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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广州市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 

一、选择题（本题包括 2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40 分） 

1． B 

【考点】物理性质与化学性质的区分 

【解析】A 干冰人工降雨利用了升华吸热；C 铜做导线利用了金属导电性、D 石墨用做铅笔

芯利用了石墨灰黑色和润滑，均属于物理性质；B 汽油做燃料利用了汽油的可燃性属于化学

性质。 

2． D 

【考点】氧气的性质与用途 

【解析】AC 氧气可供给呼吸、做助燃剂，B 不易溶于水可用排水法收集，D 铁丝在氧气中

燃烧生成 Fe3O4。 

3．  B 

【考点】物质的分类，氧化物的概念 

解析：氧化物的概念：由两种元素组成，其中一种是氧元素的化合物。 

4．  D 

【考点】分子原子的性质 

解析：干冰升华，固体变气体，属于物理变化，从微观的角度看，分子的间隔发生了改变。 

5． A 

【考点】水的净化 

【解析】B 明矾净水只能吸附悬浮杂质，不可以将硬水转化为软水；C 蒸馏属于物理变化、

电解水属于化学变化；D 蒸馏水属于纯净物，自来水中含有杂质属于混合物。 

6． C 

【考点】粒子的结构示意图 

【解析】该粒子属于阳离子，钠原子的结构示意图最外层是 1，属于金属元素；D 该粒子容

易失去一个电子，带一个单位的正电荷，可表示为 X+。 

7．  B 

【考点】燃烧与灭火 

【解析】A 燃烧都是放热反应；B 红磷的着火点高，不可自燃，白磷才可以；C 炒菜着火需

要隔绝氧气，用锅盖灭火；D 燃烧必须满足可燃物、氧气、温度达到可燃物的着火点。 

8． A 

【考点】实验基本操作 

【解析】B 中 CO2 的验满必须将燃着的木条放在瓶口；C 浓硫酸干燥气体，从长管进；D 过

滤时不可以搅拌。 

9．  D 

【考点】pH 的判断 

【解析】KOH、草木灰、生石灰溶于水溶液均呈碱性，pH＞7，醋酸属于酸性溶液，pH＜7。 

10． A 

【考点】化学式的计算 

【解析】B 为化学式的个数比，非质量比；C 该物质一个分子中有 4 个 N 原子和 6 个 O 原

子；D 该物质一个分子中 N 的原子个数有 4 个。 

11． C 

【考点】金属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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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A 铁片在海水中更容易生锈；B 钢是铁的合金；C 铝和氧气常温下反应生成氧化铝，

是致密的氧化膜；D 合金的硬度比其组份的纯金属要大。 

 

12． C 

【考点】元素化合物的性质与用途 

【解析】碳酸氢铵可以作化肥是因为含有氮元素，和受热分解无关，C 错误。 

13． B 

【考点】化学与生活 

【解析】高分子化合物是相对分子质量在一万以上的化合物，葡萄糖不是高分子化合物。 

14． D 

【考点】除杂 

【解析】A 氧化钙会和水反应生成氢氧化钙，主要物质被消耗，所以错误。B 氢气和一氧化

碳都有还原性，都会和灼热的氧化铜反应，主要物质被消耗，所以错误。C 加入过量的氯化

钡溶液，引入了新杂质，错误。 

15． D 

【考点】有机合成材料 

【解析】尼龙绳属于合成纤维，属于有机合成材料。 

16． C 

【考点】溶液、溶质质量分数 

【解析】C 同一温度下，同种溶质的饱和溶液才一定大于不饱和溶液。 

17． A 

【考点】基本实验操作 

【解释】浓硫酸稀释是将浓硫酸加入水中。 

18． B 

【考点】物质分类 

【解析】A 煤燃烧会产生二氧化硫，不是清洁能源。C 纯碱是碳酸钠，不属于碱属于盐。D

二氧化碳不是有机物。 

19． C 

【考点】酸的化学性质 

【解析】酸的化学性质有 1、和指示剂反应；2、和活泼金属反应；3、和金属氧化物反应；

4、和碱反应；5、和部分盐反应。浓硫酸使纸变黑是因为浓硫酸的脱水性。 

20． D 

【考点】探究性实验，金属的活动性顺序 

【解析】氯化铜和硫酸铜都是铜的盐溶液，铝丝都能置换其中的铜，能完成实验。 

二、填空题（本题包括 5 小题，共 32 分） 

21.（共 6 分，每空各 1 分） 

（1）D 

（2）CO2 

（3）钨酸、+6 

（4）H2WO4 WO3+H2O 

（5）置换反应 

【考点】物质的分类、质量守恒定律应用、酸的命名、化合价的计算、方程式的书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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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反应基本类型。 

【解析】 

（1）合金属于混合物； 

（2）依据质量守恒定律，化学反应前后原子种类、数目不变； 

（3）含氧酸的命名：某酸，所以答案为：钨酸； 

     化合物中化合价代数和为零；所以化合物中 W 为+6； 

（4）根据题目读取信息，找到反应物、生成物，书写化学方程式； 

（5）根据化学方程式 3H2+WO3 W+3H2O，反应类型的特征，单质+化合物=

单质+化合物，因此属于置换反应。 

22.（共 6 分） 

（1）有白色沉淀产生；（1 分） 

（2）  K+    CO3
2-       OH-   （每空各 1 分） 

（3）AC（2 分） 

【考点】化学反应现象描述、微观图、物质的化学性质。 

【解析】 

（1）先写出化学方程式：K2CO3+Ba(OH)2= BaCO3↓+2KOH，根据“陆海空”描述化 

学反应现象：有白色沉淀产生。 

（2）认真仔细审题，向 K2CO3 溶液中滴入 Ba(OH)2，根据化学方程式，对比前后

溶 

液溶质离子，得到答案为：  K+    CO3
2-       OH-    

    （3）依据（1）现象，反应出：碳酸根参与反应，生成沉淀，碳酸根沉淀有碳酸

钙、碳酸钡；因此选择 AC。 

23.（共 5 分） 

（1）饱和（1 分） 

（2）
45.8g

145.8g
× 100%（2 分） 

（3）不变（1 分） 

（4）加水（1 分） 

【考点】 

溶解度曲线、溶质质量分数计算、饱和不饱和转化 

【解析】 

（1）溶解度曲线线上的点，都是饱和溶液； 

（2）溶质质量分数=
溶质质量

溶液质量
×100%； 

（3）看图，KNO3溶解度随温度升高而增大；升温，不会析出晶体，故溶质质量分数不

变。 

（4）线上的点，是饱和溶液；线下方的点，是不饱和溶液。故将饱和溶液转变为不饱

和溶液，有加水和降温两种方法，但此题温度不变，所以只能用加水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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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 分） 

（1）Cu2+；Cl- （2 分，各 1 分） 

（2）SO3+H2O=H2SO4 （1 分） 

（3）过滤；NaCl（各 1 分） 

（4）CuCl 难溶于水，而其他杂质是可溶性杂质；防止 CuCl 在潮湿的空气中变质 

（各 1 分） 

（5）99.5（1 分） 

【考点】 

根据信息书写化学方程式；过滤操作；获取信息能力；化学方程式的计算。 

【解析】 

（1）溶液成分分析，需要学生理解，CuSO4 溶液和 NaCl 溶液混合后，所含有的离子

Cu2+、SO4
2-、Na+、Cl-,即可知道 Cu2+；Cl- 

（2）根据信息书写化学方程式，需要学生类比 CO2+H2O=H2CO3 再结合信息，SO3 与

水化合，化合价不变这点写出化学方程式。 

（3）分离滤液和 CuCl 粗品，固液分离，易知道是“过滤”； 

         结合（2）中的方程式，易知有 NaCl 生成，故可以循环利用的就是 NaCl。 

（4）水洗，是洗去可溶性杂质。但题目问的是“原因”，要回答到 CuCl 难溶于水。 

        而“醇洗”，需要读到题目中“在潮湿空气中易变质”，水洗后，如果不及时处理，CuCl

容易变质，需要醇洗除去水。 

（5）根据元素守恒法： 解，设理论上产生的 CuCl 最多为 x 。 

               CuSO4 ~ CuCl 

                160   99.5 

                160g   x 

                
160

99.5
=

160𝑔

𝑥
 

                 X=99.5g 

25．（每空 1 分，共 7 分） 

（1）MnCO3+H2SO4==MnSO4+H2O+CO2↑ 

（2）增大；增大，变化明显；增大，变化不明显 

（3）C；1：0.6  ；80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矿酸比和温度对浸出率的影响。由图表数据可知，矿酸比越大，浸出

率越大，温度越大，浸出率越大。由第一个图表可知，矿酸比达到一定程度时，浸出率变化

不明显。由第二个图表可知，浸出率受矿酸比的影响较大，受温度影响较小。 

26．（每空 1 分，共 4 分） 

（1）蒸馏烧瓶；铁架台 

（2）防止暴沸 

（3）固体由黑色变成红色 

【解析】本题比较简单。考查实验仪器的名称，蒸馏过程碎瓷片的作用，实验现象。本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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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对课本的基本知识要熟。 

三、本题包括 4 小题，共 28 分 

27.（10 分） 

（1）2KMnO4 
 △ 

  K2MnO4 + MnO2 + O2↑（1 分） 

（2）（每空 1 分，共 7 分） 

（3）BD（2 分） 

【考点】实验室气体制取 

【解析】重点考察化学方程式书写、实验原理、实验装置的选择；同时加大对陌生装置的

原理分析，对比分液漏斗和长颈漏斗的区别。 

28、（每空 1 分，共 6 分） 

（1）22.7；量筒、玻璃棒 

（2）80% 

（3）①N；②＞ 

【考点】溶液、化学方程式计算；仪器名称书写；量筒的使用 

【解析】重点考察溶液稀释的公式运用；考察学生是否真正使用过量筒。 

29、（8 分） 

（1）C 

（2）一定 

（3） 

实验操作 预测现象和必要结论 

步骤 1：取少量样品于烧杯中，缓慢加入足量

蒸馏水，充分搅拌，静置，过滤。 

 

步骤 2：取少量步骤 1 所得的滤液于试管中，

加入，                   ，振荡后静置 

 

步骤 3：取少量步骤 2 所得的溶液于试管中， 

 

                      ，说明样品中有 MgSO4 

，说明样品中没有 MgSO4 

【考点】 

     考察从题目获取信息的能力、混合溶液中碳酸根离子、硫酸根离子检验顺序、方法。 

【解析】 

（1）根据题目信息可知过碳酸钠的用途； 

（2）硅酸镁不溶于水 

（3）碳酸根与硫酸根混合物中，检验硫酸根时，须先排除碳酸根干扰，因此先加过量

制取的气体 反应物 反应条件 反应装置（填字母） 

   A 

O2    

 大理石和稀盐酸  C 或 D 

   B 

足量稀盐酸 有无色气泡产生，说明样品中有 Na2CO3 

滴加 BaCl2 溶液 无白色沉淀产生 

有白色沉淀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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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检验并除去碳酸根，再检验硫酸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