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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教育系统公开招聘教职工专业知识测试

（2019 年 1 月）

初中科学学科试题卷

考生须知：

1. 本试卷分试题卷和答题卷，满分为 100 分，考试时间 120 分钟。

2. 答题前，在答题卷密封区内填写姓名、身份证号、报考单位、报考岗位、市场号和座位

号。

3. 所有答案必须写在答题卷上，写在试题卷上无效。

4. 考试结束，上交试题卷和答题卷。

可能用到的子质量：Cu-64 H-1 C-12 Mn-55 K-39 I-127 S-32

一、化学部分（30 分）

1. （3 分）将一严重锈蚀而部分变成铜绿  322 )( COOHCu 的铜块研磨成粉末，在空气中充

分灼烧成 CuO，发现固体质量在灼烧前后保持不变。灼烧前粉末中铜单质的质量分数是（）

A.52.8% B.50% C.70% C.48.3%
2. （3 分）常温下，向某浓度的硫酸溶液中逐滴滴入某浓度的氢氧化钡溶液，生成沉淀的

质量与加入氢氧化钡溶液的体积关系如图所示。a、b、c、d 分别表示实验时不同阶段的反

应结果，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 溶液的导电能力：a>b>c>d
B. 溶液的 PH 大小：a>b>c>d
C. a、b 溶液呈酸性

D. a、b 溶液呈碱性

3. （3 分）测定水中溶解氧的方法：；量取 ML20 水样，迅速加入 KOHMnSO 和4 的混合

溶液，再加入KI ，立即塞好塞子，振荡使其完全反应。打开塞子，迅速加入适量硫酸溶液，

此时有碘单质生成， 3220.6 OSmLNa 溶液（每毫升含溶质 mol5101  ）与生成的碘恰好完

全反应。上述过程发生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① ;2)(242 42224 SOKOHMnOOKOHMnSO 

② ;322)( 24242422 OHSOKMnSOISOHKIOHM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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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643222 22 ONaSNaIOSNaI 

该样品中溶解氧量为（）

A.075 Lmg / B.48 Lmg / C.24 Lmg / C.12 Lmg /

4. (3 分）剧报道，科学家开发出了利用能分解水的新型催化剂。下列有关水分解过程的能

量变化示意图正确的是（）

5. （3 分） O18
是科学实验中常用的一种示踪原子，用仪器可以观测到它在化学变化中的行

踪。在某一饱和硫酸铜溶液（不含 O18
）中，加入 a 克带标记 O18

的无水硫酸铜粉末（ 4CuSO

中的氧化素全部为 O18
），如果保持温度不变，其结果是（）

A. 无水硫酸铜不再溶解，a 克带标记 O18
的无水硫酸铜粉末没有发生改变

B. 溶液中可以找到带标记 O18
和 2

4SO ,且白色粉末变为蓝色晶体，其质量小于 a克

C. 溶液中可以找到带标记 O18
和 2

4SO ,且白色粉末变为蓝色晶体，其质量大于 a克

D. 有部分带标记 O18
和 2

4SO 进入溶液中，但固体质量保持不变

6. （6 分）某校科学兴趣小组在课外活动中，对某溶液进行了多次检验，其中 3 次检验的

结果如下表所示。

阅读上表后回答：

（1）表中第 次结果肯定不准确。

（2）为验证其它两次检验结果中是否存在
 CICOSO 和、 2

3
2
4 ,又进行以下操作：

①加入过量的 ，目的是检验 并将其除去；②加入过量的 溶液，过滤；

③向滤液中加入 溶液。该小组同学查阅资料后，发现可以利用焰色反应来确定溶液

中存在的阳离子。

（3）通过上述实验，该小组还是觉得无法确定其它两次检验结果中哪一次是正确的，你认

为可能的原因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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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4 分）欲在室温和 a1001.1 5P 条件下测定镁的相对原子质量，请利用下图给定的仪器

（盛放镁条的隔板有小孔）组装成一套实验装置（每种仪器只允许用一次）。请回答下列问

题：

（1）装置 A 的作用是 ；

（2）假设气流方向由左向右，则各仪器的接口连接的先后顺序为 a→ （填导管口编

号）；

（3）连接好仪器后，继续进行以下各步操作：

①检查各装置的气密性；②擦掉镁条表面的氧化膜，将其置于天平上称量，并将其投入试管

B 中；③旋开仪器 A 上分液漏斗中的活塞，当观察到 时再关闭活塞；④待仪器 B 中的

物质恢复到室温时，测得量筒 C 中水的体积。

（4）若未将试管 B 冷却至室温就测量量筒 C 中水的体积，这将会使所得镁的相对原子质量

数据 （选填“偏高”或“偏低”或“无影响”）；

8. （5 分）氯化钡是一种可溶性重金属盐，广泛应用于化工领域，用毒重石矿物（主要成

分为）制备氯化钡晶体工艺流程如图：

（1）毒重石要进行粉碎的目的是 ，若所得滤液 1 仍浑浊，则应采取的操作 ，水洗

滤渣的作用 。

（2）滤液 2 中可循环利用的物质除水外还有 ，洗涤氯化钡制品最适宜的洗涤剂是

（填字母）。

A. C030 水 B. C030 饱和氯化钠溶液 C. C030 饱和氯化钠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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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物理部分（30 分）

1. （3 分）如图所示，将二个形状不规则的磁石块（均有磁性）叠放在水平桌面上（桌面

为木质材料），处于静止状态。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 磁石块 a 受到水平桌面向左的摩擦力

B. 磁石块 b 一定只受两个力的作用

C. 桌面对磁石块 a的作用力一定竖直向上

D. 磁石块 a 对 b 的支持力与 b受到的重力是一对平衡力

2. （3 分）甲、乙两杯中分别盛有 80 C0 和 25 C0 的质量相等的水，现在将一温度为 25 C0

的铜块投入甲杯中足够长的时间，取出后再投入乙杯中，经过足够长的时间后，如果均不计

热量的损失，则两杯水的温度变化大小关系是（）

A. 甲杯中的水温度变化大

B. 乙杯中的水温度变化大

C. 两杯水的水温度变化一样大

D. 条件不足，无法判断

3. （3 分）发光物 P 从距凸透镜 50cm 的地方沿凸透镜的主光轴向透镜方向以 v=5cm/s 的速

度做匀速直线运动，已知凸透镜的焦距 f=12cm。关于发光物 P 经凸透镜所成的像，下列说

法正确的是（）

A. 当 t=2s 时，成放大，正立的虚像

B. 当 t=4s 时，成放大，倒立的实像

C. 当 t=6s 时，成倒立，缩小的实像

D. 当 t=8s 时，成正立，放大的虚像

4. （3 分）如图，固定在地面上的半圆形轨道，直径 ab 水平，小球 P 从 a 点正上方高 H

处自由下落，经过轨道后从 b 点冲出竖直上抛，上升的最大高度为
3
2H

，空气阻力不计。

当质点下落到 b 点再经过轨道 a 点冲出时，能上升的最大高度 h为（）

A.
3
2Hh  B.

3
Hh  C.

3
2

3
HhH

 D.
3
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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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 分）右图中，电阻 31 RR与 相等，电阻 42 RR与 相等。现有一个两端电压为 10V 的电

源，当把该电源接在 A、B 两个接线端时，电压表的示数为 7.5V，电阻 1R 两端的电压为 1U 。

当把该电源接在 C、D 两个接线端时，电压表的示数为 5V，电阻 2R 两端的电压为 2U 。则下

列选项不正确的是（）

A. 2:1: 21 UU B. 3:1: 51 RR C. 2:1: 52 RR D. 3:1: 21 RR

6. （2 分）如图圆柱形盛水容器，横截面积为 1S 。重力为 G 的柱形金属块，横截面积为 2S ，

已知 21 SS  ,金属块用细线悬挂并使之底面恰好与水面齐平。现将金属块缓慢下降浸入水

中，设水均不溢出且金属块不浸没，水的密度为 p，则金属块相对容器底部下降高度为 H 时，

水对容器底部压强增加量是 。（用题中字母表示）

7. （4 分）如图所示，用滑轮组将重为 G=1360N 的金属打捞出水面，不计绳重、摩擦和水

对金属块的阻力，作用在绳自由端拉力的功率始终保持 1700W，金属块浸没在水中时匀速

提起的速度为 V1=lm/s，金属块的密度为 33 /108 mkg ,取 kgNg /10 。则可得：

（1）浸没时作用在绳子自由端的拉力为 N；
（2）在金属块浸没在水中时，滑轮组的机械效率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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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4 分）如图所示的小型四旋翼无人机是一种能够垂直起降的小型遥控飞行器。若质量

m=2kg 的无人机从地面上由静止开始竖直向上起飞，20s 末无人机离地高度 h=50m，整个运

到过程中电动机提升力 F=24N，所受空气阻力 f 大小不变，且无人机动能增加量ΔE=25J。已

知动力系统的电动机工作电压 U=25V，电流 I=3A.取 g=10N/kg，则该无人机上升过程中受到

的空气阻力为 N。无人机的电动机的线圈电阻为 Ω。（保留 1 位小数）

9. （5 分）甲、乙两位同学对“雨滴的下落速度是否跟雨滴的大小有关”持有不同的意见，

于是他们对此展开研究。他们从网上查到，雨滴在下落过程中接近地面时受到的空气阻力与

雨滴的横截面积 S 成正比，与雨滴下落速度 v 的平分成正比，即 2ksvf  （其中 k 为比例

系数，是个定值），雨滴接近地面时可看做匀速直线运动。把雨滴看做球形，其半径为 r，

密度为 p，比热为 c，球的体积为
3

3
4 rV  。（注：所有结果均用字母表示）

（1）半径为 r 的雨滴重力为 。

（2）在接近地面时，有球形的大雨滴和小雨滴分别匀速下落，请推理后得出它们的下落速

度大小关系（写出推理过程）。

三、生物部分（25 分）

1. （3 分）为了研究蚂蚁对金合欢的影响，某同学进行了实验探究，得到了如下表所示的

实验结果。据表分析，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金合欢幼苗的生长状况 ①号没有蚂蚁生活

的金合欢

①号有蚂蚁生活的

金合欢

10 个月的存活率/% 43 72
幼苗生长的高度/厘米 5月 25 日至 6 月 16 日 0→6.2 0→31.0

6月 17 日至 8 月 3 日 6.2→10.2 31.0→72.9
A. 该实验的自变量是幼苗的高度和存活率

B. 该实验的对照组是②号，实验组是①号

C. 蚂蚁以金合欢嫩叶尖端的珠状小体为食，对其生长有害

D. 实验表明，蚂蚁“侵食”金合欢，可提高幼苗存活率并能促进幼苗的生长

2. （3 分）A、B、C、D分部表示某一概念或名称，它们之间的从属关系如图所示。据图判

断下列叙述正确的是（注：只考虑从属关系，不考虑图的比例关系）（）

A. A 和 B 分别表示雌蕊和雄蕊，C 表示胚珠，D 表示花

B. A 和 B 分别表示反射和第一信号系统反射，C 表示条件反射，D 表示非条件反射

C. A 和 B 分别表示呼吸作用和异化作用，C 表示同化作用，D 表示新陈代谢

D. A 和 B 分别表示酵母菌和蕨类植物，C 表示真菌，D表示真核生物



扫描二维码 即可获得最新报考公告信息

杭州下沙学正街 386 号阳光创富中心 12 楼

官方网址：www.jiaozhaoedu.com
7

3. （3 分）下列曲线表示人体的某项生理过程，分析错误的是（）

A. 若甲表示血液中氧气含量变化，A 处是肺循环的肺部毛细血管

B. 乙表示在消化道内淀粉、蛋白质、脂肪被消化程度，B 和 C 分别是胃和小肠

C. 若丙中 X 表示健康人肾单位中葡萄糖含量，DE表示肾小管

D. 若丁中 Y 表示肺容积，ab段曲线表示吸气过程，吸气时肋间外肌和膈肌收缩

4. （3 分）如图表示五种动物在不同的环境温度下测得的体温变化情况，请根据图示判断

下列叙述中正确的是（）

A. 当外界温度为 50℃时，猫的体温也是 50℃
B. 如果在同样条件下测量一种变温动物的体温变化情况，其曲线将与蜥蜴的相似

C. 当外界温度达到 50℃时，负鼠的体温变化情况在猫和食蚁兽之间

D. 在实验过程中，没有任何时候有两种动物具有相同的体温

5. （4 分）BTB 是一种酸碱指示剂，BTB 的弱碱性溶液颜色可随其中 2CO 浓度的增高而由蓝

变绿再变黄。某同学为研究某种水草的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进行了如下实验：用少量的

3NaHCO 和 BTB 加水配制成蓝色溶液，并向溶液中通入一定量的 2CO 使溶液变成浅绿色，

之后将等量的绿色溶液分别加入到 7 支试管中，其中 6支加入生长状况一致的等量水草，另

一支不加水草，密闭所有试管。各试管的实验处理和结果见下表：

试管编号 1 2 3 4 5 6 7

水草 无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距日光灯的距

离（CM）
20 遮光 100 80 60 40 20

50min 后 试 管

中溶液的颜色
浅绿色 X 浅黄色 黄绿色 浅绿色 浅黄色 蓝色

*遮光是指用黑纸将试管包裹起来，并放在距日光灯 100cm 的地方。

若不考虑其他生物因素对实验结果的影响，回答下列问题：

（1）本实验中，50Min 后 1 号试管的溶液是浅绿色，则说明 2至 7号试管的实验结果是由

引起的。

（2）表示 X 代表的颜色应为 （填“浅绿色”、“黄色”或“蓝色”），判断依据是 。

（3）5号试管中的溶液颜色在照光前后没有变化，说明在此条件下水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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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4 分）合理密植是提高作物产量的有效措施。为确定大豆最合理的种植密度，某校科

学兴趣小组在一块保水和保肥能力都比较强的实验田划出四块面积相同的区域，然后分别向

四块区域均匀种植大豆幼苗，待果实成熟后，统计每植株上的荚果数和每荚果中的种子数，

统计数据如下表。

区域号 区域植株数 每植株上的平均荚果数 每荚果中的平均种子数

1 20 40.1 3.0

2 40 31.9 2.9

3 60 25.0 3.1

4 80 10.6 2.8

（1）科学兴趣小组选取的保水和保肥能力都比较强的土壤是 （选填“砂土类”、“黏土

类”或“壤土类”）土壤。

（2）荚果中的种子是由大豆花子房中的 发育而来的。

（3）简要叙述实验结果 。

（4）小杭同学认为，相对于 1、2、4 号区域，3号区域是比较合理的种植密度。你赞同他

的观点吗？请说明理由。

7. （5 分）某研究小组完成了关于抗生素对微生物抑制作用的系列实验。分析回答：

（1）青霉素对大肠杆菌的生长有怎样的影响？

右图显示的是：在均匀涂布大肠杆菌的平板培养基上，顺次放置浸有不同浓度青霉素溶液的

圆纸片，置于 37℃恒温，培养 3 天后的结果。

①浸有不同浓度青霉素的圆纸片周围出现清晰区的原因是 。

②为了严格控制青霉素的剂量，对圆纸片的要求是 。（写出一点即可）

③大肠杆菌和能产生青霉素在细胞结构上最主要的区别是 。

（2）该研究小组运用上述实验方法还研究了相同浓度的三种不同抗生素对枯草杆菌生长的

影响。请你在答题纸上图示处理方案，并对处理加以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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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材教法（共 15 分）

1. （6 分）在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些统一的概念和原理，，它们反映了自然界

内在的统一性，请你简述在《科学》课程中这些统一的科学概念和原理有哪些？并选择其中

一个概念或原理在自然科学中各方面的体现作一简单阐述。

2. （9 分）请根据所示的教材内容（九年级上），完成以下各题：

（1）写出本部分内容的教学目标。

（2）围绕此部分内容，撰写相应的教学设计片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