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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成志高

在仔细阅读 2018 年全国高考Ⅰ卷 - 理
综化学（简称：高考化学 I卷，下同）时，我发现
有 6 处与衡阳市 2018 届高三联考 - 理综化
学（简称：联考化学卷，下同）的命题思路相似，
尤其是第 26题如出一辙，其相似度非常高。这
对稳定考生情绪与促进教师教学研究都起到
了积极的作用。

一、第 26题对比分析：
【全国Ⅰ卷高考题】26.(14分) 醋酸亚铬[

(CH3COO)2Cr·2H2O］为砖红色晶体，难溶于
冷水，易溶于酸，在气体分析中用作氧气吸收
剂，一般制备方法是先在封闭体系中利用金属
锌作还原剂，将三价铬还原为二价铬：二价铬
再与醋酸钠溶液作用即可制得醋酸亚铬。实验
装置如图所示，回答下列问题：

(1)实验中所用蒸馏水均需经煮沸后迅速
冷却， 目的是 ______， 仪器 a 的名称是
______。

(2)将过量锌粒和氯化铬固体置于 c 中，
加入少量蒸馏水，按图连接好装置，打开 K1、
K2，关闭 K3。

①c中溶液由绿色逐渐变为亮蓝色，该反
应的离子方程式为 ______。

②同时 c中有气体产生，该气体的作用是
______。

（3）打开 K3，关闭 K1 和 K2。 c中亮蓝色溶
液流入 d， 其原因是 ______；d 中析出砖红色
沉淀，为使沉淀充分析出并分离，需采用的操
作是 ______、______、洗涤、干燥。

（4）指出装置 d可能存在的缺点 ______。
【答案】（1）去除水中溶解氧 分液（或

滴液）漏斗
（2）①Zn+2Cr3+=Zn2++2Cr2+ � ②排除 c

中空气
（3）c中产生H2 使压强大于大气压

（冰浴）冷却 过滤
（4）敞开体系，可能使醋酸亚铬与空气接触
【衡阳市高三联考第三次考试】26．(14

分)金属铬、铁具有相似的化学性质。 醋酸亚铬
水合物 [Cr (CH3COO)2]2·2H2O（摩尔质量
376g·mol-1）是一种氧气吸收剂，红棕色晶体，
易被氧化，微溶于乙醇，不溶于水和乙醚，易溶
于盐酸。 其制备装置及步骤如下：

①检查装置气密性后，往三颈烧瓶中依次
加入过量锌粒、适量 CrCl3 溶液。

②关闭 K3，打开 K1、K2，旋开分液漏斗的
旋塞并控制好滴速。

③待三颈烧瓶内的溶液由深绿色(Cr3+)
变为亮蓝色(Cr2+)时，把溶液自动转移到装置
乙中，当出现大量红棕色晶体时，关闭分液
漏斗旋塞。

④将装置乙中混合物快速过滤、洗涤和干
燥，称量。

回答下列问题：
⑴简述甲装置气密性检查的操作 ______。

装置丙中导管口水封的主要目的是 ______。

⑵三颈烧瓶中的 Zn 除了与盐酸生成 H2

外，发生的另一个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______。
⑶实现步骤③中溶液自动转移至装置乙

中的实验操作为 ______。 生成红棕色晶体的
离子反应方程式 ______。

⑸洗涤产品时，为了去除可溶性杂质和水
分，按使用的先后顺序选用下列试剂 ____（填
字母）

①乙醚 ②去氧冷蒸馏水
③无水乙醇 ④盐酸
[第（4）、（6）问省略]

� � 【衡阳市高三联考第三次考试】26 题【答
案】（15分）：

（1）检查装置气密性 避免空气（或
氧气）进入装置乙

（2）Zn+2CrCl3=ZnCl2+2CrCl2
� � （3）打开 K2 关闭 K1� � �
2Cr2++4CH3COO－+2H2O= [Cr (CH3COO)2]2·
2H2O↓

（5）a� b� f� e� c� d� �
� � 两道题的选材、化学原理、设问角度等多
处相同或相似，实属不易，都是多维度考查学
生的处理信息的和迁移的能力：

（1）实验原理相同：都是氧化还原反应、化
合反应。

（2）装置相似：此处三颈烧瓶与吸滤瓶原
理相似，作用相同；分液漏斗相同，都是滴加盐
酸；其他的仪器如烧杯、锥形瓶作用相同。

（3）实验步骤相同：先将 Cr3+ 还原成 Cr2+，
再让混合液与醋酸钠混合反应， 生成醋酸亚
铬。 只是设问位置不同。

（4）设问方式相同：联考化学的 26题中的
第（1）的第 2空与高考题第（1）相同；
第（2）的第 2 空与高考题第（2）的①相同；实验
步骤的Ⅴ与高考题第（3）相同等。

二、其他相似点对比：
其他的还有 5处的命题思路、设问角度相

似或相同，仅举两例（题目为节选）做说明：

例 1、(三联)10. 用下列有关实验装置进行
下列实验，选用仪器和操作都正确的是

B．用乙装置分离乙酸乙酯和饱和碳酸钠
溶液

分析： B 项与高考化学 I 卷的第 9 题 C
项完全相同，且合理的拓展可涉及所有选项。

例 2、(一联)10. 设 NA为阿伏加德罗常数
的值。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1L0.1mol·L－1NH4Cl 溶液中，NH4
＋的

数目为 0.1NA

� � D．Na2O2 与 2.24LCO2 完全反应，转移的
电子数为 0.1NA� �
� � 分析： A项与高考化学 I卷的第 10题 A
项相似，都是考查阳离子因水解在水中存在方
式； D 项与第 10 题的 B 项都是考查气体体
积与状态关系及电子转移等。

当命题老师以多维度思考、 分析知识点
的切入方式，避开思维定势时，也许就与高考
命题专家的想法不谋而合，所谓“英雄所见略
同”！ 本人命制的试题还先后与 2013 年全国
高考Ⅰ卷的第 26 题、2014 年的 27 题极其相
似，就可以说明。 同时提示我们，教学与研究
应深入思考， 以新颖的角度启发学生从多角
度、多层面分析、提出问题，推陈出新，促进多
维度思考，提高学习效率。 如果我们多思考、
多研究，我想，教育教学的春天一定会到来，
会温暖正在奋力进行的孩子们！

� � 一、活动目的
立足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展示核心素养精品课堂，

提升教师专业素养能力，打造湖南教育教学名师，实现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二、活动形式
学术报告、精品课堂展示、互动交流、专家点评；光盘课

评比、说课比赛。
三、活动内容
1.“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如何有效融入课堂教学”专

家讲座；
2.小学语文、小学数学、小学英语精品课堂展示；
3.视频课、说课竞赛。
所有参加精品课堂展示、视频课、说课比赛的内容

都必须切合本次活动目的，着力体现教师如何将发展学
生核心素养有效融入到课堂教育教学实际，助推学生核
心素养的发展。

四、参加人员
1.各县市区教研室负责人及各小学行政领导；
2.小学语文、小学数学、小学英语学科教师；
3.各市州、县市区教育学会相关人员。
（所有参加对象均采取自愿报名的原则）
五、活动阶段
1.第一阶段：截止 10 月 10 日，愿意参赛的老师每

位自行提交 40分钟视频课一堂，提交“专委会企业号”。
2.第二阶段：截止 10 月 20 日，组委会组织对视频

课进行评比。

3. 第三阶段：10 月 22 日前通过官方媒体公布获奖
结果及展示课名单和说课名单。

4.第四阶段：以大会形式开展核心素养精品课堂
展示活动、说课竞赛。比赛结束，举行颁奖盛典，颁发获
奖证书。

六、评奖办法
1.视频课：根据学科上报数量的 70％，以学科为单

位分设一、二、三等奖若干个，从一等奖中选拔具有代表
性的课堂教学录像课进行现场授课。

2.说课：每个学科选拔 10 名参加说课，分设说课
一、二等奖。

3.证书：活动由湖南省教育学会中小学学生核心素
养专业委员会主办，获奖证书盖“湖南省教育学会”印章。

七、官方媒体
1.新媒体：核心素养研究

专委会（hxsyyjzwh）。 这是湖南
省教育学会中小学学生核心素
养专业委员会官方微信公众
号，请大家关注。

2.传统媒体：湖南日报报业集
团《科教新报》，湖南省唯一的教
育类行业报纸。

3.企业号:请各位参会老师关
注“核心素养专委会”企业号，老
师的视频课将通过企业号保存到
企业号的文件盘中。

八、组委会
组委会主任：李倡平（湖南省教育学会中小学学生

核心素养专委会理事长）
秘书长：向左云（湖南省教育学会中小学学生核心

素养专委会副理事长）
副秘书长：童建庭（湖南省教育学会中小学学生核

心素养专委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马智君（湖南省教育学会中小学学生核心素养专委

会副理事长）
工作人员：艾艳、杨刚、罗木子雄、张楚怡、甘丽、

肖园琴、曾平、张亚兰、肖舜民
九、评委会
由活动组委会聘请有关学科专家 5-7人组成评委

会，对参评成果进行评审（人员名单另行确定）。
十、联系方式

各市州、县市区教育学会，相关学校：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与改革规划纲要》精神，深化课程改革，培养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提高课堂教学效益，造就一批服务于湖南基础教育改

革与发展的名师，经报请省教育学会领导同意，省教育学会中小学学生核心素养专业委员会定于 2018 年 10 月 21 日—23 日在长沙举办“小学语、数、外核心素养精
品课堂展示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湖南省教育学会中小学学生核心素养专业委员会
2018年 7月 9日

微信公众号

核心素养专委会”企业号

关于举办 2018年“小学语数外核心素养精品课堂展示活动”的通知关于举办 2018年“小学语数外核心素养精品课堂展示活动”的通知

注：通知详见微信公众号

多维思考与“英雄所见略同”
———2018 年衡阳市高三联考理综化学卷与高考理综化学卷的相似度对比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