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高考化学试卷解析及难度分析
7.【答案】D
【解析】
A.合理处理废旧电池有利于环境保护和资源再利用，正确
B.由题图可知，过程中分离出了 NaAlO2 滤液、含铁沉淀和含锂沉淀，故 B 正确
C.在流程中加入的 HNO3 可将 Fe2+氧化为 Fe3+，故“沉淀”反应的金属离子为 Fe3+，故 C 正确
D.上述流程中用硫酸钠代替碳酸钠不能将 Li+完全沉淀，故 D 错误。
【深度剖析】
该题以金属的回收利用为载体，其实考查的是无机化学中的基本方程式和物质间的转化关系，
难度两星半。
8.【答案】A
【解析】
A.果糖是一种单糖，故 A 错误
B.酶是一类具有高选择催化性能的蛋白质，正确
C.植物油含有不饱和脂肪酸酯，其中的碳碳双键能使溴的四氯化碳溶液褪色，正确
D.淀粉和纤维素的最终水解产物均为葡萄糖，正确
【深度剖析】该题主要考查生命中基础的有机物的性质，只要记住这几类有机物最基础的性
质就可以做对这道题目，难度两星。
9.【答案】D
【解析】在生成和纯化乙酸乙酯的实验过程中，需要有浓硫酸、乙醇和乙酸混合的发生装置，
故 A 正确；生成的乙酸乙酯中含有乙酸和乙醇蒸汽，需要饱和的碳酸钠溶液除杂，故 B 正
确；除杂后乙酸乙酯和碳酸钠的混合液需要用分液的操作分离，故 C 正确；在生成和纯化
乙酸乙酯的实验过程中，不需要蒸干溶液，故 D 错误。
【深度剖析】该题主要考查实验装置，难度一星半。
10.【答案】B
【解析】
A.Fe（OH）3 胶粒是许多 Fe（OH）3 微粒的聚集体，故胶粒数小于微粒数，A 错误
B.氩气为单原子分子，故标况下 22.4L 的氩气含有 1mol 氩原子，故质子数为 18mol,B 正确
C.92.0g 甘油含有 1mol 丙三醇，故含有 3mol 羟基，C 错误
D.甲烷与氯气的取代反应并不是分步进行的，故 1mo CH4 与 1molCl2 反应生成的 CH3Cl 分
子数不为 1.0NA，故 D 错误
【深度剖析】该题主要考查阿伏伽德罗常数，考点也比较常见，难度两星。
11.【答案】C
【解析】
A.由题目可知螺[2,2]戊烷的分子式为 C5H8，，环戊烯的分子式也为 C5H8，故 A 正确
B.螺[2,2]戊烷的二氯代物有三种，故 B 正确
C.螺[2,2]戊烷中不存在碳碳双键的结构，所有碳原子不可能处于同一平面，故 C 错误
D.螺[2,2]戊烷的分子式为 C5H8，生成 1mol 为 C5H12 至少需要 2mol 氢气，故 D 正确
【深度剖析】

该题主要考查基础有机物的化学性质，题干比较新颖，但是考查比较基础，需要掌握等效氢
的判断方法和同分异构体的书写方法，难度两星。
12.【答案】B
【解析】
题干中说明,W 与 Z 形成的化合物与浓硫酸反应的产物能腐蚀玻璃，故其产物为 HF，实验
室制 HF 的反应为萤石（CaF2）与浓硫酸反应，可知 W 为氟元素，Z 为钙元素，从而推出 X
为钠元素，Y 为氯元素。
A.常温常压下钠为固体，故 A 错误
B.CaH2 为离子化合物，故 B 正确
C.氯化钙的水溶液呈中性，故 C 错误
D.氟元素和氯元素的最高化合价不同，故 D 错误
【深度剖析】
该题主要考查元素推断，突破口在“W 与 Z 形成的化合物可与浓硫酸反应”，几乎没有学生
知道实验室制取 HF 的方程式，所以这道题目的推断有些难度，但是根据该产物能够刻蚀玻
璃可推断出一定为 HF，难度三星。
13.【答案】C
【解析】由题图可知，在石墨烯极，发生的反应为 EDTA-Fe2+-e-==EDTA-Fe3+，H2S 转化为
2H+和 S 单质，故石墨烯极为阳极，因此 ZnO@石墨烯极为阴极。
A.阴极上发生还原反应，CO2+2e-+2H+==CO+H2O，A 正确
B.在 ZnO@石墨烯极 CO2 转化为 CO 和 H2O，在石墨烯极 H2S 转化为 2H+和 S 单质，故总反
应式为 CO2+H2S==CO+H2O+S，B 正确
C.在外电路中，电流方向由石墨烯极流向 ZnO@石墨烯极，故石墨烯极的电势较高，C 错误
D.Fe2+/Fe3+在中性和碱性条件下会沉淀，故溶液需要酸性，D 正确
【深度剖析】
该题是新情景下的电解池，重点在理解题目中所给石墨烯电极上发生的电极方程式，方可判
断出该电解池的阴极和阳极，从而进行作答，学生可能在平时练习中忽略了阳极电势高，阴
极电势低这一点，但是根据排除法也能轻松做出答案，难度三星。
26. 【答案】
（1）排尽水中的氧气，避免醋酸亚铬损失；分液漏斗；
（2）Zn+2Cr3+=Zn2++2Cr2+；
排尽装置内的空气，避免倒吸，产生气体后续也能将 c 中液体压进 d 中；
（3）Zn+2H+=Zn2++H2↑；c 装置持续产生氢气，压强增大，将液体压进 d 中；
冷却结晶，过滤；
（4）装置液体上方没有隔绝氧气的措施；
【解析】
（1）考察的是实验操作分析，从题目中的氧气吸收剂可以得知产品是能够与氧气发
生反应，因此煮沸就是排尽氧气，避免后续产率降低；仪器是分液漏斗，特别让考生注意的
是漏斗，长颈漏斗，分液漏斗的区别；
（2）考察的是基本方程式书写，溶液由绿色变为亮蓝色，说明铬有+3 价变为+2
价，题目也提到，锌是作还原剂，所以难度偏小；第二个问考察的也是隔绝氧气，
氢气产生可以营造一个还原性环境，并且可以避免气压差而倒吸，再者就是为后
续的液体压进 d 中埋下伏笔；
（3）考察的是学生对于气压差的理解，封紧了封口后由于持续产生氢气，会导

致气压逐渐大于大气压从而导致液体从 c 转移到 d 中。实验操作考察的是结晶、
过滤、洗涤、干燥，由题意可得，结晶应该使用冷却结晶，因为产品难溶于冷水，
也是考察考生审题的深刻度，难度中等。
（4）实验与评价，考察的是考生对于这个实验装置的理解，从多种角度去思考
实验可能产生的误差，属于开放性题目，但也是根据对于题目的分析来作出判断
的。因此依然是氧气没有隔绝这个方向去考虑，难度中等。
【深度剖析】2018 的化学实验题模型出自广州一模，在其基础上进行幅度不大的修改，所
以广东考生对这个题目的模型是比较熟悉的了。难度为中等偏下。考察的是考生对实验装置
的理解，逐步从书本过渡到实践。题目考察了 2 条方程式，但都是非常基本的配平和书写，
难度偏小。实验装置也是常规化地考了常见仪器——分液漏斗；其他的几个问题都是考察实
验装置的评价和误差分析，这也体现了未来实验题将更多地放在实践本身，让考生更多地思
考实验的操作问题，以及排除实验误差的能力。
27.【答案】
Δ

（1） 2NaHSO3 Na 2S2O5 +H2O
（2）①NaHSO3
②提高反应物的利用率




（3） 2H2O-4e =4H +O2  ；a
（4）S2O52-+2I2+3H2O=2SO42-+4I-+6H+；0.128
【解析】
（1）考查陌生方程式的书写，依据题干信息以及元素种类和原子个数守恒可知，该
Δ

方程式为 2NaHSO3 Na 2S2O5 +H2O
（2）①依据制备焦亚硫酸钠的反应原理可知，经过一系列的步骤后先得到亚硫酸氢钠，然
后再将制备得到的亚硫酸氢钠脱水即可得到焦亚硫酸钠，故知溶液 pH=4.1 时对应的溶质为
亚硫酸氢钠，化学式为 NaHSO3；
②工艺中加入碳酸钠固体并再次通入二氧化硫气体目的是为了提高反应物的利用率；
（3）阴离子在阳极放电，根据阳极的放电顺序可知，应该是水中的氢氧根离子放电，发生
氧化反应，故知其电极方程式为 2H2O-4e-=O2↑+4H+；阳极放电产生的 H+通过阳离子交换膜
向右侧移动至 a，阴极部分中的亚硫酸根离子与氢离子结合变成亚硫酸氢根离子，故知 a 室
的亚硫酸氢根离子的浓度增加；
（4）根据氧化还原反应中电子守恒，电荷守恒以及原子个数守恒可以得到反应的离子方程
式为 S2O52-+2I2+3H2O=2SO42-+4I-+6H+；反应中消耗的 I2 为 0.01×10×10-3mol=10-4mol，故知
最终二氧化硫的物质的量为 10-4mol，故知浓度为 10-4mol×64g/mol/(50×10-3L)=0.128g/L
【深度剖析】
该题主要考查陌生方程式的书写、简单工艺流程图分析、电解池及氧化还原滴定，难度三星。
28.【答案】
（1）Cl2O；
（2）①+53.1KJ/mol；②0.06KPa/min；③根据勒夏特列原理可知，升高温度平衡向吸热方
向移动，而反应 2NO2
N2O4 为放热反应，故知升高温度，平衡逆向移动，该方向为气体
分子数增大的方向，故体系压强变大；④13.4KPa；
（3）AC
【解析】
（1）考查氧化还原反应产物的判断，根据题干信息可知，氮元素和氧元素的价态未发生变

化，故银元素和氯元素发生价态变化，且氧化产物为气体物质，故可知其分子式为 Cl2O；
（2）①根据盖斯定律，依托题干中两个给定的热化学方程式即可求算，故待求方程式的反
应热为+53.1KJ/mol；
②t=62 min 时，pO2=2.9KPa，根据反应 2N2O5
4NO2+O2 可知，此时 N2O5 的压强变化了
5.8KPa，而 N2O5 的起始压强为 35.8 KPa，故此时 N2O5 的压强为 30 KPa，根据题干中反应
速率的计算公式带入 N2O5 的压强可求出速率为 0.06KPa/min；
③根据勒夏特列原理可知，升高温度平衡向吸热方向移动，而反应 2NO2
N2O4 为放热反
应，故知升高温度，平衡逆向移动，该方向为气体分子数增大的方向，故体系压强变大；
④当 t=∞时，N2O5 完全反应，则此时体系中存在的 pO2=17.9KPa，在生成 17.9KPaO2 的同事，
生成了 71.6KPa 的 NO2，设有 2xKPa 的 NO2 会参与平衡反应 2NO2
N2O4 中，则此时体
系剩余的 NO2 为（71.6-2x）KPa，生成 xKPa 的 N2O4，体系总压强为 71.6-2x+x+17.9=63.1，
解得 x=26.4 KPa，代入公式 Kp=(KpNO2)2/ KpN2O4 即可，故 Kp=13.4KPa；
（3）根据信息可知，在三个反应历程中，第二步的反应较慢，第一步的反应能够快速平衡，
说明第一步的逆反应比第二步反应快，且其不影响第一步的平衡，说明第二步中 NO2 与 NO3
的碰撞仅部分有效，故 AC 正确；反应过程中的中间产物有 NO 和 NO3，由于第二步的反应
速率最慢，说明该步对应的反应活化能较高。
【深度剖析】该题为反应原理的综合考查，较之前的相比，今年反应原理的题目难度明显比
之前有所提升，平衡常数部分的计算量也有增大，且最后还考查了反应的相关历程问题等，
整体上对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要求较高。
35．
【答案】
（1）D C
（2）Li+的核电荷数大于 H-，原子核对电子的束缚力强于 H-，因此 H-半径更大
（3）正四面体 sp3 AB
（4）520 498 290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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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1）越靠内层的轨道中，原子的能力越低。因此能量最高的是 D 图，能量最高的是 C 图。
（2）Li+和 H-电子构型相同，Li+原子核带有三个单位正电荷，而 H-原子核仅带有一个单位
正电荷。因此 Li+对电子的束缚力比 H-更强，H-半径比 Li+更大。
（3）LiAlH4 中的阴离子为 AlH4-，其空间构型与甲烷（CH4）类似，因此空间构型为正四面
体；在 AlH4-中，铝和氢形成 4 个 σ 键，杂化轨道数为 4，因此为 sp3 杂化；在 LiAlH4 中，
Li+和 AlH4-之间以离子键结合，在 AlH4-中，铝和氢以 σ 键结合，因此 LiAlH4 中既有离子键
又有 σ 键。
（4）第一电离能是 1mol 原子失去最外层的一个电子所需能量。根据图像，2mol 气态锂原
子变成 2mol 气态锂离子需要消耗 1040kJ 能量。因此 Li 原子的第一电离能为 520kJ/mol。
键能是指 1mol 气态分子解离为气态原子所需的能量，根据图像， O2 解离为 1mol 气态氧原
子消耗能量为 249kJ。因此 O=O 键键能为 498 kJ/mol。
晶格能指的是处于气态的离子结合生成固态离子晶体时释放的能量。根据图像，2molLi+和
1molO2-结合成 Li2O 晶体释放 2908kJ 能量，因此 Li2O 的晶格能即为 2908 kJ/mol。
7

（5）晶胞的半径为 0.4665nm，即 0.4665  10 cm ，根据图像可以看出，一个晶胞内 Li

的数目为 8，均位于晶胞内部；O 占据 6 个面心和 8 个顶点数目为

因此晶胞质量为 m=

1
1
 6   8  4。
2
8

7  8  16  4
g ，晶胞体积为 V= 0.4665  10-7
NA

因此晶胞密度为  



m
7  8  16  4

V
N A  0.4665  10-7





3



3

cm 3 。

g/cm 3 。

【深度剖析】
（1）考查“基态与激发态”的应用。能量最低即为基态，显然选 D；其他选项
均为激发态，而电子跃迁至的能级能量越高，该原子的能量则越高，因此 C 答案正确。难
度二星。
（2）考查“原子结构与元素周期律”的应用。锂离子与氢负离子均为离子且具有相同的电子
构型，则核电荷数越大的原子核对核外电子的束缚力越强，其原子的半径则越小。难度三星。
（3）考查“分子构型与分子性质”的应用。空间构型的分析应从中心原子的杂化形式出发，
四氢铝离子的铝原子为 sp3 杂化，因此该离子的构型为正四面体。四氢铝锂含碱金属元素，
因此必然为离子化合物，A 选项正确；其中四氢铝离子为酸根离子，因此内部以共价键连接，
因此必然有 σ 键，B 选项正确；π 键与氢键无体现。难度二星。
（4）考查“第一电离能”“键能”“晶格能”的定义。第一电离能是指 1 mol 基态气态电中性原子
失去 1 mol 电子形成阳离子所吸收的能量，根据定义从图中不难看出数值“1040 kJ/mol”即为
两个锂离子的第一电离能总量，折半即得答案。键能是指断裂（形成）1 mol 共价键所需要
吸收（放出）的能量，根据定义从图中不难看出数值“249 kJ/mol”即为 0.5 mol 氧气分子的键
能，乘 2 即得答案。晶格能是指 1 mol 离子晶体电离形成气态离子所吸收的能量，根据定义
从图中不难看出数值“2908 kJ/mol”即符合要求。难度三星。
（5）考查“晶胞计算”。该题型为常规题型，由设问推导出密度 ρ=m/V=N·M/(NA·V)即得答
案，注意已知条件的单位 nm 与设问单位 cm 之间的换算。难度三星。
全题分析：今年选修 3 的题型对学生依旧友好，题量少且考查的题型如（2）对粒子性质的
解释、
（3）杂化类型与化学键、
（5）晶胞计算等均为常规题型，没出现偏题和怪题。难题在
于（4）对部分定义的考查，定义的限定条件较多，学生若忘记具体定义的话很容易会出错，
建议学生在对选修 3 的备考过程中不仅仅要做题，而且要多回归教材的定义，多读多背，且
要多思考物质性质背后的微观解释。总体难度二星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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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
（1）氯乙酸
（2）取代反应
（3）乙醇 浓硫酸、加热
（4）C12H18O3
（5）醚键、羟基
（6）

（7）

【解析】
（1）A 含有的官能团有氯原子、羧基，以羧基为主体命名，所以 A 的名称为氯乙
酸；
（2）-CN 取代了氯原子，所以反应②的反应类型为取代反应；
（3）反应④属于酯化反应，根据生成物逆推得出所需要的试剂是乙醇，反应条件为浓硫酸，
加热；
（4）依次数出碳、氢、氧三种原子的个数，所以 G 的分子式为 C12H18O3;
（5）由 W 结构可知，W 含有的官能团有醚键、羟基，题目要求写的是名称；
（6）根据题干给出的条件，E 的结构具有对称性，再结合碳原子个数，即可得出结构简式：

（7）结 合 题 目 的 合 成 路 线 ，

先发生取代反应得到

在 NaCN 的条件下发生取代得到
下 得 到

，

，在酸性条件

， 最 后 在 与 苯 乙 醇 发 生 酯 化 即 可 得 到

。
【深度剖析】
（1）考查有机物的命名，难度主要是体现在多官能团同时存在时哪个官能团作为主体，难
度二星；
（2）考查反应类型，直接观察反应前后原子团的变化即可得出，难度一星；
（3）考查反应条件，由前后有机物的变化得出此反应为酯化反应，从而逆推出反应所需试
剂为乙醇，反应条件为浓硫酸，加热，难度一星；
（4）考查分子式的书写，这类题简单但容易出现错误，需要学生做题时细心，可多次检查，
难度一星；
（5）考查官能团的名称，从物质的结构即可得出，做题时需看清题目要求，要求的是名称，
考试过程需注意看清要求，难度一星；
（6）考查同分异构体，结合给出的条件限制以及碳原子数，可以得出物质具有对称性，难
度二星；
（7）考查合成路线，解题思路基本是结合上述合成路线，这道题结合的是前半段的合成路
线，总体稍简单，平时一般考查的主要是结合后半段稍复杂的合成路线，做题过程中可能学
生思路会往后半路线去寻找从而解答不出，难度三星。
全题分析:有机总体难度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