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科综合“一诊”参考答案　第１　　　　 页(共６页)

成都市２０１９级高中毕业班第一次诊断性检测

理科综合参考答案及评分意见

第Ⅰ卷(１２６分)

一、选择题

１．C ２．A ３．B ４．B ５．D ６．C ７D
８A ９C １０B １１D １２B １３C
二、选择题

１４D １５C １６B １７A １８B １９AC ２０BC ２１BD

第Ⅱ卷(共１７４分)
三、非选择题

(一)必考题

２２(６分)(１)见答图１(２分)(２)１４７(１４５~１４９)(２分)０５５(０５３~０５７)(２分)

２３(９分)(１)A(１分)C(１分)(３)１２５０(２分)
(４)见答图２(２分)(说明:点和图线各１分)(５)００８２(００７９~００８５)(３分)

　　

２４(１２分)解:(１)从P 到A,小球受重力和电场力共同作用做类平抛运动

如答图３,将小球在A 点的速度分解,可知速度偏转角为６０°

由运动学规律有:v２
y＝２ay,tan６０°＝

vy

v０
(２分)

由牛顿第二定律有:mg＋qE＝ma (２分)

将v０＝ gR,y＝２R 代入,联立以上各式解得:E＝－
mg
４q

(１分)

故匀强电场的电场强度大小为
mg
４q

,方向竖直向上 (１分)

(２)由题意,小球在A 点沿轨道切线进入轨道,可知进入时无能量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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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小球能够到达C 点.设小球在C 点的速度大小为vC,轨道对小球的弹力为F

从P 到C,由动能定理有:(mg－q×
mg
４q

)×(２R－R－Rcos６０°)＝
１
２mv２

C－
１
２mv２

０ (２分)

在C 点,由牛顿第二定律有:(mg－q×
mg
４q

)＋F＝m
v２

C

R
(２分)

联立两式解得:F＝mg (１分)
假设成立,小球能通过C 点 (１分)
(其他合理解法,参照给分)

２５(２０分)解:(１)传送带启动后向右做匀加速运动,货物和木箱一起相对于传送带向左滑动

对于货物和木箱整体,由牛顿第二定律有:μ２(m＋M)＝(m＋M)a (２分)
代入数据得:a＝２m/s２

对于货物,因μ１＝０１,仅靠静摩擦力提供的最大加速度为１m/s２,所以木箱对货物的静摩

擦力不仅达到最大值,且左侧壁对货物还施加有压力F
对于货物,由牛顿第二定律有:μ１mg＋F＝ma (１分)
代入数据得:F＝２N (１分)
根据牛顿第三定律,货物对木箱侧壁的压力大小为:F′＝F＝２N (１分)
(２)传送带减速运动过程中,货物一定相对于木箱向右滑动

对货物,由牛顿第二定律有:μ１mg＝ma１ (１分)
代入数据得:a１＝１m/s２

设木箱相对传送带滑动,则由牛顿第二定律有:μ２(m＋M)gＧμ１mg＝Ma２ (１分)
代入数据得:a２＝４m/s２

因a２＝a０,所以木箱相对传送带静止且一起做减速运动,由题意,木箱停止运动时右侧在

B 端,可知,此前传送带速度已经减为零且货物与木箱已经发生了碰撞,设传送带速度由

v０ 减到零所用时间为t
由运动学规律有:０－v０＝ －a２t (１分)
代入数据得:t＝１s
此过程中,设货物、木箱发生的位移分别为x１、x２

由牛顿第二定律有:x１＝v０t－
１
２a１t２,x２＝

１
２v０t (２分)

代入数据得:x１＝３５m,x２＝２m
Δx＝ (x１－x２)＝１５m
因Δx＝d,所以木箱速度第一次减小到零时,货物与木箱右侧刚好发生碰撞,此后一起减

速运动

传送带减速运动过程中,因摩擦而产生的热量为:Q＝μ１mgΔx (１分)
代入数据解得:Q＝３J (１分)
(３)货物与木箱间发生的是完全非弹性碰撞,设碰撞前后货物的速度分别为v 和v共

由运动学规律有:v＝v０－a１t＝３m/s (１分)
由动量守恒定律有:mv＝(m＋M)v共 (１分)
代入数据得:v共 ＝２m/s
设碰后到停止运动的过程中木箱发生的位移为x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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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动能定理有:－μ２(m＋M)gx３＝０－
１
２

(m＋M)v２
共 (２分)

代入数据得:x３＝１m
设木箱在加速段发生的位移为x加 ,由运动学规律有:v２

０＝２ax加 (１分)
代入数据得:x加 ＝４m
设木箱匀速运动的时间为t′,则有:L－d－x加 －x２－x３＝v０t′ (１分)
代入数据得:t′＝４s

传递带比木箱多匀速运动的时间为:Δt＝
v０

a－
v０

a０
(１分)

代入数据得:Δt＝１s
所以,传送带匀速运动的时间为:t＝t′＋Δt＝５s (１分)
(其他合理解法,参照给分)

２６(１４分)
(１)Na２SO３＋H２SO４Na２SO４＋SO２↑ ＋H２O(２分)
(２)浓硫酸(１分)　 球形冷凝管(１分)
(３)①该反应放热,SOCl２沸点低(７６℃),保持低温防止SOCl２气化挥发(２分)

②固体完全消失(２分,答“B、C装置导管口冒出气泡速率近似相等”也可,其他合理也可)
(４)对C装置双颈瓶中的液体进行蒸馏(或取出C装置双颈瓶中的液体进行蒸馏)(２分)

(５)①６SOCl２＋MgCl２６H２O
Δ

MgCl２＋６SO２↑＋１２HCl↑(２分)

②取少量反应后的混合物溶于水,滴加盐酸酸化的氯化钡溶液,若出现白色沉淀,则证

明发生副反应生成SO２－
４ (或取少量反应后的混合物溶于水,滴加铁氰化钾溶液,若出

现蓝色沉淀,则证明发生副反应生成Fe２＋ )(２分)
２７(１５分)

(１)１∶１(２分)　　　S(１分)
(２)２Fe２＋ ＋ClO－ ＋２H＋２Fe３＋ ＋Cl－ ＋H２O(２分)　　空气氧化速率小(１分)
(３)①FeOOH(１分)

②３Fe３＋ ＋３Na＋ ＋３SO２－
４ ＋３CO２－

３ ＋３H２ONa３Fe３(SO４)３(OH)６↓＋３CO２↑(２分)

③温度过高,Fe３＋ 水解程度增大并分解为Fe２O３导致产率低;温度过低,Fe３＋ 水解程度

小,不易生成黄钠铁矾(２分)
(４)①滴入最后一滴 Na２S２O３溶液,溶液由蓝色变为无色,且３０s内颜色不复原(２分)

②８．４００％(２分,答８．４０％给２分,答８．４％给１分)

２８(１４分)
(１)C２H６(g)＋ CO２(g) C２H４(g)＋CO(g)＋H２O(l)　ΔH＝＋１３４kJmol－１(２分)
(２)①０．０４molL－１min－１(２分)　　②５０％(１分)　　 ③ ＜(１分)
(３)①x３＞x２＞x１(１分)

② 升高温度到一定范围,温度对平衡移动的影响占主要因素(２分)

③

１
１２×

３
４p０×(１

４×
３
４p０)３

(１
６×

３
４p０)２×(３

６×
３
４p０)６

(２分)

(４)２CO２＋１２H＋ ＋１２e－C２H４＋４H２O(２分)　　不变(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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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８分)
(１)O２(１分)　　水蒸气(１分)　 正相关(或光照减弱气孔导度下降)(２分)
(２)升高(２分)　　１０∶００~１３∶００(２分)

３０．(９分)
(１)细胞膜(１分)　　线粒体、高尔基体、内质网(２分)　主动运输(１分)
(２)实验思路:配制甲(含Cl－ 和NO－

３ )、乙(含与甲等量的Cl－ 不含 NO－
３ )、丙(含与甲等量的

NO－
３ 不含Cl－)三种营养液,分别培养相同的茶树,一段时间后检测并比较甲乙两组Cl－ 的剩

余量(或吸收量)、甲丙两组NO－
３ 的剩余量(或吸收量)(３分)

预期结果:甲组Cl－ 剩余量高于乙组(或吸收量低于乙组),甲组 NO－
３ 的剩余量高于丙组(或

吸收量低于丙组)(２分)

３１．(１０分)
(１)肾上腺(２分)　　效应器细胞具有多种不同的受体,与不同信号分子结合后引起细胞代谢

活动发生变化(２分)
(２)肾上腺素促进血糖升高,与胰岛素的作用效应相反(２分)　 压力激素提高了胰高血糖素

和肾上腺素的作用效应(２分)　　控制情绪,缓解压力(２分)

３２．(１２分)
(１)X(１分)　　４(２分)
(２)aaXbXb(１分)　　１００％(２分)
(３)AaXBXB(２分)　　 不能(２分)　　基因型为 AAXBXb和 AaXBXb的红花植株与纯合粉花植

株杂交的子代均表现为红花∶粉花＝１∶１(２分)
(二)选考题

３３[物理———选修３－３](１５分)
(１)(５分)增大(２分)放(２分)外界对气体(１分)
(２)(１０分)解:(i)活塞受力如答图４所示.设缸内气体的压强为p

缸内气体对活塞的压力大小为:Fp＝
pS
cosθ

(１分)

在竖直方向,根据牛顿第二定律有:pS
cosθ×cosθ－p０S－mg＝ma　(２分)

解得:p＝p０＋
m(a＋g)

S
(２分)

(ii)加热过程中缸内气体等压膨胀,活塞处于平衡状态,设缸内气体的压强为p′,内能增量为

ΔU

由力的平衡条件有:p′S
cosθ×cosθ＝p０S＋mg (２分)

可得:p′＝p０＋
mg
S

气体克服外界做的功为:W＝
p′S
cosθ×cosθ×ΔL＝p′SΔL (１分)

由热力学第一定律有:ΔU＝Q－W (１分)
联立求解得:ΔU＝Q－(mg＋p０S)ΔL (１分)
(其他合理解法,参照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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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物理———选修３－４](１５分)

(１)(５分)①较大(２分)② ２(或１４１、１４１４)(２分)③１４０° (１分)

(２)(１０分)解:(i)Q 质点的振动方程为:yQ＝Asin(wt＋φ)(０＜φ＜
π
２

) ①(１分)

当t＝０时,将A＝２０cm,yQ＝y０＝１０cm代入①式得:φ＝
π
６

(１分)

当t＝１４s时,将yQ＝A＝２０cm,φ＝
π
６

,w＝
２π
T

代入①式解得:T ＝１２s (１分)

A 质点的振动方程为yA＝Asinwt ② (１分)

当t＝１４s时,将数据代入②式解得:yA＝１０３cm (１分)
(ii)t＝０时刻,P、Q 两质点运动方向相反、位移均为y０＝１０cm

P 质点的振动方程为:yp＝Asin(wt＋φ′)(φ′＞
π
２

) ③(１分)

波动具有周期性,将数据代入③式得:φ′＝
５π
６＋２nπ(n＝１、２、３)

P、Q 两质点的相位差为:Δφ＝φ′－φ＝
２π
３＋２nπ(n＝１、２、３)

P、Q 两质点的起振时间差为:Δt＝
Δφ
w ＝

TΔφ
２π ＝

１＋３n
３ T＝０４(１＋３n)s(n＝１、２、３) (１分)

又:v＝
Δx
Δt ④(１分)

将Δx＝０８m、Δt＝０４(１＋３n)s代入④式解得:v＝
２

１＋３nm/s(n＝１、２、３) (２分)

(其他合理解法,参照给分)

３５[化学选修３:物质结构与性质](１５分)
(１)２６(１分)　　基态Fe３＋ 价层电子式为３d５,处于半满较稳定状态(２分)
(２)O ＞N ＞P(１分)　　 正四面体形(１分)　　sp３杂化(１分)
(３)１４(１分)　　苯胺与水能形成分子间氢键而苯不能(２分)
(４)①石墨晶体为层状结构,层间作用力为范德华力,硬度小,层内碳原子间以共价键结合,

熔沸点高(２分,各１分)

②LiC６(２分)　　　
７＋１２×６

NA(３×１４２)２×
３
２×３３５×１０－３０

(２分)

３６[化学选修５:有机化学基础](１５分)
(１)环氧乙烷(２分)　　１００％(１分)　　　酯基(２分)

(２) (１分)

(３) (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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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２分)　　 (２分)

(５)

(３分)

说明:

１．本试卷中其它合理答案,可参照此评分标准酌情给分
２．方程式未写条件或条件不完全、不写“↓ ”或“↑ ”均扣一分,不配平不得分

３７．[生物选修１:生物技术实践](１５分)
(１)增加纤维素分解菌的浓度(２分)　　氮源和无机盐(２分)　　pH、氧气、特殊营养物质(２
分)
(２)将聚集在一起的微生物分散成单个细胞(２分)　　(稀释)涂布平板法(２分)
(３)便于比较不同细菌分解纤维素的能力(或便于比较透明圈的大小)(２分)
革兰氏碘液能与纤维素结合形成有色复合物,纤维素分解后有色复合物不能形成(３分)

３８．[生物选修３:现代生物科技专题](１５分)
(１)cDNA文库比较小,无启动子和内含子,只含部分基因,物种间可进行基因交流(答出两点

即可)(４分)　　DNA聚合酶只能从３′端延伸DNA链,用两种引物才能确保DNA两条链同

时扩增(２分)
(２)防止质粒自身环化,保证目的基因与Ti质粒正确连接(２分)
(３)将表达载体转入农杆菌(２分)　　将含有Ti质粒的农杆菌导入植物细胞(２分)　将导入

成功的植物细胞进行组织培养(２分)　　抗原—抗体杂交(１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