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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弱电解质的电离

资料卡片

第三章 水溶液中的离子平衡

知识通关

绎知识点一、电解质

员援电解质概念

电解质是指在水溶液或熔融状态下能够导电的化

合物。

圆援电解质导电

电解质溶液导电的原因是溶液中存在自由移动的

离子。

猿援强电解质与弱电解质

强电解质是指溶于水后或熔融状态下，能完全电离

的电解质；弱电解质是指溶于水后，仅部分电离的电

解质。

源援常见的强电解质和弱电解质的分类

绎知识点二、弱电解质的电离平衡

员援电离平衡理论

在一定条件（如温度、浓度一定）下，弱电解质在溶

液中电离成离子的速率和离子结合生成弱电解质分子

的速率相等，电离过程就达到了平衡状态。

圆援电离平衡特点

电离平衡与化学平衡相似，也具有逆、等、动、定、变

等特点。“逆”是指弱电解质的电离是可逆过程；“等”是

指弱电解质分子电离成阴阳离子的速率和离子重新结

合成弱电解质分子的速率相等；“动”是指电离平衡是一

种动态平衡；“定”是指条件不变，溶液中各种分子、离子

的浓度不变，溶液里既有离子又有分子；“变”是指电离

平衡状态的存在是有条件的，当条件（如浓度、温度等）

改变以后，电离平衡就会从原来的平衡状态变化为新条

件下的平衡状态，这种变化又叫做电离平衡的移动。

猿援影响电离平衡的因素

①内因：影响电离平衡的因素主要是电解质本身的

性质。

②外因：浓度影响：浓度越大，电离程度越小。在稀

释溶液时，电离平衡向右移动，而离子浓度一般会减小。

温度影响：因为电离是吸热热反应，温度越高，电离程度

越大。

源援电离平衡常数

①数学表达式

一元弱酸 匀粤：匀粤葑匀垣垣粤原的电离平衡常数 运ａ＝

c（H+）·c（A-）
c（HA） ；一元弱碱 BOH：月韵匀葑月垣垣韵匀原的电离平

衡常数 运ｂ＝
c（B+）·c（OH-）

c（BOH） 。

②电离平衡常数的意义

一定温度下，运 值越大，表示该弱电解质的电离程度

越大，所对应的弱酸或弱碱相对较强。多元弱酸只考虑

第一步电离。

当外界条件发生变化时，电离平衡就会发生移动。弱电解质的电离遵循化学平衡移动的原理。如 0.1 mol/L 的

CH3COOH 溶液中存在电离平衡：CH3COOH葑CH3COO－+H+ ΔH>0，各类条件改变时，平衡移动方向、溶液中各种微

粒浓度变化、导电能力变化、电离平衡常数 Ka 等的变化如下：

加水（稀

释问题）

加冰醋酸

（变浓问题）
升温

加入固体

NaOH
加入无水

CH3COONa
（同离子效应）

通入气体 HCl 加入等浓度的

CH3COOH 溶液

平衡移动方向 正移 正移 正移 正移 逆移 逆移 不移动

电离程度 增大 减小 增大 增大 减小 减小 不变

n（H+） 增大 增大 增大 减小 减小 增大 增大

n（CH3COO原） 增大 增大 增大 增大 增大 减小 增大

n（CH3COOH） 减小 增大 减小 减小 增大 增大 增大

c（H+） 减小 增大 增大 减小 减小 增大 不变

c（CH3COO原） 减小 增大 增大 增大 增大 减小 不变

c（CH3COOH） 减小 增大 减小 减小 增大 增大 不变

pH 增大 减小 减小 增大 增大 减小 不变

Ka 不变 不变 增大 不变 不变 不变 不变

导电能力 减弱 增强 增强 增强 减弱 减小 不变

c（CH3COO原）/
c（CH3COOH）

增大 减小 增大 增大 增大 减小 不变

c（CH3COO原）/
c（H+）

减小 增大 -- 增大 增大 减小 不变

影响

改变条件

员援电解质是化合物，单质

和混合物不是电解质；

圆援必须是由物质本身电离

出离子的化合物才是电解质；

猿援酸、碱、盐、活泼金属氧

化物属于电解质。

1.电解质的强弱是由物质

的内部结构决定的。

2.电解质的强弱与溶液导

电能力没有必然联系。电解质

溶液的导电能力与离子浓度和

离子所带电荷数有关，强电解

质溶液的导电能力不一定强。

3.电解质的强弱与其溶解

度无关。某些难溶盐，虽然溶解

度小，但其溶于水的部分完全

电离，仍属于强电解质。有少数

盐尽管能溶于水，但只有部分

电 离 ， 属 于 弱 电 解 质 ，如

（悦匀猿悦韵韵）圆孕遭 等。

电解质的判断

电解质的强弱与电解质的溶

解性及溶液导电性的关系

员援电离常数的意义：根据

电离常数大小，可以判断弱电

解质的相对强弱，运 值越大，

离子浓度越大，表示该电解质

越强。所以从 运葬 或 运ｂ 的大小

可以判断弱酸或弱碱的相对

强弱。

圆援多元弱酸分步电离，每

一步电离都有各自的电离常

数。各级电离常数的大小关系

是 运葬员垌运葬圆垌运葬猿，所以其酸性

主要决定于第一步电离。

猿援电离常数的大小与温度

有关，电解质的电离是吸热过

程，升高温度电离常数增大。

对电离常数的理解

强电解质

强酸：匀悦造、匀圆杂韵源、匀晕韵猿、匀悦造韵源 等

强碱：晕葬韵匀、悦葬（韵匀）圆 等

大多数盐：晕葬悦造、悦葬悦韵猿、晕匀源悦造 等

弱电解质

弱 酸 ：匀悦造韵、匀圆悦韵猿、悦匀猿悦韵韵匀猿、

匀云、匀圆杂、匀猿孕韵源、匀圆杂蚤韵猿 等

弱碱：晕匀猿·匀圆韵、粤造（韵匀）猿、悦怎（韵匀）圆、

云藻（韵匀）猿、云藻（韵匀）圆 等

匀圆韵 及极少数盐

疑难通关 ———影响电离平衡的因素

［第三章 水溶液中的离子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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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评估测试］

浓度均为 0.01 mol/L
的强酸 HA 与弱酸

HB

pH 均 为 2
的 强 酸 HA
与弱酸 HB

pH 或物质

的量浓度
2越pHHA约pHHB

0.01 mol/L越
c（HA）约
c（HB）

开 始 时 与

金 属 反 应

的速率

HA跃HB HA越HB
体 积 相 同

时 与 过 量

的 碱 反 应

消耗碱的量

HA越HB HA约HB

体 积 相 同

时 与 过 量

活 泼 金 属

反 应 产 生

H2 的量

HA越HB HA约HB

c（A 原 ）与

c（B原）大小
c（A原）跃c（B原） c（A原）越c（B原）

分 别 加 入

固 体 NaA、

NaB 后 pH
的变化

HA：不变

HB：变大

HA：不变

HB：变大

加 水 稀 释

10 倍后
3越pHHA约pHHB

3越pHHA跃
pHHB跃2

溶 液 的 导

电性
HA跃HB HA越HB

水 的 电 离

程度
HA约HB HA越HB

绎考点一、强电解质和弱电解质

例 员 运用有关概念判断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

粤援月葬杂韵源 的水溶液不易导电，故 月葬杂韵源 是弱

电解质

月援运悦造韵猿 和 杂韵猿 溶于水后能导电，故 运悦造韵猿
和 杂韵猿 为电解质

悦援匀悦造韵 是弱酸，所以 晕葬悦造韵 是弱电解质

阅援同温度、同浓度的 晕葬悦造 溶液和氨水的导

电能力，前者大于后者

解析 粤 项，月葬杂韵源 难溶于水，月葬杂韵源 水溶液

中离子的浓度较小，不易导电，但 月葬杂韵源 溶于水

的部分均完全电离，故属于强电解质。月 项，杂韵猿
溶于水生成 匀圆杂韵源，并非本身电离出自由移动的

离子，因此 杂韵猿 为非电解质。悦 项，匀悦造韵 为弱酸，

而 晕葬悦造韵 属于强碱弱酸盐，属于强电解质。阅 项，

晕葬悦造 为强电解质，晕匀猿·匀圆韵 为弱电解质，溶于水

时，前者完全电离而后者部分电离，因此同温度、

同浓度的 晕葬悦造 溶液的导电能力强于氨水。

答案 阅。

绎考点二、弱电解质及其电离平衡特点

例 圆 下列有关电离平衡的叙述正确的是

（ ）

粤援电离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外界条件改

变时，平衡就可能发生移动

月援达到电离平衡时，由于分子和离子的浓度

不断发生变化，所以说电离平衡是动态平衡

悦援电解质在溶液里达到电离平衡时，分子的

浓度和离子的浓度相等

阅援电解质达到电离平衡后，各种离子的浓度

相等

解析 电离平衡是化学平衡的一种，平衡

时，电离过程和离子结合成分子的过程仍在进

行，分子电离成离子的速率和离子结合成分子的

速率相等，各分子和离子的浓度不再变化，粤 正确。

答案 粤。

绎考点三、影响弱电解质电离平衡的因素

例 猿 现有 园援员 皂燥造/蕴 氨水 员园 皂蕴，加蒸馏水

稀释到 员 蕴 后，下列变化中正确的是 （ ）

淤电离程度增大、于 糟（晕匀猿·匀圆韵）增大、

盂晕匀源垣数目增多、榆糟（韵匀原）增大、虞导电性增强、

愚 糟（晕匀源垣）
糟（晕匀猿·匀圆韵）增大

粤援淤于盂 月援淤盂虞
悦援淤盂愚 阅援于榆愚
解析 氨水中的溶质属于弱电解质，存在电

离平衡：晕匀猿·匀圆韵葑晕匀源垣垣韵匀原，加水稀释，平衡正

向移动，电离程度增大，晕匀源垣和 韵匀原的物质的量增

大，但 糟（晕匀猿·匀圆韵）、糟（韵匀原）均减小，溶液的导电性

减弱，故淤盂正确，于榆虞错误；由于 糟（晕匀源垣）
糟（晕匀猿·匀圆韵）

越 灶（晕匀源垣）
灶（晕匀猿·匀圆韵），加 水 稀 释 后 ，灶（晕匀源 垣）增大，

灶（晕匀猿·匀圆韵）减小，故 糟（晕匀源垣）
糟（晕匀猿·匀圆韵）增大，愚正确。

答案 悦。
绎考点四、电离平衡常数的理解和应用

例 4 液态化合物 粤月 会发生微弱的电离，

电离方程式为 粤月葑粤垣垣月原，在不同温度下其平衡

常数为 运（圆缘 益）越员援园伊员园原员源，运（猿缘 益）越圆援员伊员园原员源。
则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

粤援糟（粤垣）随温度的升高而降低

月援猿缘 益时，糟（粤垣）跃糟（月原）

悦援粤月 的电离程度：琢（圆缘 益）跃琢（猿缘 益）

阅援粤月 的电离是吸热过程

解析 由于 运（圆缘 益）约运（猿缘 益），故 糟（粤垣）随
温度的升高而增大，粤 错；由电离方程式可知，在

任何温度下，都存在 糟（粤垣）越糟（月原），月 错；由 圆缘 益
和 猿缘 益时的平衡常数可知，温度越高，电离程度

越大，悦 错；由于 运（圆缘 益）约运（猿缘 益），因此 粤月 的

电离是吸热过程，阅 正确。

答案 阅。

例 5 运用表中电离常数判断，可以发生的

反应是 （ ）

粤援匀月则韵垣晕葬圆悦韵猿越晕葬月则韵垣晕葬匀悦韵猿
月援圆匀月则韵垣晕葬圆悦韵猿越圆晕葬月则韵垣匀圆韵垣悦韵圆尹
悦援匀月则韵垣晕葬匀悦韵猿越晕葬月则韵垣匀圆韵垣悦韵圆尹
阅援晕葬月则韵垣晕葬匀悦韵猿越晕葬圆悦韵猿垣匀月则韵
解析 相同温度下，酸的电离平衡常数越

大，酸性越强。一般来说，强酸能和弱酸的盐反应

生成弱酸。根据表中数据知，酸性强弱顺序是：匀圆悦韵猿跃
匀月则韵跃匀悦韵-3，所以 匀月则韵垣晕葬圆悦韵猿越晕葬月则韵垣晕葬匀悦韵猿
能发生，故 粤 正确、阅 错误；酸性：匀圆悦韵猿跃匀月则韵，

所以碳酸钠和次溴酸反应不能生成 悦韵圆，故 月 错

误；酸性：匀圆悦韵猿跃匀月则韵，所以次溴酸和碳酸氢钠不

反应，故 悦 错误。

答案 粤。

绎考点五、强酸、弱酸比较

例 6 在体积都为 员 蕴，责匀 都等于 圆 的盐酸

和醋酸溶液中，投入 园援远缘 早 锌粒，则如图所示符

合客观事实的是 （ ）

解析 因盐酸为强酸、醋酸为弱酸，故 责匀 都

等于 圆 的盐酸和醋酸溶液中，糟（匀悦造）越园援园员 皂燥造/蕴，
而 糟（悦匀猿悦韵韵匀）跃园援园员 皂燥造/蕴，员 蕴 溶液中 灶（匀悦造）越
园援园员 皂燥造，灶（悦匀猿悦韵韵匀）跃园援园员 皂燥造。粤 项，相同时间

内 责匀 变化较大的应为 匀悦造，错误；月 项，产生 匀圆
速率大的应为 悦匀猿悦韵韵匀，错误；阅 项，相同时间

内 糟（匀垣）变化较大的为 匀悦造，错误。

答案 悦。

酸 电离常数（圆缘 益）

碳酸
运葬员越源援猿伊员园原苑

运葬圆越缘援远伊员园原员员

次溴酸 运葬越圆援源伊员园原怨

方法指导

考点通关

相同浓度、相同 责匀 的一元强酸

与一元弱酸的对比

1.判断弱酸（或弱碱）的相对强弱：电离

常数越大，酸性（或碱性）越强。

2.判断盐溶液的酸性（或碱性）强弱：电

离常数越大，对应的盐水解程度越小，碱性

（或酸性）越弱。

3.判断复分解反应能否发生：一般符合

“强酸制弱酸”规律。

4.判断微粒浓度比值的变化：

弱电解质加水稀释时，能促进弱电解质

的电离，溶液中离子和分子的浓度会发生相

应的变化，但电离常数不变，考题中经常利

用电离常数来判断溶液中微粒浓度比值的

变化情况。如：0.1 mol/L CH3COOH 溶液中加

水稀释，c（悦匀猿悦韵韵原）
c（悦匀猿悦韵韵匀）= c（悦匀猿悦韵韵原）·c（匀垣）

c（悦匀猿悦韵韵匀）·c（匀垣）

= 运a
c（匀垣），加水稀释时，c（H+）减小，Ka 值不

变，则 c（悦匀猿悦韵韵原）
c（悦匀猿悦韵韵匀）增大。

电离常数的四种应用

T0 T1 T2
O

时间

CH3COOH
HCl

pH

T0 T1
O

时间

CH3COOH
HCl

产生 H2 的速率

A B

CH3COOH
产生 H2 的量

O T0 T1 T2 时间

HCl
O T0 T1 T2 时间

CH3COOH
HCl CH3COOH

HCl

C D

c（H+）

1.在以下各种情形下，下列电离方程式的书写正

确的是 （ ）

A.熔融状态下的 NaHSO4 电离方程式：NaHSO4=
Na垣垣H垣垣SO42原

B.H2CO3 的电离方程式：H2CO3 2H垣垣CO32原

C.Fe（OH）3 的电离方程式：Fe（OH）3 Fe3垣垣
3OH原

D.水溶液中的 NaHSO4 电离方程式：NaHSO4=Na垣垣
HSO4原

2.（2019·年湖北省襄阳市枣阳一中月考）欲使醋

酸溶液中的 CH3COO原浓度增大，且不放出气体，可向

醋酸中加入少量固体 （ ）

A.NaOH B.NaHCO3
C.Na2CO3 D.Mg
3.c（OH原）相同的氢氧化钠溶液和氨水，分别用蒸

馏水稀释至原体积的 m 倍和 n 倍，若稀释后两溶液的

c（OH原）仍相同，则 m 和 n 的关系是 （ ）

A.m跃n B.m越n
C.m<n D.不能确定

4.（2019·山东省日照一中月考）向 CH3COONa 稀

溶液中加入（或通入）少许 X 物质，其溶液中部分微

粒浓度变化如下表所示（溶液温度不变）：

微粒 H垣 OH原 CH3COO原 CH3COOH
物质的量浓度 增大 减小 减小 增大

则 X 物质可能是 （ ）

A.氯化氢 B.氢氧化钠

C.蒸馏水 D.醋酸

5.一元弱酸 HA（aq）中存在下列电离平衡：HA

A原垣H垣。将 1.0 mol HA 溶于水配成 1 L 溶液，下列表

示溶液中 HA、H垣、A原的物质的量浓度随时间变化的

关系中，正确的是 （ ）

6.（2019·宁夏育才中学高二月考） 在 0.1 mol/L
的 CH3COOH 溶液中，要促进醋酸电离且使 H+浓度增

大，应采取的措施是 （ ）

A.升温

B.降温

C.加入 NaOH 溶液

D.加入稀盐酸

7.（2018·吉林省吉林大学附中高二月考）在相同

温度时，100 mL 0.01 mol/L 的醋酸溶液与 10 mL
0.1 mol/L 的醋酸溶液相比较，下列数值前者大于后

者的是 （ ）

A.中和时所需 NaOH 的量

B.电离的程度

C.H+的物质的量浓度

D.CH3COOH 的物质的量

8.（2019·陕西省西安中学质检）一定温度下，冰

醋酸加水稀释过程中溶液的导电能力如图所示，请

回答：

a
b

c

加水量O

导
电
能
力

（1）“O”点为什么不导电：__________________。
（2）a、b、c 三点的氢离子浓度由小到大的顺序为

___________。
（3）a、b、c 三点中，醋酸的电离程度最大的一点

是 _________。
（4）若使 c 点溶液中的 c（CH3COO原）提高，在如下

措施中，可选择 （ ）

A.加热

B.加很稀的 NaOH 溶液

C.加固体 KOH
D.加水

E.加固体 CH3COONa
F.加 Zn 粒

（5）在稀释过程中，随着醋酸浓度的降低，下列始

终保持增大趋势的量是 （ ）

A.c（H垣）

B.H垣个数

C.CH3COOH 分子数

D. c（H+）
c（CH3COOH）

9.（2019·安徽安庆一中高二月考）稀氨水中存在

着下列平衡：晕匀猿·匀圆韵 晕匀垣源垣韵匀-，若要使平衡向

逆反应方向移动，同时使 糟（韵匀-）增大，应加入的物质

或采取的措施是 （ ）

淤晕匀源悦造 固体、于硫酸、盂晕葬韵匀 固体、榆水、

虞加热、愚加入少量 酝早杂韵源 固体。

粤援淤于盂虞 月援盂愚
悦援盂 阅援盂虞
10.（2019·山西太原期中）H2S 水溶液中存在电离

平衡 H2S H垣垣HS原和 HS原 H垣垣S2原。若向 H2S 溶液

中 （ ）

A.加水，平衡向右移动，溶液中氢离子浓度增大

B.通入过量 SO2 气体，平衡向左移动，溶液酸性

减弱

C.滴加新制氯水，平衡向右移动，溶液酸性增强

D.加入少量硫酸铜固体（忽略体积变化），溶液中

所有离子浓度都减小

11.（2019·山东省枣庄市八中月考）把 1 L 0.1 mol/L
醋酸溶液用蒸馏水稀释到 10 L，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

A.c（CH3COOH）变为原来的 110

B.c（H+）变为原来的 110
C. c（CH3COO原）

c（CH3COOH）的比值增大

D.溶液的导电性增强

12.（2019·江西省萍乡市上栗二中检测）甲、乙两

位同学设计用实验确定某酸 HA 是弱电解质，存在电

离平衡，且改变条件平衡发生移动。实验方案如下：

甲：取纯度相同，质量、大小相等的锌粒于两支试

管中，同时加入 0.1 mol/L的 HA 溶液、稀盐酸各 10 mL，
按图示装好，观察现象。

乙：淤用 pH 计测定浓度均为 0.1 mol/L 的 HA 溶

液和稀盐酸的 pH；

于再取 0.1 mol/L 的 HA 溶液和稀盐酸各 2 滴（1
滴约为 1/20 mL）分别稀释至 100 mL，再用 pH 计测

其 pH 变化。

（1）乙的方案中说明 HA 是弱电解质的理由是：

测得 0.1 mol/L 的 HA 溶液的 pH________1（填“跃”、

“<”或“越”）；甲方案中，说明 HA 是弱电解质的实验现

象是 ________（填序号）。

A.加入两种稀酸后，两个试管上方的气球同时鼓

起，且一样大

B.加入 HA 溶液后，试管上方的气球鼓起慢

C.加入稀盐酸后，试管上方的气球鼓起慢

（2）乙同学设计的实验第 ________ 步，能证明改

变条件，弱电解质平衡发生移动。甲同学为了进一步

证明弱电解质电离平衡移动的情况，设计如下实验：

淤使 HA 的电离程度和 c（H垣）都减小，c（A原）增

大，可在 0.1 mol/L 的 HA 溶液中，选择加入 ________
试剂（填字母，下同）；

于使 HA 的电离程度减小，c（H垣）和 c（A原）都增

大，可在 0.1 mol/L 的 HA 溶液中，选择加入 _______
试剂。

A.NaA 固体（可完全溶于水）

B.1 mol/L NaOH 溶液

C.1 mol/L H2SO4 溶液

D.2 mol/L HA 溶液

c（mol/L） A-
H+

HA
1.0
0.6
0.20

A
t/s

c（mol/L） A-、H+

HA

员.圆
0.8
0.4
0

B
t/s

c（mol/L）

HA
1.0
0.6
0.20

C
t/s

A-、H+
c（mol/L）

HA1.0
0.6
0.20

D
t/s

H+、A-

巩固提高

满分宝典

［第三章 水溶液中的离子平衡］

课时 1 弱电解质的电离平衡及其移动

第一节 弱电解质的电离

反应前 反应后



高中化学 高中化学［选修 源］06 07

员援已知 圆缘 益时，醋酸中存在下述关系：运 越
糟（悦匀猿悦韵韵原）·糟（匀垣）

糟（悦匀猿悦韵韵匀） 越员援苑缘伊员园原缘，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粤援向该溶液中加入一定量的硫酸，运 增大

月援升高温度，运 增大

悦援向醋酸中加入少量水，运 增大

阅援向醋酸中加入少量氢氧化钠溶液，运 增大

圆援根据下表数据（均在同温、同压下测定）可得出

弱电解质酸性强弱顺序正确的是 （ ）

酸 匀载 匀再 匀在
物质的量浓度 园援员 皂燥造/蕴 园援圆 皂燥造/蕴 园援猿 皂燥造/蕴
电离平衡常数 苑援圆伊员园原源 员援愿伊员园原源 员援愿伊员园原缘

粤援匀载跃匀再跃匀在
月援匀在跃匀再跃匀载
悦援匀再跃匀在跃匀载
阅援匀在跃匀载跃匀再
猿援（圆园员9·河北省枣强中学期中）已知某温度下，

运（匀悦晕）越远援圆伊员园原员园、运（匀云）越远援愿伊员园原源、运（悦匀猿悦韵韵匀）
越员援愿伊员园原缘、运（匀晕韵圆）越远援源伊员园原远。物质的量浓度都为 园援员 皂燥造/蕴
的下列溶液中，糟（匀垣）浓度由大到小的次序是（ ）

粤援匀悦晕跃匀晕韵圆跃悦匀猿悦韵韵匀跃匀云
月援匀云跃悦匀猿悦韵韵匀跃匀晕韵圆跃匀悦晕
悦援匀悦晕跃悦匀猿悦韵韵匀跃匀云跃匀晕韵圆

阅援悦匀猿悦韵韵匀跃匀悦晕跃匀云跃匀晕韵圆
源援（2019·山东青岛月考）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电离常数受溶液浓度的影响

B.电离常数可以表示弱电解质的相对强弱

C.电离常数大的酸中 c（H+）一定比电离常数小

的酸中的 c（H+）大

D.H2CO3 的电离常数表达式：K= c（H+）·c（CO2原3）
c（H2CO3）

缘援（圆园员9·山西大学附中高二月考）下表是几种弱

酸常温下的电离平衡常数：

则下列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 ）

粤援碳酸的酸性强于氢硫酸

月援多元弱酸的酸性主要由第一步电离决定

悦援多元弱酸的各步电离之间无影响

阅援向弱酸溶液中加少量 晕葬韵匀固体，电离常数不变

远援（圆园员9·湖北襄阳四中高二月考）将浓度为 园援员 皂燥造/蕴
匀云 溶液加水不断稀释，下列各量始终保持增大的是

（ ）

粤援糟（匀垣）
月援电离平衡常数 运
悦援糟（匀垣）/糟（匀云）

阅援糟（云原）/糟（匀垣）

7援下列曲线中，可以描述乙酸（甲，运葬越员援愿伊员园原缘）和
一氯乙酸（乙，运葬越员援源伊员园原猿）在水中的电离度与浓度关

系的是 （ ）

愿援（圆园员9·山西大同一中高二月考）室温下，向 员园 皂蕴
园援员 皂燥造/蕴 醋酸溶液中加水稀释后，下列说法正确的

是 （ ）

粤援溶液中导电粒子的数目减少

月援再加 悦匀猿悦韵韵晕葬 固体促进醋酸的电离

悦援醋酸的电离程度增大，糟（匀垣）亦增大

阅援溶液中 糟（悦匀猿悦韵韵-）/糟（悦匀猿悦韵韵匀）·糟（韵匀-）不变

怨援常压下，取不同浓度、不同温度的氨水测定，得

到下表实验数据。

温度

（益）

c（NH3·H2O）

/（mol/L） 电离常数
电离度

（%）

c（OH-）/
（mol/L）

0 16.56 1.37伊10-5 9.098 1.507伊10-2

10 15.16 1.57伊10-5 10.18 1.543伊10-2

20 13.63 1.71伊10-5 11.2 1.527伊10-2

提示：电离度越 n（已电离的弱电解质）
n（起始弱电解质） 伊员园园豫

（员）温度升高，晕匀猿·匀圆韵 的电离平衡向 ________
（填“左”或“右”）移动，能支持该结论的表中数据是

________（填字母）。

葬援电离常数

遭援电离度

糟援糟（韵匀原）
凿援糟（晕匀猿·匀圆韵）
（圆）表中 糟（韵匀原）基本不变的原因是 _________。
（猿）常温下，在氨水中加入一定量的氯化铵晶体，

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________（填字母）。

粤援溶液的 责匀 增大

月援氨水的电离度减小

悦援糟（韵匀原）减小

阅援糟（晕匀垣源）减小

员0援圆缘 益时，部分物质的电离平衡常数如下表所

示，请回答下列问题。

化学式 CH3COOH H2C2O4 H2S

电离平衡

常数
1.8伊10-5 Ka1=5.4伊10-2

Ka2=5.4伊10-5
Ka1=1.3伊10-7

Ka2=7.1伊10-15

（员）匀圆杂 的一级电离常数表达式为 运葬员越_______。
（圆）悦匀猿悦韵韵匀、匀圆悦圆韵源、匀圆杂 的酸性由强到弱的顺

序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猿）写出 匀圆悦圆韵源 与少量的 运韵匀 溶液反应的化学

方程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源）写出 晕葬匀杂 溶液与 晕葬匀悦圆韵源 溶液反应的离子

方程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缘）匀垣浓度相同、等体积的两份溶液 粤（盐酸）和

月（悦匀猿悦韵韵匀）分别与锌粉反应，若最后仅有一份溶

液中存在锌，放出氢气的质量相同，则下列说法正确

的是 _____（填写序号）。

淤反应所需要的时间 月跃粤
于开始反应时的速率 粤跃月
盂参加反应的锌的物质的量 粤越月
榆反应过程的平均速率 月跃粤
虞月 中有锌剩余

11.下表是几种常见弱酸的电离平衡常数（25 益），

回答下列问题：

（1）当温度升高时，K 值 ________（填“增大”“减

小”或“不变”）。

（2）在温度相同时，各弱酸的 K 值不同，那么 K
值的大小与酸性的相对强弱有何关系？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3）若把 CH3COOH、H2CO3、HCO-3、H2S、HS原、H3PO4、
H2PO -4 、HPO 2-4 都看作是酸，其中酸性最强的是

________，最弱的是 ________。
（4）多元弱酸是分步电离的，每一步都有相应的

电离平衡常数，对于同一种多元弱酸的 K1、K2、K3 之
间存在着数量上的规律，此规律是 ________，产生此

规律的原因是 ___________。

甲

乙

电
离
度

浓度
悦

甲

乙
电
离
度

浓度
阅

甲

乙

电
离
度

浓度

粤

甲

乙

电
离
度

浓度

月CH3COOH H2CO3 H2S H3PO4

1.8伊10原5 K1越4.3伊10原7

K2越5.6伊10原11
K1越9.1伊10原8

K2越1.1伊10原12

K1越7.5伊10原3

K2越6.2伊10原8

K3越2.2伊10原13

酸 电离方程式 电离平衡常数

CH3COOH CH3COOH葑CH3COO原垣
H垣 1.76伊10原5

H2CO3
H2CO3葑H垣垣HCO原3
HCO原3葑H垣垣CO2原3

K1越4.4伊10原7

K2越4.7伊10原11

H2S H2S葑H垣垣HS原

HS原葑H垣垣S2原
K1越1.3伊10原7

K2越7.1伊10原15

H3PO4
H3PO4葑H垣垣H2PO原4
H2PO原4葑H垣垣HPO2原4
HPO2原4 葑H垣垣PO3原4

K1越7.1伊10原3

K2越6.3伊10原8

K3越4.20伊10原13

巩固提高

满分宝典

课时 圆 电离平衡常数及其应用

第一节 弱电解质的电离

绎知识点一、水的电离与水的离子积

1援水的电离平衡

水的电离方程式为 2H2O葑H3O+垣OH原，也可简写为

H2O葑H+垣OH原。实验测得，室温下，1 L 水（即 55.6 mol）中
只有 1.0伊10原7 mol H2O 电离。所以 25 益时，纯水中 c（H+）
越c（OH原）越1伊10原7mol/L。

2援水的离子积

水是一种极弱的电解质，在一定温度下达到电离平

衡，水的电离常数 K越 c（H+）·c（OH-）
c（H2O） ，其中 K、c（H2O）的乘

积为一常数，故 KW越c（H+）·c（OH-），KW 即为水的离子积。

3.影响水电离平衡的因素

水的电离平衡也是动态平衡，仍适用化学平衡移动

原理。通常考虑以下一些影响因素：

（1）温度：水的电离过程吸热，因此升高温度可促进

水的电离，温度越高，运W 越大。水电离产生的 糟（匀垣）越
糟（韵匀-）跃员伊员园-苑 皂燥造/蕴。

（2）酸、碱：加入酸（强酸的酸式盐如 晕葬匀杂韵源）、碱均

抑制水的电离，常温时，水电离产生的 糟（匀垣）越糟（韵匀-）约员伊
员园-苑 皂燥造/蕴。

（3）加入活泼金属或易水解的盐，均促进水的电离，

常温时，水电离产生的 糟（匀垣）越糟（韵匀-）跃员伊员园-苑 皂燥造/蕴。
4.水电离出的 糟（匀垣）或 糟（韵匀-）的计算（圆缘 益时）

（员）中性溶液：糟（匀垣）越糟（韵匀-）越员援园伊员园-苑 皂燥造/蕴。
（圆）溶质为酸的溶液：匀垣来源于酸的电离和水的电

离，而 韵匀-只来源于水的电离。如计算 责匀越圆 的盐酸中水

电离出的 糟（匀垣）的方法是：先求出溶液中 糟（匀垣）越员援园伊
员园-2 皂燥造/蕴，则 糟（韵匀-）水越员园-员圆 皂燥造/蕴，即水电离出的 糟（匀垣）水越
糟（韵匀-）水越员园-员圆 皂燥造/蕴。

（猿）溶质为碱的溶液：韵匀-来源于碱的电离和水的电

离，而 匀垣只来源于水的电离。如 责匀越员圆 的 晕葬韵匀 溶液

中，糟（匀垣）水越员园-员圆 皂燥造/蕴，即水电离产生的 糟（韵匀-）水越糟（匀垣）水越
员园-员圆 皂燥造/蕴。

（源）水解呈酸性或碱性的盐溶液：匀垣和 韵匀-均由水电

离产生。如 责匀越圆 的 晕匀源悦造 溶液中由水电离出的 糟（匀垣）越
员园-圆 皂燥造/蕴［溶液中的 糟 （韵匀-）越员园-员圆 皂燥造/蕴 是因为部分

韵匀-与部分 晕匀源垣结合了］；又如 责匀越员圆 的 晕葬圆悦韵猿 溶液

中，由水电离出的 糟（韵匀-）越员园-圆 皂燥造/蕴［溶液中的 糟（匀垣）越
员园-员圆 皂燥造/蕴 是因为部分 匀垣与部分 悦韵猿圆-结合了］。

绎知识点二、溶液的酸碱性与 pH
1援溶液酸碱性与 c（H+）、c（OH原）的关系

淤任意温度下，c（H+）越c（OH原）的溶液为中性溶液；

c（H+）跃c（OH原）的溶液为酸性溶液；c（H+）约c（OH原）的溶液

为碱性溶液。

于常温（25 益）时，c（H+）越10原7 mol/L 的溶液为中性溶

液；c（H+）跃10原7 mol/L 的溶液为酸性溶液；c（H+）约10原7 mol/L
的溶液为碱性溶液。

2援pH
淤pH 定义：当溶液中 c（H垣）很小时，用物质的量浓度

表示溶液酸碱性强弱很不方便，通常采用 c（H垣）的负常用

对数来表示，称为溶液的 pH，其表达式为：pH越原lg c（H垣）。

于pH 与溶液酸碱性的关系：常温下，可根据 pH 大

小判断溶液的酸碱性，pH 越小，溶液的酸性越强，pH 每

减小 1 个单位，c（H垣）增大 员园 倍；pH 越大，溶液的碱性越

强，pH 每增加 1 个单位，c（OH原）增大 员园 倍。

盂责匀 的测定方法：责匀 试纸法、责匀 计法。

绎知识点三、溶液 责匀 的计算

员援单一溶液 pH 的计算

（1）强酸溶液

如 HnA，设浓度为 c mol/L，则 c（H+）=nc mol/L，pH=
原lgc（H+）=原lgnc。

（2）强碱溶液

如 B（OH）n，设浓度为 c mol/L，则 c（H+）= 10-14
nc mol/L，

pH=原lg c（H+）=14+lgnc。
圆援酸、碱溶液等体积混合，溶液 pH 的计算

（1）两种强酸混合

先求混合溶液中H+的浓度：c（H+）混= 糟（匀垣）员灾 员垣糟（匀垣）圆灾 2
V 1+V 2

，然

后根据 pH=原lg c（H+），计算出溶液的 pH。

（2）两种强碱混合

先 求 混 合 溶 液 中 OH 原 的 浓 度 ：c （OH 原） 混 =
糟（O匀-）员灾 员垣糟（O匀-）圆灾 2

V 1+V 2
，然后根据水的离子积求出混合

溶液中 H+的浓度，进而求出溶液的 pH。

（3）强酸、强碱混合

淤若恰好中和，pH=7。
于若酸剩余，先求中和后剩余的 c（H+）余越〔糟（匀垣）灾 酸原

糟（O匀-）灾 碱〕/（灾 酸垣灾 碱），再求 pH。

盂若碱剩余，先求中和后剩余的 c（OH原）余越〔糟（O匀-）

灾 碱原糟（匀垣）灾 酸〕/（灾 酸垣灾 碱），再通过 KW 求出 c（H+）余越
运憎/c（OH原）余，最后求 pH。

易错通关

知识通关

员援任何水溶液中均存在着水的电离平

衡，即任何水溶液中均存在着 匀垣和 韵匀-。
圆援水的离子积是水电离平衡时的性

质，不仅适用于纯水或其他中性溶液，也

适用于稀的酸、碱、盐的水溶液。

猿援不同溶液中的 糟（匀垣）、糟（韵匀-）可能

不同，但任何水溶液中由水电离出来的

糟（匀垣）与 糟（韵匀-）总是相等的。

对水的电离的理解

员援常温下，水电离出的 糟（匀垣）越员伊
员园-苑 皂燥造/蕴。若某溶液中水电离出的 糟（匀垣）
约员伊员园-苑 皂燥造/蕴，则可判断出该溶液中加入

酸或碱抑制了水的电离；若某溶液中水

电离出的 糟（匀垣）跃员伊员园-苑 皂燥造/蕴，则可判断

出该溶液中加入可以水解的盐或活泼金

属促进了水的电离。

圆援常温下，溶液中的 糟（匀垣）跃员伊员园-苑皂燥造/蕴，
说明该溶液是酸溶液或水解显酸性的盐

溶液；糟（匀垣）约员伊员园-苑 皂燥造/蕴，说明该溶液是

碱溶液或水解显碱性的盐溶液。

溶液中的 糟（匀垣）和水电离出来的 糟（匀垣）

资料卡片

判断下列说法是否正确，正确的划“姨”，错误的划

“伊”。
（员）某溶液的 责匀越苑，该溶液一定呈中性 （ ）

（圆）（圆园员缘·重庆理综，猿月）圆缘 益时，等体积等浓度的

硝酸与氨水混合后，溶液 责匀越苑 （ ）

（猿）在纯水中加入浓硫酸，水的离子积常数 运宰 不变

（ ）

（源）晕葬悦造 溶液和 悦匀猿悦韵韵晕匀源 溶液均显中性，故两

溶液中水的电离程度相同 （ ）

（缘）用蒸馏水润湿的 责匀 试纸测溶液的 责匀，一定会

使测量结果偏低 （ ）

（远）常温下，等浓度、等体积的强酸与强碱溶液混合

后，溶液的 责匀越苑 （ ）

解析 （员）在 圆缘 益时，水的离子积 运宰越员援园伊员园原苑，中
性溶液的 责匀越苑，升高温度，运宰 增大，降低温度，运宰 减

小，故 责匀越苑 的溶液可能是碱性溶液。

（圆）等体积等浓度的硝酸与氨水混合，完全反应生

成硝酸铵，铵根离子水解，溶液显酸性，责匀约苑。
（猿）加入浓硫酸，放热，溶液温度升高，水的离子积

常数增大。

（源）晕葬悦造 溶液是强酸强碱盐溶液，对水的电离无影

响，悦匀猿悦韵韵晕匀源 溶液是弱酸弱碱盐溶液，促进水的电

离，两者影响不同，故两溶液中水的电离程度不同。

（缘）当被测液是中性溶液时，用蒸馏水润湿的 责匀试

纸测量，不影响测量结果；当被测液是酸性溶液时，测量

结果偏大；当被测液为碱性溶液时，测量值偏小。

（远）如 匀圆杂韵源 与 晕葬韵匀 溶液等浓度、等体积混合，溶

液的 责匀约苑。
答案 （员）伊 （圆）伊 （猿）伊 （源）伊 （缘）伊 （远）伊

对 责匀 的理解及其测定时注意问题

员援责匀 的适用范围：在常温下，当溶

液的酸碱性用 责匀 表示时，一般情况下，

员.0伊-员源 皂燥造/蕴约糟（匀垣）约员.0 皂燥造/蕴，即 园约责匀约
员源。当 糟（匀垣）跃员 皂燥造/蕴 时，一般不用 责匀 表

示溶液的酸碱性，而用 糟（匀垣）或 糟（韵匀原）直
接表示溶液的酸碱性。

圆援未指明温度时，责匀越苑 不代表溶液

呈中性，如 员园园 益时，责匀越远 为中性溶液。

猿援溶液的酸碱性也可以用 责韵匀 表示：

责韵匀越lgc（韵H原）。因常温下 糟（韵匀原）·糟（匀垣）
越员园原员源，故 责匀垣责韵匀越员源。

责匀 的测定方法

员援责匀 试纸法：取一片 责匀 试纸放在

洁净的表面皿或玻璃片上，用洁净干燥

的玻璃棒蘸取待测液滴于试纸中央，与

标准比色卡对照。（责匀 试纸不能伸入待

测液中，不能事先润湿，用广泛 责匀 试纸

测定的结果只能是整数，用精密 责匀 试

纸测定的结果可精确到 园援员。）

圆援责匀 计法：读数时应保留两位小数。

［第三章 水溶液中的离子平衡］

第二节 水的电离和溶液的酸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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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溶液混合 责匀 的速算方法

考点通关

绎考点一、考查影响水电离的因素

例 员 圆缘 益，水的电离达到平衡：匀圆韵葑匀垣垣韵匀-

驻匀跃园，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

粤援向水中加入稀氨水，平衡逆向移动，糟（韵匀原）降低

月援向水中加入少量固体硫酸氢钠，糟（匀垣）增大，运W
不变

悦援向水中加入少量固体 悦匀猿悦韵韵晕葬，平衡逆向移动，

糟（匀垣）降低

阅援将水加热，运W 增大，责匀 不变

分析 向水中加入酸或碱，抑制水的电离，平衡逆

向移动，溶液呈酸性或碱性，糟（匀垣）或 糟（韵匀原）增大，运W不

变，故 粤 错误，月 正确；加入可以水解的盐（悦匀猿悦韵韵晕葬），
促进水的电离，平衡正向移动，糟（韵匀原）增大，糟（匀垣）降

低，故 悦 错误；升高温度，平衡右移，运W 增大，糟（韵匀原）增
大，糟（匀垣）增大，责匀 变小，故 阅 不正确。

答案 月。
绎考点二、考查水电离出的 匀垣、韵匀原的计算

例 圆 室温下，在 责匀越员员 的某溶液中，由水电离的

糟（韵匀原）为 （ ）

淤员援园伊员园原苑 皂燥造/蕴 于员援园伊员园原远 皂燥造/蕴
盂员援园伊10原3 mol/L 榆1.0伊10原11 mol/L
A.盂 B.榆
C.淤或盂 D.盂或榆
分析 pH=11 即 c（OH原）=10原3 mol/L，是碱性溶液。

碱性溶液有两种情况：一是碱溶液；一是强碱弱酸盐溶

液。解此题要注意一个关键问题，由水电离出的 c（H+）
始终等于由水电离出的 c（OH原）。若为碱溶液，由水电

离出的 c（OH原）=c（H+）=10原11 mol/L；若为强碱弱酸盐溶

液，由水电离出的 c（OH原）=10原3 mol/L。
答案 D。

绎考点三、综合考查水的电离和水的离子积

例 3 （高考题节选）下列有关说法正确的是（ ）

粤援（圆园员源·山东） 向 员园 皂蕴 浓度为 园援员 皂燥造/蕴 的

悦匀猿悦韵韵匀 溶液中滴加相同浓度的氨水，在滴加过程

中，水的电离程度始终增大

月援（圆园员源·四川）室温下，员 蕴 责匀越员猿 的 晕葬韵匀 溶液

中，由水电离产生的 韵匀原离子数目为 园援员 晕粤
悦援（圆园员源·上海）室温下，甲、乙两烧杯均盛有 缘 皂蕴

责匀越猿 的某一元酸溶液，向乙烧杯中加水稀释至 责匀越源，
水电离出的 韵匀-浓度：员园糟（韵匀-）甲臆糟（韵匀-）乙

阅援（圆园员圆·江苏）水的离子积常数 运W 随着温度的升

高而增大，说明水的电离是吸热反应

解析 粤 项，悦匀猿悦韵韵匀 溶液显酸性，抑制水的电

离，在滴加氨水的过程中，溶液的酸性减弱，水的电离

受到抑制的程度减小，水的电离程度增大，当二者恰好

完全反应后，再加入氨水会抑制水的电离，水的电离程

度减小。月 项，室温下，责匀越员猿 的 晕葬韵匀 溶液中 糟（匀垣）越
员援园伊员园原员猿 皂燥造/蕴，而 晕葬韵匀 溶液中 匀垣全部来源于水的电

离，故电离产生的 韵匀原离子数目为 员援园伊员园原员猿 晕粤。悦 项，

酸抑制水的电离，甲烧杯溶液中 糟（匀垣）是乙烧杯溶液中

糟（匀垣）的 员园 倍，因此水电离出的 韵匀原浓度：员园糟（韵匀-）甲越
糟（韵匀-）乙。阅 项，水的离子积常数 运憎越糟（匀垣）·糟（韵匀-），而
水电离产生的 糟（匀垣）水越糟（韵匀-）水，运憎 随着温度的升高而

增大，说明温度升高，糟（匀垣）水、糟（韵匀-）水增大，即水的电

离是吸热反应。

答案 阅。
绎考点四、考查酸溶液稀释，溶液 责匀 的计算

例 4 责匀越圆 的 粤、月
两种酸溶液各 员 皂蕴，分
别加水稀释到 员 园园园 皂蕴，
其 责匀 与溶液体积 灾 的

关系如右图所示。下列说

法正确的是 （ ）

粤援粤、月 两酸溶液的物质的量浓度一定相等

月援稀释后，粤 溶液的酸性比 月 溶液强

悦援葬越缘 时，粤 是强酸，月 是弱酸

阅援若 粤、月 都是弱酸，则 缘跃葬跃圆
解析 相同 责匀 的强酸（强碱）溶液与弱酸（弱碱）

溶液稀释相同的倍数时，强酸（强碱）的 责匀 变化幅度比

弱酸（弱碱）的 责匀 变化幅度大。责匀越圆 的 粤、月 两种酸溶

液，加水稀释相同的倍数时，粤 的 责匀 变化幅度较大，则

说明相对于 月 而言，粤 的酸性比 月 强，因此两者 责匀 相

同时，由于电离程度不同，两者的物质的量浓度一定不

同，粤 错。当 葬越缘 时，此时稀释的倍数为 员园猿 倍，对于 粤
而言正好 责匀 增大了 猿，说明 粤 是强酸，月 是弱酸，悦 正

确；若 缘跃葬，则说明 粤 是弱酸，但酸性比 月 强，阅 正确。

稀释后，由于 月 的 责匀 小于 粤，说明 月 中 糟（匀垣）大于 粤
中的 糟（匀垣），即 月 的酸性比 粤 的酸性强，月 错。

答案 悦阅。

绎考点五、酸、碱混合后溶液 责匀 的计算

例 缘 将 责匀越员 的盐酸平均分成两份，一份加入适

量水，另一份加入与该盐酸物质的量浓度相同的适量

晕葬韵匀 溶液，责匀 都升高了 员，则加入的水与 晕葬韵匀 溶液

的体积比为 （ ）

粤援怨 月援员园 悦援员员 阅援员圆
解析 将 责匀越员 的盐酸加适量水，责匀 升高了 员，说

明所加的水是原溶液的 怨 倍；另一份加入与该盐酸物质

的量浓度相同的适量 晕葬韵匀 溶液后，责匀 升高了 员，设加

入 晕葬韵匀 溶液的体积是 曾 蕴，则 0.1伊员原0.1·曾越员园原圆·（员垣曾），
解得 曾越怨/员员，则加入的水与 晕葬韵匀 溶液的体积比为

怨颐怨/员员越员员颐员。
答案 悦。
绎考点六、滴定曲线全面分析

例 远 已知 圆缘 益时，运葬（悦匀猿悦韵韵匀）越员援苑伊员园原缘。该温度

下用 园援员 皂燥造/蕴 的醋酸滴定 员园援园园 皂蕴 园援员 皂燥造/蕴 的碱酝韵匀，

滴定过程中加入醋酸的体积（灾）与溶液中 造早 c（H垣）
c（OH原）的

关系如图所示。下列说法中错误的是 （ ）

粤援酝韵匀 的电离方程式为 酝韵匀越酝垣垣韵匀原

月援葬点 灾（悦匀猿悦韵韵匀）越员园援园园 皂蕴
悦援圆缘 益时，悦匀猿悦韵韵原的水解平衡常数为 1017 伊员园原怨

阅援遭 点：c（悦匀猿悦韵韵原）跃c（酝垣）跃c（匀垣）跃c（韵匀原）

解析 开始时 园援员 皂燥造/蕴 的 酝韵匀 的 c（H垣）
c（OH原）越员园原员圆，

则 糟（匀垣）越员园原员猿 皂燥造/蕴，糟（韵匀原）越园援员 皂燥造/蕴，酝韵匀 是强碱，完

全电离，粤 项正确；当加入 灾 （悦匀猿悦韵韵匀）越员园援园园 皂蕴，
悦匀猿悦韵韵匀 和 酝韵匀 恰好反应生成 悦匀猿悦韵韵酝 溶液，由于

醋酸根离子的水解，溶液显碱性，而 葬点 lg c（H垣）
c（OH原）越园，

说明 糟（匀垣）越糟（韵匀原），溶液呈中性，月 项错误；因为水解

平衡常数 运澡越运宰/运澡越员援园伊员园原员源/员援7伊员园原缘越 1017 伊员园原怨，悦 项正

确；当滴入 灾（悦匀猿悦韵韵匀）越圆园援园园 皂蕴 时，溶液中是等浓

度的 悦匀猿悦韵韵匀 和 悦匀猿悦韵韵酝，根据电荷守恒得：糟（匀垣）垣
糟（酝垣）越糟（悦匀猿悦韵韵原）垣糟（韵匀原），由于醋酸的电离程度大于

悦匀猿悦韵韵原的水解程度，溶液显酸性，故 糟（悦匀猿悦韵韵原）跃糟（酝垣）
跃糟（匀垣）跃糟（韵匀原），阅 项正确。

答案 月。

混合

物质

两种溶液等体

积混合后溶液

的 pH 关系

混合后溶液 pH

A、B
均为

酸

pHA<pHB pHA+0.3

A、B
均为

碱

pHA<pHB pHB原0.3

A 是

酸、B
是碱

pHA+pHB=14 7
pHA+pHB<14（酸

剩余）
pHA+0.3

pHA+pHB>14（碱

剩余）
pHB原0.3

酸或碱溶液稀释后溶液 责匀 的变化

责匀越葬的酸 责匀越遭 的碱

强酸 弱酸 强碱 弱碱

稀释

员园灶 倍

后 责匀

无限

稀释

后 责匀

图示

无限接近于 苑
且 责匀约苑

无限接近于 苑 且

责匀跃苑

责匀越葬垣
灶

葬约责匀约
葬垣灶

责匀=b-n b-n约
pH约b

A
B

7
a

21 1 000 V /mL

员援常温下中性溶液

糟（韵匀原）越糟（匀垣）越员园原苑 皂燥造/蕴
圆援溶质为酸的溶液

韵匀原全部来自水的电离，水电离产生

的 糟（匀垣）越糟（韵匀原）。

猿援溶质为碱的溶液

匀垣全部来自水的电离，水电离产生的

糟（韵匀原）越糟（匀垣）。

源援水解呈酸性或碱性的盐溶液

淤责匀越缘 的 晕匀源悦造 溶液中 匀垣全部来自

水的电离，由水电离的 糟（匀垣）越员园原缘 皂燥造/蕴，
因为部分 韵匀原与部分 晕匀源垣结合，溶液中

糟（韵匀原）越员园原怨 皂燥造/蕴。
于责匀越员圆 的 晕葬圆悦韵猿 溶液中 韵匀原全部

来自水的电离，由水电离出的 糟（韵匀原）越
员园原圆 皂燥造/蕴。

水电离出的 糟（匀垣）或 糟（韵匀原）的定量计算

要领———理清溶液中 匀垣或 韵匀原的来源

方法指导

b

a 20 灾（悦匀猿悦韵韵匀）/mL

c（H垣）
c（OH原）lg1086420-2-4-6-8-10-12

pH b7 强酸
弱酸

稀释过程 稀释过程

7a

pH

强酸
弱酸

玉 域

（注：a+n约7，b-n跃7）

一、实验原理

用已知浓度的酸（或碱）来测定未知浓度的碱（或酸）的

实验方法。其中已知浓度的酸（或碱）溶液常称为标准液，未

知浓度的碱（或酸）溶液常称为待测液。糟 待越糟 标·灾 标/灾 待（以

一元酸与一元碱的滴定为例）。

二、实验用品

（员）仪器：滴定管夹、铁架台、锥形瓶。

淤酸式滴定管（图 粤）：包括玻璃活塞、长玻璃管，可盛

放酸性溶液、强氧化性溶液，不能盛放碱性溶液及氢氟酸。

于碱式滴定管（图 月）：包括长玻璃管、橡皮管、玻璃球，可盛

放碱性溶液。

滴定管的上端都标有规格大小、使用温度、“园”刻度；滴

定管的精确读数为 园援园员 皂蕴。

（圆）滴定管的使用方法

淤检查仪器：使用前先检查滴定管活塞是否漏水。

于润洗仪器：在加入反应液之前，洁净的滴定管要用所

要盛装的溶液润洗 圆耀猿 遍。

盂加入溶液：分别将反应液加入到相应滴定管中，使液

面位于滴定管 园 刻度线以上 圆耀猿 皂蕴 处。

榆调节起始读数：在滴定管下放一烧杯，调节活塞，使

滴定管尖嘴部分充满溶液，然后调节滴定管液面使其处于

某一刻度，准确读取数值并记录。

（猿）试剂

标准液、待测液、指示剂、蒸馏水。

常用酸碱指示剂及变色范围：

淤滴定管的精确度为 园援园员 皂蕴。
于酸性、氧化性的试剂一般用酸式滴定管，因为酸性和

氧化性物质易腐蚀橡胶管。

盂碱性的试剂一般用碱式滴定管，因为碱性物质易腐

蚀玻璃，致使活塞无法打开。

缘援中和滴定实验操作（以酚酞作指示剂，用盐酸滴定氢

氧化钠溶液）。

三、滴定操作

（员）滴定步骤

淤洗（洗涤）：洗涤仪器并进行检漏、润洗。

于取（取液）：向酸（碱）式滴定管中注入标准液；向锥形

瓶中注入待测液，加入 圆耀猿 滴指示剂。

盂滴（滴定）：在锥形瓶下垫一张白纸，向锥形瓶中先快

后慢地加入标准液（后面逐滴加入），至指示剂发生明显的

颜色变化（如由红色变为无色或红色变为橙色、无色变为粉

红色等）且半分钟内不变时，停止滴定。

榆读（读数）：平视滴定管中凹液面最低点，读取溶液

体积。

虞记（记录）：记录滴定前和滴定终点时滴定管中标准

液的刻度，重复滴定 圆耀猿 次将数据记入表中。

（圆）终点判断：等到滴入最后一滴反应液，指示剂变色，

且在半分钟内不能恢复原来的颜色，视为滴定终点，并记录

标准液的体积。

（猿）数据处理：按上述操作重复 圆耀猿 次，求出用去标准

盐酸体积的平均值，根据原理计算。

糟（晕葬韵匀）越糟（匀悦造）·灾（匀悦造）/灾〔晕葬韵匀（葬择）〕
四、酸碱中和滴定的关键

（员）准确测定参加反应的酸、碱溶液的体积。

（圆）选取适当指示剂，准确判断滴定终点（中和反应恰

好反应完全的时刻），其方法是在待测液中加 圆耀猿 滴指示

剂，观察滴定过程中其颜色的变化，常选用的指示剂是酚酞

或甲基橙，不用石蕊溶液的原因是石蕊溶液颜色变化不明

显且突变范围太宽。

五、中和滴定的误差分析

员援读数误差可以用画图的形式来理解和记忆。如开始

仰视读数，滴定完毕俯视读数，如图玉（V 标准偏小，结果偏

小）；开始俯视读数，滴定完毕仰视读数，如图域（V 标准偏大，

结果偏大）。

2.用标准浓度的盐酸滴定未知浓度的 NaOH 溶液，错误

操作造成测量结果偏差

实验通关 ———中和滴定

指示剂 变色范围的 责匀
石蕊 约缘援园 红色 缘援园耀愿援园 紫色 跃愿援园 蓝色

甲基橙 约猿援员 红色 猿援员耀源援源 橙色 跃源援源 黄色

酚酞 约愿援圆 无色 愿援圆耀员园援园 浅红色 跃员园援园 红色

步骤 操作 c（NaOH）

洗涤

未用标准溶液润洗滴定管 偏高

锥形瓶用待测溶液润洗 偏高

未用待测溶液润洗取用待测液

的滴定管
偏低

锥形瓶洗净后瓶内还残留有少

量蒸馏水
无影响

读数

滴定前仰视读数或滴定后俯视

读数
偏低

滴定前俯视读数或滴定后仰视

读数
偏高

操作不当

滴定完毕后立即读数，半分钟后

颜色又褪去
偏低

滴定前滴定管尖嘴部分有气泡，

滴定后气泡消失
偏高

滴定过程中振荡时有液滴溅出 偏低

滴定过程中，锥形瓶内加少量蒸

馏水
无影响

（图玉） （图域）

V 标

实

实

V 标

实

实

酸、碱中和滴定的拓展应用

拓展延伸

员援氧化还原滴定

（员）原理

以氧化剂或还原剂为滴定剂，

直接滴定一些具有还原性或氧化性

的物质。

（圆）实例

淤酸性 运酝灶韵源 溶液滴定匀圆悦圆韵源
溶 液 原 理：圆酝灶韵源 原垣远匀 垣垣缘匀圆悦圆韵源 越
员园悦韵圆尹垣圆酝灶圆垣垣愿匀圆韵

指示剂：酸性 运酝灶韵源 溶液本身

呈紫色，不用另外选择指示剂，当滴

入一滴酸性 运酝灶韵源 溶液后，溶液由

无色变为浅红色，且半分钟内不褪

色，说明达到滴定终点。

于晕葬圆杂圆韵猿 溶液滴定碘液

原理：圆晕葬圆杂圆韵猿垣陨圆越晕葬圆杂源韵远垣圆晕葬陨
指示剂：用淀粉作指示剂，当滴

入一滴 晕葬圆杂圆韵猿 溶液后，溶液的蓝色

褪去，且半分钟内不恢复原色，说明

达到滴定终点。

圆援双指示剂滴定法

酚酞指示剂：

晕葬韵匀垣匀悦造越晕葬悦造垣匀圆韵
晕葬圆悦韵猿垣匀悦造越晕葬悦造垣晕葬匀悦韵猿
甲基橙指示剂：

晕葬匀悦韵猿垣匀悦造越晕葬悦造垣匀圆韵垣悦韵圆尹
猿援沉淀滴定法：

实际上应用最多的是银量法，

即利用 粤早垣与卤素离子的反应来测

定 悦造原、月则原、陨原、杂悦晕原和 粤早垣。银量法共

分三种，分别以创立者的姓名来命名。

淤莫尔法：在中性或弱碱性的含

悦造原试液中加入指示剂铬酸钾，用硝

酸银标准溶液滴定。氯化银先沉淀，当

砖红色的铬酸银沉淀生成时，表明

悦造原已被定量沉淀，已经到达终点。

于福尔哈德法：

直接滴定法：在含 粤早垣的酸性试

液中，加 晕匀源云藻（杂韵源）圆 为指示剂，以

晕匀源杂悦晕 为滴定剂，先生成 粤早杂悦晕
白色沉淀，当红色的 云藻（杂悦晕）圆垣出现

时，表示 粤早垣已被定量沉淀，已到达

终点。

返滴定法：在含卤素离子的酸

性溶液中先加入一定量的过量的

粤早晕韵猿 标 准 溶 液 ， 再 加 指 示 剂

晕匀源云藻（杂韵源）圆，以 晕匀源杂悦晕 标准溶液

滴定过剩的 粤早垣，直到出现红色为止。

法扬斯法：在中性或弱碱性的

含 悦造原试液中加入吸附指示剂荧光

黄，当用 粤早晕韵猿 滴定时，终点以前，

溶液中 悦造原过剩，粤早悦造 沉淀的表面吸

附 悦造原而带负电，指示剂不变色。在

终点后，粤早垣过剩，沉淀的表面吸附

粤早垣而带正电，指示剂吸附负电荷的

荧光黄离子，使沉淀表面显示粉红

色，从而指示已到达终点。

50 mL20 益50 mL20 益

0
1
2

0
1
2

5050

50

酸
式
滴
定
管

碱
式
滴
定
管

滴定
管夹

（A） （B）

左手控制滴
定管的活塞

右手摇动
锥形瓶

眼睛注视锥
形瓶内溶液
的颜色变化

［第三章 水溶液中的离子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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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是最宝贵的资源之一。下列表述正确的是

（ ）

粤援源 益时，纯水的 责匀越苑
月援温度升高，纯水中的 糟（匀垣）增大，糟（韵匀原）减小

悦援水的电离程度很小，纯水中的主要存在形态是

水分子

阅援在纯水中加入少量硫酸铵，可促进水的电离，

使水的离子积增大

圆援下列微粒对水的电离平衡不产生影响的是

（ ）

粤援匀猿韵垣 月援韵匀原

悦援晕韵原3 阅援晕匀垣4

3.（2019·陕西渭南中学月考）能影响水的电离平衡，

并使溶液中的 c（H垣）跃c（OH原）的操作是 （ ）

A.向水中投入一小块金属钠

B.将水加热煮沸

C.向水中通入二氧化碳气体

D.向水中加食盐晶体

源援圆缘 益时，水的电离达到平衡：匀圆韵 匀垣垣韵匀原

驻匀跃园，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

粤援将水加热，运W 增大，责匀 不变

月援向水中加入稀氨水，平衡逆向移动，糟（韵匀原）

降低

悦援向水中加入少量固体硫酸氢钠，糟（匀垣）增大，运W

不变

阅援向水中加入少量固体 悦匀猿悦韵韵晕葬，平衡逆向移

动，糟（匀垣）降低

5.在 100 益时，100 mL蒸馏水中 c（OH原）=10原6 mol/L，
当改变下列条件之一时，c（OH原）仍然等于 10原6 mol/L
的是 （ ）

淤温度降低到 25 益；于加入 10原6 mol NaOH 固

体，保持 100 益；盂加入 10原6 mol NaCl，保持 100 益；榆
蒸发掉 50 mL 水，保持 100 益。

A.淤于 B.盂榆
C.淤盂 D.于榆
6.（2019·湖北荆州中学月考）水的电离平衡曲线

如下图所示。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A.图中对应点的温度关系为 a跃b跃c
B.纯水仅升高温度，可从 a点变到 c 点

C.水的离子积常数 KW 数值大小关系为 b跃c跃d

D.在 b 点对应温度下，0.5 mol/L 的 H2SO4 溶液与

1 mol/L 的 KOH 溶液等体积混合，充分反应后，所得

溶液的 pH越7
苑援下列溶液一定呈酸性的是 （ ）

粤援责匀约苑 的溶液

月援含有 匀垣的溶液

悦援糟（匀垣）跃糟（韵匀-）的溶液

阅援糟（匀垣）跃员援园伊员园-苑 皂燥造/蕴 的溶液

愿援在室温下等体积的酸和碱的溶液，混合后 责匀
一定小于 苑 的是 （ ）

粤援责匀越圆 的硝酸和 责匀越员圆 的 月葬（韵匀）圆 溶液

月援责匀越猿 的盐酸和 责匀越员员 的氨水

悦援责匀越猿 的硫酸和 责匀越员员 的 运韵匀
阅援责匀越源 的醋酸和 责匀越员园 的 运韵匀 溶液

怨援责匀越缘 的 匀圆杂韵源 溶液，加水稀释到 缘园园 倍，则稀

释后 糟（杂韵圆原源）与 糟（匀垣）的比值为 （ ）

粤援 110 月援 12
悦援 1员 园园 阅援 1员 园园园
员园援在常温下，将 责匀越怨 的 晕葬韵匀 溶液与 责匀越员员的

晕葬韵匀 溶液等体积混合后，溶液的 责匀 最接近于

（ ）

粤援怨援猿 月援怨援苑
悦援员园援猿 阅援员园援苑

11.（2019·浙江省金华市艾青中学质检）在常温

下，下列各组溶液的 c（H垣）一定等于 1伊10原7 mol/L 的

是 （ ）

A.pH越2 和 pH越12 的两种溶液以等体积混合

B.0.05 mol/L H2SO4 与 0.10 mol/L NaOH 溶液以

等体积混合

C.将 pH越5 的 CH3COOH 溶液稀释 100 倍

D.pH越1 的 H2SO4 与 0.10 mol/L Ba（OH）2 溶液以

等体积混合

员圆援已知室温时，园援员 皂燥造/蕴某一元酸 匀粤在水中有

园援员豫发生电离，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 ）

粤援该溶液的 责匀越源
月援升高温度，溶液的 责匀 增大

悦援此酸的电离平衡常数约为 员伊员园-苑

阅援由 匀粤 电离出的 糟（匀垣）约为水电离出的 糟（匀垣）

的 员园远 倍

员猿援现有常温下的六份溶液：

淤园援园员 皂燥造/蕴 悦匀猿悦韵韵匀 溶液；于园援园员 皂燥造/蕴 匀悦造
溶液；盂责匀越员圆 的氨水；榆责匀越员圆 的 晕葬韵匀 溶液；

虞园援园员 皂燥造/蕴 悦匀猿悦韵韵匀 溶液与 责匀越员圆 的氨水等体积

混合后所得溶液；愚园援园员 皂燥造/蕴 匀悦造 溶液与 责匀越员圆 的

晕葬韵匀 溶液等体积混合所得溶液。

（员）其中水的电离程度最大的是 赃赃赃赃赃赃赃（填序

号，下同），水的电离程度相同的是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圆）若将于、盂混合后所得溶液 责匀越苑，则消耗溶

液的体积：于赃赃赃赃赃赃赃赃盂（填“跃”、“约”或“越”）。

（猿）将六份溶液同等稀释 员园 倍后，溶液的 责匀：

淤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于；盂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榆；虞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愚（填“跃”、“约”或“越”）。

（源）将淤、榆混合，若有 糟（悦匀猿悦韵韵原）跃糟（匀垣），则混

合溶液可能呈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填序号）。

粤援酸性 月援碱性 悦援中性

14.25 益时，求下列溶液的 pH：

（1）某 H2SO4 溶液的浓度是 0.005 mol/L：淤求此

溶液的 pH；于用水稀释到原来体积的 100 倍，求 pH；

盂再继续稀释至 104 倍，求 pH。

（2）pH=3 的盐酸与 pH=5 的硫酸等体积混合。

（3）pH=10和 pH=12 的两种 NaOH 溶液等体积

混合。

（4）pH=12 的 NaOH 和 pH=4 的 HCl 等体积混合。

a

b

c

d10-610-6

10-7

O 10-7 10-6 c（匀垣）（mol/L）

c（O匀-）（mol/L）

巩固提高

满分宝典

课时 员 水的电离与溶液 pH 计算

第二节 水的电离与溶液的酸碱性

8援（圆园员7·云南统测）已知下列四个热化学方程式

（驻匀 的单位均为 噪允/皂燥造）：

晕匀源悦造（泽）越晕匀猿（早）垣匀悦造（早） 驻匀员越葬（i）
月葬（韵匀）圆·愿匀圆韵（泽）越月葬韵（泽）垣怨匀圆韵（造） 驻匀圆越遭（英）

圆晕匀源悦造（泽）垣月葬（韵匀）圆·愿匀圆韵（泽）越月葬悦造圆（葬择）垣
圆晕匀猿（早）垣员园匀圆韵（造） 驻匀猿越糟（樱）

月葬韵 （泽）垣圆匀悦造 （葬择）越月葬悦造圆 （葬择）垣匀圆韵（造）
驻匀源越凿（婴）

其中 葬、遭、糟 均大于 园，匀悦造 气体溶解于水，溶液温

度升高。由此可知下列判断一定正确的是 （ ）

粤援凿约园
月援糟约圆葬垣遭垣凿
悦援糟越圆葬垣遭垣凿
阅援糟跃圆葬垣遭垣凿
9援由盖斯定律结合下列热化学方程式，回答问题。

（员）已知：淤悦（泽）垣韵圆（早）越悦韵圆（早） 驻匀员
于圆悦韵（早）垣韵圆（早）越圆悦韵圆（早） 驻匀圆
盂栽蚤韵圆（早）垣圆悦造圆（早）越栽蚤悦造源（泽）垣韵圆（早） 驻匀猿
则 栽蚤韵圆（泽）垣圆悦造圆（早）垣圆悦（泽）越栽蚤悦造源（泽）垣圆悦韵（早）的

驻匀 越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列出关于 驻匀员、驻匀圆、驻匀猿 表

达式）。

（圆）已知 晕葬圆悦韵猿·员园匀圆韵（泽）越晕葬圆悦韵猿（泽）垣员园匀圆韵（早）
驻匀越垣缘猿圆援猿远 噪允/皂燥造

晕葬圆悦韵猿·员园匀圆韵 （泽）越晕葬圆悦韵猿·匀圆韵 （泽）垣怨匀圆韵（早）
驻匀越垣源苑猿援远猿 噪允/皂燥造

写出 晕葬圆悦韵猿·匀圆韵 脱水反应的热化学方程式：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10援已知：淤匀圆（早）垣 12 韵圆（早）越匀圆韵（早） 驻匀员越葬 噪允/皂燥造
于圆匀圆（早）垣韵圆（早）越圆匀圆韵（早） 驻匀圆越遭 噪允/皂燥造
盂匀圆（早）垣 12 韵圆（早）越匀圆韵（造） 驻匀猿越糟 噪允/皂燥造
榆圆匀圆（早）垣韵圆（早）越圆匀圆韵（造） 驻匀源越凿 噪允/皂燥造
则 葬、遭、糟、凿 间的大小关系为 赃赃赃赃赃赃赃__赃赃赃赃赃赃。
员员援通过以下反应均可获取 匀圆：

淤太阳光催化分解水制氢：圆匀圆韵（造）越圆匀圆（早）垣韵圆（早）
驻匀员越+缘苑员援远 噪允/皂燥造

于焦炭与水反应制氢：悦（泽）垣匀圆韵（早）越悦韵（早）垣匀圆（早）
驻匀圆越+员猿员援猿 噪允/皂燥造

盂甲烷与水反应制氢：悦匀源（早）垣匀圆韵（早）越悦韵（早）垣
猿匀圆（早） 驻匀猿越+圆园远援员 噪允/皂燥造

（员）反应淤中的能量转化形式为 ___________ 能

转化为 ________ 能，反应于为 ________ 反应（填“吸

热”或“放热”）。

（圆）若反应盂使用催化剂，则 驻匀猿________（填

“减小”、“增大”或“不变”）。

（猿）反应 悦匀源（早）越悦（泽）垣圆匀圆（早）的 驻匀越________。
（4）化学反应 N2+3H2葑2NH3 的能量变化如下图所

示，则该反应的热化学方程式为 _______________。

第三节 反应热计算
课时 1 盖斯定律及应用

员援盖斯定律指出：化学反应的焓变只与各反应物

的始态和各生成物的终态有关，而与具体的反应途径

无关。物质 粤 在一定条件下可发生一系列转化，由图

判断下列关系错误的是 （ ）

驻匀1

驻匀2

驻匀3驻匀4

驻匀5

驻匀6 A
B

CE
D

F

粤援粤寅云，驻匀越原驻匀远
月援驻匀员垣驻匀圆垣驻匀猿垣驻匀源垣驻匀缘垣驻匀远越员
悦援悦寅云，渣驻匀 渣越渣驻匀员垣驻匀圆垣驻匀远渣
阅援渣驻匀员垣驻匀圆垣驻匀猿渣越渣驻匀源垣驻匀缘垣驻匀远渣
圆援关于如图所示转化关系（载 代表卤素），说法不

正确的是 （ ）

粤援圆匀（早）垣圆载（早）越圆匀载（早） 驻匀猿约园
月援途径玉生成 匀载 的反应热与途径无关，所以

驻匀员越驻匀圆垣驻匀猿
悦援途径玉生成 匀月则 放出的热量比生成 匀悦造 的少，

说明 匀月则 比 匀悦造 稳定

阅援悦造、月则、陨 的非金属性依次减弱，所以途径域吸

收的热量依次减小

猿援已知 粤（早）垣月（早）越悦（早） 驻匀员、阅（早）垣月（早）越耘（早）

驻匀圆，若 粤 和 阅 混合气体 员 皂燥造 完全与 月 反应，放热

驻匀猿，则 粤 和 阅 物质的量之比是 （ ）

粤援（驻匀圆原驻匀猿）颐（驻匀员-驻匀猿）

月援（驻匀猿原驻匀圆）颐（驻匀员-驻匀猿）

悦援（驻匀猿-驻匀圆）颐（驻匀猿-驻匀员）

阅援（驻匀员-驻匀猿）颐（驻匀猿-驻匀员）

4援在 圆怨愿 运、员园员 噪孕葬 时，已知下列三个热化学方

程式：

圆匀圆韵（早）越韵圆（早）垣圆匀圆（早） 驻匀员
悦造圆（早）垣匀圆（早）越圆匀悦造（早） 驻匀圆
圆悦造圆（早）垣圆匀圆韵（早）越源匀悦造（早）垣韵圆（早） 驻匀猿
则 驻匀猿 与 驻匀员 和 驻匀圆 之间的关系正确的是

（ ）

粤援驻匀猿越驻匀员垣圆驻匀圆
月援驻匀猿越驻匀员垣驻匀圆
悦援驻匀猿越驻匀员原驻匀圆
阅援驻匀猿越驻匀员原圆驻匀圆
5援下列各组热化学方程式的 驻匀 前者大于后者的

是 （ ）

淤悦（泽）垣韵圆（早）越悦韵圆（早） 驻匀员

悦（泽）垣 12 韵圆（早）越悦韵（早） 驻匀圆

于杂（泽）垣韵圆（早）越杂韵圆（早） 驻匀猿
杂（早）垣韵圆（早）越杂韵圆（早） 驻匀源

盂匀圆（早）垣 12 韵圆（早）越匀圆韵（造） 驻匀缘

圆匀圆（早）垣韵圆（早）越圆匀圆韵（造） 驻匀远
榆悦葬悦韵猿（泽）越悦葬韵（泽）垣悦韵圆（早） 驻匀苑
悦葬韵（泽）垣匀圆韵（造）越悦葬（韵匀）圆（葬择） 驻匀愿
粤援淤 月援榆

悦援于盂榆 阅援淤于盂
6援（圆园员7·河南中原名校联考）对于反应 悦圆匀源（早）=

悦圆匀圆（早）垣匀圆（早）、圆悦匀源（早）=悦圆匀源（早）垣圆匀圆（早），均为吸热

反应。淤悦（泽）垣圆匀圆（早）=悦匀源（早） 驻匀员、于圆悦（泽）垣匀圆（早）
=悦圆匀圆（早） 驻匀圆、盂圆悦（泽）垣圆匀圆（早）=悦圆匀源（早） 驻匀猿。

则淤于盂中 驻匀员、驻匀圆、驻匀猿 的大小顺序排列正确

的是 （ ）

粤援驻匀员跃驻匀圆跃驻匀猿

月援驻匀圆跃驻匀猿跃驻匀员

悦援驻匀圆跃驻匀员跃驻匀猿

阅援驻匀猿跃驻匀圆跃驻匀员

7援（圆园员8·陕西宝鸡模拟） 丙烯是石化工业的主

要原料之一，由于市场对丙烯的需求量激增，丙烷脱

氢制丙烯的技术日益受到重视。某研究机构需得到

悦猿匀愿（早）越猿悦（石墨，泽）垣源匀圆（早）的 驻匀，但直接测定实验

难进行，可通过下图中各组物质能量总和及相互间转

化中的能量变化计算得到：

（员）判断：驻匀赃赃赃赃赃赃赃赃园（选填“跃”、“约”或“越”）。
（圆）驻匀越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用含 驻匀员、驻匀圆、驻匀猿

的代数式表示）。

1 mol NH3（早）

1 mol N+3 mol H

驻E=b kJ驻E=a kJ

驻E=c kJ
1 mol NH3（l）

能
量
E
增
加

圆匀（早）垣圆载（早）

驻匀1

驻匀2 驻匀3

玉

芋域
2HX（g）匀2（早）垣载2（早）

驻匀2驻匀
C3H8（g）垣缘韵圆（g）

猿悦韵圆（g）垣源匀圆（g）垣圆韵圆（g）
驻匀3

驻匀1

猿悦韵圆（g）垣源匀圆韵（l）

猿悦（石墨，s）垣源匀圆（g）垣缘韵圆（g）
能量

第一章 化学反应与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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