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绝密★启用前 

201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高等学校 

联考招收华侨、港澳地区、台湾省学生入学考试 

中 文 

第一部分 

本部分为选择题，有 18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54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

一项是符合 题目要求的，把所选项前的字母填在题后括号内。 

一、 语文基础知识（30 分） 

1.下列各句中，加点虚词使用不恰当的一句是 （ ） 

A.如何处理好传统文化与当代文明的关系，是一项重要而．且．十分艰巨的任务，也是历史赋

予我们当代人的神圣职责与伟大使命。 

B.对孩子而言，遵守规则的生活会节约他们的成长成本，因．而．能使之成长为心理、精神甚

至体态上有尊严的成人。 

C.金砖国家关注的议题已经从经济金融扩展到政治安全领域，但．由于各国利益不同，想要

在这个平台上实现一方私利并不容易。 

D.因．为．郎平不仅从细节着手改善球员的体能和技术，又不断研究对手，加之意志坚定不移，   才

能带领球队再现辉煌。 

2．依次填入下面横线处的词语，恰当的一组是 （ ） 

①获得国家奖学金对我而言不仅仅是一种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是一种鞭策甚至是  

一种责任。 

②生活中会有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诱惑 你，扰乱你的思绪，如果你没有非凡的毅力，  

那你将会被它控制。 

③“乡愁”是这两年用得极多的热词，其红火之势完全 了此前“原生态”“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光芒。 

A.荣誉 干预 掩饰 B.声誉 干预 掩盖 

C.荣誉 干扰 掩盖 D.声誉 干扰 掩饰 

3.下列各句中，加点的成语使用恰当的一句是 （ ） 

A.国庆出游，我们到了崀山，这里虽然不像热门景点那样人．流．如．织．，但行走在栈道上的游

客也还是很多。 

B.为期十天的密集性互动训练，有效提升了我校辩论队思维品质与表达技巧的整体水平，

避免了良．莠．不．齐．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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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这个孩子看起来不善言谈，可是一介绍起校园网和电脑技术来，就能有板有眼、

左．右．逢． 源．地讲解， 家长们都惊叹不已。 

D.近年来网络犯罪不．绝．如．缕．，且呈现出跨国趋势，中国先后跟美国、俄罗斯、英国等国家

在合作打击网络犯罪领域达成共识。 

4.下列各句中，有语病的一句是 （ ） 

A.为迎接第三个“国家宪法日”，去年 12  月中旬，有关部门在北京举办了以“学宪法、讲宪

法”为主题的全国中学生演讲比赛。 

B.神州十一号飞船于北京时间 19 日凌晨，在距离地面 393 公里的轨道高度，完成了与天宫

二号的交会对接。 

C.学校打算建一个校史馆，目前正对设计进行调整，经听取过不同意见，校史馆希望做到

用传统和现代结合的方式展示。 

D.上个月，黑客通过数十万个遭受恶意代码传染的互联网连接设备，使美国东海岸、欧洲

部分地区的网民一度无法使用相关网站。 

5.下列各句中，语意不明确的一句是 （ ） 

A.日前，中华文化交流协会特别邀请了十一位知名摄影家、记者来古镇采风，其中四位摄

影家还参加了古镇发展论坛。 

B.第十七届校运会计划于 11 月 6 日举行，本届体育运动会团体项目多，需要的志愿者也多， 

请各单位高度重视，积极报名。 

C.他有气无力地介绍自己的遭遇，说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我非常同情他，决定帮他解决

所面临的问题，走出困境。 

D.澳门的莲峰庙是一座具有历史意义的庙宇，林则徐曾在这里接见澳葡理事官边度，申明

严禁鸦片，下令驱逐鸦片商。 

6.下列各句中，标点符号使用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品尝过新茶，专家们给予了高度评价，如：“今年新茶香锐悠长，滋味醇厚，甘润鲜爽！”、 

“这是中国红茶的黑马！”。 

B.除了举办座谈会，校友们还将推出《印象校园》和《成长纪录》展出活动，向公众展示

当年校园生活的点点滴滴。 

C.业内专家表示，通过“买会员、送硬件”的方式，可以带动付费习惯，但这种亏损营销

的方式维持不了多久。 

D.互联网电视品牌靠低价来实现增长的模式已近极限，“80 后”“90 后”已成为线上主力消费

人群，他们更注重品牌的质量与个性。 

7.下列各句中，所用修辞手法与其他三句不同的一句是 （ ） 

A.这把双刃剑用得好能有效扩展我们的知识面和眼界，用得不好会导致视力的下降甚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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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的冷漠。 

B.长久的冷漠让我们之间隔了一堵墙，想要携手共进就必须用真诚与包容推倒这堵墙。

C.热情是一种可贵的品质，但有时候如果分不清“芝麻”和“西瓜”，就会造成因小失大的难堪

后果。 

D.一只中国制造的“玉兔”被嫦娥三号带到月球，两年半后，这只“玉兔”超额完成任务，   沉沉

睡去，把寂静还给了月光。 

8.下列有关文学常识的表述，正确的一项是 （ ） 

A.王国维用句秀、骨秀、神秀来分别形容温庭筠、韦庄、李煜等几位词人风格品味，他们

都是花间词派的代表。 

B.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韩愈，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因为他的郡望是

昌黎。 

C．王勃、杨炯、卢照邻、陈子昂四人在初唐诗风的转变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被合称为“初   唐四

杰”。 

D．“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出自于唐代诗人杜牧的《泊秦淮》，这是一首伤别诗。 

9.下列有关中国文化常识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孔子、孟子、庄子、董仲舒是儒家的代表人物，老子、荀子、列子、鬼谷子等是道家的

代表人物。 

B.龙起源于图腾崇拜、神灵崇拜，后又与帝王崇拜结合在一起，获得了更为显赫的地位，

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C.华表一般立于宫门口、桥头、墓前，起先为木制，像一朵花，后来开始以石柱作表，常

立在墓前 作为神道的标志。 

D.在中国，松被视为长寿和有志有节的象征，鹤亦为长寿之鸟，人们常把它们画在一起， 

有着“松龄鹤寿”的吉祥寓意。 

10.对下面这首唐诗的赏析，不恰当的一项是 （ ） 

水槛遣心二首（其一） 

杜 甫 

去郭轩楹敞，无村眺望赊。

澄江平少岸，幽树晚多花。

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

城中十万户，此地两三家。 

A.这首诗通过草堂环境的描绘，抒发了诗人悠游闲适的心情和热爱春天的喜悦。

B.首联写离开城郭，找了一个孤立宽敞的庭园，以便能极目远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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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颈联的“出”写出了鱼的欢欣，极其自然；“斜”写出了燕子的轻盈，生动逼真。 

D.全诗四联都是对仗，句句写景，句句有“遣心”之意。

二、白话文阅读（一）（12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1—14 题。 

①春节是中国民间最大、最热闹的节日，其时间在汉魏以前是农历的立春之日，后来逐渐改

为农历的正月初一。但是，人们常常从腊月三十算起，直至正月十五，又称“过年”。而春节期间，

人们最重视的是腊月三十和正月初一。在这新旧交替之时，外出的游子纷纷赶回家中，   与家人团聚，共

品美味佳肴，共享天伦之乐。其节日食品从早期的春盘、春饼、屠苏酒，到后来的年饭、年糕、饺子、

元宵等。 

②古人认为，立春之日是春天的开始，于是在这一天有了劝人耕种的习俗。《后汉书·礼

仪志》载：“立春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师百官皆衣青衣，郡国县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帻，立

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土牛是土制的牛，各级官吏以立土牛或鞭打土牛的方式劝民

农耕，寓意春耕的开始。耕种需要强壮的身体，因此在饮食上有了相应的食品。   最早出现的是由五种辛

辣蔬菜构成的五辛盘及春盘。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引晋朝周处《风土记》言：“元日造五辛盘，正

元日五熏炼形。五辛所以发五脏之气，《庄子》所谓春日饮酒茹葱，以通五脏也。”可见，五辛盘是

通过疏通五脏来强健身体的。而屠苏酒则是通过避瘟疫来健体的。后来，又出现了新的节日食品，如年

饭、年糕、饺子、元宵等。 

③清朝时，年饭是在正月初一食用。清顾禄《清嘉录》载：“煮饭盛新竹箩中，置红橘、乌

菱、荸荠诸果及糕元宝，并插松柏枝于上，陈列中堂，至新年蒸食之。取有余粮之意，名曰年饭。”

但民国以后，年饭就基本上在腊月三十食用。民国时成都的一首《年景竹枝词》言： 

“一餐羹饭送残年，腊味鲜肴杂几筵。欢喜连天堂屋里，一家大小今团圆。”在南方，菜肴的

数量一般为双数，或整桌菜为 12 个，象征来年“月月红。”或主菜为 10 个、8 个、6 个等，象征

来年十全十美、兴旺发达、一帆风顺等；菜肴的品种常有用鸡、鱼烹饪而成的，谐音吉祥、有余。在

北方，饺子长久以来是春节的必食之品，“饺子”恰巧与“交子”谐音，而交子曾经是中国货币的

一种，便以此来寓意财源广进、吉祥如意。人们还常在饺子中包入糖果、硬币等， 突显寓意。清富敦崇

《燕京岁时记》言：北京人在春节时“以白面作角而食之，谓之煮饽饽”， 

“富贵之家，暗以金银小锞及宝石等藏之饽饽中，以卜顺利。家人食得者，则终岁大吉”。此

外，年糕也因为其谐音“年年高升”而特别受人喜爱。春节吃年糕，“义取年胜年，藉以祈岁

稔”，寓意万事如意年年高。年糕的种类有：北方有白糕饪、黄米糕；江南有水磨年糕；西南有糯粑

粑；台湾有红龟糕。“糕”的称谓起源很早，魏晋南北朝时已流行，贾思勰《齐民要术》   记载了制作方

法。明清时，年糕已发展成市面上一种常年供应的小食，并有南北风味之别，北方年糕有蒸、炸二种，

南方年糕除蒸、炸外，尚有片炒、汤煮诸法。 

（摘编自杜莉《吃贯中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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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下列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 

A.在汉魏以前，春节的时间是农历的立春之日，这一天被认为是春天的开始，因此也可以   说

是新的一年的开始。 

B.人们从腊月三十这一天开始“过年”，亲友团聚，共享美食，这样的生活状态要延续到正   月十

五才最后结束。 

C.形成春日食用“五辛盘”习俗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人们希望身体强健，能够更好地从事   

农业生产这一重要工作。 

D.古人认为，屠苏酒的功效在于能够增强人体的免疫力，使人避免瘟疫的困扰，从而达   

到强身健体的目的。 

12.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是 （ ） 
 

A.在起初，年饭指的就是在新年时食用的米饭，其象征意义要大于实用意义，这与我们   

今天享用的新年大餐是有很大不同的。 

B.习惯上年饭中常常要包括用鱼烹制的菜肴，这是语言的谐音功能在民俗中的巧妙应用 

，因为鱼可以通过谐音寓意吉祥、有余。 

C.出于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人们会在过年的饺子中包入糖果、硬币等物，这既能突显饺   

子的财富象征，也可以起到占卜的作用。 

D.年糕的种类有很多，其间区别主要表现在制作材料、制作方法等方面。烹饪方式也多   

种多样，南方的烹饪方式要多于北方。 

13.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 

A.随着历史的发展，早期的春节节日食品春盘、春饼、屠苏酒逐渐被新的节日食品所取   

代，但这些食品并未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B.“鞭打春牛”活动本来是一项礼仪制度，由政府主导施行，意在劝民农耕，后来才逐渐演   变成

一种民间习俗。 

C.“五辛盘”的来源很早，战国时的《庄子》中就有春日食葱可以疏通五脏的记载，“五辛   盘”

就是在这样的认识上发展而来的。 

D.历史上曾经有一种钱币叫做“交子”，出于对富足的期盼，人们采用这种钱币的名称谐音 

来命名饺子这种备受喜爱的食品。 

14．根据原文的信息，下列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东汉时参加立春庆典的各级官员都要戴青色的头巾，这是因为青色是草木初发时的颜   

色，象征着春天。 

B.文中关于周处《风土记》的内容转引自南朝宗懔的《荆楚岁时记》，是因为写作本文时作   者

已经无法看到《风土记》原书。 

C.在清代，饺子也可以被称为“饽饽”，“煮饽饽”即意为煮饺子。可见“饽饽”与“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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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词的含义在当时是相同的。 

D.“糕”的称谓起源很早，贾思勰《齐民要术》记载了糕的制作方法，但不能说在当时过年  

食用年糕已经成为一种风俗。 

三、文言文阅读（12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15—18 题。 

时有扶风马钧，巧思绝世。傅玄序之曰：“马先生天下之名巧也少而游豫不自知其为巧也先 生为

给事中与常侍高堂隆骁骑将军秦朗争论于朝言及指南车二子谓古无指南车记言之虚也 

先生曰：‘古有之，未之思耳，夫何远之有！’二子哂．之曰：‘先生名钧字德衡，钧者器之模，而衡 

者所以定物之轻重；轻重无准而莫．不模哉！’先生曰：‘虚争空言，不如试之易效也。’于是二子遂以白． 

明帝，诏先生作之，而指南车成。此一异也，又不可以言者也，从是天下服其巧矣。居京都，城内有地，

可以为园，患．无水以灌之，乃作翻车，令童儿转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巧百倍于 

常 。此二异也。其后人有上百戏者，能设而不能动也。帝以问先生：‘可动否？’对曰：‘可    

动。’帝  曰：‘其巧可益否？’对曰：‘可益。’受诏作之。以大木雕构，使其形若轮，平地施    

之，潜以水发焉。设为女乐舞象，至令木人击鼓吹箫；作山岳，使木人跳丸掷剑，缘縆倒立，出   

入自在；百官行署，舂磨斗鸡，变巧百端。此三异也。马先生之巧，虽古公输般、墨翟、王 

尔，近汉世张平子 ，不能过也。公输般、墨翟皆见用于时，乃有益于世。平子虽为侍中，马先

生虽给事省中，俱不典工官，巧无益于世。用人不当其才，闻贤不试以事，良可恨也。” 

（节选自《三国志·魏志·方技传》裴松之注） 

15.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 ） 

A.马先生/天下之名巧也/少而游豫不自知/其为巧也/先生为给事中/与常侍高堂隆/骁骑将军秦  

朗争论于朝/言及指南车/二子谓古无/指南车记言之虚也/ 

B.马先生/天下之名巧也/少而游豫不自知其为巧也/先生为给事中/与常侍高堂隆/骁骑将军秦  

朗争论于朝/言及指南车/二子谓古无指南车/记言之虚也/ 

C.马先生/天下之名巧也/少而游豫/不自知其为巧也/先生为给事中/与常侍高堂隆/骁骑将军秦  

朗争论于朝/言及指南车二子谓古无/指南车记言之虚也/ 

D.马先生/天下之名巧也/少而游豫不自知/其为巧也/先生为给事中/与常侍高堂隆/骁骑将军秦  

朗争论于朝/言及指南车/二子谓古无指南车/记言之虚也/ 

 

16.对下列各句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二子哂．之曰 哂：讥笑 

B.轻重无准而莫．不模哉 莫：不要 

C.二子遂以白．明帝 白：报告 

D.患．无水以灌之 患：忧虑 

17．“虚争空言，不如试之易效也”这个复句的类型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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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选择复句 B.转折复句 C.递进复句 D.因果复句 

18.下列叙述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 

A.马钧字德衡，钧是模具的意思，衡可以确定物之轻重。这说明此人擅长机巧，后来果然   仿古

制成指南车。 

B.马钧居住的京都，有土地可以为园，只是无水以浇灌，他于是制作翻车，令孩童转动，   

就能根据需要灌溉。 

C.有人推荐百戏，能设而不能动。马钧用大木雕构，其形若轮，设为女乐舞象，木人跳丸   掷

剑，变巧百端。 

D.公输般、墨翟都见用于时，有益于世，但马钧的机巧却无益于世，是因为朝廷用人不当，   不肯

试用贤才。 

第二部分 

本部分为非选择题，有 7 小题，共 96 分。 

四、文言文翻译、默写（13 分） 
 

19.把第一部分文言文阅读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10 分） 

（1）帝曰：“其巧可益否？”对曰：“可益。”受诏作之。 

译文：  

（2）马先生之巧，虽古公输般、墨翟、王尔，近汉世张平子，不能过也。 

译文：  

20.补出下列名句的空缺部分。（3 分） 

（1）  ，善假于物也。 （荀子《劝学》） 

（2）师道之不传也久矣！  ！（韩愈《师说》） 

（3）月出于东山之上，  。 （苏轼《赤壁赋》） 

五、白话文阅读（二）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 21—24 题。（23 分） 

最是花影难扫 

迟子建 

①在故乡的春夏，要问什么店铺的生意最清冷？无疑是花店了。因为这时节大自然开着豪气

十足的花店，谁能与它争芳菲呢。花儿开在林间，开在原野，开在山崖，开在水边，当然，   这样的

花儿都是野花，达子香，白头翁，铃兰，鸢尾，绣线菊等，它们仿佛彩虹的儿女，红红白白，紫紫黄

黄的，绚丽极了。 

②这时节的居民区也是花团锦簇，农人们栽种在花圃的虞美人，大丽花，金盏菊等，呼应   着

菜圃中的土豆花，豆角花，茄子花和倭瓜花。野花和花圃中的花儿，专为悦人眼目的，不肩   负给人提

供食物的使命，大抵是只开花不问结果，如热烈的情人，不计前程，恣意盛开。而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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圃中开花的植物，命系人类的餐桌，花开得就规矩，适度，收敛，除了倭瓜花开大朵，其余的   细

细碎碎的，它们得留着精气神儿坐果呀。 

③花圃和山间的花儿还开着呢，菜圃的花儿早就谢了，结了果子。待到秋天，人们收获了   果

实，霜也来了。霜是花朵的敌人，它们一来，花季就结束了。被霜打过的花儿，在阳光中耷   拉着脑袋，

憔悴不堪，满脸是泪。它们哭也是没用的，想要绰约的风姿，想要蜜蜂与蝴蝶同欢   的快乐，只有等待

春回大地了。此时它们也许会羡慕菜圃那些不起眼的花儿，它们结了果，在   冬天还活着——谁家的地

窖不储藏着土豆和萝卜呢。 

④冬天的花朵是什么呢？是雪花和霜花，可这样的花儿太素白了，又太脆弱了，说化就化，   于

是喜欢鲜亮颜色的女孩子们，不想让漫漫长冬为这样的花儿所统率，她们在深秋糊窗缝时，   就在两层

窗中间的隔层里，造了一个花园。 

⑤那是独一无二的梅园。 

⑥极北的房屋，为了抵御寒流，玻璃窗都是双层的。这双层窗，一拃间距。深秋时节，人   们糊

窗缝时，会在二层窗间，放上二三十公分厚的保暖的锯末子，然后插几枝用蜡油捏成的梅 

花。 

⑦那时北方偏僻的山村大都没通电，蜡烛是我们的光明神。蜡烛通常红白两色。蜡烛将要   燃

尽时，烛芯气数已尽，侧歪了身子，人们只得吹灭蜡烛，留下烛头。女孩子们最喜欢那一块   块润泽

的蜡烛头了，尤其是红色的。我们会把它们珍藏起来，到了糊窗缝时，将收集到的蜡烛   头，放到一个

空的铁皮盒里，坐到火炉上融化了，一手擎着选好的形态妖娆的干树枝，一手在   滚烫的烛油和凉水

之间飞转，让干树枝瞬间成了干枝梅。 

⑧捏蜡花要眼疾手快，勇气也不能少。大拇指和二拇指要紧密团结，先是共同探入滚烫的烛

油（有点赴汤蹈火的意味），然后赶紧撤兵，再探入事先备好的一碗凉水中，让沾在指尖的那层

烛油，瞬间冷却而不失黏性，再飞速移兵至干树枝，随你选什么位置，以枝条为主心骨，   大拇指

二拇指对着它一捏，奇迹出现了，花瓣似的烛油从指尖脱落，一朵粉红娇嫩的梅花，灿灿绽放了！

一朵，两朵，三朵，七八朵，数十朵，干树枝瞬间春色贯通，梅花点点了！因为女孩手指粗细有别，

再加上所蘸蜡油厚薄不同，蜡花有大有小，有胖有瘦，有深有浅。但不管怎么的，它们都是霜雪时节

开得最烂漫的花儿！我们把这样的梅花，插在二层窗格芳香的锯末子上，它们就像开在金色的泥土里。

这时你封上窗，一个冬天就有花儿看了。 

⑨这样的梅园什么时候消失呢？当寒风撤兵，春风长驱直入，把山岭涂抹上绿色，野花和   庭

院的花儿姹紫嫣红时，人们要开窗闻花香鸟语，破败的梅园也就成为春风中的垃圾，被清理   掉了。 

⑩我很喜欢苏轼的那首《花影》：“重重叠叠上瑶台，几度呼童扫不开。刚被太阳收拾去，又教

明月送将来。”花影在台阶摇曳，任凭什么扫把，也扫不开它。这日光和明月下永不消散的花影，就

是时光，不管它穿越多少年，总会把美留在人的心头。就像我遥想逝去的花儿，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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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是山间的，还是花圃和菜圃中的，抑或是我们亲手在二层窗格打造的梅园，它们没有随着时   光流

逝而被遗忘，而是像风一样，一直吹拂着我的记忆，不让它沉睡。 

⑪哦，还忘了说，我父亲当年看我捏蜡花，还帮我修剪过干树枝呢。他会掰下一些枝条，   让

它变得疏朗，且斜斜地朝向一侧，好像拱着虾米腰。我嫌这样的花枝没有精神，老态龙钟的，   撇进炉膛

烧掉。他还叫我不要在干树枝上捏那么多的蜡花，说花多了反而不受端详。我才不听他的呢，那时

我和所有的女孩子一样，觉得花满枝头才美。等我到了父亲那般的年龄，真正懂得美以后，父亲已去

了另一世界，再无人为我修剪那样的梅枝了。而且，我们也不再捏蜡花，   村落通了电，我们不用蜡烛

了。我们得到了永恒的光明， 却失去窗格里的梅园了。 

（有删节） 
 
 

21.作者开篇用大量笔墨描绘家乡春夏时节的花朵，用意是什么？（5 分） 

 

 

22.本文语言生动，韵味十足，请举例并加以赏析。（6 分） 

 

 

23.作者为什么说“那是独一无二的梅园”？（6 分） 

 

 

24.本文以“最是花影难扫”为题，联系全文，说说“花影”具体指些什么？（6 分） 

 

 

六、写作（60 分） 

25.请从下列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写一篇不少于600字的文章。把所选的题目写在作文纸上。 

（1）一路风景一路歌 （2）分担与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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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i 
2 

3 3 3 3 

3 

1 1 



绝密★启用前 

201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高等学校 

联合招收华侨、港澳地区、台湾省学生入学考试 

数 学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12 小题：每小题 5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 

符合题目要求的） 

1、若集合 A  1, 2, 3，B  2, 3, 4，则 A U B 

（A）2 （B） 2, 3 （C） 3, 4

（ 

（D）1, 2, 3, 4

） 

2、cos 20
0 
cos 25

0  
sin 20

0 
sin 25

0  
 （ ） 

2 
（A） 

2 

1 
（B） 

2 
（C） 0 （D） 

2 

2 

3、设向量 a   3, 0，b   3,1,则 a 与b 的夹角为 （ ） 

（A） 30
0
 （B） 60

0
 （C）120

0
 （D）150

0
 

4、复数
 2 

（ ） 

 

（A）   i （B）   i （C） 
1 
 i （D） 

1 
 i

2 2 2 2 2 2 2 2 

5、等差数列a
n 前 n 项的和为 Sn ，若 a1   4 ， S5   S4   S6 ，则公差 d 的取值范围是

（A） 

1, 

8 




（B） 

1, 

4 




（C） 

 

8 
,  

4 


 

（ ） 

（D） 1, 0


 9 



 5 



   9 5 



6、设椭圆C 的焦点 F (1, 0)、F (1, 0) ,点 P 在C 上， F P  2，F F P  
2

，则C 的 
1 2 2 1   2 

3

长轴长为 （ ） 

（A） 2 （B） 2 （C） 2  （D） 2  2 

7、设函数 y  f (x) 的图像与函数 y  ln(x 1) 的图像关于 y 轴对称，则 f (x)    （ ） 

（A）  ln(x 1) （B） ln(x 1) （C） ln(x 1) （D） ln( x 1)

8、设0  a  1，则 （ ） 

（A） log2 a  log

（C） log2 a  log

（B） log

（D） log

 log

 log

3 3 

2 
a 

2 
a 

2 
a 

2 
a 

a 

a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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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个数字 1 和 4 个数字 2 可以组成不同的 8 位数共有 （ ） 

（A）16个 （B） 70 个 （C）140个 （D） 256 个

10、正三棱柱 ABC  A1B1C1 的各棱长均为1， D 为 AA1 的中点，则四面体 A1BCD 的体积 

是 （ ） 

（A） 
4 

x2 y2

（B） 
8 

（C） 
12 

（D） 
24 

11、双曲线C : 

a2 b2

 1(a  b  0) 的右焦点 F c, 0，直线 y  k x  c 与C 的右支有

两个交点，则 （ ） 

（A） k 
b 

（B） k 
a 

 
b 

（C） k 
a 

 
c 

（D） k   
c

a a 

12、设函数 f (x) 的定义域为 R ，若 g (x)  f (x 1) 与 h(x)  f (x 1) 都是偶函数，则 

（ ） 

（A） f (x) 是偶函数 （B） f (x) 是奇函数

（C） f (2)  f (4) （D） f (3)  f (5)

二、填空题：（本大题共6 小题，每小题5 分） 

13、  x  2
6 
的展开式中 x5 的系数是

14、在ABC 中， D 为 BC 的中点， AB  8 ， AC  6 ， AD  5，则 BC  

15、若曲线 y  x 
1 

x 1 

 

(x  1) 的切线与直线 y 
3

x 平行，则 l 的方程为 

4 

16、直线 x    3y  2  0 被圆 x
2 
 y

2 
 2x  0 截得的线段长为

17、多项式 p(x) 满足 p(2)  1，p(1)  2 ，则 p(x) 除以 x
2 
 x  2 的余式为

r 
18、在空间直角坐标系中，向量 a 在三个坐标平面内正投影长度分别为 2、2、1，则 a    

3 3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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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三、解答题：（本大题共 4 小题，每小题15 分。解答应写出文字说明、证明过程或演算步

骤） 

19、设数列an 各项都为正数，且 a n1  


an    .
 

an  1 

 1 （1）求证 为等差数列； （2）设 a   1，求数列 a a 前n 项和 S . 

 
   n 

1 n   n1 n 

 

 

 

 

 

 

 

 

 

 

 

 

 

 

 

 

 

 
 

20、已知函数 f (x)  ax
3  
 3 a 1x2  

12x . 

（1）当 a  0 时，求 f (x) 的极小值； （2）当 a  0 时，讨论方程 f (x)  0 的实根的

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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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1、袋中有 m 个白球和 n 个黑球时， m  n  1. 

（1）若 m  6， n  5，求一次随机抽取两个球颜色相同的概率； 

5 
（2）有放回地取两次，每次随机抽取一个球，若两次取出的球颜色相同的概率为 ，求 

8 

m : n . 

22、已知椭圆C ： 
x

a2 

y2 

1(a b 0) 的中心为O ，左焦点为 F ，左顶点为 A ，短轴的

b2

一个端点为 B ，短轴长为 4， SABF    1. 

（1）求 a 、b 的值； （2）设直线 l 与C 交于 P 、Q 两点，M (2, 2) ，四边形OPMQ

为平行四边形，求直线 l 的方程. 

2 

第 13 页

北达旗下北京高考网：Www.beijing518.com/gaokao 北达高考全托家教辅导：010-62526900

北达全日制课程：高考复读 外地回京高考 高考艺考文化课 品牌家教一对一高考培优



绝密★启用前 

201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高等学校 

联合招收华侨、港澳地区、台湾省学生入学考试 

英语 

Matriculation English Test(MET17) 
本试卷分第一卷（选择题）和第二卷（非选择题）两部分。 

注意事项： 

1.答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填写在答题卡上。

2.将答案涂写在答题卡上，写在本试卷上无效。

3.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收回。

第一卷 

Ⅱ英语运用(  共 35 小题，每小题 1 分；满分 35 分) 

21.—We haven’t done very well, have we? 

— . At least we tried. 

A.I’m fine B. Never mind

C. You’re welcome D. The same to you

22. There was accident here yesterday. A car hit a tree and driver was badly injured. 

A. an; an B. an; the C. a; a D. a; the

23. something unexpected happens, I’ll see you tomorrow at school.

A. Before B. Unless C. Although D. Because

24. A woman and a child had a escape yesterday when their car left the road. 

A. close B. small C. narrow D. near

25. Whale breathe through lungs just as we humans do, so the come up for air. 

A. may B. can C. might D. must

26. I hate moving. We four moves in three years.

A. have B. will have C. are having D. have had

27.—That drum player was certainly loud.

—I wasn’t bothered by his loudness by his lack of skill. 

A. so much as B. rather than C. as though D. more or less

28. The shipping group, profits dived last year by nearly a third, has told  shareholders to 

expect an even lower result for this year. 

A. whose B. where C. which D. that

29.So, one year of planning, what made you decide then to go into Architecture. 

A. having done B. doing C. to do D. 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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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My brother lent me the money. I couldn’t have afforded the trip. 

A. Furthermore B. Otherwise C. Moreover D. Nevertheless 

31.  began as a local festival has blossomed into an international event. 

A.That B. Where C. Which D. What 

32. We can’t  buying a new car any longer. The one we’ve got now just doesn’t start in the 

morning. 

A. put off  B. pick up C. count on D. bear on 

33.The car is great  its power, economy and space, but it is not comfortable. 

A. by way of B. by means of C. in terms of D. in place of 

34. Ideally we would want to be good contact between the child and both parents. 

A. it B. there C. one D. any 

35. When  , the museum will be open to the public next month. 

A. to complete B. completes C. completing D. completed 
B）完形填空（共 20 小题） 

阅读下面短文，掌握其大意，然后从 36 至 55 各题中所给的四个选项中选出一个最佳答案。 

Gaynor Norgan’s three-year-old daughter Eve began to choke(噎住) on a bag of Maltesers as 

they drove in the car. Gaynor, who is a   36   first aider, desperately tried to force the chocolate    

out 37 the Heimlich manoeuvre(海姆立克急救法). When it  38  she started to fear the worst. 

Then a passing stranger    39    to her aid. 

Gaynor, 39, told the Manchester Evening News: “We were  40  out of the car park and I  

heard Eve gurgling. She was   41   in the back with my mum. I    42    and could see the Malteser 

43 in her windpipe. I stopped the car, 44 her out of the car seat and started to administer the 

Heimlich manoeuvre. I  45  it twice but I couldn’t get it out. Then  46   came over and she   

couldn’t do it either.” 

“I was    47    at that point. I just fell    48    . Then this man came and    49    her from both    

of us and put her over his   50   . He hit her hard on the back and it   51    straight away. Then he 

just      52    her back to me. Then he disappeared.” 

“Eve is all right now but if he hadn’t been there I strongly 53  she would have choked to  

death. I just want to say thank you.” 

The man who 54 wore a brown leather jacket and carried a walking stick. He had slightly 

graying hair and is thought to have been in his 40s. The  55  parents wish he would come   forward. 

36.A. found B. called C. taught D. trained 

37.A. using B. showing C. pushing D. practicing 

38.A. helped B. failed C. took over D. went down 

39.A. attracted B. sent C. entered D. came 

40.A. driving B. running C. walking D. looking 

41.A. sleeping B. sitting C. struggling D. figh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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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A. searched B. went back C. turned around D. started 

43.A. shaken B. lain C. torn D. stuck 

44.A. found B. asked C. prepared D. got 

45.A. blew B. learned C. tried D. rescued 

46.A. a woman B. Gaynor C. a man D. a reporter 

47.A. smiling B. screaming C. rushing D. jumping 

48.A. apart B. over C. out D. away 

49.A. comforted B. assisted C. broke D. took 

50.A. knee B. back C. hand D. head 

51.A. left B. worked C. lifted D. moved 

52.A. paid B. ordered C. handed D. rushed 

53.A. advise B. support C. believe D. promise 

54.A. helped B. managed C. travelled D. drove 

55.A. careful B. grateful C. hopeful D. wonderful 

Ⅲ.阅读理解（共 20 小题，每小题 2.5 分；满分 50 分） 

A 
Julie Boergers, Ph.D.,a sleep expert from the Bradley Hasbro Children’s Research Center, 

recently led a study connecting later school start times to improved sleep and mood in teens. 

“Sleep deprivation is common among teenagers, with potentially serious impacts on mental 

and physical health, safety and learning. Early high school start times contribute to this problem.” 

said Boergers. “In this study, we looked at whether a delay in school start time would change 

students’ sleep patterns, sleepiness, mood and caffeine (咖啡因) use.” 

Beorgers’ team conducted the School Sleep Habits survey among boarding students attending 

an independent high school both before and after their school start time was experimentally  

delayed from 8 to 8:25 a.m. during the winter term. The delay in school start time led to a 

significant increase (29 minutes) in sleep duration on school nights, with the percentage  of 

students receiving eight or more hours of sleep on a school night jumping from 18 to 44 percent.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younger students and those sleeping less at the start of the study were   

most likely to benefit from the timetable change. Daytime sleepiness, low mood and caffeine use 

were all significantly reduced after the delay in school start time. The later school start time had no 

effect on the number of hours students spent doing homework, playing sports or taking part in 

activities outside class. And once the earlier start time changed back during the spring term,   teens 

reverted (恢复) back to their original levels. 

Beorgers said that these findings are important for public policy. “The result of this study add 

to a growing body of research showing important health benefits of later school start times for 

adolescents,” she said, “and we have students who are more alert ( 机 敏 的 ), happier, better 

prepared to learn, and aren’t dependent on caffeine and energy drinks just to stay awake in class.” 

56.What does the underlined phrase “this problem” in Paragraph 2 refer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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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ack of sleep. B. Mental health. 

C. Students’ safety. D. Taking energy drinks. 

57. What happened when school start time was delayed? 

A. Students had less time playing sports. B. Young students became sleepier. 

C. More students slept longer. D. Students got a bad mood. 

58. Why is the study of later school start time important? 

A. It helps form good habits. B. It relates to what students learn. 

C. It increases students’ learning interest. D. It may have an effect on a public policy. 

59. Where can we possibly read this type of article? 

A. A science journal. B. A history book. 

C. A fashion magazine. D. A school yearbook. 
 

B 

Color is a daily mystery. ROY G BIV deals with lots of big-picture color questions, 

explaining why hams are often red and why NYC taxis are yellow. Today’s question: why are  

jeans blue? 

First, why “jeans”? Jean’s twin names——denim and jeans——come from the two  European 

ports that supplied two similar fabrics ( 织 物 )during the Middle Ages. Gene fustian was a 

cotton-linen-wool blend shipped from Genoa. A silk-wool blend called Serge de Nimes, shortened 

to de Nimes or denim, was shipped out of France. Both fabrics gradually changed into similar, 

cotton only blends by the 19th century, according to an article titled A Short History of Denim 

by historian Lynn Downey. Both were “used to make men’s clothing, valued especially for [their] 

properly of durability (耐久性) even after many washings”. 

In 1873 Levi Strauss teamed up with Jacob Davis to produce jeans, they sold like hotcakes to 
Gold Rush miners seeking a durable uniform for fortune-seeking. Jeans rapidly came to stand for 

the character of the American West——rank, energetic, rebellions, and capitalistic. 

While Gold Rush miners probably didn’t care about how denim looked, they cared a lot about 

durability, comfort and fit, at the beginning, Straus offered his “waist overalls” in two varieties: 

brown cotton “duck” or canvas, and blue denim——but by 1911 they’d stopped using cotton duck 

entirely. As historian Downey explains “once someone had worn a pair of denim pants, 

experiencing its strength…and how the denim became more comfortable with every washing...he 

never wanted to wear duck again; because with cotton duck, you always feel like you’re wearing a 

tent.” 

So why are jeans blue? The answer has to do with dye. Unlike most natural dyes that, when 

heated, penetrate cloth fibers directly, indigo  ( 靛 蓝 ) sticks to the cloth’s threads. With   each 

washing some of these dye molecules are stripped away, taking bits of the threads with them. The 

process softens rough fabrics and individualizes the color. This extreme customization made every 

pair a second s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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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How does the author start talking about jeans? 

A. From the quality of the fabrics. B. From a famous historian. 

C. From their hometowns. D. From their names. 

61.Which of the following helped establish the popularity of jeans in 1873? 

A. Hot cakes B. A durable uniform 

C. American character D. Gold Rush 

62. What can we infer about indigo? 

A. It cannot be heated. B. It can be machine washed. 

C. It doesn’t stay for a long time. D. It goes into the cloth’s fibers directly. 

63. By saying “made every pair a second skin” in the last paragraph, the author most probably 

means  . 

A. the pants were made of skin B. the pants fitted people well 

C. the dyes were quite natural D. the threads became softer and softer 

C 

Cloud computing will be in use by about 80 percent of about 600 companies. The trend 

suggests that data management and storage are moving to cloud computing sellers on a large scale. 

Touting( 兜 售 )cloud computing as a way to get rid of the costs of buying and maintaining 

on-site information-technology equipment, sellers offer it in the form of Software As A 

Service(SAAS), a delivery model in which software applications are delivered to customers over a 

web-based network. SAAS can serve the needs of entire companies through huge, web-based 

platforms. As cloud computing rapidly becomes the delivery channel for software developers of  

all shapes and sizes to get their products to market, offering applications in a cloud is now the rule, 

not the exception. A relatively small number of sellers are able to offer SAAS to big companies 

that want company-wide cloud computing, and only the sellers need apply. Although market-share 

data are hard to come by, the list of companies large enough to offer cloud-computing on this scale 

is short: Microsoft, Amazon,Google, Salesforce, Rackspace and not many others. 

The concentration of data and virtual (虚拟) computing in the hands of relatively few sellers 

raises an important risk for their customers if the Internet-based systems of any one seller are 
hacked, the result could be security problems across entire industries in which their customers do 

business, creating liabilities (债务) on an almost unthinkable scale. 

Can this small group of cloud-computing sellers effectively respond to the needs of their 

customers to quickly fix such a problem and, most importantly, cut off the damage to these 

companies’ own customers? Don’t think such things can’t happen. If hackers can penetrate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the risk that they will penetrate Microsoft or Google cannot be   ruled out. 

Compromise of just one of these sellers—— even one with a modest market share—— possibly 

could shut down, at least temporarily, a sizable part of the U.S. economy. 

64.What can cloud computing do? 

A. Reduce the cost of computers. B. Provide softwar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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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Market various products. D. Help companies design websites. 

65. What do we know about cloud computing? 

A. It works under SAAS. B. It covers a large part of market-share. 

C. Most companies can provide it. D. Most sellers apply for it. 

66. Why is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mentioned in the last paragraph? 

A. To warn people of the hackers’ power. 

B. To show relationship between it and Microsoft. 

C. To give an example of the country’s loss. 

D. To present the real picture of the U.S. economy. 

67. What might be the best title for the text? 

A. The Unthinkable Risks of the Cloud B. Cloud Computing and Smart Sellers 

C. SAAS and Changing Companies D. The Cloud Computing Age 

D 
I never knew much about my mother’s father, John LEON La Walla. He moved to the city of 

Melbourne, Australia, in the 1920s, married, and started to raise a family, but died in World War 

Two. All we had was one framed photo of him dressed in his army uniform. 

For some reason, my grandfather had not kept in touch with any of his relatives, although my 

mother did recall some family names. It wasn’t till 1963 that she finally saw her father’s grave, in 

the Albury War Cemetery in New South Wales. I fiercely wanted to know more about this man. 

Who were his parents? Who were his brothers and sisters? Were any of them still alive and, if so, 

where were they now? did they ever wonder what become of our John Leon? 

With the advent (到来) of the internet, I started searching in earnest in the late 1990s. From 

my grandfather’s records in the army, I learned he’d listed his birthplace as Hertfordshire, England. 

“I think his surname must have been a false name,” my father said. This made me upset but I put it 

aside, concentrating instead on my father’s line.I joined a genealogy ( 系谱学) website and was 

soon discovering some of my ancestors from distant relatives. I wrote, “I just could find out about 

my mother’s father now,” and told them of my search. 

In late 2012, I heard from a very distant relation on my father’s side called Julie, from New 

Zealand. As a genealogist herself, she’d taken pity on me and spent several weeks on research. It 

was a bombshell when she said she may have found my grandfather’s family. 

She’d searched English census (人口普查) records and found the surname Waller. The dates 

and first names matched, right down to a brother who’d died on the Western Front. Julie had 

overcome the false name, traced a whole tree and put me in touch with current-day relatives. 

“Consider it an early Christmas present,”she said. Julie had done all this very careful research 

for a stranger. I will be ever grateful. 

68. What can we learn about the author’s grandfather? 
A. He was born in Australia. B. He was a soldier. 

C. He died in 1963. D. He had no rel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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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Why did the author feel upset when knowing his grandfather’s surname may not be real?

A. The Internet was not helpful. B. His father gave up searching.

C. The genealogy website worked well. D. His search could not continue.

70. Who finally succeeded in the search?

A. The author’s father. B. Someone named Waller.

C. The author’s brother D. Julie, a practical stranger

71. What is the main idea of the text?

A. The search of the family root. B. The powerful Internet.

C. The story of a genealogist. D. The gratitude of a young man.

E 
It Liverpool’s weekend Culture Guide is bursting with new music, family fun and a side order 

of food and drink. We’ve prepared a handy guide in the coming months here. 

Alan McGee’s 359 at District-Friday February 7, 8 pm, £ 5 

Blending classic rock and roll and swaggering Liverpool melodies, they’ve just returned from 

London to rave reviews. 

Joining them are garage rockers Go Fiasco, Cornwall’s Black Tambourines and Leon Fender 

Walker. 

Children’s International Festival, Underwater Street, Cunard Building, Pier  Head– Sat–

Sunday, 10am-5pm. £4 Adults, £11 Children. 
A fun-filled activity day for children at the Underwater Street Discovery Centre. 

Activities include face-painting, Bollywood dance workshops and beautiful box making. 

The Children International Festival is encouraged for all ages and to entertain even the  adults 

in various creative workshops. 

Wirral Chinese Association City Rendezvous Restaurant, Columbus Quay — — Sunday 

February 9, 11:30am 

Head to the City Rendezvous Restaurant on Sunday for some unique oriental entertainment. 

Expect lion dancing, traditional Chinese folk dancing, live music, a raffle — — and a visit 

from the money god. 

The Wirral Chinese association will be hosting in the heart of the restaurant on Columbus 

Quay. For more details call Henry on 0151 666 4547. 

Soccer In The City at Steble Fountain outside the Walker Art Gallery——Sunday, February 

9, 10 am, £15 

Soccer In The City offers a fascinating insight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ity of 

Liverpool, its citizens and soccer, the beautiful game. 

There are two tours, Standard Tour & Matchday Tour. 

People are asked to arrive 15 minutes before tours start. Bear in mind your tour will involve 

some short spells of walking, there is no stop planned for toilets or snacks for the first hour and  

you might need an umbr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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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 out more by contacting Peter on 07954373549 and visiting www.soccerinthecity.co.uk. 

72. What is Alan McGee’s show about?

A. Sports. B. Food. C. Music. D. Car racing.

73. Where can you see Bollywold dancing?

A. At Steble Fountain. B. In City Rendezvous Restaurant.

C. On Columbus Quay. D. In Cunard Building.

74.Which of the following can you enjoy for free?

A. Lion dancing. B. Soccer. C. Face-painting. D. Box making

75.Who can you call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Soccer In The City?

A. Henry. B. Peter. C. Leon. D. Alan.

第二卷 

Ⅳ 短文改错（共 15 小题，每小题 1 分;满分 15 分）

此题要求你对一段文章改错。先对每一行做出判断是对还是错。如果是对的，在该行右边横   线上

划一个勾（√）;如果有错误（每行不会多于一个错误），则按情况改错如下：

此行多一个词：把多余的词用斜线（/ ）划掉，在该行右边横线上写出该词，也用斜线

划掉。 

此行缺一个词：在缺词处加一个漏字符号（∧），在该行右边横线上写出该加的词。  

此行错一个词：在错的词下划一横线，在该行右边横线上写出改正后的词。 

注意：原行没有错的不要改。

例： 

When I have free time I go  ∧ a long walk. Some (1 )   for 

people read the books watch television while (2) the

others have sports. Charles and Linda Mason do all (3) √

of these things as well as climbed buildings. (4)climbing：climb

Ⅴ.书面表达（共1 题，满分20 分）

假设你最近就安全意识方面的问

题在班级范围 内进行了调查，学校英语

报刊栏目有意刊登你的调查报告。请根据

下面的调查结果写一篇简短的报告。 

注：自里圈起，数值越大，了解该项目的

人越多。 

注意： 

1.词数100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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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无需逐一说明数值； 
 

3.对突出的问题进行适当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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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密★启用前 

201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收

华侨、港澳地区、台湾省学生入学考试 

物 理 

一、选择题：本题共 13 小题，每小题 4 分，共 52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

一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1、下列实验中，验证了光具有粒子性的是 （ ） 

A、卢瑟福的粒子散射实验 B、密立根油滴实验 

C、杨氏双缝干涉实验 D、康普顿散射实验 

2、两块相距 20cm 的平行金属板之间电场强度为5 10
3 

N C ，则金属板间电势差是（ ） 

A、1.0V B、 2.5V C、1.0KV D、2.5KV 

3、光滑水平面上， t  0时开始用水平恒力 F 拉一物体，物体从静止开始运动。在 0 ~ t0 时间

内 F 做功W1 ，在 t0 ~ 2t0 时间内 F 做功W2 ，则W2 :W1 为 （ ） 

A、1 B、2 C、3 D、4 

4、一定质量的理想气体，在某缓慢变化的过程中，其内能的增量与它从外界吸收的热量相

等，则该过程可能是 （ ） 

A、等温膨胀过程 B、等压膨胀过程 

C、等容升温过程 D、等压压缩过程 

5、两颗卫星绕着同一行星做匀速圆周运动，已知卫星 S1 的轨道半径是1.2 10
7 
m ，周期是

8.0 10
6 
s 。卫星 S2 的轨道半径是3.0 10

6 
m ，则 S2 的周期是 （ ） 

A、1.0 10
6 
s 

C、3.2 10
7 
s 

B、 2.0 10
6 
s 

D、6.4 10
7 
s 

6、如图，用绝缘细绳将两个相同的金属线圈 M 、 N 吊在天花板上，线圈 

平面均与水平面平行。线圈 M 与天花板之间细绳中的张力用T1 表示，线圈 
M

M 、N 之间细绳中的张力用T2 表示。给两线圈中通以相反方向的电流，则 
N 

电流稳定后与通电流之前相比 （ ） 

A、T1 减小， T2 增加 B、T1 不变， T2 增加 

C、T1 不变， T2 减小 D、T1 增加， T2 减小 

7、如图所示，两质量相等的木块 M 、 N 放在水平面上，两者与水平面间的动摩擦因数相

同。 M 、 N 之间用轻绳连接，绳拉直后与水平面之间不平行。先用水平拉力 F1 作用于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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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使两木块一起向右做匀速直线运动，此时轻绳中张力为T1 ；然后改用水平拉力 F2 作用于 M 

，使两木块一起向左做匀速直线运动，此时轻绳中张力为T2 ，则 （ ） 

A、 F1    F2 ， T1   T2 

C、 F1    F2 ， T1    T2 

B、 F1    F2 ， T1   T2 

D、 F1    F2 ， T1    T2 

8、如图，一横截面为直角三角形 MNP的玻璃棱镜， M  60。此截面

内，一束平行光以 60入射角射到 MN 边上，经折射后由 MP 边射出，出

射光束与 NP 边平行，则该棱镜的折射率为 （   ） 

A、 B、1.5 C、 D、2 

9、一质量为 2.5kg 的物体静止于水平地面上。物体与地面间的动摩擦因数为0.2 ，滑动摩擦

力等于最大静摩擦。从t  0 时刻开始物块受到与地面平行的拉力 F 的作用， F 的大小随时 

间变化的规律如图所示。重力加速度取10 m 

A、0 ~ 2s 内 F 小于物体所受的摩擦力 

B、 2 ~ 4s 内物体做匀加速运动 

C、 4 ~ 6s 内物体做匀减速运动 

s
2 。则 F  N （ ） 

12 
10 

8 
6 
4 
2 t s 

D、6 ~ 7s 内 F 大于物体所受的摩擦力 

10、一带负电的粒子静止在平行板电容器的 a 、b 两极板之间， 

0   
1  2 3  4 5  6  7 

a
将交变电压加在电容器上，电压随时间的变化如图所示。t 0 




时，带电粒子在电场力的作用下开始运动， a 板的电势高于b b 

板的电势。粒子与两板的距离足够大，不计重力，粒子的运动 
 

情况可能是 （ ） 

A、在 a 、b 板间做往复运动，先向 a 板运动 

B、在 a 、b 板间做往复运动，先向b 板运动 

C、一直向 a 板运动 

D、一直向b 板运动 

11、一横波在某时刻的波形图如图所示，此时质点 c 的运动方向向上。由图像可知 （ ） 

A、这列波沿 x 轴负方向传播 

B、此时刻质点 a 的加速度为0 

C、此时刻质点b 的速度大于质点c 的速度 

D、此时刻后，质点 d 比质点e 先回到平衡位置 

12．在匀强磁场中，一个静止的原子核发生衰变，衰变后新核与粒子的运动方向均与  

磁场垂直，运动轨迹为两个彼此外切的圆，半径之比为 43 :1，则 （ ） 

A、衰变前原子核的质子数是88 B、衰变前原子核的质子数是86 

C、半径小的圆是粒子的径迹 D、衰变后新核与粒子的动量之比是 43 :1 

   M N  

60

N M 

P 

U 

t 

O     

y  cm 

10 a


 b 

c


x cm 

O 

 10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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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正电子是电子的反粒子，所带的电荷量与电子相同，但符号相

反。1932 年美国物理学家安德森利用云 室观测宇宙射线时， 将

云室置于匀强磁场中，并在云室中插入一块薄铅板，粒子穿过铅板

时会损失一 部分能量。安德森在他所拍摄的大量照片中， 发现一

条正电子的径迹，如图所示。由照片可以判断 （   ） 

A、正电子由下方射入，磁场方向垂直纸面向里 

B、正电子由下方射入，磁场方向垂直纸面向外 

C、正电子由上方射入，磁场方向垂直纸面向里 

D、正电子由上方射入，磁场方向垂直纸面向外 

 

 

 

 

 

 

 

 
铅板 

正电子径迹 

 
 

二、实验题：本题共 2 小题，共 24 分。按题目要求作答。 

14、（10 分）一多用电表的欧姆挡分为×1，×10，×100，×1k 共 4 个挡位。某同学用该表测

量阻值为1k 左右的电阻。完成下列测量步骤中的填空。 

（1）将选择开关置于  挡位。 

（2）将红黑表笔短接，调整  使得  。 

（3）测量电阻时，指针指示位置如图所示，该电阻的阻值为  k。 

（4）测量完成后，将选择开关旋转至 OFF 挡位。 

 

 
15、（14 分）在“用单摆测量重力加速度”实验中，某同学通过改变单摆的摆长 L ，测量对

应的周期T ，得到如下表所示： 

 

 

L m 0.600 0.700 0.800 0.900 1.000 

T 2  s2 
2.45 2.91 3.26 3.61 4.07 

 
（1）利用表中数据，在答题卡相应位置的坐标纸上作出T 

2 
 L 图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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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T 
2 
 L 直线上两点的坐标（ L ， T 

2 
）和（ L ， T 

2 
）来表示直线的斜率k ，可 

1 1 2 2 

得 k   ，重力加速度 g 与 k 的关系式为 g   。 

（3）在所做的T 
2 
 L 直线上适当选择两点，读出其坐标数值，求得 g   m 

2 位有效数字）。 

 
 

s
2 （保留 

（4）按上面方案测量重力加速度，若测量摆长 L 时，没有包括摆球的半径，求得的 g 

值将  （填“大于”“等于”或者“小于”）包含摆球半径的情况下求得的g      值。 
 

T 2  s2 

 

 

 

 

 

4.0 
 

 

 

3.0 
 

 

 

2.0 
 

 
 

0.6 0.7 

 

0.8 

 

0.9 

L m 

1.0 
 

 
 

三、计算题：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74 分。解答时应写出必要的文字说明、方程式和主要演

算步骤，只写出最后答案，不能得分。有数值计算的题，答案中必须明确写出数值和单位。 

16、（16 分）一凸透镜的焦距为10cm 。将一个高度为 2cm 的物体放在光轴上，与透镜的距

离为60cm 。画出光路图并求像到透镜的距离及像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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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 分）一容积为V0 的气缸，缸内的活塞上升到顶端时可被挡住，如图所示。缸内封 

闭着体积为 
3 

V 、温度为300K 的理想气体。活塞体积和质量忽略不计，外界大气压为 P 。 

4  
0 0 

缓慢加热缸内气体，求 

（1）当活塞刚好上升到顶端时气体的温度； 

（2）当气体的压强为 
3 

P 时气体的温度。 
 

2  
0 

 

 

 

 

 

 

 

 

 

 

 

 

 

 

 

 

 
 

18、（20 分）在半径为 R1 的圆柱区域外存在筒状磁场区域，筒的外半径为 2R1 ，其横截面

如图所示。磁场方向垂直纸面，磁感应强度大小为 B ；质量为 m 、电荷量为 q 的带电粒子

以一定速度由磁场内边界沿纸面射入磁场。 

（1）若粒子速度大小为v0        ，求粒子在磁场中运动轨迹的半径； 

（2）若粒子沿半径方向射入，且未从磁场外边界射出，求粒子的入射速度的最大值。 



R1 

2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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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9、（20 分）光滑水平地面上有一质量 M  4.0kg 的小车，车上的水平轨道与半径 R  0.25m 

的四分之一光滑圆轨道在 B 点相切，如图所示。水平轨道右端固定一根处于锁定状态的压缩弹

簧；一质量为 m  1.0kg 的物块紧靠弹簧，与 B 点的距离 L  1m ，整个装置处于静止状态。现

将弹簧解除锁定，物块被弹出后，恰能到达圆轨道的最高点 A。物块与水平轨道间的动摩 

擦因数 0.5，重力加速度 g 取10 m s
2 。求 

 

（1）解除锁定前弹簧的弹性势能 EP ； 

（2）物块第二次经过 B 点时相对于地面速度的大小； 

（3）最终物块与车相对静止时物块到 B 点的距离。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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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密★启用前 

201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高等学校 

联合招收华侨、港澳地区、台湾省学生入学考试 

化 学 

可能用到的原子量 H 1 C 12 N 14 O 16 Na 23 Mg 24 S 32 Cl 35.5 K 39 Ca 40 

Mn 55 Fe 56 Cu 64 Zn 65 Ag 108 

一、选择题：本题共 18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54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

一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1．著名化学家门捷列夫的突出贡献是 （ ） 

（A）提出分子学说 （B）发现元素周期律

（C）提出化学元素概念 （D）发现质量守恒定律

2．下列有关 PM2.5 说法错误的是 （ ） 

（A）是指大气中粒径小于 2.5 μm 的颗粒物

（B）可被吸入肺中，危害人体健康

（C）包括各种微小固体

（D）是指一种化学物质

3．NA 表示阿伏伽德罗常数的值，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A）含 4 mol Si-O 键的石英晶体中，氧原子的数目为 2NA 

（B）100 mL 4 mol/L 的硫酸与足量锌反应，转移电子数为 0.4NA 

（C）2 L 1 mol/L 的盐酸中所含氯化氢分子数为 2NA 

（D）常温常压下，2.24 L CO 和 CO2 混合气体中含有的碳原子数为 0.1NA 

4．下列有关化学用语使用正确的是 （ ） 

（A）硫原子的结构示意图：

（B）溴化铵的电子式：

（C）原子核内有 16 个中子的磷原子：

（D）间甲基苯酚的结构简式：

5．下列有机物分子中所有原子都处于同一平面的是 （ ） 

（A）溴苯 （B）对二甲苯

（C）环己烷 （D）丙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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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 

（A）IA 族元素的金属性均比 IIA 族元素的金属性强 

（B）同周期主族元素的简单离子均具有相同的电子层结构 

（C）N、P、As 的氢化物的沸点依次升高 

（D）Na、Mg、Al 最高价氧化物水化物的碱性依次减弱 

7．下列各组物质中完全燃烧所得 CO2 和 H2O 的物质的量之比相同的是          （   ） 

（A）丙烯、丁二烯 （B）乙二醇、乙醚 

（C）苯、甲苯 （D）乙酸、葡萄糖 

8．除去 MgCl2 溶液中少量 Fe3+的步骤是：先在加热搅拌下加入试剂 X，过滤后再加入适量

盐酸。所加试剂 X 是 （   ） 

（A）氨水 （B）氢氧化钠 （C）碳酸钠 （D）碳酸镁 

9．短周期元素 X、Y、Z 的原子序数之和为 20，且 Y2-与 Z+核外电子层的结构相同。下列化

合物中同时存在非极性共价键和离子键的是 （ ） 

（A）Z2Y （B）X2Y2 （C）Z2Y2 （D）ZYX 

10．放射性同位素，其放射性原子衰变至原来一半数量所需的时间称作半衰期。203Hg 可用

于医疗肾脏扫描，其半衰期约为 46 天。某医院购得 0.200 mg 的 203Hg(NO3)2 试样，放置 184 

天后，未发生衰变的试样质量约为（mg） （   ） 

（A）0.0125 （B）0.0250 （C）0.0500 （D）0.1000 

11．右图所示是一种以熔融碳酸钾作为电解质的燃料电池。下列有关该电池的叙述错误的是 

（ ） 
 

 

 

 

 

 

 

 

（A）正极反应为：CO2 + 1/2 O2+2e- === CO3
2 -

 

（B）电池总反应为：H2 + 1/2 O2 === H2O 

（C）负极反应为：H2－2 e- === 2 H+ 

（D）该电池需在高温下运行 

12．下列各组物质气化或熔化时，所克服微粒间的作用力，属同种类型的是     （   ） 

（A）单质碘和干冰的升华 

（B）二氧化硅和氧化镁的熔化 

（C）氯化钾和金属铜的熔化 

（D）乙醇和四氯化碳的蒸发 

熔

融

碳

酸

钾 

H2 
空气 

H2O 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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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13．下列实验能达到预期目的的是 （ ） 
 

选项 实验内容 实验目的 

A 将 SO2 通入酸性 KMnO4 溶液中 证明 SO2 具有漂白性 

B 往海带灰的浸泡液中通入过量氯水 保证 I-完全氧化为 I2 

C 
将铜片与浓硝酸反应生成的气体，收集后 

用冰水冷却降温 
研究温度对化学平衡的影响 

 
D 

向两支试管中加入相同体积不同浓度的 

H2O2 溶液，再向其中一支试管加入少量 

MnO2 固体 

研究催化剂对 H2O2 分解速率

的影响 

 
14．已知氧化还原反应：2Cu(IO3)2+24KI+12H2SO4 === 2CuI↓+13I2+12K2SO4+12H2O，1 mol 

氧化剂在反应中得到的电子为 （ ） 

（A）10 mol （B）11 mol （C）12 mol （D）13 mol 

15．能正确表示下列化学反应的离子方程式是 （ ） 

（A）NH4HSO4 溶液中加入少量的 Ba(OH)2 溶液：Ba2++SO4
2- === BaSO4↓ 

（B）用稀硝酸洗涤试管内壁的银镜：3Ag+NO3 +4H+ === 3Ag++NO↑+2H2O 

（C）氢氧化镁溶于稀盐酸：H++OH- === H2O 

（D）碳酸钙与甲酸溶液反应：CaCO3+2H+ === Ca2++H2O+CO2↑ 
16．将 pH=3 的盐酸和 pH=11 的氨水等体积混合后，溶液中离子浓度关系正确的是（ ） 

（A）c(NH4+) > c(Cl-) > c(H+) > c(OH-) 

（B）c(NH4+) > c(Cl-) > c(OH-) > c(H+) 

（C）c(Cl-) > c(NH4  ) > c(H ) > c(OH-) 

（D）c(Cl-) > c(NH4  ) > c(OH-) > c(H ) 

17． 下列化合物中，与丁烯具有相同的碳、氢质量分数，但不为同系物的是 （ ） 

（A）丁烷 （B）环戊烷 （C）1-戊烯 （D）异戊烷 

18．反应 X(g)+3Y(g)  2Z(g) △H < 0，在不同压强 P1>P2 下，平衡时混合气体中 Z 的 

体积分数与温度的关系图为 （ ） 
 

(A) (B) (C) (D) 
二、根据要求解答 19~25 题，将答案写在答题卡相应位置上。 

19．（15 分） 

硫单质及化合物性质丰富，应用广泛。回答下列问题： 

（1）H2S  的沸点比水  （填“高”或“低”），S 的熔点比 SO3 的高，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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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硫中  （填“存在”或“不存在”）多原子分子； 

（2）SO2   在催化剂存在下与 O2   反应生成 SO3，SO2   与 O2   混合气体的流速与 SO2 

的转化率的关系如图所示，呈现这种曲线变化的原因是  ； 

 
 

SO2 转化率 
 

 
SO2 与O2 混合气体的流速 

（3）氢硫酸为二元弱酸，其酸度主要由第一步电离决定的。其溶液中浓度最接近的物

种是  （填选项前字母） 

A．H2S  和 H+ B．H+和 HS- C．H+和 S2- D．HS- 和 S2-
 

（4）常温常压下，3.40g H2S 在空气中充分燃烧生成 H2O(l)和 SO2，放热 60.32kJ。

该反应的热化学方程式为  ； 

（5）含硫煤炭在燃烧过程中会向大气中释放  ，对环境造成严重危害。故常在  

煤炭燃烧时掺入少量石灰石以脱硫。高温下脱硫原理为    

（写化学方程式）。 

20．（15 分） 

HNO2 为一元弱酸，20.00ml 的此弱酸溶液用 0.1000mol/L NaOH 滴定，滴定过程中， 

溶液的 pH 随 NaOH 溶液体积的变化如下图所示，回答下列问题： 

 

 

 

 

 

 

 

 
 

（1）HNO2 电离常数表达式为   ；从滴定曲线可得 

出此 HNO2 溶液的浓度为  ； 

A．10-3 B．10-4 C．10-5 D．10-6
 

（2）一些指示剂的性质如下表所示，则在此滴定中可选用的指示剂为  ，滴 

定终点的颜色变化为  ； 

 

 

 

 

 

 

（3）在上 述 滴 定 过 程 

指示剂 变色范围 酸色 碱色 

甲基橙 3.1～4.4 红色 黄色 

甲基红 4.4～6.2 红色 黄色 

酚酞 8.0～10.0 无色 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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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当 pH=5   时 ， 溶 液 中 所 有 离 子 的 浓 度 由 大 到 小 排 列 的 顺 序 是 

  ； 

 

（4）已知：Ka(HClO)=2.90×10-8，Ka(HClO2)=1.15×10-2，则浓度均为0.01mol/L 的NaClO 

、NaClO2、NaNO2 的溶液的pH 由大到小的顺序为  。 

21．（16 分） 

有机化合物A～F 的转化关系如下图所示。D 为环状化合物，只含一种化学环境的氢， 

F 为可用于制备有机玻璃高聚物。 
 

回答下列问题： 

（1）A 分子中含有的官能团的名称是  ； 

（2）B、D 的结构简式依次为  、  ； 

（3）由C 生成E 的化学方程式为   ， 

反应类型是  ，E 的化学名称是  。 

（4）F 的结构简式为  ； 

（5）写出与C 具有相同含氧官能团的C 的所有同分异构体的结构简式（不含立体异构）： 

  。 

22．（15 分） 

常温下A 是具有刺激性气味的无色气体，它能使热的CuO 还原，生成物中含有两种单质， 

其中一种为气体B（空气的主要成分）。液态A 和金属钠反应能生成固体C 和可燃性气体D， 

C 可看作 是A 分子中的一个原子被钠所替代。A 与Cl2 经多步反应最后得到液体E，其分子

的空间结构与A 的相似。 

回答下列问题： 

（1）A 与CuO 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 

（2）B 分子比较稳定的原因是   ，C 的电子式

为  ，其晶体类型为  ； 

（3）E   分子中的化学键为  共价键（填“极性”或“非极性”），E    分子的空

间结构为  ，E 和水反应后生成A  和一种弱酸， 该弱酸的分子式为 

  ； 

（4）在催化剂作用下，A 与空气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 

第 33 页

北达旗下北京高考网：Www.beijing518.com/gaokao 北达高考全托家教辅导：010-62526900

北达全日制课程：高考复读 外地回京高考 高考艺考文化课 品牌家教一对一高考培优



 

 

 

23．（15 分） 

水杨酸甲酯可从冬青植物中提取，俗称冬青油，常作为香料用于食品、牙膏和化妆品中。   它

的一种化学合成方法、使用的主要仪器及实验操作如下： 

（ⅰ）反应方程式 
 

（ⅱ）主要仪器和装置 
 

（ⅲ）主要化合物物理性质 
 

化合物 状态 密度/（g·cm-3） 溶解性 

水杨酸 白色固体 
 

1.18 微溶于水，溶于甲醇 

冬青油 无色液体 
 

1.54 微溶于水，溶于甲醇 

甲醇 无色液体 
 

0.79 溶于水 

（ⅳ）操作步骤 

 

①向干净的a 中，加入水杨酸6.9g，甲醇30ml，缓缓加入2ml 浓H2SO4，使反应物混合均

匀，加入沸石，安装好b； 

②加热a 中液体沸腾，维持1.5h，冷却后，将a 连接成如图B 装置，再加入沸石，加热蒸

出未反应的甲醇； 

③冷却后，向a 中加入20ml 水，转入C 中，分去水后，依次用水、10%碳酸氢钠溶液洗

涤，再用水洗至中性； 

④粗产品用无水MgSO4 干燥后，滤除干燥剂，减压蒸馏得到产品。

回答下列问题： 

（1）b 的名称为  ； 

（2）操作①中加入沸石的目的是  ；操作②中再加入沸石的原因是 

  ； 

（3）在操作步骤②中，将甲醇蒸出的原因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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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使用10%碳酸氢钠水溶液洗涤产品的目的是 ； 

（5）使用C 进行③操作时，应注意及时 ，以确保实验顺利 

进行； 

（6）实验中使用过量甲醇的原因是 ； 

（7）操作时如不小心将浓H2SO4 滴在皮肤上，处理的方法是

。 

24．（10 分）

某液体化合物X2Y4，常用做火箭燃料。16 g X2Y4 与一定量的O2 在密闭容器中恰好完全

燃烧，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X2Y4(l) + O2(g) === X2(g) + 2Y2O(l)。冷却至标准状况下，气态

生成物的体积为 11.2 L，其密度为1.25 g/L。

（1）列式计算X2 的分子量，并推断Y 元素的名称；

（2）若反应生成0.1 mol X2，则转移电子 mol。

25．（10 分）

取PbO 和PbO2 混合物0.685g，用适量的稀草酸（二元酸H2C2O4）溶液处理，将其中的

PbO2 还原为 Pb2+
，再用氨水中和得到草酸铅沉淀；将过滤并洗涤的沉淀溶于酸后，用

0.04000mol/L KMnO4  溶液滴定到终点消耗30.00ml  滴定液。列式计算该样品中PbO 和

PbO2 的质量分数。已知：5H2C2O4 + 2MnO4
- + 6H+=== 2Mn2+ + 10CO2↑ + 8H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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