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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初中化学学科教学与考试指导意见

一、课程理念、教育教学原则

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明确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深刻揭示新

时期学校教育“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问题，指明了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

革的方向。课程作为教育思想、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的主要载体，集中体现了国

家意志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的基本依据。因此，学校

在实施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时，应建立新型的教学观、学生观和质量观，准确把握

义务教育化学课程的育人价值与功能，充分发挥义务教育化学课程在发展学生核

心素养、促进全面发展与健康成长、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作用，从而

将“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落到实处。在教学中要坚持如下几个原则：

（一）德育为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指导思想，深刻领悟“立德树

人”的思想精髓，充分挖掘义务教育化学课程的德育内涵并在化学教育教学活动

中有机渗透，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培育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

心和自豪感。

（二）以人为本。立足学生的身心特点和启蒙阶段化学的学习需求，以学生

为主体，创新课堂教学文化，采用多样化的学习方式，开发学生的多元智能，为

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服务；以学定教，密切结合学生的学习实际，注重因材施

教，使不同水平的学生都能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发展。

（三）全面发展。开展满足学生基础学力与必备品格发展的义务教育化学课

程教学，开展多样化的化学课外活动，拓展学生学习的时间和空间，促进学生在

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全面发展，使学生具备适应

未来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科学素养。

（四）能力为重。结合义务教育化学课程要求及教学实践活动，指导学生初

步学习运用观察、实验等方法获取信息，对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并用化学语言表述；

启迪学生的科学思维，逐步学会分析和解决与化学有关的一些简单的实际问题，

并在知识的形成、联系、应用中学习科学方法，在“做科学”的探究实践中逐步

形成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能力。

（五）实践育人。高度重视化学实践活动的育人价值，积极开展参观访问、

社区服务、研究性学习等化学教育主题实践活动，帮助学生感受化学的学习价值，

了解化学与日常生活的密切关系，引导学生在服务他人、奉献社会中深化对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验。

（六）多元评价。根据义务教育阶段化学学习进阶的要求，建立包含知识与

技能、科学探究与实践能力、情感态度价值观等多维度的核心素养体系的化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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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评价标准；为学生的发展提供多样化的学习评价方式，发挥评价的激励作用和

育人导向，“教、学、评”一体化，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二、课程实施

初中化学教学要落实课程改革的基本理念，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式和手段，

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最基本的化学知识和技能，初步了解化学科学探究的过

程和方法，培育积极的情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为学生

的终身发展奠定基础。

（一）课程开设

根据省教育厅有关文件的要求，按规定的课时安排，保质保量地完成初中

化学课程任务，尤其要加强实验教学。

（二）教学设计

教学中，注意把握初中化学课程的功能和内容特点，做好四个层面的教学设

计：课程整体教学设计、章（单元）教学设计、节（课题）教学设计、课时教学

设计。

教学设计时注意：

1．深入研究《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2011 年版）》（以下简称《化学课

程标准》），正确理解课程、章（单元）、节（课题）的设置意图。同时，充分

了解学生已有的经验和化学知识与技能基础、学习能动性以及以学习为目标的人

际交流情况等，提高教学设计的针对性。

2．准确把握课程标准，合理规划好各阶段的教学内容，循序渐进地推进教

学。不片面追求教学的深、广度，不盲目拔高教学要求。

3．重视组织有意义的学习活动，关注学生对知识的整理和归纳的过程，引

导学生建构知识、形成观念，并运用所学知识对一些实际问题做出分析和决策。

4．注意创设真实而有意义的学习情景。合理选择、利用不同的教学资源对

教学主题进行加工处理，重新组织和构建教学内容，设置能有效驱动学生深度学

习的问题情境和多样化的学习活动内容，让学生在问题解决的过程中习得内在的

原理及学科思想方法。

5．充分考虑教师的主导作用，重视对核心知识的讲解，通过实验启迪学生

的科学思维，结合原理的应用培养学生的能力。教师应对自己的教学活动进行深

入反思，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优化教学。

（三）教学策略和教学方式

教学中，教师应注意领会课程的作用和教育价值，把握课程的内容特点，考

虑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具体的教学条件，采取有针对性的教学方式，优化教学策略，

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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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联系社会实际，拓宽学生视野

化学与生产、生活以及科技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对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

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学生在学习化学前已经接触到很多与

化学有关的生活问题，让学生了解身边的化学，学习生活中的化学，能够激发学

生学习化学的兴趣，提高学生的生活质量和生存质量。教师在教学中要注意联系

实际，利用各种实际情境组织教学活动，帮助学生拓宽视野，开阔思路，综合运

用化学及其他学科的知识来分析解决一些简单的化学实际问题，帮助学生充分接

触和认识社会，体会化学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的密切关系，初步形成理论联系

实际的意识。

2．灵活应用各种教学手段，培养学生高效的学习方式

教师要更新教学观念，根据初中化学课程的学习任务和特点，改变长期以来

过分依赖系统讲授和强化训练的教学方式，采取多样化、有针对性的教学方式，

开发和使用探究、合作、启发、讲授、自学、讨论、网络和现代信息技术等适合

初中学生心理发展特点的方式和手段。《化学课程标准》倡导多样化的学习方式，

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探究学习和合作学习，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帮助

学生形成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能力。

3．重视开展化学实验探究活动，发展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

以实验为基础是化学学科的重要特征之一，化学实验对全面提高学生的科学

素养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教师应加强化学实验教学，充分发挥实验的教育功能。

注意调动学生主动参与化学探究活动的积极性，在提出问题、猜想与假设、制订

计划、进行实验、收集证据、解释与结论、反思与评价、表达与交流等活动环节

中，体验科学探究的过程，增进对科学探究的理解。帮助学生发现学习和生产、

生活中有意义的化学问题，并进行科学探究，在分析和解决问题中，形成科学探

究意识。

4．充分挖掘教学内容的教育教学价值，开展素养为本的教学

制订基于化学学科核心素养发展的教学目标，充分发挥核心概念的教育、教

学价值，设计多样化的教学活动。初步引导学生开展探究与实验、分类与概括、

证据与推理、模型与解释等学习活动，并从微观水平上认识物质结构以及反应的

简单定量关系并通过化学符号加以表征，即建立起“宏观—微观—符号”三重表

征的化学思维。采用主题整合、聚焦核心、问题导学、模型建构等策略来实施教

学，从而有效培育学生的化学学科核心素养。

（四）教学要求

本教学要求以《化学课程标准》为依据，针对福建省初中化学学科教学实际，

对《化学课程标准》的“课程内容”提出较明确、具体的学习要求以及相应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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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建议。其中，学习要求包含知识内容与学习目标，知识内容是“课程内容”的

具体学习内容。

1．学习目标

学习目标包含认知性学习目标、技能性学习目标、体验性学习目标。认知性

学习目标分为 A、B、C 三个层次，技能性学习目标、体验性学习目标在相应教

学建议中做相关说明。学习目标按从低到高分水平层次界定，一般高层次的要求

包含了低层次的要求。具体如下：

（1）认知性学习目标

A：知道、记住、说出、列举、找到

B：认识、了解、看懂、识别、能表示、懂得

C：理解、解释、说明、区分、判断、简单计算

（2）技能性学习目标

包含“模仿操作、初步学习”到“独立操作、初步学会” 两个由低到高水

平的要求。

（3）体验性学习目标

包含“经历、体验、感受”到“认同、意识、体会、认识、关注、遵守”再

到“内化、初步形成、树立、保持、发展、增强”三个由低到高水平的要求。体

验性学习目标可在认知性学习和技能性学习内容的教学中有机渗透。

2．学习内容与教学建议

主

题
内容标准

学习要求

教学建议
知识内容

认知

目标

主

题

一

科

学

探

究

（一）对科学

探究的理解

1．科学探究是获取科学

知识、认识客观世界

的重要途径。

2．提出问题和做出猜想

的重要性；猜想必须

用事实来验证。

3．科学探究可以通过实

验、观察等多种手段

获取事实和证据。

4．科学探究需要观察和

实验、推理和判断。

5．合作与交流在科学探

究中的重要作用。

A

A

A

B

B

科学探究既是学习方式，又

是化学的学习内容和学习目标，

教学时应结合具体的探究案例或

探究活动，帮助学生认识科学探

究的重要意义、基本过程（包含

提出问题、猜想与假设、制订计

划、进行实验、收集证据、解释

与结论、反思与评价、表达与交

流等八个基本要素）、活动方式

和科学方法，意识到科学探究各

个要素在探究活动中呈现的顺序

不是固定的，可根据探究需要作

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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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学探

究能力

1．发现并提出有探究价

值的问题。

2．对问题可能的答案做

出猜想或假设。

3．提出活动方案或设计

简单的实验方案。

4．根据要求进行实验。

5．观察并记录实验现象

或实验结果。

6．加工、整理探究事实

与证据并得出结论。

7．探究活动过程及结果

的反思与评价。

8．探究过程和结果的表

述、交流与讨论。

A

A

A

B

B

B

A

B

教学中，应结合具体探究内

容让学生亲历丰富的探究活动，

培养学生依据已有的知识和经验

对猜想或假设作初步论证的意

识、控制实验条件的意识、观察

和思考相结合的意识、实证意识、

形成合理的认知结构意识、对探

究结果可靠性进行评价的意识以

及合作交流与反思学习的意识。

按循序渐进的原则将探究能力培

育贯穿到初中化学教学过程中。

（三）基本的

实验技能

1．药品的取用、简单仪

器的使用和连接、加

热等基本实验操作。

2．根据实验目的选择实

验药品和仪器，并能

安全操作。

3．配制一定溶质质量分

数的溶液。

4．酸碱指示剂、pH 试

纸检验溶液的酸碱

性。

5．根据某些性质检验和

区分一些常见的物

质。

6．使用过滤、蒸发的方

法对混合物进行分

离。

7．运用简单的装置和方

法制取某些气体。

初步

学会

初步

学会

初步

学会

初步

学会

初步

学会

初步

学习

初步

学习

基本实验技能是学习化学和

进行探究活动的基础和保证，教

学时应充分发挥化学实验的功能

价值。不能仅仅将实验操作定位

在基本技能上，还应将其作为学

习与巩固化学知识、研究与解决

化学问题的手段和方法。因此，

不仅需要训练相关实验技能，还

要指导学生结合具体的学习主题

与内容、应用相关技能开展实验

活动、解决化学问题。各基本实

验技能的具体学习要求见相关主

题。

（四）基础的

学生实验

1．粗盐中难溶性杂质的

去除。

2．氧气的实验室制取与

性质。

初步

学会

初步

学会

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和学校

实际，积极创造条件，通过多种

途径，安排和组织学生至少完成 8

个基础的化学实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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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二氧化碳的实验室制

取与性质。

4．金属的物理性质和某

些化学性质。

5．燃烧的条件。

6．一定溶质质量分数的

氯化钠溶液的配制。

7．溶液酸碱性的检验。

8．酸、碱的化学性质。

初步

学会

初步

学会

初步

学会

初步

学会

初步

学会

初步

学会

主

题

二

身

边

的

化

学

物

质

（一）我们周

围的空气

1．空气的主要成分。

2．氧气能跟许多物质发

生氧化反应。

3．氧气、二氧化碳的主

要性质和用途。

4．氧气和二氧化碳的实

验室制取方法。

5．自然界中的氧循环和

碳循环。

A

A

B

B

B

结合具体事例帮助学生认识

空气对人类生活的重要作用。

以演示、分组、设计实验等

形式进行氧气和二氧化碳的性质

及制备实验，同时结合生活中的

实例说明氧气、二氧化碳的主要

性质和用途。帮助学生从化学的

角度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

（二）水与常

见的溶液

1．水的组成。

2．硬水与软水的区别。

3．吸附、沉降、过滤和

蒸馏等净化水的常

用方法。

4．溶解现象。

5．溶液由溶质和溶剂组

成。

6．常见的溶剂（水、酒

精、汽油等）。

7．饱和溶液和溶解度的

含义。

8．溶质质量分数的含义

及简单计算。

9．结晶现象。

10．常见的乳化现象。

B

A

B

B

A

A

B

C

A

A

通过“电解水”实验，帮助

学生认识水的组成。知道纯水与

天然水、硬水与软水等的区别。

结合具体事例帮助学生认识

溶解现象，知道水是最重要的溶

剂，酒精、汽油等也是常见的溶

剂。让学生了解溶液在生产、生

活中的重要意义，能说出一些常

见的乳化现象。

让学生学会利用溶解性表或

溶解度曲线，查阅有关物质的溶

解性或溶解度，并能进行有关溶

液中溶质的质量分数的简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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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属与

金属矿物

1．金属的物理特征。

2．常见金属的主要化学

性质。

3．防止金属腐蚀的简单

方法。

4．常见金属（铁、铝等）

矿物。

5．用铁矿石炼铁。

6．生铁和钢等重要合

金。

7．废弃金属对环境的影

响。

8．金属中加入其他元素

可以改变金属材料

的性能。

B

B

B

A

A

A

A

A

通过演示实验、分组实验或

设计实验等形式进行镁、铝、铁、

铜等常见金属的物理和化学性质

实验，让学生了解金属的物理特

征，认识常见金属的主要化学性

质。帮助学生建立起从类属角度

研究物质及其变化的基本思路。

知道一些常见金属（铁、铝等）

矿物；了解用铁矿石炼铁的原理。

指导学生交流有关日常生活

中使用金属材料的信息，认识金

属材料在生产、生活和社会发展

中的重要作用。让学生认识废弃

金属对环境的污染，知道回收金

属的重要性。

（四）生活中

常见的化合

物

1．常见酸碱的主要性质

和用途。

2．酸、碱的腐蚀性。

3．常见酸碱溶液的稀释

方法。

4．用酸碱指示剂（酚酞、

石蕊）和 pH 试纸检

验溶液酸碱性的方

法。

5．酸碱性对人体健康和

农作物生长的影响。

6．食盐、纯碱、小苏打、

碳酸钙等盐在日常

生活中的用途。

7．常见化肥的名称和作

用。

8．生活中常见的有机

物。

B

A

B

B

A

B

A

A

通过演示实验、分组实验或

设计实验等形式探究酸、碱的主

要性质。引导学生了解物质组成

与性质的关系。

帮助学生初步学会使用 pH

试纸检验唾液、食醋、果汁、肥

皂水、雨水和土壤溶液等的酸碱

性。

结合具体事例帮助学生认识

有机物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性。

主

题

三

物

（一）化学物

质的多样性

1．物质的三态及其转

化。

2．物质的分类。

3．物质的多样性。

B

B

B

帮助学生了解物质分类研究

的重要性及分类的依据。能识别

纯净物和混合物、单质和化合物、

有机化合物和无机化合物；能从

元素组成上认识氧化物；知道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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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构

成

的

奥

秘

机化合物可以分成氧化物、酸、

碱、盐。

（二）微粒构

成物质

1．物质的微粒性。

2．分子、原子、离子等

都是构成物质的微

粒。

3．原子是由原子核和核

外电子构成的。

4．核外电子在化学反应

中的作用。

B

A

A

B

引导学生运用微粒的观点解

释某些常见的现象；知道原子可

以结合成分子、同一元素的原子

和离子可以相互转化；能看懂简

单的原子结构示意图。

（三）认识化

学元素

1．氢、碳、氧、氮等与

人类关系密切的常

见元素。

2．常见元素的名称和符

号。

3. 元素的简单分类。

4．元素周期表。

B

B

A

A

引导学生查阅资料了解常见

食品的元素组成、地壳中含量较

高的几种元素及其存在，逐步认

识化学元素。帮助学生能根据元

素的原子序数在元素周期表中找

到指定的元素，形成“化学变化

过程中元素不变”的观念。

（四）物质组

成的表示

1．几种常见元素的化合

价。

2．用化学式表示某些常

见物质的组成。

3．利用相对原子质量、

相对分子质量进行

物质组成的简单计

算。

A

B

C

要求学生能根据化合价写出

常见化合物的化学式。

结合具体事例帮助学生看懂

某些商品标签上标示的组成元素

及其含量。

主

题

四

物

质

的

化

学

变

化

（一）化学变

化的基本特

征

1．化学变化的基本特

征。

2．化学反应的本质。

3．物质发生化学反应时

伴随有能量变化。

4．催化剂对化学反应的

重要作用。

B

B

A

A

结合具体物质的性质和变化

的教学，帮助学生初步形成“在

一定条件下物质可以转化”的观

点。认识通过化学反应实现能量

转化的重要性。

（二）认识几

种化学反应

1．常见的化合反应、分

解反应、置换反应和

复分解反应。

2．金属活动性顺序。

3．利用化学反应可以获

B

C

A

通过有关化学现象的本质和

化学变化的基本规律的具体事例

的教学，让学生初步认识 4 种化

学反应基本类型，能用于解释日

常生活中的一些化学现象；能用

金属活动性顺序对有关置换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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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新物质，以适应生

活和生产的需要。

进行判断，并能解释日常生活中

一些化学现象。

（三）质量守

恒定律

1．质量守恒定律。

2．化学方程式的书写。

3．根据化学方程式进行

简单的计算。

B

B

C

通过具体事例说明化学反应

中的质量关系；从中体会定量研

究的方法对于化学科学发展的重

大作用，引导学生用微粒的观点

对质量守恒定律做出解释。

主

题

五

化

学

与

社

会

发

展

（一）化学与

能源和资源

的利用

1．使用氢气、天然气（或

沼气）、液化石油气、

煤气、酒精、汽油和

煤等燃料对环境的

影响。

2．燃烧、缓慢氧化和爆

炸发生的条件。

3．防火灭火、防范爆炸

的措施。

4．水是宝贵的自然资

源。

5．化石燃料（煤、石油、

天然气）是人类社会

重要的自然资源。

6．海洋中蕴含着丰富的

资源。

7．石油是多种有机物组

成的混合物。

8. 石油通过炼制可以得

到液化石油气、汽

油、煤油等产品。

9. 我国能源和资源短缺

的国情。

B

B

B

B

A

A

A

B

B

结合具体物质的性质和用途

的教学，引导学生认识燃料完全

燃烧的重要性，懂得选择对环境

污染小的燃料； 知道水对生命活

动的重要意义，树立保护水资源

和节约用水的意识；认识资源综

合利用和新能源开发的重要意

义；初步认识化学反应的条件性，

认识化学反应条件研究的重要意

义，赞赏化学对提高人类生活质

量和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二）常见的

化学合成材

料

1．常见的塑料、合成纤

维、合成橡胶及其应

用。

2．使用合成材料对人类

和环境的影响。

A

B

结合常见的化学合成材料的

性质和用途的教学，帮助学生认

识新材料的开发与社会发展的密

切关系。

（三）化学物

质与健康

1．钙、铁、锌等元素对

人体健康的重要作

用。

2．对生命活动具有重要

意义的一些有机物

（如葡萄糖、淀粉、

油脂、蛋白质、维生

素等）。

3．某些物质（如一氧化

A

A

A

通过一些对生命活动具有重

要意义的物质的性质和用途的教

学，让学生初步认识化学科学发

展在帮助人类营养保健与战胜疾

病方面的重大贡献，认识掌握化

学知识能帮助人们提高自我保护

意识。



10

三、考试评价

（一）日常学业评价

学业评价的功能主要是促进学生的有效学习，改善教师的教学。日常学业评

价是形成性评价。在日常的学业评价中应注意根据学习内容和学习水平，选择纸

笔测验、活动表现评价或建立学习档案等评价方式。日常学业评价的要求可参照

上述“教学要求”。

（二）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要求

1．考试性质

初中化学学业水平考试是义务教育阶段的终结性考试，目的是全面、准确地

反映初中毕业生是否达到《化学课程标准》所规定的化学学科学习水平。考试结

果既是衡量学生是否达到毕业标准的主要依据，也是高中阶段学校招生的重要依

据。

2．命题依据

以《化学课程标准》为指导，以本指导意见为依据，结合福建省初中化学教

学实际进行命题。

3．命题原则

贯彻教育部有关中考命题改革的意见，落实福建省教育厅有关中考命题文件

的精神。命题时应体现的原则：

（1）思想性：体现“立德树人”的基本理念，应注意弘扬正能量，引导正

确的学科价值观以及学生的科学精神和社会责任。

（2）导向性：正确发挥考试对教学的导向作用，凸显学科特点，加强实验

教学，引导教师改进课堂教学，以学生为本，让学生学会学习、学会生活，提升

科学素养。

（3）基础性：面向全体学生，着重考查初中化学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学

科思想与方法，考试内容应注意选择学生熟悉的、发生在身边的化学问题和对学

生后续学习或终身发展有用的知识。

（4）时代性：关注初中化学与技术、社会、环境的关系，结合新情境考查

碳、甲醛、黄曲霉素

等）对人体健康的影

响。

（四）保护好

我们的环境

1．处理“三废”（废水、

废气和废渣）的必要

性及一般原则。

2．典型的大气、水、土

壤污染物的来源及

危害。

B

B

引导学生初步形成正确、合

理地使用化学品的意识，认识化

学在环境监测与环境保护中的重

要作用。认识合理使用化肥 、农

药对保护环境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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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化学学科素养和化学学习能力。

（5）开放性：适当增加开放性试题，做到试题形式、思维过程、答案标准

多样化，注重考查学生的创新意识和探究能力，尊重和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6）科学性：严格按照命题的程序和要求组织命题，控制主、客观题比例，

把握试卷的长度，留给学生充分思考和解答的时间。试题要科学、严谨，避免出

现知识性、技术性的错误。

4．考试内容

（1）对化学学习能力的要求

① 获取信息的能力

通过对简单的化学事实（实验现象、模型图表及自然界、社会、生产、生活

中的化学现象）的观察，准确提取有效信息，并与已有知识整合的能力。

② 分析和解决（解答）简单化学问题的能力

a. 运用所学知识对简单的化学现象进行解释的能力；

b. 运用所学知识对简单的化学问题进行推理与判断的能力；

c．将分析、解决问题的过程与结果，用文字、图表和化学语言表述的能力。

③ 化学实验与探究的初步能力

认识科学探究的基本过程与要素，了解观察、实验等基本方法，初步形成基

本的化学实验技能，具有设计简单化学实验方案，并能完成一些简单化学实验的

能力。

（2）考试内容与要求

Ⅰ. 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

考试内容 说 明

①化学

及其研

究的特

征

知道化学是在原子、分子水

平上研究物质的组成、结构、性

质及其应用的一门基础自然科

学，其特征是研究分子和创造分

子。

化学不仅与公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也是材料科学、生命科学、信息科学、环境

科学和能源科学等现代科学技术的重要基

础，是推进现代社会文明和科学技术进步的

重要力量，化学在缓解人类面临的一系列问

题，如能源危机、环境污染、资源匮乏和粮

食供应不足等方面，同样做出了积极的贡

献。

②物质

的组成

和分类

认识物质的微粒性。知道分

子、原子、离子等都是构成物质

的微粒；能应用微粒观点解释某

些常见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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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原子的构成。了解原子

序数、核电荷数、质子数、核外

电子数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

系；知道原子可以结合成分子、

同一元素的原子和离子可以互相

转化。初步认识核外电子在化学

反应中的作用。

能看懂氧、钠和氯等常见元素的原子结

构示意图。

认识物质的多样性。认识物

质的三态及其转化。能区分纯净

物和混合物、单质和化合物、有

机化合物和无机化合物。能从元

素组成上认识氧化物。知道无机

化合物可以分成氧化物、酸、碱、

盐。

③化学

用语

认识元素的含义。认识氢、

碳、氧、氮等与人类关系密切的

常见元素。记住并能正确书写一

些常见元素的名称和符号。知道

元素的简单分类。能根据元素的

原子序数在元素周期表中找到指

定的元素。形成“化学变化过程

中元素不变”的观念。

认识化学式的含义。能记住

常见元素的化合价，能熟练地书

写某些常见物质的化学式（分子

式）。

能根据化合价写出常见化合物的化学

式；能根据化学式推断组成元素的化合价。

能利用相对原子质量、相对

分子质量进行物质组成的简单计

算；能看懂某些商品标签上标示

的组成元素及其含量。

能正确书写简单的化学方程

式；能根据化学方程式进行简单

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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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溶液 认识溶解现象，知道溶液是

由溶质和溶剂组成的。知道水是

最重要的溶剂，酒精、汽油等也

是常见的溶剂。能说出一些常见

的乳化现象。

了解溶液在生产、生活中的重要意义。

了解氯化钠、硝酸铵、氢氧化钠三种物质在

水中溶解时的放热（或吸热）现象。注意观

察生产、生活中的乳化现象。

了解饱和溶液和不饱和溶液

的含义。了解溶解度的含义。能

举例说明常见的结晶现象。

能利用溶解性表或溶解度曲线，查阅有

关物质的溶解性或溶解度；能依据给定的数

据绘制溶解度曲线。

了解溶液中溶质的质量分数

的含义；能进行有关溶质的质量

分数的简单计算。

学习根据已知比例配制某种无土栽培

所需的无机盐营养液。

⑤化学

变化和

性质

认识化学变化的基本特征，

了解化学反应的本质。

能区分物理变化与化学变化；了解物理

性质和化学性质。初步形成“在一定条件下

物质可以转化”的观点。

认识燃烧、缓慢氧化和爆炸

发生的条件，了解防火灭火、防

范爆炸的措施。知道物质发生化

学变化时伴随有能量变化。

认识通过化学反应实现能量转化的重

要性。

知道催化剂对化学反应的重

要作用。

认识质量守恒定律，能说明

化学反应中的质量关系。

认识定量研究对于化学科学发展的重

大作用。

初步认识常见的化合反应、

分解反应、置换反应和复分解反

应，能用于解释日常生活中的一

些化学现象。

能用金属活动性顺序对有关

置换反应进行判断，并能解释日

常生活中的一些化学现象。

Ⅱ. 元素及其化合物

考试内容 说 明

①空气

的主要

成分和

说出空气的主要成分，认识

空气对人类生活的重要作用。

了解探究空气中氧气的体积分数的实

验。

了解氧气的主要性质和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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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途，知道氧气能与许多物质发生

氧化反应。

了解二氧化碳的主要性质和

用途。

了解自然界的氧循环和碳循

环。

了解探究呼出的气体中二氧化碳的相

对含量与空气中二氧化碳相对含量的差异

的实验。

② 水

及其净

化

认识水的组成。 能根据“电解水”实验的现象推断水的

组成。

知道硬水与软水的区别。

了解常见净化水的方法（如：

沉降、过滤、吸附、蒸馏等）。

了解活性炭和明矾等净水剂的净水作

用。

知道水对生命活动的重大意

义，认识水是宝贵的自然资源，

树立保护水资源和节约用水的意

识。

③金属

与金属

矿物

了解金属的物理特征及其相

应的用途，知道在金属中加入其

他元素可以改变金属材料的性

能，知道生铁和钢等合金材料。

了解常见金属的主要化学性

质。

知道一些常见金属（铁、铝

等）矿物，知道可用铁矿石炼铁。

了解将氧化铁中的铁还原出来的方法。

了解防止金属腐蚀的简单方

法。认识金属材料在生产、生活

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认识

废弃金属对环境的影响和回收金

属的重要性。

设计实验探究金属锈蚀的条件，讨论防

止金属锈蚀的方法。

⑥生活

中常见

的化合

物

了解常见酸、碱的主要性质

和用途，知道酸、碱的腐蚀性。

知道一些有关酸雨对生态环境和建筑

物危害的资料。

了解溶液的酸碱性与酸碱度

（pH）的关系，了解常见的酸碱

指示剂。

了解某些植物花朵汁液在酸性和碱性

溶液中的颜色变化。知道酸碱性对人体健康

和农作物生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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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食盐、纯碱、小苏打、

碳酸钙等盐在日常生活中的用

途。知道一些常用化肥的名称和

作用。

了解常用铵态氮肥的检验。认识合理使

用化肥、农药对保护环境的重要意义。

能列举生活中一些常见的有

机物，认识有机物对人类生活的

重要性。

⑦化学

与 技

术、社

会、环

境的相

互关系

知道化石燃料（煤、石油、

天然气）是人类社会重要的自然

资源，了解海洋中蕴藏着丰富的

资源。知道石油是由多种有机物

组成的混合物，了解石油通过炼

制可以得到液化石油气、汽油、

煤油等产品。

认识燃料完全燃烧的重要

性，了解使用氢气、天然气（或

沼气）、液化石油气、煤气、酒

精、汽油和煤等燃料对环境的影

响，懂得选择对环境污染较小的

燃料。

了解我国能源与资源短缺的国情，认识

资源综合利用和新能源开发的重要意义。

知道常见的塑料、合成纤维、

合成橡胶及其应用。了解使用合

成材料对人和环境的影响。认识

新材料的开发与社会发展的密切

关系。

能用简单的实验方法区分棉纤维、羊毛

纤维和合成纤维。

知道化学与人体健康关系。

知道六大基本营养素；了解某些

元素（如钙、铁、锌等）对人体

健康的作用；知道一氧化碳、甲

醛、黄曲霉素等对人体健康的影

响。

初步认识化学科学发展在帮助人类营

养保健与战胜疾病方面的重大贡献。

了解化学与环境、资源的关

系。了解常见环境问题的来源、

危害及治理，了解“三废”处理的一

初步形成正确、合理地使用化学品的意

识，认识化学在环境监测与环境保护中的重

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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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原则。

Ⅲ．实验与探究

考试内容 说 明

① 实 验

基 本 技

能

了解化学实验室常用仪器的主

要用途和使用方法，初步学会根据实

验需要选择药品和仪器，进行药品的

取用、简单仪器的使用和连接、加热

等基本实验操作。

能检验氧气、二氧化碳、含碳酸根

的物质。

会识别化学品安全使用标识；了

解实验室一般事故的预防和处理方

法。

初步学会配制一定溶质质量分

数的溶液。

初步学会常见酸、碱溶液的稀释

方法。

初步学会用酸碱指示剂、pH 试

纸检验溶液的酸碱性。

初步学会根据某些物质的性质，

检验和区分一些常见的物质。

初步学习过滤、蒸发等方法对混

合物进行分离和除杂。

初步学习应用简单的装置和方

法制取某些气体（CO2、O2）。

② 化 学

科 学 探

究 的 基

本 过 程

和方法

了解化学实验是科学探究过程

中的一种重要方法。

科学探究作为学习的内容和目标，

不孤立进行探究方法的考查，而将科学

探究能力的考查落实在其他各主题的考

查中。

能根据实验试题要求，做到：

a.做出猜想或假设；

b.设计、评价或改进简单的实验

方案；

c.懂得一些简单的控制实验条

件的方法；

d.能分析或处理一些简单的实

验现象或数据，并得出合理结论；

e.识别初中化学典型实验的装

置图。

5．考试形式

（1）笔试（闭卷，卷面分值：100 分，考试时间：6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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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验操作考试

说明：

（1）笔试由全省统一组织命题考试。

（2）实验操作考试由各设区市自行组织命题考试，考试标准见附件。

6．试题难度

根据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的性质合理安排试题难度结构进行命题。

7．试卷结构

试题题型比例：选择题 30%，非选择题 70%。

8．题型示例

【例 1】食品安全与人体健康密切相关，下列做法对人体健康无害的是

（ ）。

A．做馒头时加入适量的小苏打

B．发霉的大米淘净煮熟后继续食用

C．烹调时用亚硝酸钠代替食盐作调味品

D．过量食用蛋白质、糖类、油脂含量很高的洋快餐

[答案] A

[说明]本题考查化学物质与人体健康的关系，认识掌握化学知识能帮助人们

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小苏打能与面粉发酵时产生的酸反应，产生 CO2，使馒头既松软又减少酸度；

霉变大米产生的毒素（如黄曲霉素）经淘洗、煮熟仍无法消除；亚硝酸盐对人体

有害，不能替代食盐作调味品；过量食用蛋白质、糖类、油脂不利于人体健康。

本题的考点均为最基础的化学知识，属于容易题。

【例 2】甲醛（CH2O）可用作农药和消毒剂，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从类别上看：甲醛属于有机物

B．从变化上看：甲醛在氧气中完全燃烧只生成水

C．从宏观上看：甲醛由碳、氢、氧三种元素组成

D．从微观上看：1 个甲醛分子由 1 个碳原子、2 个氢原子和 1 个氧原子构

成

[答案] B

[说明]本题以甲醛的用途为背景，结合化学学科思想方法，引导考生从“宏

观现象――微观本质――符号表达”三维表征的角度去认识物质，在考查物质的

组成与变化、对核心概念“化学式”内涵的认识的同时，渗透基本化学观念（分



18

类观、守恒观、元素观、微粒观等）的检测。

根据甲醛的化学式 CH2O，从宏观上看，CH2O 由 C、H、O 三种元素组成，

属于有机物。从微观上看，1 个 CH2O 分子由 1 个 C 原子、2 个 H 原子和 1 个 O

原子构成。从元素的守恒观看，CH2O 在氧气中完全燃烧生成 H2O 和 CO2。

本题的考点为化学基础知识和基本化学观念，属于容易题。

【例 3】根据质量守恒定律，电解氯化钠的水溶液时，不可能得到的生成物

是（ ）。

A．KNO3 B．H2 C．Cl2 D．NaOH

[答案] A

[说明]本题以电解氯化钠的水溶液为载体，考查学生运用元素观和质量守恒

定律对物质的变化进行分析、判断的能力。

根据质量守恒定律，化学反应前后组成物质的元素不会发生变化，可知电解

氯化钠水溶液的生成物中不可能含有钾元素和氮元素。

本题综合考查学生对质量守恒定律及元素观的理解，解题时需有一定的分

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属于中等难度题。

【例 4】模型是联系宏观与微观的桥梁。

（1）右图是钠原子结构示意图。

① x 的数值为 。

②“11”指的是 。

③钠原子在化学反应中易失去 1 个电子，形成 （填离子符号）。

（2）下图是氢分子和氧分子运动的示意图。

①在 A、B 和 C 中，能比较得出“温度越高，分子运动速率越快”的是__ __
（填标号）。

②从图中可见，影响分子运动速率的因素除温度外，还与__ 有关。

③举一个能说明“温度升高，分子运动速率加快”的生活事例： 。

[答案]（1）①8 ②钠原子的质子数为 11（或其他合理答案） ③Na+

（2）①B、C ②分子种类（或其他合理答案）

③湿衣服在阳光下比阴凉处干得快（或其他合理答案）

[说明] 本题以钠原子的结构示意图、氢分子与氧分子运动的示意图为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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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查学生从示意图中获取有效信息，并用科学思维方法进行加工得出合理结论的

能力。

钠原子结构示意图中圆圈内的数字“11”表示其原子核内质子数为 11，根

据核外电子数=核内质子数，所以核外第二层上排布 8 个电子；钠原子失去最外

层 1 个电子后形成带 1 个单位正电荷的钠离子，符号为 Na+。比较温度对分子运

动速率的影响，单一变量即为温度，其他条件不变，对比图 B 与图 C 可得出结

论；对比图 A 与图 B 可知，温度相同时不同分子的运动速率不同，说明分子的

种类也是影响分子运动速率的因素；例举符合要求的生活事例时，同样要注意控

制单一变量（温度不同）。

本题考查原子的构成及物质的微粒性等微观知识的理解及简单应用，渗透

“宏微结合”与“模型认知”等学科核心素养，属于中等难度题。

【例 5】下图是化学实验室里的常见装置和仪器，回答下列问题：

（1）写出实验室制取氧气的一种方法的化学反应方程式： 。

这种方法的氧气制备装置是 （填标号）。

（2）用排水法收集氧气时，所需最合适的导管是 （填标号）。收集氧

气前，将集气瓶内的空气排尽的操作是 。

[答案]（1）2H2O2 =======
MnO2 2H2 O + O2↑；B（或其他合理答案）

（2）C；将集气瓶装满水

[说明] 本题较全面地考查氧气的实验室制取方法，侧重检测学生的化学实

验基本技能。

初中化学学习了制取氧气的不同方法，学生可任选一种答题，体现适度的开

放性。学生如果亲自动手做过排水法收集氧气的实验，那么对所需最合适的导管

和将集气瓶内的空气排尽的操作应有深刻的印象。

本题考点均是初中化学实验重要内容，属于容易题。

【例 6】用 Y 形管或 Y 形导管完成以下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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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乙 丙

实验 1：如上图甲所示，Y 形管左侧管中加入无色酚酞试液，右侧管中加入

浓氨水，一段时间后，观察到的现象为 。用分子的观点解释这一

现象 。

实验 2：如上图乙（俯视图）所示，Y 形导管平放于桌面，实验中观察到的

现象为 。试解释其原因： （写化学方程式）。

实验 3：如上图丙 3 所示，把 Y 形导管固定在铁架台上， a 管位于上方，b

管位于下方，两石蕊试纸均湿润，可观察到 b 管中试纸变色比 a 管明显，原因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1）无色酚酞试液变红；分子在不断地运动

（2）CO2使 Y 形导管中湿润的紫色石蕊试纸变红； CO2 + H2O=H2CO3

（3）二氧化碳的密度比空气的大

[说明] 本题有机融合了“分子运动”“二氧化碳与水的反应”“二氧化碳

的密度比空气的大”这三个初中化学基础实验，以 Y 形管与 Y 形导管为实验器

材，设计拓展性探究实验，考查学生应用已学知识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体现科

学的研究方法在化学学习中的重要作用。

实验 1，浓氨水具有挥发性，根据分子的运动特点，氨气分子运动至 Y 形管

左侧，使无色酚酞试液变红；实验 2，由于 CO2 + H2O = H2CO3，故 Y 形导管中

湿润的紫色石蕊试纸变红；实验 3，由于二氧化碳的密度比空气的大，故 Y 形导

管的 b 管中试纸变色比 a 管明显。

解答本题需掌握分子的特征、CO2的性质等化学基础知识和基本实验技能，

并具备一定的获取信息的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本题属于中等难度题。

【例7】 下图是《化学园地》中一张表示物质间反应关系的卡片图（“—”

表示相连的两种物质能够在溶液体系中发生化学反应），其中X、Y、Z三处的卡

片尚未粘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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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思考一种粘贴方案，并回答下列问题：

（1）X处贴上的卡片可以是 （填卡片中的化学式）。

（2）Y处卡片中的物质是一种 （填“酸”“碱”或“盐”）。

（3）Z处卡片中的物质与Fe 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

该反应的基本类型是 反应。

（4）X、Y、Z处确定后，下列物质可用来替换“Fe”位置的是 （填序号）。

A. NaOH B. Zn C. Ag D. CO2

[答案]（1）CuSO4（或 H2SO4）（2）碱 （3）Fe + H2SO4= FeSO4 + H2↑

（或 Fe + CuSO4= FeSO4 + Cu）；置换 （4）A 或 B

[说明]本题依托单质、氧化物、酸、碱、盐之间的转化关系，考查元素化合

物知识及元素观、分类观和转化观等化学观念，检测学生获取信息的能力和分析、

解决简单化学问题的能力。

卡片上标出的四种物质中，由于 Fe 能与 CuSO4或 H2SO4在溶液中发生置换

反应，但不能与 Ca(OH)2 溶液反应，而 CuSO4 或 H2SO4 均能与 Ca(OH)2 在溶液

中发生复分解反应，所以 Y 处粘贴的是 Ca(OH)2，X 处粘贴的是 CuSO4，Z 处粘

贴的是 H2SO4，且 X、Z 两者可以相互调换。

Zn 能与 CuSO4 或 H2SO4 在溶液中发生置换反应，而 Ag 不能；NaOH 在溶

液中既能与 CuSO4 也能与 H2SO4 发生复分解反应；CO2 不能与 CuSO4、H2SO4

发生反应。

本题综合考查了有关单质、氧化物、酸、碱、盐的性质，要求学生根据有关

知识进行推理判断，需要学生有一定的逻辑性和灵活性，思维发散性的考查力度

较大，属于中等难度题。

【例 8】某新闻报道“小雨引‘燃’一车电石”很好地说明水可“引火”。

该报道称：5 月 16 日傍晚，一辆储运电石的汽车因未做好防水工作，行驶过程

中天降小雨，引发车厢着火……已知：电石（CaC2）不可燃，与水接触剧烈反应

产生乙炔（C2H2）。

（1）电石与水的反应属于 反应（填“吸热”或“放热”）。

（2）电石与水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CaC2 + 2H2O = X + C2H2↑，其中，X 的

化学式为 。

（3）根据上述信息，请从物质组成和化学性质角度，说说你对乙炔气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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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各一条）。

答：组成 ；性质 。

（4）根据上述信息，你认为应该如何保存电石？答： 。

[答案] （1）放热 （2）Ca(OH)2 （3）乙炔由碳、氢元素组成（或其他合

理答案）；乙炔具有可燃性 （4）密封防水（或其他合理答案）

[说明]本题以新闻报道《河北秦皇岛：小雨引“燃”一车电石》为试题情景，

通过对电石性质探究，考查化学反应中物质能量的变化、质量守恒定律、物质组

成、物质性质及应用等知识，检测学生获取信息的能力和分析、解决简单化学问

题的能力。

根据质量守恒定律可推断电石与水的反应产物之一 X 为 Ca (O H ) 2。 电石

不可燃，但是小雨却引发电石着火，因此可推测该反应的另一产物乙炔具有可燃

性，且电石与水的反应属于放热反应，放出的热量使乙炔达到着火点发生燃烧。

针对电石的这一性质，保存时应采取“密封防水”等措施。

本题需要学生综合较多的知识解决相关问题，要求具有较高的学习能力，属

于较难题。

【例 9】如图是市场充气包装的食品，它使用的是什么

气体呢？某兴趣小组对此进行了研究。

（1）经访问有关人员，了解到这样包装的目的是为了

防止食品挤压变形或食品腐败，且从经济性、环保等因素考

虑，工厂使用的包装气体是空气或空气的成分之一。请你以此调查结果为依据，

对包装气体的成分提出三种猜想，并说明你猜想的依据：

猜想一 猜想二 猜想三

我猜想的气体

我猜想的依据

（2）请设计实验，检验上述三种．．猜想之一的正确性。填写下列实验报告：

实验方法及操作 可能观察到的现象及结论

（3）从获得气体的难易和经济性考虑，若只是为了防止食品挤压变形，最

好使用的气体是 。

[答案] （1）答案举例：

猜想一 猜想二 猜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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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猜想的气体 空气 二氧化碳（CO2） 氮气（N2）

我猜想的依据
防止挤压变形

防挤压变形或食品腐

败

防挤压变形或食品腐

败

（2）答案举例：

实验方法及操作 可能观察到的现象及结论

用针筒将包装袋内气体抽出，将其压

入澄清石灰水中

若澄清石灰水变浑浊，则包装袋内的气

体是二氧化碳

或

实验方法及操作 可能观察到的现象及结论

用针筒将包装袋内气体抽出，将其压

入澄清石灰水中，若澄清石灰水不变

浑浊，再将包装袋内的气体用针筒抽

出，用排水法收集于集气瓶中，将燃

着的木条伸入集气瓶内，观察燃烧情

况

若木条正常燃烧，则包装袋内气体是空

气；若木条熄灭，则包装袋内气体是氮

气

（3）空气

[说明] 此题取材于学生的身边事物，通过对保存食品所填充气体的探究，

将化学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科学素养的考查置于探究问题的情境之中，体现了

化学问题来源于生活的要求，检测学生的分析和解决简单化学问题的能力及化学

实验探究的初步能力。

该气体可能是空气、氧气、氮气、二氧化碳或稀有气体中的一种，空气或氧

气会使食品发生缓慢氧化变质而不能防腐，只能防止食品被挤压变形；二氧化碳、

氮气或稀有气体既可防止食品被挤压变形又可防腐。根据二氧化碳、氮气等气体

的性质可设计出检验该气体的实验方案，填写相应的实验报告。结合题给信息，

从获取难易和经济性的角度对保存食品所填充的气体做出最合理的的选择。

本题综合性强，需要学生具有一定的探究能力和知识应用能力，属于较难题。

【例 10】根据下图所示的信息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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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入的稀硫酸质量为 g。

（2）所用稀硫酸溶质的质量分数。

（化学方程式：2KOH + H2SO4= K2SO4 + 2H2O）

[答案] （1）24.5

（2）解：设所用稀硫酸溶质的质量为 x。

2KOH + H2SO4 = K2SO4 + 2H2O

112 98

56 g×10％ x

x = 4.9 g

所用稀硫酸溶质的质量分数 = 4.9 g
24.5 g

× 100% = 20%

答：所用稀硫酸溶质的质量分数为 20%。

[说明] 本题利用图示的方式设题，考查中和反应、质量守恒定律和化学计

算基本技能，同时检测学生获取信息的能力。

分析图示信息，根据质量守恒定律，可知所加稀硫酸的质量为 24.5 g。参与

反应的氢氧化钾的质量为 5.6 g，根据化学方程式可计算得出硫酸的质量分数为

20%。

本题综合考查初中化学有关计算，属于中等难度题。

试卷题型参考

（该试卷题型仅供学校教学及复习参考，与省级统考试卷的题序安排、考试

内容等方面无对应关系）

（满分：100 分；考试时间：60 分钟）

相对原子质量：H 1 C 12 N 14 O 16 Zn 65

第 I 卷 选择题

第 I 卷共 10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30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个选项符合

题目要求。

1．空气质量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下列物质中，不会污染空气的是

A．稀有气体 B．二氧化硫 C．一氧化碳 D．可吸入颗粒物

x
%10g 56

98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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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下列化肥属于复合肥料的是

A．KCl B．NH4HCO3 C．Ca(H2PO4)2 D．KNO3

3．人体缺钙易引发的病症是

A．贫血 B．骨质疏松 C．夜盲症 D．甲状腺肿大

4．下图所示实验操作正确的是

5．世界卫生组织（WHO）将 ClO2列为 A 级高效安全灭菌消毒剂，它在食品保鲜、饮用水

等方面有广泛应用。ClO2属于

A．氧化物 B．酸 C．碱 D．盐

6．根据你的学习或生活经验判断，下列做法正确的是

A．福尔马林（甲醛溶液）用作海产品的保鲜剂

B．用聚氯乙烯塑料薄膜包装食品

C．NaHCO3用作治疗胃酸过多症的药剂

D．用燃着的火柴检验煤气是否泄漏

7．TNT（化学式为 C7H5N3O6）可用于开矿、修路、兴修水利等。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A．TNT 是一种有机物

B．TNT 爆炸后会产生 SO2

C．TNT 中 C、H、N、O 元素的质量比为 84︰5︰42︰96

D．每个 TNT 分子中含有 21 个原子

8．为探究燃烧的条件，某同学进行如右图所示的实验。下列

有关判断错误的是

A．白磷是可燃物，红磷不是可燃物

B．热水中的白磷不燃烧，是因为没有与氧气接触

C．铜片上的红磷不燃烧，是因为温度未达到它的着火点

D．热水的作用是提供热量及隔绝氧气

9．下列实验操作无法达到实验目的的是

选项 实验目的 实验操作

A 检验一瓶气体是否为 O2 将带火星的木条伸入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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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鉴别羊毛和涤纶 灼烧，闻气味

C 鉴别硬水和软水 加入适量的肥皂水，振荡

D 除去 CO2 中的少量 CO 通入澄清石灰水中

10．一定条件下，三种物质在密闭容器中发生反应，反应前后物质的质量比例变化如下图所

示。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反应中 CaO 为催化剂

B．该反应是复分解反应

C．反应后容器中固体总质量减少

D．反应后容器中氧元素质量分数增大

第Ⅱ卷 非选择题

第Ⅱ卷共 8 题，共 70 分。

11．（5 分）

如右图所示，将一小块干冰放进一个塑料袋，将袋口扎紧，一段时间后，塑料袋鼓起。

（1）从物质分类看，干冰属于

（填“纯净物”或“混合物”）。

（2）从物质组成看，干冰由 元素组成。

（3）从物质变化看，塑料袋鼓起的过程中干冰发生

了 （填“物理变化”或“化学变化”）。

（4）从微观角度分析，塑料袋鼓起的主要原因是 。

12．（10 分）

在“宏观——微观——符号”之间建立联系是化学学科的特点。

（1）锂广泛应用于电池、贮氢等领域，锂元素在化合物中显+1 价。锂元素在元素周期

表中的信息及两种粒子的结构示意图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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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从图 A 的数值中获得的一条信息是 。

② 图 （填标号）表示 Li+。

③ LiMnO2是一种电极材料，其中 Mn 元素的化合价为 。

④ 氢氧化锂的化学式为 。

（2）“催化转换器”可将汽车尾气中的有毒气体转化为无毒气体，其中一个转化的微

观示意图如下图所示。

该过程中， （填“原子”或“分子”）发生了变化，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为 。

13．（8 分）

铁是生产、生活中 广泛应用的金属材料。

（1）铁锅用作炊 具，主要是利用铁具有良好

的 性。

（2）为减缓海水 对铁质海轮外壳的腐蚀，制

造海轮时，会在海轮船底四周镶嵌比铁更活泼的金属。下列金属适宜镶嵌在铁质

船底的是 （填标号）。

A．Pb（铅） B．Cu C．Pt（铂） D．Zn

（3）对铁“发蓝”处理，使其表面形成致密氧化膜而有效避免腐蚀。

①致密氧化膜能有效阻止铁锈蚀的主要原因是 。

②为检验“发蓝”处理的铁质零件表面是否形成致密氧化膜，将该零件浸泡于硫酸

铜溶液中，发现零件表面出现红色物质。由此判断该零件“发蓝”处理效果

（填“好”或“不好”），理由是 （用化学方程式表示）。

14．（8 分）

水是生命之源，人类的生产、生活离不开水。

（1）在利用太阳能使水分解的过程中，太阳能转化为 能。

（2）用洗洁精洗去餐具上的油污，洗洁精起 作用。

（3）我国规定生活饮用水的水质必须达到下述四项指标，通过过滤可达到

（填标号）指标。

A．无异色 B．无异味 C．澄清透明 D．无细菌和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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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甲、乙两种物质的溶解度曲线如右图所示。

① 10℃时，两种物质的溶解度比较：

甲 乙（填“＞”“＜”或“＝”）。

② t1℃时，将 80 g 甲物质放入 100 g 水中，充分

搅拌，形成的是 溶液（填“饱和”或

“不饱和”），该溶液的溶质质量分数为 。

15．（10 分）

右图中，甲、乙、丙、丁、戊分别为下述五种物质中的一种：CuSO4、

H2SO4、Fe、Na2CO3 和 Ca(OH)2，且图中相连两个环对应的物质

（或其溶液）在常温条件下能发生化学反应。

（1）上述五种物质中：

① 可用于农业生产改良酸性土壤的是_____________。

② 能相互发生反应生成氢气的化学方程式为 。

（2）若乙为 H2SO4：

① 甲或丙能否为 CuSO4？答：__________（填“能”或“不能”）。

② 若乙与丁能发生中和反应，则丙为_____________。

（3）若丙为 Fe，则甲与戊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10 分）

实验室制取气体的两种装置如下图所示。

甲 乙

（1）仪器 a 的名称是 ；装置乙中，长颈漏斗下端管口必须伸入液面下的理

由 。

（2）实验室利用装置甲制取氧气时，仪器 a 中所盛试剂为 （填名称）。

实验结束时，为防止水倒吸，正确的操作是：先 ，

再 。

（3）用装置乙制取二氧化碳，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

实验时，如果二氧化碳始终收集不满，可能的原因是 （写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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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3 分）

某研究性学习小组对中和反应进行探究。

【实验 1】验证酸与碱能发生中和反应。

进行如右 图所示实验。

（1）实验 中，能证明酸与

碱发生中和反 应 的 现 象

是 ，

发生 反应的化学方

程式为 。

【实验 2】探究酸与碱反应过程中 pH 的变化情况。

室温下，取一定量的稀盐酸于烧杯中，并往烧杯中匀速滴入 NaOH 溶液，利用传感器

测得溶液的 pH 随时间（t）的变化关系如右图所示。

（2）0～t1 时，溶液的酸性逐渐 （填“增强”

或“减弱”）。

（3）A 点对应的溶液中所含的溶质是 （填化学式）。

【实验 3】证明酸与碱反应有水生成。

查阅资料：变色硅胶吸水后由蓝色变红色；无水醋酸常温下为无

色液体；无水醋酸和氢氧化钠固体混合后生成醋酸钠和水。

实验探究：如下图所示，分别往四支试管中装入对应的试剂，

迅速塞紧橡胶塞。实验过程中，试管①、②和③

中均无明显现象。

（4）迅速塞紧橡胶塞的目的是避免空气中的 对实验造成干扰。

（5）设置实验①、②、③的目的是 。

（6）能证明酸与碱反应有水生成的实验现象是 。

18. （6 分）

为测定某锌铜合金中锌的含量，称取该合金样品进行如右图

所示实验，发生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Zn + H2SO4 == ZnSO4 + H2↑

多次实验后，所得数据（平均值）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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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考虑干燥剂吸收空气中的水蒸气，求：

（1）根据质量守恒定律，生成氢气的质量为 g。

（2）该合金中锌的质量分数（要求写出计算过程）。

参考答案

第Ⅰ卷 选择题（共 10 题，每小题 3 分，共 30 分）

1．A 2．D 3．B 4．C 5．A 6．C 7．B 8．A 9．D 10．C
第Ⅱ卷 非选择题（共 8 题，共 70 分）

11．（5 分）

（1）纯净物 （1 分）

（2）碳元素和氧元素 （2 分）

（3）物理变化 （1 分）

（4）分子间隔变大 （1 分）

12．（10 分）

（1）①锂元素的原子序数为 3（或其他合理答案） （2 分）

② B （1 分）

③ +3 （1 分）

④ LiOH （1 分）

（2）分子 （1 分）

2CO+2NO
催化剂
=====
△

2CO2+N2 （3 分）

3︰8 （1 分）

13．（8 分）

（1）导热 （1

分）

（2）D （1 分）

（3）① 隔绝水和氧气 （2 分）

② 不好 （1 分）

CuSO4 + Fe == FeSO4 + Cu （3 分）

反 应 前 充分反应后装置及

反应剩余物质质量装置和足量的稀硫酸质量 锌铜合金质量

342.10 g 16.00 g 357.70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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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分）

（1）化学（或氢） （1 分）

（2）乳化 （1 分）

（3）C （1 分）

（4）① < （2 分）

②饱和 （1 分）

37.5% （2 分）

15．（10 分）

（1）① Ca(OH)2 （1 分）

② H2SO4 + Fe FeSO4 + H2↑ （3 分）

（2）①不能 （1 分）

② Na2CO3 （2 分）

（3）Na2CO3 + Ca(OH)2 2NaOH + CaCO3↓ （3 分）

16．（10 分）

（1）试管 （1 分）

防止生成的气体从漏斗逸出 （1 分）

（2）高锰酸钾（或氯酸钾和二氧化锰） （1 分）

把导管移开水面；移开酒精灯 （2 分）

（3）CaCO3 + 2HCl == CaCl2 + CO2↑+ H2O （3 分）

反应物量不足（或漏气等其他合理答案） （2 分）

17．（13 分）

（1）滴有酚酞的 NaOH 溶液褪色 （2 分）

NaOH + HCl NaCl + H2O （3 分）

（2）减弱 （1 分）

（3）NaCl （2 分）

（4）水分 （1 分）

（5）证明中和反应中若没有水生成，则硅胶不变色（或对比实验等其他合理答案）

（2 分）

（6）试管④中硅胶由蓝色变为红色，试管①②③中硅胶不变色 （2 分）

18．（6 分）

（1）0.40 （1 分）

（2）解：设合金中锌的质量为 m

Zn + H2SO4 == ZnSO4 + H2↑

65 2

m 0.40 g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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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m

= 2
0.40 g

（1 分）

m=13.00 g （1 分）

锌的质量分数= 13.00 g
16.00 g

×100% =81.25% （1 分）

答：该合金中锌的质量分数为 81.25%。 （1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