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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普通高校专科接本科教育考试

无机非金属材料专业考试说明

第一部分：无机化学

Ⅰ. 课程简介

一、内容概述与总要求

无机化学考试是为无机非金属材料专业选拔优秀专科学生进入本科继续学习而实施的

入学考试。

参加无机化学考试的考生应理解和掌握化学热力学、动力学、化学平衡、电化学等化学

反应基本原理和物质结构理论的基础上，掌握一些元素及其重要化合物的基本性质和特征反

应。主要掌握理想气体状态方程、气体分压定律；化学反应速率与化学平衡；酸碱平衡；

沉淀-溶解平衡；氧化还原反应；近代物质结构；元素周期律；主族元素化学（包括卤素、

氮、磷、氧、硫等）的性质；副族元素化学（包括铬、锰、铁、钴、镍）的性质，能够利用

无机化学原理去掌握有关无机化学中元素和化合物的基本知识，并具有一般无机化学问题进

行理论分析和计算的能力。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考试采用闭卷、笔试形式，全卷满分 150分，考试时间为 75分钟。

试卷包括选择题、填空题、计算题。选择题是四选一型的单项选择题；填空题只要求直

接填写结果，不必写出计算过程；计算题均应写出文字说明及演算步骤。

选择题和填空题分值合计为 90分，计算题分值合计为 60分。

Ⅱ.知识要点与考核要求

一、气体

1.知识要点

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分压定律。

2.考核要求

（1）掌握理想气体的有关概念、理想气体状态方程的导出，方程式中各项参数的物理意

义和单位，理想气体状态方程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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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混合气体分压定律，熟练分压定律的有关计算。

二、化学动力学基础

1.知识要点

化学反应速率的概念；浓度对反应速率的影响、温度对反应速率的影响；反应速率理论

和反应机理简介；催化剂和催化作用。

2.考核要求

（1）了解反应速率的概念，掌握定容反应的反应速率、平均速率与瞬时速率。

（2）掌握浓度对反应速率的影响，确定化学反应速率方程式、由实验确定反应速率方程

的简单方法---初始速率法以及浓度与时间的定量关系，了解反应级数的概念。

（3）理解温度对反应速率的影响，初步了解活化能的概念及其与反应速率的关系，掌握

Arrhenius 方程式及其的应用。

（4）理解反应速率理论和反应机理，掌握分子碰撞理论及有效碰撞的条件、过渡状态理

论、活化能及基元反应。

（5）掌握催化剂对反应速率的影响，了解催化剂与催化作用的基本特征、催化作用（均

相催化和多相催化、酶催化）。

三、化学平衡

1.知识要点

化学平衡的条件、概念、平衡常数；外界条件对化学平衡移动的影响。

2.考核要求

（1）掌握化学平衡的概念、化学平衡常数的表示方法及化学平衡的计算，多重平衡原则。

（2）掌握标准平衡常数及其应用，化学反应方向的判断。

（3）理解化学平衡移动的影响，掌握浓度、压力、温度对化学平衡的影响。

四、酸碱平衡

1.知识要点

酸碱理论（包括酸碱质子理论和酸碱电子理论）；水的解离平衡和溶液的 pH；弱酸弱碱

的解离平衡；缓冲溶液和缓冲溶液 pH 的计算；配合物的组成和命名、配位反应与配位平

衡。

2.考核要求

（1）掌握酸碱质子理论和酸碱电子理论的概念，了解酸的相对强度和碱的相对强度。

（2）掌握水的解离平衡和溶液的 pH 值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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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能运用化学平衡原理分析弱酸、弱碱的电离平衡，掌握根据平衡常数计算弱酸、弱

碱的 pH 值。

（4）了解缓冲溶液的原理、选择和配制，掌握缓冲溶液 pH 的计算；掌握同离子效应、

盐效应等影响电离平衡移动的因素。

（5）熟悉配合物的基本概念、组成、命名，理解配合物的稳定性和稳定常数的关系，掌

握配位取代反应并了解有关配位平衡的计算。

五、沉淀－溶解平衡

1.知识要点

溶解度和溶度积、沉淀的生成和溶解、两种沉淀之间的平衡。

2.考核要求

（1）掌握溶解度、溶度积的概念、溶度积与溶解度之间的换算。

（2）掌握溶度积规则，能利用溶度积规则判断沉淀的生成与溶解，理解同离子效应和盐

效应，pH 值和配合物的生成对难溶盐溶解度的影响。

（3）掌握分步沉淀、沉淀的溶解及转化。

六、氧化还原反应（电化学基础）

1.知识要点

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的配平、电化学电池、电极电势、Nernst 方程、电极电势的应用。

2.考核要求

（1）掌握氧化值的概念，熟练掌握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配平的方法。

（2）了解原电池的组成及作用机理，掌握由氧化还原反应设计原电池，书写原电池符号。

（3）了解电极电势的产生及标准电极电势的测定，掌握应用 Nernst 公式计算原电池的

电极电势、电动势，理解并掌握电极电势的应用。

（4）掌握运用电极电势来判断氧化剂、还原剂的强弱、氧化还原反应进行的方向、限度，

了解元素标准电极电势图及应用。

七、物质结构

1.知识要点

量子数；多电子原子结构；元素周期律；价键理论；杂化轨道理论；分子轨道理论；键

参数与分子的性质；晶体结构和类型；离子晶体、分子晶体、金属晶体、原子晶体、混

合型晶体质点间作用力。

2.考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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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描述核外电子运动状态的方法和四个量子数的物理意义，掌握原子核外电子运

动的基本特征，明确四个量子数的取值规律，了解原子轨道和电子云的空间分布图的意

义及其区别。

（2）了解基态原子、轨道能级的基本概念，基态原子中电子分布原理及电子分布。

（3）了解屏蔽效应、钻穿效应对原子轨道能量的影响，掌握多电子原子的能级高低顺序

与核外电子分布的原则，熟练写出常见元素原子的核外电子的分布式。

（4）掌握核外电子排布的一般规律及其与元素周期表的关系，掌握原子半径，电离能、

电子亲合能、元素的电负性的涵义及其在周期性变化规律。

（5）了解共价键的特点，掌握共价键的形成条件及共价键类型。

（6）了解原子轨道杂化的涵义，掌握杂化轨道的几种主要类型及其对分子几何构型的影

响。

（7）掌握分子轨道形成，分子轨道中电子的分布，了解分子轨道的应用。

（8）了解化学键的本质及键参数的意义，掌握键参数（键级、键能、键长、键角、键矩

与部分电荷）的基本概念。

（9）理解晶体结构与物质物理性质的关系，掌握利用晶格能判断离子晶体溶沸点高低，

根据分子间作用力的类型判断分子晶体溶沸点高低。

八、 主族元素

1.知识要点

氮族元素中氮、磷化合物的性质；氧族元素氧、硫单质及化合物的性质；卤素单质及重

要化合物的化学性质及变化规律。

2.考核要求

（1）掌握氮族元素中氮、磷化合物的性质，会根据元素电势图分析氮族元素中氮、磷化

合物的性质，掌握硝酸与金属反应规律和硝酸盐受热分解的规律。

（2）掌握氧族元素氧、硫单质及化合物的性质。

（3）掌握卤素单质及重要化合物的化学性质及变化规律，卤素单质氧化性顺序和离子的

还原性顺序。

（4）掌握卤素离子、NH4

+、NO3

-、NO2

-、PO4

3-、的特征鉴定反应及现象。

九、副族元素

1.知识要点

铬、锰、铁、钴、镍重要化合物及水溶液中离子的化学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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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核要求

（1）结合电极电势和元素电势图理解铬、锰、铁、钴、镍重要化合物及水溶液中离子的

重要化学性质。

（2）掌握铬、锰、铁、钴、镍水溶液中离子的鉴定，会根据性质不同分离金属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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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模拟试卷及参考答案

河北省普通高校专科接本科教育考试

无机化学模拟试卷

（考试时间：75 分钟）

（总分 150 分）

说明：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在其它位置上作答的无效。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3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60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备选项中，

选出一个正确的答案，并将所选项前的字母填写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

1. 一定温度下，某容器中含有 3.0mol 的 O2(g)，2.0 mol 的 N2(g)，1.0 mol 的 Ar(g)，

若混合气体的总压为 a kPa，则 P(O2)为多少 kPa？

（A）a/3 （B） a/4 （C） a （D） a/2

2. 升高温度使反应加快的原因是：

（A）分子总数增大 （B）活化分子分数增大

（C）反应级数增大 （D）单位体积内活化分子总数增加

3. 已知下列反应的平衡常数：H2 (g)+S (s) H2S(g): 
1K ； O2 (g)+S (s) SO2

(g): 
2K ；则反应：H2 (g)+ SO2 (g) O2 (g) + H2S(g) 的平衡常数为：

（A） 1 2K K  （B） 21K K  （C） 2 1/K K  （D） 1 2/K K 

4. HPO
2
4 的共轭碱为：

（A）H3PO4 （B）H2PO

4 （C）PO

3
4 （D）H3PO2

5. 在 HAc 水溶液中加入 NaAc 使 HAc 电离度降低，在 BaSO4饱和溶液中加入 Na2SO4使 BaSO4

沉淀定量增加，这是由于：

(A) 前者叫同离子效应，后者叫盐析

(B) 前者叫同离子效应，后者叫盐效应

(C) 两者均属同离子效应

(D) 两者均属盐效应

6. 0.5dm
3
的 0.10mol·dm

-3
的 HCN (KӨ(HCN)=4.9×10

－10
)溶液的 pH 值是：

（A）5.2 （B）4.2 （C）9.8 （D）10.3

7. 以下哪个方程式配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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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e3+ + Sn2+ → Fe2+ + Sn4+

（B） 2MnO4

2- + 4H+ → MnO4

- + MnO2 + 2 H2O

（C） 2MnO4

- + 3 SO3

2- +2OH- →2 MnO4

2- + 3 SO4

2- + H2O

（D） MnO4

- + 5 Fe2+ + 8 H+ → Mn2+ + 5Fe3+ + 4 H2O

8. 下列各电对中，电极电势代数值最大的是：

（A） EӨ（Hg2+/Hg） （B） EӨ（[Hg(CN)
4
]2-/Hg）

（C） EӨ（HgS/Hg） （D） EӨ（HgI
4

2-/Hg）

9. 下列离子在水溶液中不能稳定存在的是：

（A） Cu
2+

（B） Cu
+

（C） Cr
3+

（D） Hg
2+

10. 某温度时，CaF2的溶解度为 2×10
-4
mol·L

-1
，则 CaF2的溶度积为：

（A） 以下各值均不对 （B） 4×10
-8

（ C） 3.2×10
-11

（ D） 8×10
-12

11. Pb
2+
、Bi

3+
离子均属何种电子构型：

（A） 8 电子型 （B） 18 电子型 (C) 18+2 电子型 (D) 9-17 不规则型

12. 473K 时反应 2NO(g)+O2(g)=2NO2(g)在恒容容器中达平衡，加入惰性气体 He 使总压增大，

平衡将：

（A） 左移 （B） 右移 （C）不移动 （D）不能确定

13. 下列氢氧化物不是两性的是：

（A） Ni(OH)2 （B） Al(OH)3 （C） Zn(OH)2 （D） Cr(OH)3

14. 下列哪一种元素具有最大的电负性？

（A） Cs （B） F （C） Al (D) O

15. 下列晶体熔化时，需要破坏金属键的是：

（A）Si （B）HF （C）KF （D）Cu

16. 已知 EӨ(Ni
2+
/Ni )= -0.257V，E Ө(Mn

2+
/Mn )= -1.185V，则此两电对中，最强的

还原剂是：

（A） Ni
2+

（B） Mn （C） Mn
2+

（D） Ni

17. 图形 表示的是：

（A）Y 22 ydx  （B）
2Y 22 ydx  （C）

2Y dxy （D） Y dxy

18. 已知 CN 为强场配位体，按晶体场理论， 3
6 ][Fe(CN) 的中心离子 d 电子的分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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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向 CrCl3溶液中，加入过量 NaOH，所看到的现象是：

（A） 出现 Cr(OH)3灰绿色沉淀 （B）灰绿色沉淀转为亮绿色溶液

（C） 无明显现象 （D）出现 CrO5蓝色

20. 鉴定 Fe3+常用的试剂有：

（A）HCl （B） 黄血盐 （C）赤血盐 （D）H2SO4

21. Fe(OH)2 、Co(OH)2 和 Ni(OH)2在空气中放置，无现象的是：

（A） Fe(OH)2 （B） Co(OH)2 （C） Ni(OH)2 （D） 均无现象

22. 下列各组量子数中，正确的是：

（A）n=3, l=2, m=0 （B）n=4, l=-1, m=0

（C）n=4, l=1, m=-2 （D）n=3, l=3, m=-3

23. 通过量 Cl2于淀粉-KI 溶液中,最终溶液的颜色是:

（A）蓝色 （B）紫色 （C）无色 （D）黄色

24. 下列物质不能被空气中 O2氧化的是：

（A）Mn(OH)2 （B）Co(OH)2 （C）Ni(OH)2 （D） [Co(NH3)6]
2+

25. H2S 作试剂，能得到的黑色沉淀是：

（A）CdS （B）CuS （C）ZnS （D）MnS

26. AgNO3 受热分解的产物是：

（A）Ag，NO2，O2 （B）AgO，NO，O2

（C）Ag，NO，O2 （D）AgO，NO2，O2

27. 向下列各溶液中滴加过量的氨水，生成的沉淀最终无法溶解的是

（A）Cu2+ （B）Ag+ （C）Fe3+ （D）Zn2+

28. SnCl2水解产物为：

（A）SnOCl （B）Sn(OH)2 （C）SnO （D）Sn(OH)Cl

29. 将铁粉与铜粉一起放入热硝酸中，充分反应后，铜有剩余，则溶液中还能大量存在的离

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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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u2+、Fe3+、NO3

- （B）Cu2+、Fe3+、H+

（C）Cu2+、Fe2+、NO3

- （D）Fe2+、Fe3+、NO3

-

30. 四瓶固体试剂，分别为 Na2SO4、Na2S、Na2Sn、Na2S2O3，如果只用一种试剂便可将其一一

鉴别开来，可用：

（A） NaOH （B） NH3·H2O （C）HCl （D）BaCl2

二、填空题（本大题共 15 个空，每空 2 分，共 30 分。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

1. 已知某元反应 2A+B→C+D ，则其速率方程式为 ，总反应级数为 。

2. K3[Fe(CN)6]配位原子是______，配位数是______，命名为 。

3. 氢卤酸 HF. HCl. HBr. HI 其中酸性最强的是_____；沸点最高的是_ _____。

4. 已知 VEA /
 ：Cr2O7

2-
+1.36 Cr

3+
-0.41 Cr

2+
-0.86 Cr，则 Eθ

(Cr2O7

2-
/ Cr

2+
)= V。

5. 原电池中，正极进行的是 反应，负极进行的是______反应。

6. 24 号元素是 的特征电子构型为______，其位于元素周期表的 族。

7. KCl、干冰、石英和 Mg 四种晶体中，熔点最高点是______晶体、室温可导电的是______

晶体。

三、计算题（本大题共 3小题，每小题 20 分，共 60 分。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

1. 在 0.10 mol·L-1 HAc 溶液中加入一定量固体 NaAc，使 NaAc 的浓度等于 0.10 mol·L-1。

已知 HAc 的
θ
aK =1.76×10

-5
，试计算：

(1) 该溶液中 H
+
浓度和 pH 。

(2) HAc 的解离度 。

2. 将 Pb(NO3)2 溶液与 NaCl 溶液混合，设混合液中 Pb(NO3)2 的浓度为 0.2 mol·L
-1
，问：

(1) 当混合溶液中 Cl
-
的浓度等于 5.0×10

-4
mol·L

-1
时，是否有沉淀生成？

(2) 当混合溶液中 Cl
-
的浓度多大时，开始生成沉淀？（已知

2

θ 5
( )K 1.17 10sp PbCl

  ）

3. 已知：已知 E
θ
( 

4MnO / Mn
2+
) = 1.51 V，E

θ
(Cl2 / Cl) = 1.36 V，若将此两电对组成电

池，请计算当 c(H+) = 1.0  10-1 mol·L-1，而其它离子浓度均为 1.0 mol·L-1，p(Cl2) = 100

kPa 时的电池电动势 EMF，并计算电池反应在 25℃ 时的标准平衡常数 K
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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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化学参考答案

一、单项选择题（每小题 2 分，共 60 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D B D C C A D A B C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C C A B D B C B B B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C A C C B A C D C C

二、填空题（每空 2分，共 30 分）（括号中答案也对）

1. (v=)k cA

2 cB ，3（三级）

2. C，6，六氰合铁（Ⅲ）酸钾

3. HI，HF

4. 0.917(0.92)

5. 还原，氧化

6. 铬(Cr)，3d54s1，ⅥB

7. 石英，Mg

三、计算题（每小题 20 分，共 60 分）

1.解：(1) 设溶液中已解离的 HAc 的浓度(或 H3O
+ 浓度)为 x mol·L-1，

HAc + H2O = H3O
+ + Ac- （2分）

起始浓度/mol·L-1 0.10 0 0.10

平衡浓度/mol·L-1 0.10-x x 0.10+x （4 分）

53( ) ( ) (0.10 ) 1.76 10
( ) 0.10a

c H O c Ac x xK x
c HAc x


 

 
    


（5 分）

∴ c(H+)= x = 1.76×10-5 mol·dm-3 pH= 4.75 （4 分）

(2) HAc 的解离度：

%.%
.

.% 01760100
10
10761100

5







c
x （5 分）

或者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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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1lg lg1.76 10 lg 4.75
0.1

HAC
a

AC

CpH pK
C





      

2.解：

（1）J = c（Pb2+）c2（Cl-）= 0.2×（5.0×10-4）2

= 5.0×10
-8
＜Ksp○－ （PbCl2）= 1.17×10

- 5

所以无 PbCl2沉淀生成。 （7 分）

（2）设产生 PbCl2所需 Cl-浓度为 c2（Cl-）

当 J>KSP
○－ (PbCl2)，产生沉淀。 （2 分）

当 J=KSP
○－ (PbCl2)= c（Pb

2+
）c2

2
（Cl

-
）= 1.17×10

- 5
（2分）

c2

2
（Cl

-
）= KSP

○－ (PbCl2)/ c（Pb
2+
） （3 分）

   
 

3
5

2
2-

2 1065.7
2.0
1017.1

Pb
PbClK

Cl 










c

c SP （4 分）

当 Cl- 的浓度大于 7.65×10- 3时，开始生成沉淀。 （2 分）

3. 解：

正极：MnO4

- + 8H+ + 5e- = Mn2+ + 4H2O （2 分）

E( 
4MnO / Mn2+)=Eo( 

4MnO / Mn2+) -
8

4

2

)]()][([
)(lg

5
0592.0





HcMnOc
Mnc

=1.51 -
81 )10(1

1lg
5
0592.0


=1.41528V （5 分）

负极： Cl2 + 2 e- = 2Cl-

与 c(H+)无关 Eθ(Cl2 / Cl) = 1.36 V （2 分）

则 EMF = E (

4MnO / Mn

2+
) - E

o
(Cl2 / Cl)

= 1.41528V – 1.36V = 0.05528V （4 分）

lgK○－= ZEMF
○－/0.0592 (2 分)

lgK○－=10×EMF

o
／0.0592

= 10×0.15／0.0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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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3 分)

K○－ = 10
25.3
= 2.18（2.0）×10

25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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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无机材料科学基础

I.课程简介

一、内容概述与要求

《无机材料科学基础》课程是无机非金属材料专业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程，适用于硅酸盐

工程与无机非金属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主要讲授本专业范围内各种物理化学过程的变化和

共性规律，目的是使学生了解无机非金属材料的组分、结构和性能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变化规

律，通过该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材料科学的基本概念、基础理论、基本计算和应用，

为学生在专业课程的学习和将来走上工作岗位后从事无机非金属材料的研究与制备奠定理

论基础。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闭卷考试，试卷结构包含名词解释、简答题和综合题三种类型。

II.知识要点与考核要求

一、知识要点

（一） 晶体

晶体的基本概念、基本性质、鲍林规则、氯化钠型、氯化铯型、闪锌矿型、萤石型（反萤石

型）结构。

（二）晶体缺陷

热缺陷的基本类型、热缺陷形成反应式的写法、热缺陷平衡浓度的计算，固溶体形成反应式

及化学式的写法、固溶体缺陷浓度的计算，非化学计量化合物形成反应式的写法、缺陷浓度

与氧分压的关系。

（三）熔体与玻璃体

粘度的定义、硅酸盐熔体的粘度与温度的一般关系、化学组成对硅酸盐熔体粘度的影响，晶

子学说、无规则网络学说，氧硅比对玻璃结构的影响、玻璃结构参数及相应计算，玻璃形成

的热力学条件、动力学条件、结晶化学条件。

（四）表面与界面

表面力、表面能的概念，表面对键强分布的影响、离子晶体表面双电层的形成；润湿的度量、

润湿的类型、表面粗糙度对润湿的影响、润湿对制品微观结构的影响，弯曲表面效应；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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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离子吸附与交换、粘土胶体的电动电位、粘土-水系统的胶体性质。

（五）热力学计算

自由焓判据，氧化物的热力学稳定性判断，纯固相反应的热力学计算、有溶液参与的反应的

热力学计算。

（六）相平衡

相的基本概念，单元相图、二元相图的基本类型、三元相图的基本类型，判读三元相图的依

据及方法，实际中常见的三元相图。

（七）扩散与固相反应

菲克第一定律、菲克第二定律，扩散的微观机构，奈因斯特—爱因斯坦方程式；互扩散；固

相反应动力学方程。

（八）相变

相变的分类，液—固相变，液—液相变。

（九）烧结

烧结的基本概念，固相烧结；有液相参与的烧结；影响烧结的因素。

二、考核要求

（一）理解晶系、晶胞、布拉维格子，掌握晶体中键的型式及键型的过渡，掌握决定离子晶

体结构的基本因素，掌握鲍林规则、氯化钠型、氯化铯型、闪锌矿型、萤石型（反萤石型）

结构，了解纤锌矿型、金红石型、碘化镉型、刚玉型、钙钛矿型结构。

（二）晶体缺陷

理解晶格振动，掌握热缺陷的基本类型、热缺陷形成反应式的写法。掌握固溶体的概念、掌

握固溶体的类型及形成条件、理解固溶体形成反应式及化学式的写法、固溶体缺陷浓度的计

算、判断固溶体类型的方法，了解杂质缺陷的产生对热缺陷浓度的影响、形成固溶体的意义。

掌握非化学计量化合物的定义、了解非化学计量化合物的类型及形成规律、非化学计量化合

物形成反应式的写法、缺陷浓度与氧分压的关系。掌握位错的基本类型，了解位错对晶体力

学性质的影响。

（三）熔体与玻璃体

了解液体结构比较接近晶体的事实根据，了解液体结构近程有序理论、核前群理论。理解聚

合物理论。掌握粘度的定义、硅酸盐熔体的粘度与温度的一般关系、化学组成对硅酸盐熔体

粘度的影响、硼反常现象，理解硅酸盐熔体的表面张力与组成的关系、B2O3和 PbO 对硅酸盐

熔体表面张力的特殊影响。掌握玻璃的通性，理解玻璃的转变温度与冷却速率的关系。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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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子学说、无规则网络学说；掌握氧硅比对玻璃结构的影响、玻璃结构参数及相应计算，了

解硼酸盐玻璃。掌握玻璃形成的热力学条件、动力学条件、结晶化学条件，了解三 T图的意

义及制作方法。

（四）表面与界面

掌握表面能、表面张力、表面力。理解表面对键强分布的影响、了解离子晶体的表面双电层；

掌握表面吸附、表面活性剂对表面的改性，掌握润湿的度量、润湿的类型、表面粗糙度对润

湿的影响、润湿对制品微观结构的影响。理解附加压力、毛细现象、弯曲表面上饱和蒸气压

与表面曲率半径的关系、分散度对晶体的熔点与溶解度的影响。了解小角度晶界、大角度晶

界。掌握粘土的荷电性、粘土的离子吸附与交换、粘土胶体的电动性质、粘土-水系统的胶

体性质。

（五）热力学计算

掌握热容、热效应的计算，理解熵判据、掌握自由焓判据，理解碳酸盐分解反应的热力学计

算、氧化物的热力学稳定性判断，了解纯固相反应的热力学计算、有熔体参与的反应的热力

学计算。

（六）相平衡

掌握相的基本概念，掌握 SiO2单元相图。掌握简单低共熔二元相图、具有一致熔化合物的

二元相图、具有不一致熔化合物的二元相图，了解具有低温稳定并高温固态分解的二元化合

物的二元相图、具有低温固态分解并高温一致熔（或不一致熔）二元化合物的二元相图、具

有多晶转变的二元相图、具有液相分层的二元相图、形成连续固溶体的二元相图、形成有限

固溶体并具有低共熔点的二元相图、形成有限固溶体并具有转熔点的二元相图，掌握

Al2O3—SiO2二元相图。掌握三元相图组成表示方法及有关原理、掌握最简单三元低共熔相图

的构成，了解立体图及其析晶过程分析、液面投影图、等温截面图，掌握判读三元系统相图

的规则，掌握最简单三元低共熔相图，理解具有一致熔二元化合物的三元相图、具有不一致

熔二元化合物的三元相图、具有一致熔三元化合物的三元相图、具有不一致熔三元化合物

（D=A+L\D=A+B+L）的三元相图，了解具有低温稳定并高温固态分解的二元化合物的三元相

图、具有低温固态分解并高温稳定（一致熔或不一致熔）二元化合物的三元相图、三组分生

成连续固溶体的三元相图、只有一个二元系统生成连续固溶体的三元相图，掌握

CaO—Al2O3—SiO2三元相图。

（七）扩散与固相反应

掌握扩散现象，掌握菲克第一定律、菲克第二定律，了解扩散系数的测定；掌握扩散系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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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的关系。掌握扩散的本质、扩散机构，了解不同扩散机构的扩散系数，掌握本征扩散与

非本征扩散。理解理想溶液的奈因斯特—爱因斯坦方程式、实际溶液的奈因斯特—爱因斯坦

方程式。掌握化学位梯度下的扩散，了解电化学位梯度下的扩散。掌握温度、杂质、气氛、

扩散介质、扩散部位、扩散质点本身的性质对扩散的影响。掌握固相反应动力学方程、影响

固相反应的因素。

（八）相变

掌握按热力学分类、按相变机理分类。理解存在亚稳区的热力学原因，掌握均态核化、非均

态核化，了解晶体长大理论及晶体生长速率公式的推导，了解阿佛拉米方程，了解液—固相

变机理在实际生产中的应用。掌握液—液分相的热力学原因，理解分相机理，理解玻璃分相

的结晶化学原因、玻璃分相原理的应用。了解成核—生长机理、有序无序转变、马氏体相变。

（九）烧结

掌握烧结定义、烧结过程推动力。理解蒸发—凝聚传质机理、扩散传质机理，了解与晶粒尺

寸变化有关的过程（晶粒长大、二次再结晶）；掌握晶界在固相烧结中的作用。理解粘性流

动传质、塑性流动传质、溶解—沉淀传质；理解液相的作用。掌握物料的活性、添加剂、气

氛、压力对烧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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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模拟试卷及参考答案

河北省普通高校专科接本科教育考试

无机材料科学基础模拟试卷

（考试时间：75 分钟）

（总分：150 分）

说明：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在其它位置上作答的无效。

一、名词解释（本大题共 3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30 分。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

1.空间格子与等同点

2.网络形成体与网络变性体

3.本征扩散与非本征扩散

二、简答题（本大题共 3小题，每小题 20 分，共 60 分。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

1.晶体的定义及性质

2.形成连续固溶体的条件

3.烧结及烧结的特征

三、综合题（本大题共 3小题，每小题 20 分，共 60 分。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

1.影响粘土可塑性的因素

2.三元系统相图中杠杆规则的含义及作用

3.影响熔体析晶能力的因素

无机材料科学基础参考答案

一、名词解释（每题 10 分，意思表达正确即可，共计 30 分）

1.质点在三维空间（2分）按周期性重复排列（2 分）的几何点的集合称为空间点阵，即空

间格子。（2分）同一套空间格子中的结点叫等同点。（4分）

2.网络形成体：单键强度大于 335KJ/mol，（2分）能单独形成玻璃的氧化物。（3分）

网络变性体：单键强度小于 250KJ/mol，（2分）不能单独形成玻璃的氧化物。（3分）

3.主要依赖热缺陷进行的扩散叫本征扩散；（3分）主要依赖杂质缺陷进行的扩散叫非本征扩

散。（3分）一般来说，低温时以非本征扩散为主，（2分）高温时以本征扩散为主。（2分）

二、简答题（每题 20 分，意思表达正确即可，共计 6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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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义：晶体是内部质点在三维空间（2分）作有规则的（2分）周期性（2分）重复排列（2

分）的固体，是具有格子构造的固体。（2分）

性质：结晶均一性、各向异性、自限性、对称性、最小内能性。（10分）

2.晶体结构因素－结构类型完全相同，（5分）

尺寸因素－相应的置换离子半径差值：（R1－R2）／R1小于 15％，R1大于 R2，（3分）但对

于复杂的大晶胞，当半径差比大于 15％时，也可能生成固溶体，（2分）

电价因素－相应置换离子电价必须相同，（5分）

电负性因素－电负性相近。（5分）

3.定义：一种或多种固体粉末经过成型，（3分）在加热到一定温度后开始收缩，（3分）在

低于熔点温度下变成致密、坚硬的烧结体的过程。（4分）

特征：体积收缩、致密度增加、气孔率下降、吸水率下降、强度增加。（10分）

三、综合题（每题 20 分，意思表达正确即可，共计 60 分）

1.（1）粘土矿物的类型，（5分）

（2）粘土颗粒的大小和形状，（5分）

（3）粘土颗粒的离子交换性（4分）

（4）分散介质的影响（4分）

（5）泥料陈腐、添加剂、泥料真空处理等 （2分）

2.含义：（1）在三元系统内，由两个相（或混合物）合成一个新相时（或新的混合物），新

相的组成点必在原来二相组成点的连线上；（7分）（2）新相组成点与原来二相组成点的距

离和二相的量成反比。（7分）

作用：通过杠杆规则，我们可以分清系统组成点、液相点和固相点的概念，（3分）可以确

定系统中液相量和固相量的变化。（3分）

3.（1）熔体的组成：（3分）熔体组成越简单，化合物各组成部分相护碰撞排列成晶格的几

率越大，熔体越容易析晶。（2分）

（2）熔体的结构：（3分）熔体结构断裂程度越强，熔体越容易析晶。（2分）

（3）界面情况：（3分）分相界面对析晶最有力，为析晶提供条件。（2分）

（4）外加剂：（3分）外加剂会促进晶体的生长。（2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