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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 1：分散系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分散系 溶液 浊液 胶体

分散质粒子大小

分散质粒子
单个小分子

或离子

巨大数目分子的集

合体
高分子或多分子集合体

外观 均一、透明 不均一，不透明 均一、透明

稳定性 稳定 不稳定 较稳定

分散质能否透过滤纸 能 不能 能

分散质能否透过半透膜 能 不能 不能

举例 NaCI 溶液 油水、石灰乳 Fe(OH)3胶体

胶体的本质是分散质粒子大小，鉴别溶液与胶体采用丁达尔效应。

考点 2：化学计量数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计量数 定义 单位 转换

物质的量 n 表示含有一定数目粒子的集体的物理量 mol
n = N /
NA

摩尔质量M 单位物质的量的物质所具有的质量 g/mol
n = m /
M

气体摩尔体积 Vm 单位物质的量的气体所占的体积 L / mol
n = V /
Vm

物质的量浓度 C 单位体积溶液里所含溶质 B的物质的量 mol / L
C = n /
V

考点 3：离子方程式的判断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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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技巧：“两易两等两查”

两易：易溶、易电离的物质要以实际参加反应的离子符号表示

两等：离子方程式两边原子个数、总电荷数必须相等

两查：检查各项是否有公约数、是否漏写必要的反应条件

考点4：核素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具有一定数目的质子和一定数目的中子的一种原子，叫做一种核素。核素有同种元素的

核素(如 )和不同种元素的核素(如 等)。

在 中，2表示质量数，1表示质子数，同时具有质量数=质子数+中子数的关系。

考点 5：元素周期律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随着原子序数的增加，元素的性质呈周期性的递变规律：

在同一周期中，元素的金属性从左到右递减，非金属性从左到右递增，在同一族中，元

素的金属性从上到下递增，非金属性从上到下递减；同一周期中，元素的最高正氧化数从左

到右递增(没有正价的除外)，最低负氧化数从左到右逐渐增高；

同一族的元素性质相近。主族元素同一周期中，原子半径随着原子序数的增加而减小。

同一族中，原子半径随着原子序数的增加而增加。如果粒子的电子构型相同，则阴离子的半

径比阳离子大，且半径随着电荷数的增加而减小。

考点 6：反应类型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无机化学中的四大基本反应类型：化合反应、分解反应、置换反应、复分解反应。

注意：氧化还原反应不属于基本反应类型。

有机化学中的反应类型：氧化反应、还原反应、取代反应、加成反应、消去反应。

考点 7：化学反应速率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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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条件下，反应物转变成生成物的速率。

需注意以下问题：

（1）化学反应速率指一段时间的反应速率；

（2）同一反应，不同物质表示同一时间的反应速率可能不同；

（3）固体和纯液体不用于表示反应速率；

（4）同一反应同一时间不同物质的反应速率之比等于各物质的计量数之比。

考点 8：电化学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装置 原电池 电解池

实例

能量转换 化学能转化为电能 电能转化为化学能

形成条件
电极为两种不同的导体；电解质溶液；

闭合回路；自发的氧化还原反应

电源；电极（惰性或非惰性）；电解

质（水溶液或熔融状态）；闭合回路

电极反应
负极：Zn－2e-=Zn2+（氧化反应）

正极：2H++2e-=H2↑（还原反应）

阴极：Cu2++2e-=Cu（还原反应）

阳极：2CI-2e-=Cl2↑（氧化反应）

电子流向 负极→正极 电源负极→阴极；阳极→电源正极

电流方向 正极→负极 电源正极→阳极；阴极→电源负极

考点 9：氧化还原反应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本质：电子转移

特征：化合价的升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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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 10：盖斯定律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化学反应的热效应，只与反应的始态和终态有关，与反应途径无关。一个反应若能分几

步完成，那么个不反应的热效应之和，就等于该反应一步完成的热效应。

考点 11：化学反应自发的判断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判断一个化学反应是否自发进行，要看它在理论或实践上是否能被用来做有用功（即非

体积功）。如果能，则是自发的；若不能，且需外界对其做有用功才反应，则是非自发的。

反应前后自由能的变化就叫自由能变（ΔG）。ΔG＜0 是自发变化的判据；ΔG＞0 是非

自发的判据；ΔG=0 是平衡状态的判据。

吉-赫公式：ΔG=ΔH-TΔS

两个主要影响因素：ΔH＜0 放热，利于自发；ΔS＞0熵增，利于自发。

考点 12：金属盐（钠盐）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钠盐 碳酸钠（ ） 碳酸氢钠（ ）

俗名 纯碱、苏打 小苏打

颜色、状态、

溶解性
白色固体、易溶于水 白色固体，溶解度较小

热稳定性 加热难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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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转化

鉴别方法

将两固体分别放在大试管中加热，并将导气管通入石灰水中，能使石灰水

变浑浊的为 ，不变浑浊的是

考点 13：铁离子与亚铁离子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Fe2+ Fe3+

颜色 浅绿色（溶液） 黄色（溶液）

主要化
学性质

还原性：
与碱反应：Fe2++OH-=Fe（OH）2

水解：水溶液显碱性

氧化性：
与碱反应：Fe3++OH-=Fe（OH）3

水解：水溶液显酸性

检验方
法

遇碱生成白色絮状沉淀，沉淀迅速转
为灰绿色，最后变成红褐色

遇 SCN-溶液显红色；
与碱反应生成红褐色沉淀；
遇苯酚显紫色

考点 14：氯气的实验室制取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实验室制法

（1）反应的原理：用强氧化性物质（如MnO2、KMnO4、KClO3等）和浓盐酸反应。

（2）收集装置：向上排空气法或排饱和食盐水法（Cl2 不溶于饱和食盐水）。

（3）净化装置：用饱和食盐水或水洗气法除去HCl,再用浓 H2SO4 干燥。

（4）吸收装置：用强碱溶液吸收多余的 Cl2,防止污染空气。

考点 15：氮的氧化物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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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的氧化物有 N2O、NO、N2O3、NO2、N2O4、N2O5六种氧化物，价态从+1 到+5。氮的

氧化物都是大气污染物。

NO NO2

物理性质
无色无味，不溶于水的有毒气体，

能与血红蛋白作用引起中毒

有毒、有刺激性气味的红棕色气体，有强的

氧化性，易溶于水，能与水发生反应

化学性质

制备
实验室用铜与稀硝酸反应制备一

氧化氮

实验室中用铜与浓硫酸反应制备二氧化氮

危害
氮的氧化物是造成光化学烟雾的主要因素，光化学烟雾刺激呼吸器官，危害人

体健康；同时大量的氮的氧化物也可以造成酸雨。

考点 16：同分异构体的数目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同分异构体数目的判断方法：

（1）基元法

如丁基有 4种同分异构体，则丁醇有 4种同分异构体。

（2）替代法

如二氯苯 C6H4Cl2有 3种同分异构体，四氯苯也有 3种同分异构体（将H替代 Cl）；CH4

的一氯代物没有同分异构体，新戊烷 C（CH3）4的一氯代物也没有同分异构体。

（3）对称法（又称等效氢法）

等效氢法的判断可按下列三点进行：

①同一甲基上的氢原子是等效的；

②同一碳原子上所连甲基上的氢原子是等效的；

③处于镜面对称位置上的氢原子是等效的（相当于平面镜成像时，物与像的关系）。

（4）定一移二法

对于二元取代物的同分异构体的判定，可固定一个取代基位置，再移动另一取代基，以

确定同分异构体数目。

考点 17：酯化反应

【考查题型】选择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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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查内容】

酯化反应实验的具体操作及现象：

（1）实验：在一试管中加 3mL 乙醇，然后边摇动试管边慢慢加入 2mL 浓 H2SO4和 2mL

冰醋酸，连接好装置，用酒精灯小心加热试管 3min~5min，产生的蒸气经导管通到饱和 Na2CO3

溶液的液面上。

（2）现象：Na2CO3饱和溶液的液面上有透明的油状液体产生，并可闻到香味。

（3）结论：在有浓 H2SO4存在、加热的条件下，乙酸与乙醇发生反应，生成无色、透

明、不溶于水、有香味的油状液体。

考点 18：生命中的基础有机化学物质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分类 元素组成 代表物 代表物分子 结构特点

单 葡萄糖
含醇羟基（ )和醛基

（ )

糖 糖 果糖
含醇羟基（ )和羰基

（ )

类
二

糖 蔗糖、麦芽糖 含醇羟基（ )

多

糖
淀粉、纤维素 含醇羟基（ )

油
油

脂

植物油
不饱和高级脂肪酸甘

油
含有酯基（ )和

碳碳双键（ )

脂 动物油脂 饱和高级脂肪酸甘油 含有酯基（ )

蛋白质
酶、肌肉、毛发 氨基酸连接成的高分

子

含有羧基（ )和

等 等 氨基（ )

考点 19：手性碳原子

【考查题型】单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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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查内容】

（1）概念：手性碳原子是指人们将连有四个不同基团的碳原子形象地称为手性碳原子。

（2）判断依据：

①手性碳原子一定是饱和碳原子；

②手性碳原子所连接的四个基团要是不同的。

考点 20：吉-赫公式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判断一个化学反应是否自发进行，要看它在理论或实践上是否能被用来做有用功（即非

体积功）。如果能，则是自发的；若不能，且需外界对其做有用功才反应，则是非自发的。

反应前后自由能的变化就叫自由能变（ΔG）。ΔG＜0 是自发变化的判据；ΔG＞0 是非

自发的判据；ΔG=0 是平衡状态的判据。

吉-赫公式：ΔG=ΔH-TΔS

两个主要影响因素：ΔH＜0 放热，利于自发；ΔS＞0熵增，利于自发。

考点 21：二烯烃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1.概念：含两个碳碳双键的烃类化合物。通式为 CnH（2n-2），属于不饱和烃。

2.化学性质：

（1）加成

共轭二烯烃含有大键，由于分子中的极性交替现象，与 1mol 卤素或卤化氢进行亲电加

成反应时，得到 1，2-和 1，4-两种加成产物。

（2）双烯合成

共轭二烯烃与含 C=C 或 C-C 的不饱和化合物发生 1，4-加成，生成环状化合物的反应

叫做双烯合成反应，也叫做狄尔斯-阿尔德反应。

（3）聚合

在催化剂存在下，共轭二烯烃可以聚合为高分子化合物。

考点 22：晶体类型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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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晶体 分子晶体 原子晶体 金属晶体

结

构

组成

粒子
阴、阳离子 分子 原子

金属阳离子

和自由电子

粒子间

作用
离子键 范德华力 共价键 金属键

物

理

性

质

熔沸点 较高 低 很高 有高有低

硬度 硬而脆 小 大 有大有小、有延展性

导电性

晶体不导电；能溶

于水的其水溶液

导电；熔化导电

晶体不导电，溶

于水能电离的，

其水溶液可导

电；熔化不导电

不良（半导

体 Si）
良导体（导电传热）

考点 23：课堂教学目标设计的原则

【考查题型】简答题

【考查内容】

（1）一致性原则

（2）整体性原则

（3）层次性

（4）具体性

（5）难度适中性原则

考点 24：化学教学媒体

【考查题型】简答题

【考查内容】

化学教学媒体的作用：

（1）化学教学媒体可以帮助学生理解和巩固所学的知识内容，提高学习效率；

（2）化学教学媒体的有效使用有助于学生技能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形成；

（3）化学教学媒体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情感和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

（4）各种化学教学媒体有机结合，可以增大课堂信息量，调动学生多种感官参与教学

活动，从而提高学习质量。

化学教学媒体的使用原则：

（1）目的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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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学性和艺术性相结合的原则；

（3）直观和抽象相结合的原则；

（4）媒体选择和组合的优化原则；

（5）反馈性原则；

（6）效益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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