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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 届国际科学与和平周全国中小学生（江苏地区）
金钥匙科技竞赛初中个人初赛赛题
（满分 130 分，附加题 40 分）
市县 _____________ 学校 _____________ 班级 __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
校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编 _____________ 得分 _____________

一、知识题（本题由选择题和判断题组成，共 30 题，每题 2 分，共 60 分）
（一）选择题（单选题。把正确选项的字母填在括号内。每题 2 分，共 30 分）
1.（ ）由中国完全自主研发的水陆两栖飞机是下列哪一个？
A.C919

B. 运 -20

C.AG600

2.（ ）猫科动物有 3 个亚科，下列错误的是哪一个？
A. 猫亚科

B. 云豹亚科

C. 豹亚科

3.（ ）“天宫一号”的陨落点位置应为下列哪个选项？
A. 北印度洋

B. 南太平洋

C. 北大西洋

4.（ ）遗传密码是将什么翻译成蛋白质的一套特殊指令？
A.RNA

B. 染色体

C.DNA

5.（ ）面条、粉丝可以被点燃，是因为其中含有大量的哪种成分？
A. 淀粉

B. 蛋白质

C. 脂肪

6. （ ）可燃冰主要是由以下哪种化学物质构成的？
A. 一氧化碳

B. 甲烷

C. 氢气

7. （ ）咸蛋黄会渗出油来，是因为蛋黄中有哪种营养成分？
A. 蛋白质

B. 脂肪

C. 碳水化合物

8. （ ）2017 年 9 月 25 日那天，打开微信出现的新的地球照片是我国“风云四号”卫星拍摄的，
它是一颗什么卫星？
A. 气象卫星

B. 量子卫星

C. 碳卫星

9.（ ）以下哪项不是铁轨上铺小石子的好处？
A. 分散铁轨和火车重力

B. 降低粉尘、美化环境

C. 防止野草在铁轨上生长

10.（ ）烧烤特别诱人，以下哪项不是烧烤诱人的主要原因？
A. 发生了美拉德反应

B. 木炭里的木质素分解出了愈创目酚，有特殊芳香气味

C. 肉烧焦后产生特殊香味
11.（ ）2017 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雷纳·韦斯、基普·索恩和巴里·巴里什，以表彰他们
在哪方面的贡献？
A. 石墨烯

B. 引力波

C. 拓扑绝缘体

12.（ ）目前我国城市空气质量监测的污染物中不包括下列哪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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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粉尘

B.PM10

C. 二氧化硫

13.（ ）人工智能的目的是让机器能够做到以下哪一点，从而实现某些脑力劳动的机械化？
A. 具有完全的智能

B. 和人脑一样思考问题

C. 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

14.（ ）近几年家庭燃气爆炸事故多发，其中有一个细节很多居民未注意，使用燃气灶具时，应
当怎样做？
A. 应先开气阀后点火，即“气等火”

B. 应先点火后开气阀，即“火等气”

C. 先点火还是先开气阀都无所谓，二者都是正确的
15.（ ）流感经常流行的主要原因是以下哪一项？
A. 天气变化

B. 流感病毒经常发生变异

C. 人体对流感病毒不产生免疫力

（二）判断题（正确的打“ √”，错的打“×”。每题 2 分，共 30 分）
1.（ ）“张衡一号”电磁监测试验卫星并不能直接预测预报地震，而是主要用于地震前兆信息
的分析研究。
2.（ ）铁锈的主要成分是氧化铁，当它和水分子结合的时候颜色发红，称为氧化铁红，当它失
去水分子则颜色发黄，称为氧化铁黄。
3.（ ）为提高手机使用的安全性，我们在应用手机 App 时，应仔细甄别，谨慎输入自己的个人信息。
4.（ ）我们在感冒病重期间会流“清水鼻涕”，其直接原因是鼻涕中的糖蛋白含量不足。
5.（ ）水稻叶子可以呈现绿色是因为它的叶肉细胞里含有线粒体。
6.（ ）影子并非只有黑色，也可以有彩色的影子。
7.（ ）水在 0℃以下，也可以是液态。
8.（ ）夸克的“颜色”与视觉上的色彩无关，而仅仅是夸克的一种性质的奇特名称。
9.（ ）史蒂芬·霍金认为黑洞能够向外发出辐射。
10.（ ）抗生素的发现大大降低了细菌的感染率，在治疗上，建议医生尽量使用抗生素以保证患
者的健康。
11.（ ）洗碗用的洗洁精是一种表面活性剂。
12.（ ）白犀牛由于身体颜色较白，故而得名。
13.（ ）电子设备都是非常坚硬的，不可能出现具有柔性或可延展性的电子器件。
14.（ ）比特币的核心原理是“区块链”技术。
15.（ ）裸鼹鼠没有眼睛。
二、综合应用题（共 2 题，每题 10 分，共 20 分）
1. 海水为什么是蓝色的？（10 分）
1921 年的一天，印度科学家拉曼从地中海乘船回国。轮船行驶在蓝色的海面上，拉曼站在甲板上
欣赏着美景。旁边一个孩子突然问母亲 :“大海为什么是蓝色的 ?”年轻的母亲不知该如何回答。拉曼
微笑着告诉孩子 :“因为大海反射了天空的颜色。”在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英国物理学家瑞利勋
爵的观点，他曾推断出“海水的蓝色是反射了天空的颜色所致”这一结论。可是，告别那一对母子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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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曼总觉得自己的解释有点牵强。回国后，拉曼立即着手研究“海水为什么是蓝色的”这个课题，他发
现瑞利的实验证据不足，便决心抛开陈旧的观点，重新进行研究。
请结合相关科学知识，解释海水为什么是蓝色的？

2. 生物进化（10 分）
请介绍 2 个人类影响生物进化的例子（4 分），并对此现象作简单的生物学分析（6 分）。

三、发散思维题（20 分）
人工智能时代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怎样的变化？发散你的思维，把你的想法写出来吧。
请列举 4 个方面的变化，每答出 1 种合理变化得 5 分，满分 20 分。

（作文请另附纸作答）
四、作文题（30 分）
2018 年 1 月，英国剑桥医学研究委员会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发现，酒精能引起动物干细
胞 DNA 不可逆损伤，他们的发现发表在《自然》杂志上。但根据 2018 年 2 月 18 日在美国科学促进
会年度会议上的报道，美国加州大学科学家根据对 90 岁以上高寿人群进行的调查发现，饮酒可以帮助
人活得更长。
平常我们也会偶尔看到结论相互矛盾的科学研究，请问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科学，用
什么样的态度对待这些矛盾的科学研究？提出你的观点，写出一篇作文。
要求：1. 标题自拟；2. 文体不限；3. 文字控制在 800 字以内。
（以下为附加题）
五、研究性学习题（20 分）
绿色植物吸收光能，把二氧化碳和水合成富能有机物，同时释放出氧的过程被称为光合作用。为
了探究绿色植物对太阳光中哪种颜色的光利用率最低，假如有 3 盆大小和生长状况相同的绿色植物，
以及大小相同的有色玻璃罩，玻璃罩的颜色分别是红、蓝、绿色，完成以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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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请你设计一个实验，找出植物对太阳光中哪种颜色的光利用率最低，给出实验步骤。（10 分）

2. 太阳光中的红光、蓝光和绿光，植物的光合作用对哪种光利用率最低？（3 分）

3. 如果没有有色玻璃罩，只有无色透明的玻璃罩，是否可以用油画颜料涂抹在玻璃罩上再做上述
实验？（2 分）为什么？（5 分）

六、动手实践题（20 分）
桥梁的设计与制作
材料：A4 纸 5 张
工具：剪刀 1 把、垫板 1 个、直尺 1 根、双面胶 1 卷、大橡皮 1 块
要求：用提供的材料制作一座桥梁结构，该结构的中间点上必须能够承载一块大橡皮，该结构的
跨度越大越好。如果学校条件允许，建议组织同学比赛，看谁做的桥梁结构跨度大。
——————————————————————————————————————————
金钥匙科技活动举办 20 多年来，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心和重视。为进一步提高金钥匙科技活动
的科学性、公正性和系统性，加强对选手的规范管理，加强对活动的研究和评估，自 2018 年始，所有
金钥匙科技活动的选手需在网上（或手机客户端）填报组织信息。现将填报方式通知如下：
1. 选手信息填报由选手自主完成，登陆网站 www.scol.org.cn 或扫描右方二维码，按照提示完成注
册即可（封底有详细的信息填报步骤，可参考）。
2. 选手完成注册后，可以获得以下相关资源：自动生成“参赛证明”（此参
赛证明可由选手自行下载）；近两年来相应试题和答案；参与金钥匙科技竞赛网
络家庭赛；参与网上抽奖活动。
请选手拿到试卷后，尽快完成信息填报！咨询电话：025-84409464 周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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