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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化学试卷与往年相比，难度

颖。 

选择题方面，化学式分析、生活常识

思路和考点，但是反应微观示意图、

信息合并为一道题目，同时多了物质

对反应原理的理解要求较高，从这个命题趋势来看

推断题今年考查了工业流程的理解

外，均为基础知识点，难度非常小。

及配平。 

实验题今年比较意外，完全是基础知识

计算题的仍然采用了图象模式，

定律的考查以及对题意的理解，整体

 

  

试卷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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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基本持平，在知识点的考查方面注重基础，

生活常识、反应原理与现象和实验分析的考查基本沿用了往年固定的出题

、溶解度曲线的题目形式比较新颖，往年固定考查

物质的性质和用途的考查。物质除杂已经连续两年

这个命题趋势来看，物质除杂很有可能成为以后考查

推断题今年考查了工业流程的理解，但是流程图比较容易理解，且下面的问题

。这次信息型方程式的书写需要学生注意题目中给出

基础知识的考查，主要看学生的总结归纳能力，

，但是仅仅是分析图象，与计算数据无关，计算方面

整体难度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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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题目形式都比较新

的考查基本沿用了往年固定的出题

固定考查的化学用语则和元素

两年进行考查，且这类题目

以后考查的常规题型。 

下面的问题考查除了信息型方程式

题目中给出的 2 个反应条件以

，没有进行发散。 

计算方面则加重了质量守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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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难度分析

题型 题号 

选 

择 

题 

1 

2 元素信息与化学用语

3 

4 

5 

6 

7 

8 

9 

10 

推 

断 

题 

11 

实 

验 

题 

12 

计 

算 

题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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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难度分析、知识范围、难度情况分析表

考点 难度 

知识综合 ★ 

元素信息与化学用语 ★ 

化学与生活 ★ 

物质的性质与用途 ★ 

化学式分析 ★ 

实验分析 ★ 

反应微观示意图 ★ 

溶解度曲线 ★★ 

物质除杂 ★★★ 

反应的原理与现象 ★★★ 

化学实验 ★ 

工业流程 ★ 

综合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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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情况分析表 

分值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8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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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5%

26.25%

7.5%

题目难度分布占比 

 

各单元知识点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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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难度题

较难题

容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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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中考

题号 2018 考点 

1 化学用语 

2 化学与生活 

3 知识综合 

4 反应原理与现象 

5 实验分析 

6 元素信息 

7 化学式分析 

8 反应微观示意图 

9 溶解度曲线 

10 物质除杂 

11 物质推断 

12 化学实验 

13 综合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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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中考化学试题命题趋势分析和稳定性对比

2019 考点 2020

化学与生活 知识综合

化学用语 元素信息与化学用语

实验分析 化学与生活

元素信息 物质的性质与用途

反应微观示意图 化学式分析

反应原理与现象 实验分析

化学式分析 反应微观示意图

实验分析 溶解度曲线

溶解度曲线 物质除杂

物质转化 反应的原理与现象

工业流程 化学实验

化学实验 工业流程

综合计算 综合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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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命题趋势分析和稳定性对比 

2020 考点 分值 

知识综合 1.5 

元素信息与化学用语 1.5 

化学与生活 1.5 

物质的性质与用途 1.5 

化学式分析 1.5 

实验分析 1.5 

反应微观示意图 1.5 

溶解度曲线 1.5 

物质除杂 1.5 

反应的原理与现象 1.5 

化学实验 8 

工业流程 8 

综合计算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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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择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1.5

1．下列描述正确的是（  ） 

A．“滴水成冰”是化学变化 

B．“花香四溢”表明分子在不断运动

C．“釜底抽薪”是为了降低可燃物的着火点

D．“百炼成钢”指生铁经多次煅炼转化为纯铁

【答案】B 

【考点】知识综合 

【解析】A 选项为物理变化；C 选项

得到的钢仍然为混合物。 

 

2．右图为铕在元素周期表中的相关信息

A．铕原子中的质子数为 63 

B．铕的相对原子质量是 152.0g

C．2Eu
2+表示 2 个铕原子 

D．Eu2O3 中铕元素的化合价为+6

【答案】A 

【考点】元素信息与化学用语 

【解析】B 选项铕的相对原子质量为

价为+3 价。 

 

3．化学与人类的科学技术、生产生活密切相关

A．钛合金可应用于火箭和航天飞机

B．头盔缓冲层中的塑料属于合成材料

C．垃圾分类有利于废旧金属的回收利用

D．霉变的花生经冲洗、蒸煮后仍可食用

【答案】D 

【考点】化学与生活 

【解析】D 选项霉变的花生即使经过冲洗
 

4．小深同学用思维导图梳理了 Na2

【答案】A 

【考点】物质的性质与用途 

【解析】A 选项中烧碱是 NaOH 的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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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分，共 15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 4 个选项中，

表明分子在不断运动 

是为了降低可燃物的着火点 

指生铁经多次煅炼转化为纯铁 

选项“釜底抽薪”是移走了可燃物；D 选项生铁变成钢是降低了碳含量

 

表中的相关信息，下列有关铕的说法正确的是（  ） 

152.0g 

+6 价 

选项铕的相对原子质量为 152.0；C 选项 2Eu
2+表示 2 个铕离子；D 选项

生产生活密切相关。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钛合金可应用于火箭和航天飞机 

头盔缓冲层中的塑料属于合成材料 

属的回收利用 

蒸煮后仍可食用 

霉变的花生即使经过冲洗、蒸煮也不可食用。 

2CO3 的相关知识，其中描述错误的是（  ） 

的俗称。 

2020 深圳市中考化学试题与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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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项符合题意。） 

选项生铁变成钢是降低了碳含量，

选项 Eu2O3 中铕元素的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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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艾叶香，香满堂；粽子香，香厨房

学式为 C8H8O）。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对乙烯基苯酚不属于有机物

B．对乙烯基苯酚由 3 种元素组成

C．对乙烯基苯酚中 C、H、O 三种元素的质量比为

D．对乙烯基苯酚由 8 个 C 原子

【答案】B 

【考点】化学式分析 

【解析】A 选项中对乙烯基苯酚属于有机物

﹕1﹕2；D 选项应表述为一个

6．下列实验不能达到相应目的的是

A．验证木炭具有吸附性 B．观察乳化现象

【答案】C 

【考点】实验分析 

【解析】C 选项不能证明铁生锈需要水和氧气

7．我国化学家研究出一种新型催化剂

如下： 

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 表示的物质属于氧化物 

B．反应 I 的化学方程式为 H2O 

C．反应 II 中，反应前后原子的种类和数目均不变

D．该成果对氢能源的推广应用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答案】B 

【考点】反应微观示意图 

【解析】B 选项中的化学方程式没有配平

2020 年深圳中考试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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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厨房。”据研究，粽子的香味源于粽叶的主要成分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对乙烯基苯酚不属于有机物 

种元素组成 

三种元素的质量比为 8﹕8﹕1 

原子、8 个 H 原子、1 个 O 原子构成 

属于有机物；C 选项中对乙烯基苯酚中 C、H、O 三种元素的质量比为

应表述为一个对乙烯基苯酚分子由 8 个碳原子、8 个氢原子

下列实验不能达到相应目的的是（ ） 

观察乳化现象 C．探究铁生锈的条件 
D．

不能证明铁生锈需要水和氧气，即不能探究铁生锈的条件。 

我国化学家研究出一种新型催化剂，在太阳光照射下实现了水的高效分解。该反应过程的微观示意图

O 
催化剂

 H2O2 + H2↑

反应前后原子的种类和数目均不变 

该成果对氢能源的推广应用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的化学方程式没有配平，应为 2H2O 
催化剂

 H2O2 + H2↑。

年深圳中考试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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粽子的香味源于粽叶的主要成分——对乙烯基苯酚（化

三种元素的质量比为 12

个氢原子、1 个氧原子构成。 

．验证面粉在一定条

件下能爆炸 

该反应过程的微观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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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下图为 Ca(OH)2 的溶解度曲线；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Ca(OH)2 属于易溶物质 

B．Ca(OH)2的溶解度随温度的升高而增大

C．30℃时，Ca(OH)2的饱和溶液中溶质与溶剂的质量比为

D．70℃时 Ca(OH)2的饱和溶液

【答案】D 

【考点】溶解度曲线 

【解析】A 选项中 Ca(OH)2 属于微溶物质

30℃时，Ca(OH)2的饱和溶液中溶质与溶剂
 

 

 

9．下列方法能达到除杂目的的是（

选项 物质（括号内为杂质）

A CH4（CO） 

B 铜粉（炭粉） 

C O2（水蒸气） 

D NaCl（CaCl2） 

【答案】C 

【考点】物质除杂 

【解析】A 选项中 CH4和 CO 均可被点燃

CaCl2均可溶于水，无法通过过滤的方法分离
 

 

 

10．如图，将胶头滴管中的物质 X 滴入装有物质

法错误的是（  ） 

A．X 为稀硫酸，若反应有气泡产生

B．X 为 AgNO3 溶液，Y 为 Cu

C．X 为 BaCl2溶液，Y 为 Na2

D．X 为稀盐酸，Y 为 Al(OH)3

【答案】A 

【考点】反应原理与现象 

【解析】A 选项中生成的气体也可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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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为 20℃时溶解度的相对大小。 

的溶解度随温度的升高而增大 

的饱和溶液中溶质与溶剂的质量比为 3﹕20 

的饱和溶液，降温到 50℃时没有析出固体 

属于微溶物质；B 选项中 Ca(OH)2的溶解度随温度的升高而减小

的饱和溶液中溶质与溶剂的质量比为 3﹕2000。 

（  ） 

） 方法 

点燃混合气体 

在空气中灼烧固体混合物 

将混合气体通过浓硫酸 

加水溶解、过滤 

均可被点燃；B 选项中在空气中灼烧会使 Cu 变为 CuO

无法通过过滤的方法分离。 

滴入装有物质 Y 的试管中，两物质充分反应。下列说

若反应有气泡产生，则生成的气体一定是 H2 

Cu 片，根据现象可判断金属活动性：Cu＞Ag 

2SO4溶液，反应产生白色沉淀 

3，该反应可应用于治疗胃酸过多症 

生成的气体也可以是 CO2。 

年深圳中考试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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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溶解度随温度的升高而减小；C 选项中，

CuO；D 选项中 NaCl 和

下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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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选择题（共 3 题，共 25 分）

11．（8 分）初步学习运用简单的装置

（1）某学习小组将实验室制取常见气体的相关知识归纳如下

气体 方法（

O2 

方法 1：加热氯酸钾

方法 2：加热①________

方法 3：分解过氧化氢溶液

CO2 化学方程式为②______________________

（2）该小组将制取的 O2和 CO

方案 

方案 1：将带火星的木条分别伸入两个集

气瓶中 

方案 2：向两个集气瓶中分别滴入少量的

②________溶液，振荡 

方案 3：向两个集气瓶中分别倒入少量的

水，振荡后再滴加几滴紫色石蕊溶液
…… 

（3）制取气体的过程包括：a．

结出实验室里制取气体的一般思

甲．a→b→c    

【答案】（1）①KMnO4 

②CaCO3 + 2HCl = CaCl

③B 

④C 

（2）①复燃 

②Ca(OH)2 

③红 

（3）丙 

【考点】化学实验 

【解析】本题综合考查了 O2 和 CO2

问中分解 H2O2 和制取 CO

大，所以选择 C 作为收集装置

使 Ca(OH)2 溶液变浑浊，还能使石蕊溶液变红

原理，再决定发生和收集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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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步学习运用简单的装置和方法制取某些气体，是初中学生的化学实验技能应达到的要求

某学习小组将实验室制取常见气体的相关知识归纳如下： 

（或原理） 发生装置 

加热氯酸钾 均可选择 A 装置 

（可根据需要添加棉花）________（填化学式） 

分解过氧化氢溶液 均可选择③_____装置

（填标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 

CO2（各一瓶）混淆了，设计如下方案进行区分。 

现象 

将带火星的木条分别伸入两个集
若带火星的木条①_____ 则该瓶气体是

向两个集气瓶中分别滴入少量的
若溶液变浑浊 则该瓶气体是

向两个集气瓶中分别倒入少量的

振荡后再滴加几滴紫色石蕊溶液 

若紫色石蕊溶液变为 

③____色 
则该瓶气体是

…… 

．选择制取装置；b．验证所得气体；c．明确反应原理

结出实验室里制取气体的一般思路为______（填“甲”或“乙”或“丙”）。

 乙．b→a→c   丙．c→a→b 

+ 2HCl = CaCl2 + CO2↑+ H2O 

2 的实验室制取方法、鉴别方法以及实验室制取气体的一般思路

CO2都是固液反应，所以选取 B 作为发生装置，O2

作为收集装置；第（2）问中，O2具有助燃性，能使带火星的木条复燃

还能使石蕊溶液变红；第（3）问中实验室制取气体

再决定发生和收集装置，最后进行验证。 

年深圳中考试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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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初中学生的化学实验技能应达到的要求。 

 

收集装置 

） 

均可选择 

④____装

置（填标

号） 

装置 

 

结论 

则该瓶气体是 O2 

则该瓶气体是 CO2 

则该瓶气体是 CO2 

……. 

明确反应原理。据此，该小组总

）。 

鉴别方法以及实验室制取气体的一般思路。第（1）

2和 CO2 的密度都比空气

能使带火星的木条复燃，CO2 能

问中实验室制取气体，需要先明确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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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分）下列流程可用于制备硫酸铵

I．制硫酸： 

（1）反应①的化学方程式为

（2）反应②为 SO3 + H2O = 

II．合成氨： 

（3）“原料气”中 N2的制备

（4）“原料气”中 H2的制备

的化学方程式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NH3溶于水时形成氨水

III．制备硫酸铵： 

（6）将 NH3 通入稀释后的硫酸溶液中

______缓慢地加入______

（7）(NH4)2SO4 在农业生产中常被用作

A．氮肥    

【答案】（1）S + O2 
点燃

 SO2 

（2）化合 

（3）四 

（4）CH4 + 2H2O ══ 4H

（5）＞ 

（6）浓硫酸；水 

（7）A 

【考点】工业流程 

【解析】本题通过工业流程的形式考查了一些基本的知识点

和催化剂两个条件；第（5

 

 

 

 

 

 

 

 

 

 

 

 

 

 

 

 

 

 

 

 

 

催化剂 

高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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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流程可用于制备硫酸铵。 

的化学方程式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2SO4，该反应属于________反应（填基本反应类型

 

的制备：N2约占空气体积的五分之_____，可通过分离液态空气的方法得到

的制备：高温时，CH4 和水蒸气在催化剂作用下反应得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溶于水时形成氨水。室温下，氨水的 pH______7（填“＞”或“＜

通入稀释后的硫酸溶液中，得到硫酸铵。用水稀释浓硫酸时，

______中，并不断搅拌。 

在农业生产中常被用作_____（填标号）。 

 B．磷肥     C．钾肥 

4H2 + CO2 

通过工业流程的形式考查了一些基本的知识点。第（4）问中化学方程式的条件需要写高温

5）问中 NH3溶于水会生成 NH3·H2O，溶液呈碱性

年深圳中考试卷分析  

初中化学 

 

填基本反应类型）。 

离液态空气的方法得到。 

和水蒸气在催化剂作用下反应得到 H2和 CO2，该反应

＜”）。 

，需将___ 

问中化学方程式的条件需要写高温

溶液呈碱性。 



 

深圳学而思中考研究中心 

13．（9 分）氧气是人类生产活动的重要资源

（1）下列属于 O2的化学性质的是

A．O2能支持燃烧 

B．O2的密度比空气的密度略大

C．O2在低温、高压时能变为液体或固体

（2）小圳同学进行实验室制备

【查阅】他得知在 KClO3分解制

【实验】他用电子秤称取 0.49g 

室温，称得剩余固体的质量为

【计算】①剩余固体中 KCl 的质量是

②该反应生成 O2的质量

【思考】他发现制备 O2较慢，猜测

响反应的快慢。 

【探究】③他调节 KClO3和 Fe2

右图，从图中得出 KClO

【结论】④根据质量守恒定律，

取的 KClO3 的质量为______ 

________（填最简比），
 

【答案】（1）A 

（2）①1.49 

②解：设反应生成 O2

2KClO3 ══ 

x

答：反应生成 O2的质量为

③5﹕4 

④2.45；5﹕1 

【考点】物质的性质、图象分析和化学方程式计算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了学生对图象的理解和质量守恒定律的应用

【实验】中剩余固体的质量

2.45g。 

 

 

Fe2O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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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气是人类生产活动的重要资源。 

的化学性质的是_____（填标号）。 

的密度比空气的密度略大 

高压时能变为液体或固体 

小圳同学进行实验室制备 O2的相关探究。 

分解制 O2 的反应中，Fe2O3 可作催化剂。 

 Fe2O3 和一定量的 KClO3，充分混合后加热至 KClO

称得剩余固体的质量为 1.98g。 

的质量是______ g。 

的质量（根据化学方程式写出完整的计算步骤）。 

猜测 KClO3 和 Fe2O3的质量比可能会影

2O3 的质量比制备 O2，整理数据绘制出

KClO3和 Fe2O3 最佳质量比是________。 

，请你计算出小圳同学在【实验】中称

______ g，KClO3 和 Fe2O3 的质量比是

），不是最佳质量比。 

2的质量为 x。 

 2KCl + 3O2↑ 

149    96 

1.49g   x 

149 1.49g

96 x
=  

x = 0.96g 

的质量为 0.96g。 

图象分析和化学方程式计算。 

本题主要考查了学生对图象的理解和质量守恒定律的应用，【结论】中，根据质量守恒定律

中剩余固体的质量 1.98g 和【计算】中 O2的质量 0.96g 相加，即可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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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ClO3完全分解，冷却至

根据质量守恒定律，将

即可得到 KClO3的质量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