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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  

华南理工大学 

2014 年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试卷 

(请在答题纸上做答，试卷上做答无效，试后本卷必须与答题纸一同交回) 

 科目名称：：材料物理与化学；化学工程；化学工艺；生物化工；应用化学；工业催化； 

能源化学工程；环境工程；生物医学工程；化学工程(专硕)；生物医学工程(专硕) 

本卷满分：150 分 共 3 页 

说明：本套试题总体不难！但个别小题容易出错，例如第 2、4、8 和 10 题。葛老师已对试

题作了少量规范化处理并完成解答。因此可能有不妥之处，欢迎用电子邮件告知，谢谢！ 

更多信息请看主页：    www.huacai.net 

葛华才老师的邮箱：ge1963@126.com 

 

1．1 mol 单原子理想气体，始态为 200 kPa、11.2 dm
3，经 pT = 常数的可逆过程，压缩到

终态为 400 kPa，已知气体的 CV,m = 1.5R。求： 

 (1) 终态的体积和温度； 

 (2) 过程的U 和H； 

(3) 过程的 Q 和 W 。(15 分) 

1. 解：(1)  T2=134.7K, V2= 0.00280m
3
 ;(2) U= -1680J,H = -2800J；(3)W=2240J ;Q= -3920J 

 

2. 100℃的恒温槽中有一带活塞的导热圆筒，筒中为 3mol N2(g)及装于小玻璃瓶中的 2mol 

H2O(1)。环境的压力即系统的压力维持 120 kPa 不变。今将小玻璃瓶打碎，液态水蒸发至平衡

态。求过程的 Q，W，△U，△H，△S，△A 及△G。已知水在该温时的摩尔蒸发焓为 40.668kJ·mol
-1。

(15 分) 

2. 解：S=243.14 J·K
-1

;H=81.336kJ;Qp=H=81.336kJ;W = -6205J; 

U=75.13 kJ; A -15.60 kJ; G-9.392 kJ 

 

3. 293 K 时，HCl (g)溶于 C6H6 (l)中形成理想稀溶液。当达到气-液平衡时，液相中 HCl 摩尔

分数为 0.0385，气相中 C6H6 (g)的摩尔分数为 0.095。已知 293 K 时，C6H6 (l)的饱和蒸汽压为

10.01 kPa。试求： 

（1）293 K 时该溶液中苯与纯苯的化学势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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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3 K 时气-液平衡时气相的总压。 

（3）293 K 时 HCl (g)在苯溶液中的亨利系数 kx,B。 

（4）该溶液凝固点降低值，已知苯的凝固点降低系数 Kf=5.10 K
.
kg

.
mol

-1，苯分子的相对质

量为 78。（15 分） 

3.解：苯和 HCl 分别记为 A 和 B。 

（1） * -1
A(l) A(l) 95.3J mol      

（2）p= 101.3 kPa     

（3）kx,B= 2381 kPa  (4 分) 

（4） f f HCl 3

0.0385
5.10 K 2.62K

(1 0.0385) 78 10
T K b


     

  
 (4 分) 

4. 草绘水的相图，指出各区相态，指出两相和三相共存时的情形。依据相图解释冰川达到一

定高度后会发生雪崩的现象。（10 分） 

4.答：（1） 

（4 分） 

（注：数字不标，但横纵轴物理量不标出者扣 1 分；未显示截止到临界点者扣 1 分）。 

自由度数 F=3-P，两相时 F=1，对应三条两相线；三相时 F=0，对应于点 O。（2 分） 

（2）由克拉佩龙方程知，水的熔点曲线斜率为负值，即压力增大时冰的熔点降低，故冰川达到

一定高度后，冰川底部承压很大(100m 冰川，受压 0.98 MPa 即约 10 大气压)，熔点较低而容易

发生融化，水的体积比冰小而产生空洞，因而发生崩塌和滑动。（4 分） 

5. 实验得到镁硅系统冷却曲线的结果如下： 

wSi 0 0.03 0.20 0.37 0.45 0.57 0.70 0.85 1.00 

折点温度 T/K   1273  1343  1423 1563  

平台温度 T/K 924 911 911 1375 1223 1223 1223 1223 1693 

    (1) 确定镁硅之间形成的化合物的化学式。已知镁和硅的摩尔质量分别为 24.3 和 28.1 

g
.
mol

-1。 

(2) 绘出此系统的相图。 

(3) 在图中指出各相区和三相线的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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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画出 wSi=0.9 从 1700 K 降温至 1000 K 的冷却曲线。 

(5) 镁硅混合物冷却是否可能得到纯硅固体？根据相图如何得到？(15 分) 

5. 答：（1）SiMg2，在相图中用 E 表示。   (3 分) 

 

  Mg－Si 二组分系统的温度－组成相图 

(2) 见相图 (5 分)。(3) 相态：9 个点 (4 分)。(4) 步冷曲线（1 分） 

    (5)直接冷却无法得到，但可在含 Si 量高区域高温液相冷却控制在 1223K 以上的 L+Si(B)，

滤出液体可得纯硅固体。(2分) 

 

6. 已知 298 K 时，反应 H2(g) +(1/2) O2 (g) = H2O (g) 的
r mG  = -228.57 kJ . mol

-1
, 298 K 时水

的饱和蒸气压为 3.1663 kPa, 水的密度为 997 kg. m
-3。求 298 K 时反应 H2 (g) + (1/2)O2 (g) = 

H2O (l) 的
r mG 。 

6. 解：
r mG = -237.12 kJ.mol

-1     
 (2 分)  

 

7. 25℃时用一电导池测得0.01 mol·dm
-3

 KCl溶液的电导为1.227×10
-3 

S，0.01 mol·dm
-3

 CuSO4

溶液的电导为7.231×10
-4 

S。已知该温度下0.01 mol·dm
-3

 KCl溶液的电导率 0.1413 S·m
-1，试求：

(1) 电导池常数；(2) CuSO4溶液的电导率；(3) CuSO4溶液的摩尔电导率。(10分) 

7. 解：(1) 电导池常数 Kcell =115.2 m
-1

............. (3分) 

(2)  (CuSO4) = 0.08330 S·m
-1  

.... (3分) 

(3) 摩尔电导率 (CuSO4)= 0.008330 S·m
2
·mol

-1   
...................... (4分) 

 

8. 25℃、p
 时用Cu作阴极, 石墨作阳极，电解0.001 kg·mol

-1 
ZnCl2 溶液，已知H2在Cu电极

上的超电势为0.614 V，O2在石墨电极上的超电势为0.806 V，Cl2在石墨上的超电势可忽略，并

且浓度近似等于活度，试问阴极上首先析出什么物质？在阳极上又析出什么物质? 已知

E(Zn
2+

|Zn)，E(Cl
-
|Cl2)，E(H2O|O2)分别为-0.763V，1.36V，0.401V。(15分) 

8.解：阴极反应：Zn
2+ 

+ 2e   Zn(s),  2H
+
 + 2e   H2(g) 

       E析(H
+

 | H2) = -1.028 V ......................(3分) 

    E(Zn
2+

|Zn) = -0.852V ...................(3分)  

阴极析出电势越正，越易在阴极上析出，故Zn优先析出。..............(1分) 

     阳极反应：2Cl
- 
{a(Cl

-
)}   Cl2(p

)+2e
-
,  2OH   (1/2) O2( p

) + H2O +2e
-
 

阳极析出电势越小，越易反应，故首先逸出Cl2(g)。........................(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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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一恒容均相反应系统中，某化合物 A 分解 50%所需时间与初浓度成反比。在不同初浓

度和温度下，测得分解反应的半哀期见下表： 

T／K 967 1030 

cA,0／mol
.
m

-3
 4.875 5.605 

t1/2／s 1520 212 

(1) 求反应的级数。 

(2) 求两种温度下的速率常数 

(3) 求反应的活化能。 

(4) 求初浓度为 10 mol.dm
-3、温度为 1000K 时反应的半衰期。(15 分) 

 

9.解：(1)应级数为 2。(2 分) 

(2) k1=1.350×10
-4

s
-1·dm

3·mol
1 

       , k2=8.416×10
-4

s
-1·dm

3·mol
1   

(4 分) 

(3) 240.6 kJ·mol
1 

(3 分) 

(4) t1/2 =275.9 s
    

(3 分) 

 

10. 对放热的対行反应，存在一个最佳的反应温度，试利用热力学和动力学原理说明其原因。

(10 分) 

  10.答：见教材解释。 

 

11. 某液体的表面张力与温度的关系如下： 

/ (10
-3

N·m
-1

) ＝ 21.50 － 0.086( t /℃) 

今将10kg 该液体在80℃ 及101325Pa 下等温可逆分散成半径为2.00×10
-7

m的球形小液滴，计算： 

(1) 过程的吉布斯函数变。 

(2) 小液滴的附加压力。 

(3) 该小液滴的饱和蒸气压。 

(4) 若将半径为1.00×10
-7

m 的毛细管插入该液体中，已知润湿角为20°，则管中液面将上

升多少?。 

已知 80℃ 及 101325Pa 时该液体的密度为 882kg·m
-3，摩尔质量为 74×10

－3
 kg·mol

-1，不考

虑分散度对表面张力的影响。(15 分) 

解：G =2486J；p =1.462×10
5
Pa ；pr = 101749 Pa;h = 31.8 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