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年级化学（下）形成性练习（一）

员援B 圆援阅 猿援C 源援B 缘援悦 远援A 苑援悦 愿援月 怨援C 员园援D

员1援（员）二氧化碳

（圆）于盂

（猿）涂油

（源）物理

员2援（员）云藻圆韵猿垣猿悦韵越
高温

圆云藻垣猿悦韵圆

（圆）杂垣韵圆越
点燃

杂韵圆（或 源孕垣缘韵圆越
点燃

圆孕圆韵缘 或 杂蚤垣韵圆越
高温

杂蚤韵圆，本

题反应条件写“加热”“高温”“点燃”均可）

（猿）玻璃棒

（源）做保护气（或隔绝氧气，合理即可）

13.（1）混合物 金属 22

（2）所用材料的强度高，韧性好，耐高水压

（3）钛合金（或Ti62A钛合金）

（4）SiO2、Al2O3、MgO

（5）热量丧失快，耐压能力强

14.（1）Cu或Ag 置换反应

（2）Fe2O3+3CO越
高温

2Fe+3CO2

（3）C+O2越
点燃

CO2（还可写CO、CH4、C2H5OH燃烧的化学方程式）

（4）剧烈燃烧，火星四射，放出热量，生成一种黑色固体

员5援（员）云e3O4

（圆）b

（猿）云e2O3+3H2SO4=Fe2（杂韵源）3+3H2O

（源）减小

16.活动一：有部分黑色粉末被磁铁吸引 有气泡冒出 Fe+

2HCl=FeCl2+H2尹

活动二：

【实验现象与结论】B、C试管中的黑色粉末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A、D试管中的黑色粉末中出现红色物质，且D试管中的红色物质出

现较早（写清有无红色物质出现，且出现的先后顺序即可） D

【实验反思】

（员）活性炭具有疏松多孔的结构

（圆）撕开外袋后，空气通过微孔透气无纺布进入袋内，与铁粉和

水接触，才能开始发生化学变化

（猿）不要与皮肤直接接触（或贴在衣服外面）、打开外包装后应

立即使用、密封保存、使用前不要让外袋破损等任意一点（合理即可）

员7援（1）置换反应

（2）解：设黄铜样品中锌的质量为x。

Zn+H2SO4=ZnSO4+H2尹

65 2

x 0.2 g

6缘
x

= 2
0.2 g

x=6.5 g

黄铜中锌的质量分数：6.5 g
20 g

伊100%=32.5%

答：黄铜样品中锌的质量分数为32.5%。

九年级化学（下）形成性练习（二）

员援粤 圆援月 猿援粤 源援阅 缘援D 远援C 苑援月 愿援月 怨援B 员园援月

11.（1）2颐5

（2）降温结晶

（3）A约C

员圆援（员）+5

（圆）蒸发结晶

（猿）均一 升温 20豫

（4）受热易分解

员猿援（员）润湿性、渗透性、乳化性、分散性、增溶性及发泡与消泡

（圆）在温水中溶解均匀，表面活性剂可发挥更大功效

（猿）洗衣液

（源）洗衣粉和洗衣液

员源援（员）温度 温度越高，食盐在水中的溶解速率越快

食盐颗粒的大小 食盐颗粒越小，在水中的溶解速率越快

或搅拌 搅拌能加快食盐在水中的溶解速率

（圆）略（注意：控制变量）

员缘援（员）于虞淤榆盂

（圆）药匙

（猿）员愿援圆 早 员远猿援愿 皂蕴 圆园园

（4）A

员远援（员）缘援缘

（2）解：设10片片剂中碳酸钙的质量为x，消耗盐酸中氯化氢的

质量为y。

CaCO3+2HCl=CaCl2+H2O+CO2尹

100 73 44

x y 5.5 g

100
x

= 44
5.5 g

73
y

= 44
5.5 g

解得：x=12.5 g y=9.125 g

九年级化学（下）参考答案



每片中钙含量：12.5 g伊 40
100

伊员园园豫衣10片=0.5 g约0.6 g，实际钙含

量与标注不相符。

（3）所用稀盐酸的溶质质量分数：9.125 g
50 g

伊员园园豫=18.25%。

九年级化学（下）形成性练习（三）

1.月 2.D 3.D 4.悦 5.D 6.B 7.B 8.C 9.C 10.C

11.（员）pH（或pH大小或酸碱度） 腐蚀皮肤 乳化

（圆）分子在不断运动 醋酸（或CH3COOH） 氢离子和碳酸根离

子反应生成水分子和二氧化碳分子

（猿）碱 学校、图书馆、超市（合理即可） 医用酒精 物理变化

和化学变化 加热或蒸煮

12.（1）置换反应 Fe2+、Al3+、H+

（2）金

（3）滤渣中出现黑色物质

（4）化学方程式略

13.（1）OH-

（2）50 450

（3）玻璃棒

（4）稀盐酸（或稀硫酸） 化学方程式略 防止碱性溶液污染

环境

14.（1）HCl（或H2SO4）

（2）2NaOH+CO2=Na2CO3+H2O（合理即可）

（3）Fe2O3+3CO越
高温

2Fe+3CO2（合理即可）

（4）置换反应

（5）CaCO3+2HCl=CaCl2+H2O+CO2尹（合理即可）

15.（1）氢氧化钠溶液

（2）匀悦l+NaOH越NaCl+H2O

（3）Na+、Cl-、韵匀原

（源）悦

1远援【实验原理】2NaOH+H2SO4越Na2SO4+2H2O

【进行实验】红

【分析思考】（1）3NaOH+FeCl3越Fe（OH）3引+3NaCl

（2）约 Zn+H2SO4越ZnSO4+H2尹

1苑.（1）能

（2）360

（3）83.3%

九年级化学（下）形成性练习（四）

1.B 2.B 3.C 4.B 5.B 6.D 7.B 8.B 9.C 10.C

11.（员）元素 悦aCO3+2HCl越悦aCl2+H2O+CO2尹

（圆）乳化 NaHCO3

员圆援（员）提高纸张质量、平整度（合理即可）

（圆）搅拌

（猿）成本低、节省木材（合理即可）

（源）使用可降解塑料/使用无毒无害的粘合剂（合理即可）

（缘）CaCO3 +2HCl =CaCl2 +H2O+CO尹〔或Fe2O3 +6HCl =2FeCl3 +

3H2O〕（合理即可）

员猿援（员）海鲜/鱼（合理即可） 潮汐能（合理即可）

（2）物理变化

（3）CO2+H2O=H2CO3

（源）降低生物活性/危害生物的生存（合理即可） 减少化石能源

的使用辕使用清洁能源（合理即可）

员源援（员）悦（或韵圆或匀圆）

（圆）悦韵圆垣圆晕葬韵匀越晕葬圆悦韵猿垣匀圆韵〔或悦葬韵垣匀圆韵越悦葬（韵匀）圆〕

（猿）碳酸根离子与钙离子结合成碳酸钙 复分解反应

（源）金属除锈（合理即可）

员缘援（员）过滤

（圆）玻璃棒 搅拌，加快溶解速率 搅拌，防止液滴飞溅 滤纸

破损（或液面高于滤纸边缘或仪器本身不干净）

（猿）称量 员园园

16.活动一：没有

活动二：氢氧化钠溶液（或氢氧化钙溶液） 硝酸钡溶液（或氯

化钡溶液） SO2-
4

【实验小结】2NaOH+CuSO4=Cu（OH）2引+Na2SO4〔或 Ca（OH）2+

CuSO4=Cu（OH）2引+CaSO4〕

活动三：过滤

【归纳提升】淤投药，杀菌消毒 于节约用水

17.（1）量取

（2）解：设 36 g氯化钠溶液中溶质的质量为 x。

NaCl+AgNO3=AgCl引+NaNO3

58.5 143.5

x 14.35 g

58.5
143.5

越 x
14.35 g

x=5.85 g

该氯化钠溶液中溶质的质量分数为：5.85 g
36 g

伊100%=16.25%

答：该氯化钠溶液中溶质的质量分数为 16.25%。

九年级化学（下）形成性练习（五）

1.月 2.悦 3.C 4.月 5.C 6.阅 7.阅 8.B 9.D 10.C

11.骨质疏松 面包等

12.（1）有机物 糖类

（2）小

（3）淤酸性 于b 盂凉拌

13.（1）高强度涤纶

（2）抗腐蚀性强



（3）AB

14.（1）混合物 沸点 汽油（或柴油或石蜡或沥青等）

（圆）（压强增大）分子间间隔变小

（猿）元素

（源）蛋白质

（缘）合理开发（或谨慎开采或有计划开采等，合理即可）

15.（1）3Fe+2O2越
点燃

Fe3O4

（2）气态

（3）沸点 有

（4）木炭燃烧过程中产生的CO等可燃性气体继续燃烧产生了

火焰

16.（1）222

（2）解：设生成悦怎韵的质量为 曾。

悦怎圆（韵匀）圆悦韵猿越
△

圆悦怎韵垣匀圆韵垣悦韵圆尹

员远园 源源

曾 圆圆 早

员远园
源源

越 曾
圆圆 早

x越愿园 g

答：生成悦uO的质量是80 g。

九年级化学（下）期中检测卷

1.B 2.D 3.A 4.D 5.B 6.D 7.月 8.C

9.（1）B

（2）在金属活动性顺序表中，铝、铁排在氢的前面，都能与酸

反应

（3）体积相同时，称质量或质量相同时，测体积 取少量样品，滴

加稀盐酸，有气泡冒出的是假黄金

10.（1）水

（2）不饱和

（3）升高温度到 40 益以上或加水

（4）10 g 90 mL

11.（1）混合物

（2）含碳量不同

（3）强度和硬度大，电阻大，电阻温度系数小

（4）B

员圆援（员）悦怎韵 悦韵

（圆）圆悦怎韵垣悦越
高温

圆悦怎垣悦韵圆尹

（猿）云藻垣悦怎杂韵源越云藻杂韵源垣悦怎（合理即可）

员猿援（员）可能是溶解在水中的空气使铁生锈

（圆）对比研究铁生锈是否需要水

（3）试管内空气含有水蒸气

（4）铁生锈需要空气和水、植物油可用于防止铁生锈、保持铁处

在干燥的空气中可防止铁生锈（合理即可）

（5）保持铁制品表面干燥（合理即可）

14.（1）称量药品时，左码右物

（2）搅拌，加速溶解

（3）NaCl溶液、10%

（4）固体药品不纯 往烧杯中倒固体药品时部分撒落 量取水

时仰视读数（合理即可）

（5）量取水时俯视读数（合理即可）

15.（1）乙

（2）解：设参加反应的铁的质量为 x。

云藻垣匀圆杂韵源越云藻杂韵源垣匀圆尹

缘远 圆

曾 （员缘园垣怨原员缘愿援苑）早

缘远
曾

越 圆
（员缘园垣怨原员缘愿援苑）早

x越愿援源 早

愿援源 早
怨 早

伊员园园豫越怨猿援猿豫

答：样品中铁的质量分数为 93.3豫。

（猿）根据上式计算出 云藻杂韵源的质量为 22.8 早，则：

22.8 早
员缘愿援苑 早原圆缘援源 早原园援远 早

伊员园园豫抑员7豫

九年级化学（下）期末检测卷（一）

1.B 圆援A 猿援B 源援D 缘援C 6援B 苑援C 愿援C 怨援D 员园援C

11.金属 铁 风能

12.过滤 保持干燥（合理即可）

13.固态二氧化碳升华吸热，使环境温度降低 温室效应 分子

间隔

14.C2H5OH（或 C6H12O6） 21%

15.（1）夜盲

（2）悦垣韵圆越
点燃

CO2（或 2CO+O2越
点燃

2CO2）

（3）化合反应

（4）温度为 50 益，金属钠的投放量为 2.5 g

（5）N2、H2、NH3

16.（1）NaHCO3 碱

（2）单氟磷酸钠

（3）NaHCO3+HCl=NaCl+H2O+CO2尹

（4）坚硬（或难溶于水等，合理即可） 碳酸钙（合理即可）

17.（1）Na2CO3+C葬（韵匀）圆越圆晕葬韵匀垣悦葬悦韵猿引（或 在灶垣云藻杂韵源越云藻垣

在灶杂韵源等，合理即可）

（2）H2SO4+CuO=CuSO4+H2O（合理即可） 黑色固体逐渐减少，

溶液由无色变为蓝色（与上一问对应，合理即可）



（3）镁原子变为镁离子，铜离子变为铜原子（合理即可）

18.（1）酒精灯 将试管倾斜，用药匙取固体送入试管底部，将

试管直立

（2）2H2O2越
MnO2 2H2O+O2尹

（3）排水取气法（排水集气法） 产生明亮的蓝紫色火焰，放热，

生成有刺激性气味的气体

19.活动一：钙

活动二：【进行猜想】氧气、水

【设计方案，进行实验】

（1）用磁铁靠近“脱氧剂”，黑色固体被吸引

（3）Fe+2HCl=FeCl2+H2尹（或 Fe2O3+6HCl=2FeCl3+3H2O）

（4）黄色溶液于是加入稀盐酸后得到的，其中含有盐酸中的 Cl-

【反思改进】

实验一：稀硝酸（或硝酸钙溶液、硝酸钡溶液） 有气泡产生（或

产生白色沉淀）

活动三：A

20.（1）硝酸钾

（2）解：设 100 g营养液中硫酸镁的质量为 x。

MgSO4+BaCl2=MgCl2+BaSO4引

120 233

x 4.66 g

120
x

= 233
4.66 g

x=2.4 g

2.4 g
100 g

伊100%=2.4%

答：（略）

九年级化学（下）期末检测卷（二）

1.A 圆援C 猿援A 源援B 缘援D 远援C 苑援D 愿援B 怨援C 员园援B

11.煤炭中含有的主要成分是碳元素，燃烧会产生二氧化碳

S、N

12.悦H4+2O2越
点燃

CO2+2H2O 安装天然气报警器或不用时关好

阀门等（合理即可）

13.氢气燃烧生成物只有水，不会污染空气 氢气分子分解成

氢原子，氧气分子分解成氧原子，氢原子和氧原子结合成水分子（或

写清楚具体分子和原子的个数） X是 CO，CO会污染空气或 CO

燃烧生成的 CO2不利于减少碳排放等（合理即可）

14.黄金的化学性质比铜稳定 水分子在不停运动

15.（1）MgCl2、H2O

（2）化合反应

（3）Mg（HCO3）2越
△

MgCO3+CO2尹+H2O

（4）CO2

（5）盐酸（或氯化氢气体、氢气、氯气）

16.（1）纳米孔隙

（2）二氧化碳含量太高、氧气和水含量太低、火星气体太少、温

度太低、沙尘太多等

（3）SiO2、Al2O3

（4）火星表面土壤中含有大量的氧化铁，氧化铁是红色的

猿悦O+Fe2O3越
高温

2Fe+3CO2

（5）密度小（或导热性差）

17.（1）NaOH

（2）H2SO4+CuO=CuSO4+H2O（合理即可）

（3）氢离子和碳酸根离子结合生成水分子和二氧化碳分子

（4）H2SO4+BaCl2=BaSO4引+2HCl（合理即可）

18.（1）铁架台

（2）圆运MnO4越
△

K2MnO4+MnO2+O2尹（或 2KClO3越
MnO2

△
2KCl+

O2尹）

（3）将 A中产生的气体从 a端进 b端出通过 D装置干燥后，用

C装置收集一瓶氧气

（4）剧烈燃烧，火星四射，放出热量，生成一种黑色固体 待铁

丝上绑的火柴快燃尽时伸入集气瓶或铁丝要由上往下缓慢伸入集

气瓶或待铁丝上绑的火柴快燃尽时由上往下缓慢伸入集气瓶

19.【信息分析】（员）给人体提供能量或储备能源

（圆）氢氧化钠能与油脂反应，表面活性剂具有乳化功能

【实验探究】活动一：将 pH试纸放在干燥的玻璃片上，用玻璃

棒蘸取炉灶清洁剂滴在 pH试纸上，将试纸显示的颜色与标准比色

卡比较，读出其对应的 pH值

活动二：取少量炉灶清洁剂于一支试管中，向其中滴加无色酚

酞试液，然后向其中滴加过量的洁厕灵（方案合理即可） 溶液先变

为红色，后褪去（与设计的方案对应）

活动三：取少量水垢于一支试管中，向其中加入稀盐酸，有气泡

产生，将产生的气体通入澄清石灰水中，石灰水变浑浊 2HCl+

CaCO3=CaCl2+H2O+CO2尹或 CO2+悦葬（韵匀）圆越悦葬悦韵猿引垣匀圆韵

【交流讨论】（员）稀硫酸与污垢中的碳酸钙反应生成的硫酸钙微

溶于水，会覆盖在污垢表面，阻止反应的进行，影响除垢效果

20.（1）Na+、Cl-、NO -
3

（2）解:设氯化钠溶液中溶质的质量为 x。

NaCl+AgNO3=AgCl引+NaNO3

58.5 143.5

x 28.7 g

缘愿.缘
143.5

= x
28.7 g

x=11.7 g

11.7 g
50 g

伊100%=23.4%

答：氯化钠溶液中溶质的质量分数为 23.4%。



九年级化学（下）期末检测卷（三）

1援C 圆援B 猿援A 源援C 缘援D 远援C 苑援D 愿援D 怨援B 员园援D

11.混合物 延展性好或强度大、硬度大、抗腐蚀性好

12.圆H2+O2越
点燃

2H2O 复合

13.蛋白质 磷、钙 缺铁性贫血

14.可再生 对环境的污染少、环保、清洁等

15.（1）CO、NO、NO2、烟尘中任写两种

（2）有毒或有刺激性气味等（合理即可）

（3）2NaOH+CO2=Na2CO3+H2O

（4）复分解反应

（5）减缓酸雨和温室效应

16.（1）CaCO3+2HCl=CaCl2+H2O+CO2尹

（圆）悦葬（匀悦韵猿

垣源

）圆

（猿）食醋或柠檬酸等

（源）二氧化碳和氢氧化钙反应产生难溶于水的碳酸钙，碳酸钙

与继续通入的二氧化碳和水反应又生成可溶于水的碳酸氢钙

（5）2NaHCO3越
△

Na2CO3+H2O+CO2尹

员苑援（员）匀圆（或韵圆或匀圆悦韵猿）

（圆）悦葬（韵匀）圆垣晕葬圆悦韵猿越悦葬悦韵猿引垣圆晕葬韵匀

（猿）氢离子和氢氧根离子结合生成水分子

（源）圆匀悦造垣悦葬（韵匀）圆 越悦葬悦造圆垣圆匀圆韵〔或 匀圆杂韵源垣悦葬（韵匀）圆越悦葬杂韵源垣

圆匀圆韵 或 2HCl+Na2CO3=2NaCl+H2O+CO2尹或 6HCl+Fe2O3=2FeCl3+

3H2O等合理即可〕

18.（1）2KMnO4越
△

K2MnO4+MnO2+O2尹 装置气密性不好（或

装置漏气或药品量太少）

（2）将试管横放，用镊子夹取石灰石放在试管口，再将试管直立

起来，使药品缓缓滑落到试管底部

（3）用坩埚钳夹取木炭在酒精灯上灼烧至红热，由上往下缓慢

伸入集气瓶中 氧气具有助燃性（或氧化性）或木炭在氧气中能够

燃烧（或木炭具有可燃性）

19.【信息分析】2NaHCO3+H2SO4=Na2SO4+2H2O+2CO2尹

【实验探究】

活动一：氢氧化钠溶液（或 NaOH溶液，合理即可） 有白色沉

淀产生 硝酸银溶液

活动二：向其中滴加紫色石蕊试液（还可考虑活泼金属、金属氧

化物、碳酸盐、碳酸氢盐等能产生明显实验现象的方案，实验现象与

设计方案对应） 紫色石蕊试液变红

【交流讨论】（1）营养液中含有碳酸根离子和硫酸根离子中的一

种或两种

（圆）点燃天然气或煤炭等含碳燃料（或在温室中放置干冰，或施

有机肥发酵等能制得二氧化碳的方案）

20.（1）有蓝色沉淀生成

（2）解：参加反应的硫酸铜溶液中溶质的质量为：

60 g伊20%=12 g

设氢氧化钠溶液中溶质的质量为 x。

圆晕葬韵匀垣悦怎杂韵源越悦怎（韵匀）圆引垣晕葬圆杂韵源

愿园 员远园

x 员圆 早

愿园
员远园

= x
员圆 早

x=6 g

6 g
50 g

伊100%=12%

答：氢氧化钠溶液中溶质的质量分数为 12%。

九年级化学（下）中考复习专题练习（一）

1.粤 2.A 3.B 4.D 5.粤 6.A 7.C 8.D 9.A

10.（1）分子构成不同

（2）水分子之间的间隔不同

（3）构成物质的原子种类不同

（4）不同种 碳原子的排列方式不同 碳原子的排列方式发生

改变

（5）含碳量不同

（6）云e+H2SO4=FeSO4+H2尹 置换反应 铁原子失去电子变成

亚铁离子，氢离子得到电子变成氢原子，氢原子结合成氢分子

（7）它们的水溶液中都含氢氧根离子 它们的水溶液中所含金

属离子不同

11.（1）增大压强（或降温或加压降温）

（2）用湿润的红色石蕊试纸检验生成的气体，能使红色石蕊试

纸变蓝

（3）N2+3H2越
一定条件

2NH3 氢原子和氮原子

12.B 模型略

13.（1）混合物

（2）淤氮分子 于C

（3）燃着的木条熄灭 液氧

（4）淤H2 于4NH3+5O2越
催化剂

高温
4NO+6H2O 盂属于

（5）BC

九年级化学（下）中考复习专题练习（二）

1援D 2.A 3.C 4.B 5.B 6.C 7.阅

8.（员）糖类

（圆）AB

9.（1）四 96

（2）氮气化学性质不活泼

（3）榆



10.（1）H2O （2）O2

（3）H2SO4 （4）K2SO4

员1.（员）于盂

（圆）2H2S+3O2越
点燃

2SO2+2H2O

12.（1）氧气 水、二氧化碳 食物

（2）工程塑料

（3）+1 2LiOH+CO2=Li2CO3+H2O

13.（1）天然

（2）分子在不停运动 蛋白质

（3）混合物 工业用水处理后排放（合理即可）

（4）N、P

14.（1）10

（2）10.6%

九年级化学（下）中考复习专题练习（三）

1.D 2.A 3.C 4.B 5.C 6.A 7.D

8.（1）铁架台 使酒精灯的火焰在试管底部下方来回移动

2KMnO4越
△

K2MnO4+MnO2+O2尹

（2）二氧化碳（或氧气等）

（3）火柴快燃尽

9.（1）淤于舆余和石灰石、稀盐酸

（2）过氧化氢溶液

（3）试管 KClO3、MnO2 2KClO3越
MnO2

△
2KCl+3O2尹

10.（1）化学方程式略 试管口没有放棉花

（2）化学方程式略 助燃性 氧气浓度越高，可燃物燃烧越剧

烈（或氧气浓度增大，原本在空气中不能燃烧的物质开始燃烧等，合

理即可） 化学方程式略

11.（1）铁架台 化学方程式略

（2）澄清石灰水变质（合理即可） 化学方程式略

（3）向上排空气法 瓶塞倒放，标签向着手心，试剂瓶口紧挨软

塑料瓶瓶口 软塑料瓶变瘪

12.（1）长颈漏斗

（2）2KMnO4越
△

K2MnO4+MnO2+O2尹 将带火星的木条放到 a

端口，若木条复燃，则证明氧气已收集满

（3）饱和碳酸氢钠溶液 紫色石蕊试液变红 CO2+Ca（OH）2越

CaCO3引+H2O

（4）AD

（5）甲寅丙寅甲

九年级化学（下）中考复习专题练习（四）

1.悦 2.D 3.A 4.C 5.D 6.悦 7.A

8.（1）丙

（2）65（加单位不得分） 蒸发结晶

9.（1）有机

（2）9颐1颐12

（3）氧

（4）2

10.（1）C

（2）淤没有达到红磷燃烧所需的最低温度（着火点） 于源孕垣缘韵圆

越
点燃

2P2O5 盂8

（3）CaCO3+2HCl=CaCl2+H2O+CO2尹 B

11.（1）7.3%

（2）偏大

九年级化学（下）中考复习专题练习（五）

1.D 2.A 3.B

4.【作出猜想】淤CO2+Ca（OH）2=CaCO3引+H2O

于Ca（OH）2

盂Ca（OH）2和 CaCO3

【设计实验】氢氧化钙微溶于水

实验步骤 实验现象 实验结论

氢氧化钙

足量稀盐酸 有气泡产生 碳酸钙

盂

【拓展反思】（1）过滤

（2）ab

5.【结论与反思】

（1）玉

（2）CaO+H2O=Ca（OH）2 溶液中含有韵匀原，使酚酞变红色

（3）CO2+Ca（OH）2=CaCO3引+H2O

（4）在有氧化钙的情况下，无法检验是否含有氢氧化钙

【总结与提升】（1）称量

（2）悦aCO3越
高温

悦aO+CO2尹

6.（1）气泡 2NaOH+CO2=Na2CO3+H2O

（2）【提出猜想】Na2CO3 NaOH和Na2CO3

【实验探究 圆】白色沉淀 二

（3）淤搅拌，使充分反应 于大于

（4）淤将 Na2CO3全部转化为 BaCO3除去 于密封保存

7.【得出结论】紫色石蕊试液 Na2CO3垣2HCl=2NaCl+CO2尹垣H2O

Na+、Cl原（方程式与离子对应，合理即可）

【提出质疑】氢氧化钠溶液会与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反应生成碳

酸钠

【拓展探究】取少量样品于试管中，先滴加足量 悦aCl2溶液，再滴

加 圆耀猿滴无色酚酞溶液 先产生白色沉淀，后溶液变红色



【实验总结】氢氧化钠应密封保存（合理即可）

8.（员）稀盐酸先与氢氧化钠发生反应

（圆）47豫

九年级化学（下）中考复习专题练习（六）

1.B 2.B 3.B 4.C 5.C 6.A 7.D 8.A 9.C 10.A

11.（1）硼酸溶液

（2）悦a（OH）2+MgCl2=Mg（OH）2引垣CaCl2 完全除去 CaCl2和

Ca（OH）2 Na2CO3+CaCl2=CaCO3引+2NaCl、Ca（OH）2+Na2CO3=CaCO3引+

2NaOH

（3）过滤 氯化钠、氢氧化钠和碳酸钠

（4）防止液体受热不均匀，使液体飞溅

12.（员）缘颐员

（圆）增大反应物的接触面积，使反应更充分 酝早（韵匀）圆垣圆匀悦造越

酝早悦造圆垣圆匀圆韵 CaCO3+2HCl=CaCl2+H2O+CO2尹

（3）晕葬悦造、酝早悦造圆 溶质 员（或 NaCl） 溶质 1的溶解度受温度的

影响不大

13.【交流讨论】反应物中没有氮元素 【进行实验】品红溶液的

红色褪去

【实验结论】2H2SO4（浓）+Zn=ZnSO4+2H2O+SO2尹

【拓展延伸】（1）悦中无现象（或 悦 中品红溶液的红色不褪去）

圆NaOH+SO2=Na2SO3+H2O 圆H2+O2越
点燃

2H2O 烧杯内壁有水雾

出现

14援能 过滤 小于 不可行。根据溶解度曲线判断，降温过程

中无法得到硝酸钾的饱和溶液

BaCO3 Na2CO3+BaCl2=BaCO3引+2NaOH

【拓展提升】稀盐酸

九年级化学（下）中考复习专题练习（七）

1.A 2.D 3.D 4.B 5.C 6.A 7.D 8.D 9.C 10.B

11.（1）稀盐酸 铁

（2）产生白色沉淀或有银白色物质析出，且溶液由无色变为浅

绿色

（3）略

（4）过滤 调节溶液的 pH，使溶液为中性且无色

12.（1）有蓝色沉淀生成

（圆）略

员猿援（员）悦aO+H2O=Ca（OH）2 过滤

（圆）于盂

（猿）悦aCO3 悦a（OH）2

员源援（员）用玻璃棒蘸取污水样品滴在 责匀试纸上，显色后与标准

比色卡比较 HCl

（2）氯化钡 Na2SO4+BaCl2=BaSO4引+2NaCl 在试管中取少量

污水样品蒸干 有白色固体析出 石灰石

15.（1）铁粉

（2）铁丝表面有红色固体生成，溶液由蓝色变为浅绿色 略

（3）有 略

16.【阅读标签】磷（或 孕）

【实验探究】过氧化氢（或匀圆韵圆） 氯化钡溶液（合理即可） 无

明显现象（或无白色沉淀产生）

【得出结论】一 晕葬圆悦韵源垣匀圆韵越匀圆韵圆垣晕葬圆悦韵猿

九年级化学（下）中考复习专题练习（八）

一、员援月 圆援阅 猿援阅 源援悦

二、活动一：与氧气隔绝

活动二：（员）铁与空气中的水和氧气反应生成了铁锈

（圆）还原性铁粉的结构疏松，增大了与水蒸气和氧气的接触面

积，吸收氧气更充分

活动三：滤渣部分溶解，产生气泡，溶液由无色变成浅绿色 硝

酸银溶液

云藻垣圆匀悦造越云藻悦造圆垣匀圆尹或 晕葬悦造垣粤早晕韵猿越粤早悦造引垣晕葬晕韵猿（写一个）

【批判质疑】碳酸钠和氯化钙反应生成的氯化钠也能和硝酸银

反应生成白色沉淀

【总结提升】低温保鲜或降低温度等（合理即可）

三、活动一：密封

活动二：玉：晕葬悦造韵 已变质

域：粤早晕韵猿 粤早晕韵猿垣晕葬悦造越晕葬晕韵猿垣粤早悦造引

愿源消毒液变质后生成 匀悦造，也能与硝酸银反应生成白色沉淀

（合理即可）

活动三：向试管中伸入带火星的木条 木条复燃

四、项目一：金的化学性质不活泼

项目二：方案一：悦韵

方案二：淤稀盐酸

（员）节约能源

（圆）3NaOH+FeCl3=3NaCl+Fe（OH）3引

若稀盐酸有剩余，则盐酸也消耗晕葬韵匀

项目三：铁制成壶 加强金属的回收利用

五、任务一：土质疏松、大气层不稳定、干旱、植物减少、水土流

失、土地沙漠化、乱砍滥伐、过度放牧、土地裸露、缺少防风固沙（合

理即可）

任务二：影响出行（飞机延误、飞机停飞、交通堵塞、车祸）、影响

户外工作（工厂停工、影响上学、上班）、影响农作物生长、污染环境



（空气污染、水污染、雾霾）、影响生命安全、财产损失、可见度降低、

呼吸困难、房屋倒塌、破坏电路通讯（合理即可）

任务三：过量辕适量辕足量的 悦葬悦造圆溶液、月葬悦造圆溶液、硝酸钙溶液、

硝酸钡溶液（合理即可）

（员）悦aCl2+Na2CO3=CaCO3引垣圆晕aCl或 BaCl2+Na2CO3=BaCO3引+

2NaCl（合理即可）

（圆）氢氧化钠易与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反应（合理即可）

（猿）悦葬（韵匀）2/Ba（OH）2

任务四：沙尘暴中含有 晕葬圆悦韵猿等碱性物质，吹向空中引起雨水

责匀增大（合理即可） 沙尘暴的防护和治理

九年级化学（下）中考复习专题练习（九）

员援悦 圆援阅

猿援（员）云e+H2SO4=FeSO4+H2尹

（圆）产生蓝色沉淀，溶液由蓝色变为无色

（猿）CuSO4+BaCl2=BaSO4引+CuCl2 反应物均可溶，生成物有

沉淀

源援（员）有白色沉淀生成或溶液变浑浊

（圆）晕葬圆悦韵猿垣悦葬（韵匀）圆越悦葬悦韵猿引垣圆晕葬韵匀 悦怎杂韵源垣悦葬（韵匀）圆越悦怎（韵匀）圆引

垣悦葬杂韵源（可溶性的碳酸盐、铁盐、铜盐、镁盐、铝盐、亚铁盐、铵盐与氢

氧化钙反应的化学方程式。合理即可）

（猿）单质、金属、金属单质、活泼金属、活泼金属单质 云藻垣

匀圆杂韵源越云藻杂韵源垣匀圆尹（镁、铝、锌、铁合理即可）

5.（员）作干燥剂等

（圆）Ca（OH）2

（猿）CaO+2HCl=CaCl2+H2O

6.（员）HCl

（圆）H2O+CaO=Ca（OH）2

（猿）氢离子与碳酸根离子结合成水分子和二氧化碳分子

（源）2H2+O2越
点燃

2H2O

苑援（员）H2CO猿

（圆）2H2O越
通电

2H2尹+O2尹

（猿）悦a（OH）2+2HCl=CaCl2+2H2O（合理即可）

8.（本题开放，合理即可）

（员）H2+CuO越
△

Cu+H2O

（圆）Na2CO3、月aCl2 反应物均可溶，生成物有沉淀

（猿）HCl+NaOH越晕aCl+H2O 复分解反应

9.（员）HCl

（圆）Fe2O3+6HCl=2FeCl3+3H2O

（3）锌 在金属活动性顺序中，锌位于铁前面，且 FeCl2可溶

置换反应

（4）红褐色固体逐渐减少，溶液由无色变为黄色

10.（1）碱

（2）Fe+CuSO4越FeSO4+Cu

（3）复分解

（4）金属除锈

11.（1）增大反应物的接触面积，使反应更充分

（2）Fe2O3+3H2SO4越Fe2（SO4）3+3H2O Fe2+、Fe3+、H+

（猿）TiCl4越
通电

Ti+2Cl2尹 Cl2

员圆援（员）于榆

（圆）引流

（猿）酝早（韵匀）圆

（源）圆晕葬悦造垣圆匀圆韵越
电解

圆晕葬韵匀垣匀圆尹垣悦l2尹

（缘）氢气不易储存和运输或产生氢气的成本高（合理即可）

九年级化学（下）中考复习专题练习（十）

一、（员）碳原子的排列方式不同

（圆）导热 大于

（3）过滤 纯净物

（源）海水淡化

（缘）粤悦

二、（员）金属 晕韵圆

（圆）防止文物被空气中的氧气氧化

（猿）丝绸焚烧时有烧焦羽毛的气味，棉纤维焚烧时有烧纸气味

（源）延展 匀圆韵和 悦韵圆

（缘）硅胶硬度小，石膏硬度大

三、（员）元素

（圆）粤

（猿）化学变化和物理变化

（源）金刚石

（缘）不变 开发新能源（合理即可）

四援（员）垣员

（圆）化学变化

（猿）水垢

（源）晕葬悦造韵垣圆匀悦造越晕葬悦造垣匀圆韵垣悦造圆尹

（缘）远离火源，密封保存或阴凉处密封保存等（合理即可）

（远）要避免与皮肤衣服直接接触或戴上手套或稀释后使用等

（合理即可）

五、（1）软水

（2）取少量当地水于一支试管或烧杯中，用酒精灯加热（水分不

蒸干），有水垢（或沉淀或不溶物或变浑浊）出现，说明当地水为暂时

硬水

（3）CaCO3+2HCl=CaCl2+H2O+CO2尹

（4）HCl+AgNO3=AgCl引+HNO3

（5）AC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