航天飞船中常用 LiOH代替 NaOH来吸

收航天员呼吸产生的 CO2，则 LiOH和 CO2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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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氢氧化钴【Co(OH)2】可做涂料和清漆干燥剂，其制备的方法是：第一步，把金属钴与稀

盐酸反应制得氯化钴（CoCl2）；第二步，向氯化钴溶液中滴加氢氧化钠溶液至完全反应。

查阅资料：氯化钴溶液是粉红色的，氢氧化钴是难溶于水的粉色固体。

请写出第二步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

预测第二步的实验现象： 。

24. （7分）金属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得到广泛的应用。

（1）铜常用于制作导线，因为其具有良好的 。

（2）将纯铝和铝合金相互刻划。纯铝上留有明显的痕迹，说明 。

（3）如下图，向一定量的硝酸银溶液中加入铜和锌的混合粉末，充分反应后过滤，得到溶液甲

和固体乙。

① 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多选）

A. 溶液甲中一定含有硝酸铜

B. 溶液甲中一定含有硝酸锌

C. 固体乙一定会有银析出

D. 在溶液甲中滴加盐酸，若生成白色沉淀，则在固体乙中加入稀盐酸一定没有氢气产生。

②若乙中含有铜、锌、银三种固体，则溶液甲中含有的金属离子是 （填离子符

号），此时取固体乙加入稀硫酸，发生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

该反应类型为 反应。

25. （5分）请根据你学习的有关溶液的知识，回答下列问题。

（1）水是一种良好的溶剂，下列物质在水中能够配成溶液的是（填字母） 。

A. 氢氧化镁 B. 氯化镁 C. 金属镁 D. 植物油

（2）当硝酸钾中混有少量氯化钠时，可采用 （填“降温结晶”或“蒸发结晶”）

的方法提纯。

（3）20℃时，将 25g硝酸钾充分溶解在 50g的水中，得到的溶液是 （填“饱和”

或“不饱和”）溶液。此时溶液溶质的质量分数为 。（保留到 0.1%）

（4）40℃时，硝酸钾、氯化钾、A三种物质的溶解度由大到小顺序为： 。

温度/℃ 0 20 40 60

溶解度/g A物质 20 28 45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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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题（本题包括 4小题，共 32分）

26. （2分）下列是有关实验的基本操作，请填写适当的内容。

（1）给试管中的液体加热，试管夹应夹在 。

（2）在测定溶液的 pH时，用玻璃棒蘸取待测溶液滴到 pH试纸上，然后把试纸显示的颜色与

比较，读出该溶液的 pH。

27. （9分）下面是初中化学常用于制取气体的部分装置，请完成以下各题。

（1）写出上图中 a、b两种仪器的名称：a ，

b 。

（2）实验室可加热 KClO3和MnO2固体的混合物制取氧气，请写出

该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

若用向上排空气法收集氧气，验满的方法是

。

（3）若用 F装置收集氧气，则氧气应从 （填“c”或“d”）通入集气瓶。

（4）实验室可用石灰石和稀盐酸制取二氧化碳，反应的发生装置可选择 ，若用

G装置收集二氧化碳气体并测量收集二氧化碳气体的体积，其中在水面上放上一层植物油

作用是 。为测定某石灰石样品中碳酸钙的含量，取 10.0g

样品于烧杯中再向其中加入稀盐酸 50.0g，恰好完全反应（杂质不反应），反应后烧杯中

物质的总质量为 56.7g。该石灰石样品中碳酸钙的质量分数为 。

28. （12分）某兴趣小组同学去盐场参观，带回了部分粗盐样品，并对其进行如下探究。

（1）操作①中必须用到的一种仪器是 （填序号）

A. 研钵 B. 量筒 C. 烧杯 D. 试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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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操作③的名称是 ，操作④中用到的仪器玻璃棒，其作用为 。

（3）用提纯到的“精盐”配制 100g 7.5%的氯化钠溶液，经检测溶质质量分数偏小，其原因可

能有 （填序号）

①精盐固体不纯 ②称量时精盐与砝码放反了

③量取水时，俯视读数 ④装瓶时，有少量溶液洒出

（4）经测定“精盐”中还含有氯化钙、氯化镁等可溶性杂质，某同学设计下列除杂流程。

a. 已知试剂 X是碱溶液，则沉淀 I为 （写化学式），下列碱溶液一定不能

使用的是 （填序号）

A. 氢氧化钠溶液 B. 氢氧化钡溶液 C. 氢氧化钾溶液 D. 氢氧化钙溶液

b. 步骤②除去氯化钙的反应方程式 ；

c. 溶液Ⅱ中含有的阴离子有 （填离子符号），步骤③中发生反应的

化学方程式 。（任写其中一条）

29. （9分）实验室由于操作或保存药品不当，标签常常易损毁。现有四瓶溶液①②③④由于操作

不当标签已经破损（如图），但已经知道这四瓶溶液分别是 NaOH、Ca(OH)2、Na2CO3、KCl
溶液中的一种，某兴趣小组同学决定对四瓶标签破损的溶液成分进行探究（只提供稀盐酸和酚．．．．．．．．

酞溶液两种药品．．．．．．．）：

【提出问题】标签已经破损的①②③④四瓶溶

液分别是什么溶液？

【实验探究 1】第④瓶溶液肯定是 。

【实验探究 2】兴趣小组对①②③三瓶溶液进行了

如下的实验探究：

序号 实验步骤 实验现象 实验结论

（1） 取①②③三瓶溶液少量于三支试管

中，分别滴入酚酞溶液。

不能用酚酞溶液将其中

的任何一种溶液鉴别出

来

（2） 再取①②③三瓶溶液少量于另外三

支试管中，分别滴入

溶液

装有①溶液的试管中

，其余

两支试管无明显现象

①瓶溶液是Na2CO3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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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另取②③瓶溶液少量于另外两支试

管中，分别滴入 溶

液

装有②溶液的试管中

；装有

③溶液的试管中

。

②瓶溶液是

③瓶溶液是 Ca(OH)2溶

液

【反思与交流】为了防止标签发生破损，我们在倾倒溶液时应该注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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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用墨写的字不褪色，是因为常温下碳的化学性质不活泼
	   D. 一氧化碳中毒，是因为一氧化碳极易与血红蛋白结合，导致缺氧
	   A. 该实验的反应原理为FeO+COFe+CO2
	   B. 在实验过程中，黑色的粉末会逐渐变成红色
	   C. 充分反应后，向固体中加稀盐酸会产生气泡
	   D. 在实验过程中，产生的尾气可以直接排放到空气中
	13. 根据如图的信息判断，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A. 氯原子的质子数是17
	    B. 氯原子核外有3个电子层
	    C. 当X=8时，该微粒是阳离子
	    D. 在化学变化中，氯原子易得电子
	下图是两种气体发生化学反应的微观示意图，其中相同的球代表同种原子，下列有关说法正确的是（　　）
	    A. 分子在化学变化中不可分割        B. 反应后生成了两种新的化合物
	    C. 该反应属于置换反应              D. 化学反应前后原子的种类和数量不变
	15.  将100g质量分数为20%的硝酸钾溶液稀释为5%的硝酸钾溶液，需要加水的质量为（　　）
	    A. 100g               B. 200g            C. 30
	16. 现有三种物质：①洁厕灵（含盐酸等），
	A. ①>②>③          B. ③>
	小明设计了右图装置探究“微粒是不断运动的”，一段时间后，可观察到紫红色石蕊变红色，则A物质是（　　
	    A. 浓氨水            B. 浓硫酸
	    C. 生石灰            D. 浓盐酸
	18. 向一定质量的硫酸铜溶液中加入一定质量的铁粉，反应一段时间后，溶液的质量（　　）
	    A. 变小              B. 变大            C. 不变     
	19. 下列除杂的实验过程都正确的是（括号内为杂质）（　　）
	    A. KCl（K2CO3）——加足量稀硫酸、过滤、蒸发、结晶                
	    B. BaSO4（BaCO3）——加足量的稀硫酸、过滤、洗涤、干燥
	    C. CO2（HCl）——先通过氢氧化钠溶液，后通过浓硫酸     
	    D. NaCl（MnO2）——加水溶解、过滤、洗涤、干燥
	20. 设计对比实验，控制变量法是学习化学的重要方法，下列对比实验中不能达到目的的是（    ） 
	编号
	A
	B
	C
	D
	设计实验
	实验目的
	探究同种溶质在不同溶剂中的溶解性
	探究物质燃烧的
	所有条件
	探究铁生锈的所有条件
	探究CO2与NaOH溶液能否发生反应
	 21. （5分）用化学用语填空。
	（1）由三个氧原子构成的一个臭氧分子        ；（2）氮元素显+5价的氧化物         
	（3）保持二氧化碳化学性质的最小微粒是                ；
	（4）硝酸铜中的硝酸根离子          ；   （5）人体内最多的金属元素          
	（6分）化学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下列物质中：天然气、酒精、汽油、柴油，          属于可再生资源。
	（2）妈妈给家里的花施加了一些碳酸氢铵(NH4HCO3)，过几天我惊喜地发现花叶子变得浓绿了。我知道
	（3）饭后洗碗盘时，滴几滴洗涤剂以除去油渍，这是利用了洗涤剂的               功能。
	（4）目前一种叫碘酸钙[Ca(IO3)2]的保健品已进入一些超市，其中含有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是   
	（5）氮气充入食品包装袋内用于防腐，是因为                             
	（5分）酸、碱、盐在日常生活和生产中有广泛的应用，请写出下列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1）胃舒平中含有氢氧化铝，可用于治疗胃酸过多，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2）LiOH的化学性质与NaOH化学性质很相似。载人航天飞船中常用LiOH代替NaOH来吸收航天员
	                                          。
	（3）氢氧化钴【Co(OH)2】可做涂料和清漆干燥剂，其制备的方法是：第一步，把金属钴与稀盐酸反应制
	请写出第二步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预测第二步的实验现象：                                       
	24. （7分）金属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得到广泛的应用。
	（1）铜常用于制作导线，因为其具有良好的                。
	（2）将纯铝和铝合金相互刻划。纯铝上留有明显的痕迹，说明                      
	（3）如下图，向一定量的硝酸银溶液中加入铜和锌的混合粉末，充分反应后过滤，得到溶液甲和固体乙。
	① 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多选）
	A. 溶液甲中一定含有硝酸铜
	B. 溶液甲中一定含有硝酸锌
	C. 固体乙一定会有银析出
	D. 在溶液甲中滴加盐酸，若生成白色沉淀，则在固体乙中加入稀盐酸一定没有氢气产生。
	②若乙中含有铜、锌、银三种固体，则溶液甲中含有的金属离子是      
	25. （5分）请根据你学习的有关溶液的知识，回答下列问题。
	温度/℃
	0
	20
	40
	60
	溶解度/g
	A物质
	20
	28
	45
	60
	（1）水是一种良好的溶剂，下列物质在水中能够配成溶液的是（填字母）        。
	A. 氢氧化镁      B. 氯化镁      C. 金属镁      D. 植物油
	（2）当硝酸钾中混有少量氯化钠时，可采用             （填“降温结晶”或“蒸发结晶”）的
	（3）20℃时，将25g硝酸钾充分溶解在50g的水中，得到的溶液是            （填“饱和
	（4）40℃时，硝酸钾、氯化钾、A三种物质的溶解度由大到小顺序为：                 
	（1）给试管中的液体加热，试管夹应夹在                           。
	（2）在测定溶液的pH时，用玻璃棒蘸取待测溶液滴到pH试纸上，然后把试纸显示的颜色与     
	                 比较，读出该溶液的pH。
	27. （9分）下面是初中化学常用于制取气体的部分装置，请完成以下各题。
	写出上图中a、b两种仪器的名称：a              ，        
	         b               。
	实验室可加热KClO3和MnO2固体的混合物制取氧气，请写出
	         该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若用向上排空气法收集氧气，验满的方法是                      
	                                          。
	（3）若用F装置收集氧气，则氧气应从          （填“c”或“d”）通入集气瓶。
	（4）实验室可用石灰石和稀盐酸制取二氧化碳，反应的发生装置可选择             ，若用G装
	28. （12分）某兴趣小组同学去盐场参观，带回了部分粗盐样品，并对其进行如下探究。
	（1）操作①中必须用到的一种仪器是           （填序号）
	A. 研钵        B. 量筒        C.
	（2）操作③的名称是           ，操作
	（3）用提纯到的“精盐”配制100g 7.5%的氯化钠溶液，经检测溶质质量分数偏小，其原因可能有  
	①精盐固体不纯              
	③量取水时，俯视读数        ④装
	经测定“精盐”中还含有氯化钙、氯化镁等可溶性杂质，某同学设计下列除杂流程。        
	a. 已知试剂X是碱溶液，则沉淀I为                 （写化学式），下列碱溶液一定不
	A. 氢氧化钠溶液    B. 氢氧化钡溶液    C. 氢氧化钾溶液    D. 氢氧化钙溶液
	b. 步骤②除去氯化钙的反应方程式                  
	c. 溶液Ⅱ中含有的阴离子有                       （填离子符号），步骤
	29. （9分）实验室由于操作或保存药品不当，标签常常易损毁。现有四瓶溶液
	    不当标签已经破损（如图），但已经知道这四瓶溶液分别是NaOH、Ca(OH)2、Na2CO3、
	溶液中的一种，某兴趣小组同学决定对四瓶标签破损的溶液成分进行探究（只提供稀盐酸和酚
	酞溶液两种药品）：
	【提出问题】标签已经破损的①②
	液分别是什么溶液？
	【实验探究1】第④瓶溶液肯定是           。
	    【实验探究2】兴趣小组对①②
	序号
	实验步骤
	实验现象
	实验结论
	（1）
	取①②③三
	不能用酚酞溶液将其中的任何一种溶液鉴别出来
	（2）
	再取①②③
	装有①溶液的试管中
	             ，其余两支试管无明显现象
	①瓶溶液是Na2CO3溶液
	（3）
	另取②③瓶溶液少量于另外两支试管中，分别
	装有②溶液的试管中
	              ；装有③溶液的试管中      
	                  。
	②瓶溶液是          
	③瓶溶液是Ca(OH)2溶液
	【反思与交流】为了防止标签发生破损，我们在倾倒溶液时应该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