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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物质的分类及计量

　　必修课程是全体高中学生必须修习的课程，也是普通高中学生化学学科核心素养发展的共同

基础。必修课程既承担着与义务教育阶段化学教育的衔接及全面提升学生化学学科核心素养的任

务，也为高中生个性化的化学学习奠定基础。

本专题由３个单元组成，分别是“物质及其反应的分类”“物质的化学计量”和“物质的分散系”。

着重介绍了学习和研究化学的一些基本方法，教学中要特别关注学生科学学习方法的养成，避免知

识点的简单堆砌，应让学生体会到“分类”是研究和学习物质性质与化学反应的重要方法，“物质的

量”是化学学科展开定量研究的独特方法，是联系宏观与微观的重要桥梁，是化学学科开展定量研

究的基础。

第一单元“物质及其反应的分类”的教学，可以先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认识物质的多样性，并对

物质进行科学分类，学会用化学的眼光认识客观世界中丰富多彩的物质；再让学生在具体的实际应

用中，体会不同类别的物质可以相互转化，认识物质的转化需要一定的条件，进一步感悟化学学科

的价值———创造物质；最后，从新的视角（化合价）对纷繁复杂的化学变化进行分类研究，逐步揭示

各类变化的特征和规律。第二单元“物质的化学计量”相关概念一直以来都是高中化学教学的重

点，其重要性体现在学生开始从微观的角度定量研究物质和反应，形成化学研究独特的微观视角，

且这种思维将贯穿高中化学学习的始终，甚至将影响整个化学学科的学习。第三单元“物质的分散

系”仍然体现的是物质分类的思想，它的目标是理解以分散质粒子的大小为标准将分散系分为溶

液、胶体、浊液的科学性。

专题１为高一新生打开了高中化学学习的大门。纵览本专题的内容安排，从物质的分类、物

质的转化到化学反应的分类，从定性研究转到定量研究，从物质在水中的存在形式引出胶体、电

解质和非电解质等。教材从学生的已有知识和能力水平出发引出新的知识，符合学生认知发展

的规律。另一方面，本专题所涉及的基本概念及原理又为整个必修化学乃至高中化学奠定基础。

例如，在专题２中学生将从“物质的量浓度”的新角度来研究溶液的组成，在专题３中学生将从

“氧化还原反应”的新角度认识氯气的性质，并在积累更多化学反应后进一步研究氧化还原反应

的本质、离子反应以及强弱电解质。这些后继知识对于本专题的基本概念、原理和技能也起到巩

固与应用的作用。本专题还揭示了这样的道理：正是这些基本原理构成了当今化学不断涌现的新

领域和新发现的基础。人类在面对大自然的种种变化时，逐步发展理论研究与实验研究，在探索、

解释这些现象与变化的微观奥秘中，让化学造福人类。

１．本专题内容结构及分布
在自然界、人类的生活和生产中，接触到的物质大多数是组成和分散状态不同的混合物。在化

学家的眼中，丰富多彩的化学物质可以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分类。对物质进行分类，有助于认识物

质转化的规律，并利用物质转化的规律为人类制备更多的新物质。从不同视角对纷繁复杂的化学

变化进行分类研究，逐步揭示各类变化的特征和规律，预测在一定条件下某种物质可能发生的化学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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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的化学计量”体现在开始运用定量的手段从微观的角度研究物质和反应，且这种思想将

贯穿整个高中化学。“物质的分散系”体现的仍然是物质分类的思想。

２．本专题教学时数分布

单　　元 节 课　时

第一单元　物质及其反应的分类
物质的分类、物质的转化 １

化学反应的分类 １

第二单元　物质的化学计量
物质的量 ２

气体摩尔体积 １

第三单元　物质的分散系
常见的分散系 １

电解质溶液 １

第一单元　物质及其反应的分类

一、教学目标

１．能以不同视角对物质及其变化进行分类，初步形成研究物质性质的基本思路。

２．在物质转化的学习中，感受化学在创造物质方面对人类的贡献。

３．在分类方法的应用中，体验分类在化学研究和学习中的重要意义。

二、教学难点建议

建构氧化还原反应的概念

学生在初三已学习过按反应物和生成物的类别以及反应前后物质数量的多少把化学反应分为

四种基本反应类型，能够从得氧和失氧的角度认识氧化反应和还原反应，对化学反应的认识停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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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变化的层面，教学中应着力引导学生用元素的观点认识物质的变化。进行氧化还原反应概念

教学设计时应结合学生已有知识，将新、旧知识紧密联系起来，运用原来的氧化反应和还原反应的

定义去认识、评判许多化学反应，引发认知冲突，使学生感受到已有知识的局限性。然后换个角度

重新分析，找到许多氧化还原反应所隐含的、共同的外部特征，从而建立对氧化还原反应的新认识。

这样就完成了该知识体系的构建，学生对氧化还原反应也有了新的、更深入的认识，体现科学认识

阶段性、阶梯式的螺旋上升。所以，在设计课堂教学时，应充分了解学情，从学生已有的认知出发建

构新的知识体系。

氧化还原反应体系的建构在中学化学课程中分三个阶段完成：①从得氧、失氧的角度认识

氧化反应、还原反应；②从化合价升降和电子转移的观点来判断、认识、理解氧化还原反应；

③以物质的转化（包括无机物与有机物）、化学能与电能的相互转化等为载体应用氧化还原

反应。

教学片段：建构氧化还原反应的概念

教　师　活　动 学　生　活　动

【活动】

（１）氧化还原反应的特征是什么？

（２）什么是氧化还原反应？

（３）如何对所有的化学反应进行分类？

素材：

（１）硫在氧气中燃烧；

（２）天然气燃烧；

（３）用双氧水制氧气；

（４）用赤铁矿炼铁；

（５）铁钉放入硫酸铜溶液中；

（６）金属钠在氯气中燃烧生成氯化钠；

（７）氢氧化钠溶液与盐酸混合。

【讨论与交流】

（１）发现每一个氧化还原反应中，都有化合价升高的元

素和化合价降低的元素，如下所示。

Ｓ
０

＋Ｏ
０

２
点燃
Ｓ
＋４


 ↑
化合价升高

Ｏ２
－２

 ↓

化合价降低

（２）氧化还原反应：凡是有元素化合价变化的化学反应，

都是氧化还原反应。

（３）运用氧化还原反应的新视角可以对所有化学反应进

行分类，结果如图１１所示。

图１１　化学反应的分类

三、教学设计及案例

“物质的分类”教学设计

（一） 教学内容分析

本节课的主要教学内容是两种分类方法。两种分类方法的教学价值是：（１）分类有层次性，这

对后面关于胶体和电解质概念的理解具有重要的作用。胶体是分散系（混合物）范畴下的概念，电

解质是化合物的下属概念。（２）多角度分类更利于全面研究与认识物质的性质，如可以从物质类别

属性来研究，也可以从化合价角度来分析其氧化性或还原性。对于强电解质在溶液中的反应，还可

以从电离出的阳离子或阴离子的角度分析。考虑到本节课的教学价值，在教学时要渗透分类的层

次性和多角度性。由于教学的阶段性，对于交叉分类不可能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但是可以开拓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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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学生建立起从类别属性来研究物质性质的思路。

（二） 教学方法设计

１．教学步骤

步骤１

创设情境

步骤２
→
物质分类

步骤３
→
预测性质

图１２　“物质的分类”教学步骤

２．教学形式

步骤１

创设情境

步骤２
→
物质分类

步骤３
→
预测性质

实践形式

↓


比较拓展

实验形式

↓


学生思考

直观形式

↓


材料分析

图１３　“物质的分类”教学形式

３．教学细节
（１）步骤１的设计及意图

体验分类在生活中的应用

创 设 情 境 提 出 问 题 学 生 活 动 学 习 反 馈

　去图书馆借阅《普通高中

教科书·化学　必修　第一

册》（苏教版）。

　如何顺利找到需要的

图书？　

　分析：按照楼层分布等目

录式的指引就可以找到。
　体验应用分类的结果为

我们的生活服务。

　　设计意图　通过生活实例引入“物质的分类”，同时使学生了解到分类要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

分类的目的不仅是对已知事物的整理、归类（类似于图书馆工作人员的任务），更重要的是能对不熟

悉的事物有初步的认识以便进一步研究（类似于我们去借阅图书）。也可从垃圾分类处理体现分类

的重要性。

（２）步骤２的设计及意图

感受物质科学分类的意义

创 设 情 境 提 出 问 题 学 生 活 动 学 习 反 馈

　提供常见的１０种物质，包含单质、化

合物（酸、碱、盐、氧化物）、混合物等。
　按照一定的标准对上

述１０种物质进行分类。
　按照自己的标准对

１０种物质进行分类。
　分小组展示分类

结果。

　　设计意图　通过对上述物质的辨析，学生对于分类的认识经历了从直觉型经验思维向抽象思

维过渡的过程。初步了解了分类观，学生对于交叉分类法的了解就不只局限于将物质与类别进行

连线，而是能够对大量物质采用多种标准分类，达到多角度地认识物质的目的。同时感受到同类物

质的再分类（树状分类法）是将物质性质具体化的重要思路。

（３）步骤３的设计及意图

体验物质科学分类的价值

创 设 情 境 提 出 问 题 学 生 活 动 学 习 反 馈

　展示：（１）酸性氧化物———

ＣＯ２ 和ＳＯ２；（２）酸———盐酸

和硝酸。

１．预测ＳＯ２ 可能具有怎样的

化学性质？

２．预测硝酸可能具有怎样的

化学性质？

　讨论：ＳＯ２、硝酸可

能具有的化学性质。

　类比法有或然性，需

要通过实验来验证其准

确性。

　　设计意图　在应用中体会分类法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科学方法。我们学习和研究化学物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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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是先根据物质的属类，类比推测它可能具有的该类物质的通性。但需要注意的是类比法有或

然性，因此需要通过实验来验证其准确性。

四、实验探究

酸性氧化物与碱的反应
———以“ＣＯ２与ＮａＯＨ溶液的反应”为例

　　１．实验用品
计算机、数据采集器、气体压强传感器及其附件、注射器、三颈瓶、带铁夹的铁架台、ＣＯ２气体、

蒸馏水、１０％ＮａＯＨ溶液。

２．实验装置
实验装置见图１４。

图１４　实验装置示意图

３．实验过程

图１５　向犆犗２中分别注入犎２犗、犖犪犗犎溶液后，

密闭容器内压强的变化曲线

（１）ＣＯ２溶于水

【方案１】　①用三颈瓶收集满ＣＯ２。

②用注射器取４ｍＬ蒸馏水，备用。

③打开传感器软件，将计算机、数据采集器、气

体压强传感器、注射器以及三颈瓶等连接，观察计算

机显示压强的读数。当压强示数稳定后，点击“采集

数据”，此时记录的数据为三颈瓶内气体的压强。

④将注射器内蒸馏水推入三颈瓶内，三颈瓶内

压强略有上升。待ＣＯ２与蒸馏水充分混合，观察到

压强逐渐下降然后趋于稳定不变，此时停止数据采

集，得到如图１５中所示曲线①。

实验分析　由ＣＯ２与蒸馏水混合压强变化的曲线①可知，注入蒸馏水时三颈瓶内气压瞬间上

升到最大值，因为蒸馏水占据三颈瓶的部分容积，ＣＯ２尚未与蒸馏水充分混合，气体处于被压缩状

态，压强增至最大值；随着ＣＯ２与蒸馏水混合，三颈瓶内压强逐渐下降，然后趋于稳定不变，说明

ＣＯ２能溶于水；另外，从压强变化曲线还可看出最终压强比起始压强还略大一些，因为通常状况下，

１体积的水所能溶解的ＣＯ２大约为０．８体积，达不到１体积。

（２）ＣＯ２与ＮａＯＨ溶液反应

【方案２】　用ＮａＯＨ溶液替换蒸馏水，重复上述方案１中的步骤①②③④，观察到三颈瓶内压

强先有少量上升，然后直线下降至约１８ｋＰａ，并逐步趋于稳定不变，如图１５中所示曲线②。

实验分析　将ＮａＯＨ溶液推入三颈瓶时，由于ＮａＯＨ溶液与ＣＯ２尚未充分接触，此时压强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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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上升；当ＮａＯＨ溶液与ＣＯ２充分混合后，三颈瓶内的压强直线下降至约１８ｋＰａ，说明大量ＣＯ２

气体消失，三颈瓶内只有少量气体剩余。

实验小结　借助气体压强传感器设计ＣＯ２溶于水及ＣＯ２与ＮａＯＨ溶液反应的实验，具有以

下优点：①实现宏观现象、数据曲线的同步记录，既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帮助学生将数据曲

线与实验现象、微观变化和反应的化学方程式等建立连接，培养学生多重表征意识；②根据压强变

化数据，可使学生从定量角度深入认识化学反应，有助于学生从数据分析角度深入剖析问题，有助

于提升学生信息获取、信息加工方面的能力。

五、习题研究

（一） 教材习题答案

教材第８页。

１．ＳＯ２属于酸性氧化物，Ｎａ２Ｏ属于碱性氧化物。　ＳＯ２＋ ２ＮａＯＨ Ｎａ２ＳＯ３＋Ｈ２Ｏ

Ｎａ２Ｏ＋Ｈ２ＳＯ ４ Ｎａ２ＳＯ４＋Ｈ２Ｏ

２．（１）Ｎａ２ＳＯ４＋ＢａＣｌ２ ＢａＳＯ４↓＋２ＮａＣｌ　（２）ＢａＣＯ３＋ ２ＨＣｌ ＢａＣｌ２＋Ｈ２Ｏ＋ＣＯ２↑

（３）Ｈ２ＳＯ４＋Ｂａ（ＯＨ）２ ＢａＳＯ４↓＋２Ｈ２Ｏ

３．不同意。因为化合反应中有的属于氧化还原反应（如２Ｈ２＋Ｏ２
点燃
２Ｈ２Ｏ），有的属于非氧

化还原反应（如ＣａＯ＋ＣＯ ２ ＣａＣＯ３）。 分解反应中有的属于氧化还原反应（如２Ｈ２Ｏ
通电

２Ｈ２↑＋Ｏ２↑），有的属于非氧化还原反应（如ＣａＣＯ３
高温
ＣａＯ＋ＣＯ２↑）。置换反应均为氧化还

原反应，因为置换反应指由一种单质与一种化合物作用生成另一种单质和另一种化合物，如Ｚｎ＋

ＣｕＳＯ ４ Ｃｕ＋ＺｎＳＯ４，在这一过程中有元素从游离态到化合态，也有元素从化合态到游离态，就

必然会有化合价的变化，所以置换反应均为氧化还原反应。复分解反应指的是两种化合物相互交

换成分生成两种新的化合物，所以复分解反应均为非氧化还原反应。

４．（１）ＣａＯ＋Ｈ２ Ｏ Ｃａ（ＯＨ）２　（２）Ａｌ（ＯＨ）３＋ ３ＨＣｌ ＡｌＣｌ３＋３Ｈ２Ｏ　（３）ＣｕＳＯ４＋

Ｆｅ ＦｅＳＯ４＋Ｃｕ　（４）ＮＨ４ＨＣＯ３
△
ＮＨ３↑＋ＣＯ２↑＋Ｈ２Ｏ　（５）ＣＨ４＋Ｏ２

点燃
ＣＯ２＋

２Ｈ２Ｏ　（１）　（４）　（３）　（２）　（３）（５）

５．①ＣａＣＯ３
高温
ＣａＯ＋ＣＯ２↑ 　②ＣａＯ＋Ｈ２ Ｏ Ｃａ（ＯＨ）２　③Ｃａ（ＯＨ）２＋ＣＯ ２

ＣａＣＯ３↓＋Ｈ２Ｏ　④２Ｃａ＋Ｏ２
△
２ＣａＯ　⑤Ｃａ（ＯＨ）２＋ ２ＨＣｌ ＣａＣｌ２＋２Ｈ２Ｏ　⑥Ｃａ＋

Ｃｌ２
点燃
ＣａＣｌ２　⑦ＣａＣｌ２

通电
Ｃａ＋Ｃｌ２↑　属于氧化还原反应的有④⑥⑦。

（二） 精选参考习题

１．下图为表示气体分子的示意图，图中“”和“”分别表示两种不同质子数的原子，其中可能

表示氧化物的是（　　）

Ａ
　　　

Ｂ
　　　

Ｃ
　　　

Ｄ

【答案】　Ａ

２．汽车发动机会产生一类称做二氧化氮（ＮＯ２）的污染物。在阳光的作用下，二氧化氮会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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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氧化氮（ＮＯ）和氧原子，该反应属于哪一类化学反应？

【答案】　从物质的种类与数量的角度分类，该反应属于分解反应；从化合价的角度分类，该反

应属于氧化还原反应。

六、问题探讨

１．什么是酸、碱？
人们最初对酸碱的认识是从它们的反应现象、性质特征入手的。有一类物质在水溶液中表现

出强烈的“酸味”，对金属有溶蚀作用，能使某些蓝色的植物染料变成红色，称为酸。而另有一类物

质，在水溶液中具有肥皂似的滑腻感，能使某些红色的植物染料变成蓝色，称为碱。

（１）朴素的酸碱理论

酸碱理论的发展可以追溯到１７世纪。１７世纪前，人们凭着日常生活中经常与酸碱接触的经验

来理解酸碱物质，此时人们对酸碱的认识十分模糊，只凭感觉而定。１７世纪末，英国化学家波义耳

（Ｒ．Ｂｏｙｌｅ）根据实验总结出朴素的酸碱理论。

酸：凡物质的水溶液能溶解某些金属，与碱接触会失去原有的特性，而且能使石蕊试液变红

的物质。

碱：凡物质的水溶液有苦涩味，能腐蚀皮肤，与酸接触后失去原有特性，而且能使石蕊试液变蓝

的物质。

波义耳的酸碱定义在当时能够很好地说明酸碱的概念，但仍有很多不完善之处，易与盐混淆。

如氯化铁符合酸的定义，但它是盐不是酸；碳酸钾符合碱的定义，但它是盐而不是碱。

后来人们试图从物质的组成方面来认识酸碱的本质。法国化学家拉瓦锡（Ａ．Ｌ．Ｌａｖｏｉｓｉｅｒ）提

出氧是所有酸中普遍存在的和必不可少的元素，英国化学家戴维（Ｈ．Ｄａｖｙ）以盐酸中不含氧的实验

事实证明拉瓦锡的看法是错误的。戴维认为，判断一种物质是不是酸，要看它是否含有氢。这种判

断依据带有片面性，因为很多有机化合物和氨都含有氢，但并不是酸。德国化学家李比希（Ｊ．Ｖ．

Ｌｉｅｂｉｇ）弥补了戴维观点的不足，为酸和碱下了更科学的定义：所有的酸都是氢的化合物，但其中的

氢必须是能够很容易地被金属所置换的，碱则是能够中和酸并产生盐的物质。

（２）酸碱电离理论

１８８７年，瑞典化学家阿仑尼乌斯（Ｓ．Ａ．Ａｒｒｈｅｎｉｕｓ）首次提出了酸碱电离理论。该理论认为，酸

是在水溶液中，电离产生的阳离子全部是Ｈ＋的物质。碱是在水溶液中，电离产生的阴离子全部是

ＯＨ－的物质。酸碱反应的实质是Ｈ＋和ＯＨ－之间的反应。

由于水溶液中的Ｈ＋和ＯＨ－的浓度是可以测量的，所以这一理论第一次从定量的角度来描述

酸碱的性质和它们在化学反应中的行为，指出各种酸碱的电离度大小不等，于是就有强酸和弱酸，

强碱和弱碱之分。该理论解释了许多实验事实，如强酸电离度大，产生Ｈ＋多，因此与金属反应能

力强。反之弱酸电离度小，与金属反应能力弱。它揭示了酸碱中和反应的实质是Ｈ＋和ＯＨ－之间

的反应，解释了一切强酸和强碱之间的反应热都相同的事实。该理论使人们对酸碱物质的组成有

了本质认识，另外，利用该理论可以对酸碱强弱进行量化比较。可以说阿仑尼乌斯酸碱电离理论是

酸碱理论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至今仍在普遍使用。

阿仑尼乌斯酸碱电离理论的优点是能简便说明酸碱在水溶液中的反应，但由于该理论把酸碱

概念局限在水溶液中，因此对非水体系和无溶剂体系都不适用。

（３）酸碱溶剂理论

１９０５年，英国化学家富兰克林（Ｅ．Ｃ．Ｆｌａｎｋｌｉｎ）提出了著名的酸碱溶剂理论。该理论认为，凡

能生成和溶剂正离子相同的物质为酸，凡能生成和溶剂负离子相同的物质为碱。酸碱反应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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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正离子和负离子化合而形成溶剂分子的反应。溶剂理论在概念上扩展了电离理论，把酸碱扩大

到了任何能够产生正、负离子的溶剂中，进而扩大了酸碱的范围。水只是许多溶剂的一种，溶剂理

论对水溶液中的酸碱概念的解释与电离理论是一致的。

（４）酸碱质子理论

对于非解离的溶剂或无溶剂体系中的酸碱性质是电离理论和溶剂理论无法解释的。１９２３年，

布朗斯特（Ｊ．Ｎ．Ｂｒｏｎｓｔｅｄ）和劳莱（Ｔ．Ｍ．Ｌｏｗｒｙ）同时独立提出了酸碱质子理论。

酸：能够给出质子（Ｈ＋）的物质。

碱：能够接受质子（Ｈ＋）的物质。

而且酸碱有如下关系： →酸 碱＋Ｈ＋。

上式中左边的酸是右边碱的共轭酸，而右边的碱则是左边酸的共轭碱，两者彼此联系在一起叫

做共轭酸碱对。例如：

→酸 碱＋Ｈ＋

→ＨＡｃ Ａｃ－＋Ｈ＋ 　　　　　　　　　　　ＮＨ＋ →４ ＮＨ３＋Ｈ
＋

Ｈ２ＣＯ →３ ＨＣＯ－３＋Ｈ
＋ ＨＣＯ－ →３ ＣＯ２－３ ＋Ｈ

＋

可见，酸给出质子后生成相应的碱，而碱结合质子后又生成相应的酸。酸碱之间的这种依赖关

系称为共轭关系。相应的一对酸碱被称为共轭酸碱对。酸碱反应的实质是两个共轭酸碱对的结

合，质子从一种酸转移到另一种碱的过程。

与酸碱的电离理论和溶剂理论相比，酸碱质子理论已有了很大的进步，扩大了酸碱的范畴，使

人们加深了对酸碱的认识。但是，质子理论也有局限性，它只限于质子的给予和接受，对于无质子

参与的酸碱反应就无能为力了。

（５）酸碱电子理论

１９２３年，美国化学家路易斯（Ｇ．Ｎ．Ｌｅｗｉｓ）指出，没有任何理由认为酸必须限定在含氢的化合

物上，他的这种认识来源于氧化反应不一定必须有氧参加。路易斯是共价键理论的创建者，所以他

更倾向于用结构的观点为酸碱下定义。碱是具有孤对电子的物质，这对电子可以用来使别的原子形

成稳定的电子层结构。酸则是能接受电子对的物质，它利用碱所具有的孤对电子，使其本身的原子达

到稳定的电子层结构。酸碱反应的实质是碱的未共用电子对通过配位键跃迁到酸的空轨道中，生成

酸碱配合物的反应。这一理论很好地解释了一些不能释放出质子的物质也是酸，一些不能接受质子

的物质也是碱。路易斯电子理论是近代电子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化学键理论从玻尔的原子论

过渡到近代量子化学的起点。酸碱电子理论摆脱了体系必须具有某种离子或元素的思想，也不受溶

剂的限制，而是立足于物质的普遍性，以电子的给出和接受来说明酸碱反应，更能体现物质的本质属

性，比较普遍和广泛。

路易斯酸碱电子理论较电离理论、溶剂理论、质子理论有了更大的扩展和完善，在现代化学中

的应用比较广泛。路易斯曾感慨地说过：“把酸局限于具有氢元素，严重地干扰了化学的系统知识，

正如过去把氧化剂局限于必然含氧一样。”路易斯酸碱理论加深了人们对酸碱物质结构的认识，扩

大了酸碱的范围，在化学反应研究的系统化上起着巨大的作用。但是该理论含义太广泛，有时用起

来反而不方便。主要缺点有两点：一是酸碱的强弱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缺乏像质子理论那样的计

算；另一点是包括的范围太广泛，不便于区分酸和碱各式各样的差别。在路易斯酸碱理论的基础

上，人们发展了更为重要的软硬酸碱理论。

（６）软硬酸碱理论

１９６３年，美国化学家皮尔逊（Ｒ．Ｇ．Ｐｅａｒｓｏｎ）在路易斯酸碱理论基础上提出了软硬酸碱理论，

即ＨＳＡＢ原则。皮尔逊将路易斯酸碱分为硬、软和交界几种类型。

①酸是电子的接受体，硬酸的受电原子多为惰性气体型金属离子，其特点是正电荷高，极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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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体积小，不易被氧化，不易变形。软酸与硬酸相反。

②碱是电子的给予体，硬碱的给电原子的负电荷高，极化性低，难氧化，不易变形。软碱与硬碱

相反。

③交界酸碱的特性分别界于硬酸软酸、硬碱软碱之间。

常见的酸和碱的软硬度分类分别见表１１和１２。

表１１　常见酸的软硬度的分类

硬　　酸 交 界 酸 软　　酸

　Ｈ
＋、Ｌｉ＋、Ｎａ＋、Ｋ＋、Ｂｅ２＋、Ｍｇ２＋、Ｃａ２＋、

Ｓｒ２＋、Ｂａ２＋、Ｓｃ３＋、Ｌａ３＋、Ｃｅ４＋、Ｔｈ４＋、Ｔｉ４＋、

Ｚｒ４＋、 Ｈｆ４＋、Ｕ４＋、Ｃｒ３＋、 Ｍｎ２＋、 Ｍｎ７＋、

Ｆｅ３＋、Ｃｏ３＋、Ａｌ３＋、ＢＦ３、ＢＣｌ３、ＣＯ２。

　Ｆｅ
２＋、Ｃｏ２＋、Ｎｉ２＋、Ｃｕ２＋、

Ｚｎ２＋、Ｓｎ２＋、Ｐｂ２＋、Ｓｂ３＋、Ｂｉ３＋。

　Ｐｄ
２＋、Ｐｔ２＋、Ｐｔ４＋、Ｃｕ＋、

Ａｇ
＋、 Ａｕ＋、 Ｃｄ２＋、 Ｈｇ＋、

Ｈｇ
２＋、Ｂｒ２、Ｂｒ＋、Ｉ２、Ｉ、Ｏ、

Ｃｌ、Ｎ。

表１２　常见碱的软硬度的分类

硬　　碱 交 界 碱 软　　碱

　ＮＨ３、Ｎ２Ｈ４、Ｈ２Ｏ、ＯＨ－、Ｆ－、Ｃｌ－、Ｏ２－、

ＣＯ
２－
３ 、ＮＯ

－
３、ＰＯ

３－
４ 、ＳＯ

２－
４ 、ＣｌＯ

－
４。

　Ｃ６Ｈ５ＮＨ２、Ｃ５Ｈ５Ｎ、Ｎ３－、

Ｎ２、ＳＯ
２－
３ 、Ｂｒ

－。

　Ｈ
－、Ｒ－ （Ｒ 代表烷基）、

Ｃ２Ｈ４、 Ｃ６Ｈ６、 ＣＮ－、 ＣＯ、

ＳＣＮ－、Ｓ２Ｏ
２－
３ 、Ｉ

－。

　　ＨＳＡＢ原则：硬碱优先与硬酸配位，软碱优先与软酸配位。通俗的表达即“硬亲硬，软亲软，交

界酸碱两边管”。所谓“亲”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即生成物稳定性高和反应速率快。这虽然是一条经

验规律，但应用颇广。①取代反应都倾向于形成硬—硬、软—软的化合物。②软—软、硬—硬化合

物较为稳定，软—硬化合物不够稳定。③硬溶剂优先溶解硬溶质，软溶剂优先溶解软溶质，许多有

机化合物不易溶于水，就是因为水是硬碱。④解释催化作用。

软硬酸碱理论广泛应用于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催化反应、化学键理论等方面，颇有成效。但该

理论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至今仍然局限于定性应用，还有许多例外，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发展。

２．什么是元素的化合价？
（１）化合价概念的形成和发展

化合价是一个经典的化学概念。自从１８５２年弗兰克兰（Ｅ．Ｅ．Ｆｒａｎｋｌａｎｄ）提出“化合力”概念

到现在，已超过一个半世纪。随着人们对分子及其结构认识的深入，早期那种认为可用整数定量量

度化学元素性质的化合价概念已经过时，化学家的注意力已转向用分子轨道理论来探讨化学键的

本质。从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化合价概念的演变与发展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有时还相互交织在

一起。

１８５２年，英国化学家弗兰克兰首先发现了一些金属有机化合物中有机基团的数目与金属原子

的数目之间有一定的比例关系，认为一切元素当生成化合物时与之相化合的原子的性质尽管差别

很大，但它吸引这些元素的化合力（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ｐｏｗｅｒ）却总是要求结合一定数目的原子才能满足。

弗兰克兰提出的元素的化合力，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化合价的雏形。

１８５７年，德国著名有机化学家凯库勒（Ｆ．Ａ．Ｋｅｋｕｌｅ）和英国化学家库帕（Ａ．Ｓ．Ｃｏｕｐｅｒ）发展

了弗兰克兰的观点。他们在总结、归纳的基础上，把各种元素的“化合力”用“原子数”（ａｔｏｍｉｃｉｔｙ）

或含义更明确的“亲和力单位”（ａｆｆｉｎｉｔｙｕｎｉｔ）来表示，并提出了“不同元素的原子之间相化合时总

是倾向于遵循亲和力单位数等价”的原则。这是原子价概念形成过程中最重要的突破。他们根

据氢元素在其形成的各种类型的化合物（如ＨＣｌ、Ｈ２Ｏ、ＮＨ３）中，一个氢原子最多只能与另一元素

的一个原子相结合的事实，确定Ｈ的亲和力单位为１。从而进一步指出元素按亲和力单位数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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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三组：①亲和力单位数等于１，如Ｈ、Ｃｌ、Ｂｒ、Ｋ等（根据ＨＣｌ、ＫＣｌ等）；②亲和力单位数等于２，

如Ｓ、Ｏ等（根据Ｈ２Ｏ、Ｈ２Ｓ等）；③亲和力单位数等于３，如Ｎ、Ｐ、Ａｓ等（根据ＮＨ３等）。同时还

阐明碳原子的亲和力单位数应当是４，因为在一系列化合物中它能分别与４个Ｈ或Ｃｌ，２个Ｏ或Ｓ

相化合。

１８６４年，德国化学家迈尔（Ｊ．Ｌ．Ｍｅｙｅｒ）以凯库勒和库帕的理论为基础，进一步建议用“原子价”

（ｖａｌｅｎｃｅ）这一术语来代替“原子数”和“亲和力单位”，从而形成后来普遍接受和广泛应用的原子价

学说。按照原子价学说，氢原子的原子价永远是１价，其他原子的原子价数可由经验式所表示的分

子中与之结合的氢原子数目来确定。原子价学说的创立揭示了元素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化学性质，

阐明了各种元素相互化合时在数量上所遵循的规律。它又为化学元素周期律的发现提供了重要依

据，而且还大大推动了有机化合物结构理论的发展。

按照原有的化合价的概念，化合价是不同元素原子之间相化合的原子的数目，这个数目只能是

正整数。但由于物质可以分成单质和化合物（共价化合物和离子化合物），因而实际使用中化合价

就有了下列人为规定：

①元素的化合价是元素的一种重要性质，这种性质只有元素在形成化合物时才表现出来，所以

单质中元素的化合价为零。

②离子化合物中元素的化合价（电价）在数值上等于化合物中离子所带的电荷数。一种元素的

原子失去电子就有正化合价，化合价数与失去的电子数相等。一种元素的原子得到电子就有负化

合价，化合价数与得到的电子数相等。

③共价化合物中元素的化合价（共价）是指与共价键相对应的化合价，即由元素的原子间共用

电子对而成的化合价，在数值上等于原子间的共用电子对数。

其实，上述这些“规定”已经远远超出化合价原来的意义了。

（２）化合价概念的不足和氧化数概念的形成

１９１６年，美国化学家路易斯创立了化学键的电子理论。１９２０年，美国化学家朗缪尔

（Ｉ．Ｌａｎｇｍｕｉｒ）把路易斯的共用电子对的化学键命名为共价键。在量子化学能明确解释化合物中化

学键的情况下，以原子间所形成的化学键数目来计算化合价变得不可靠了，由这种概念决定的化合

价的含义显得不明确也不严谨，因此现代价键理论已不再使用化合价概念。

为了取代化合价用于讨论氧化还原反应的“价数”意义，１９４８年，美国化学教授格拉斯顿

（Ｇｌａｓｓｔｏｎ）提出了“氧化数”概念。１９７０年，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ＩＵＰＡＣ）严格定义了氧化

数的概念。氧化数是按一定经验规则人为规定的数值，氧化数取值的经验主要源于经典价键理论

中化学键的数目，即化合价，因而两者的数值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致的，但它们应属于两种不同的

概念。氧化数是由化合价发展而来的，它只代替了经典价键理论所赋予化合价概念的“价数”意义，

同时它本身也标志着元素的某些性质，表征原子的平均的、表观的氧化状态（也称为氧化态），因此

在化学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３．含氧酸（盐）如何命名？
含氧酸（盐）按成酸元素氧化态由高到低称为高某酸（盐）、某酸（盐）、亚某酸（盐）、次某酸（盐）

（见表１３）；元素某氧化态含氧酸（盐），因水量不同又有正某酸（盐）、焦某酸（盐）、偏某酸（盐）。

表１３　含氧酸的命名

化学式 氧化态 名　称 实　　　　际

Ｈ犿ＡＯ狀＋１

多一个Ｏ原子 过某酸 Ｈ２ＳＯ５

２狀－犿＋２ 高某酸 ＨＣｌＯ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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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化学式 氧化态 名　称 实　　　　际

Ｈ犿－１ＡＯ狀 ２狀－犿＋１ 高某酸　 ＨＭｎＯ４

Ｈ犿ＡＯ狀 ２狀－犿 某　酸　 Ｈ２ＭｎＯ４ ＨＣｌＯ３ Ｈ２ＳＯ４

Ｈ犿ＡＯ狀－１ ２狀－犿－２ 亚某酸　 Ｈ２ＭｎＯ３ ＨＣｌＯ２ Ｈ２ＳＯ３

Ｈ犿ＡＯ狀－２ ２狀－犿－４ 次某酸　 ＨＣｌＯ

　　按照我国命名法，结构中有过氧键的叫过某酸，否则叫高某酸。

以元素硫为例介绍含氧酸（盐）的命名：

（１）含氧酸（盐）中硫有四配位的硫酸（盐），三配位的亚硫酸（盐），二配位的次硫酸（盐），

如Ｎａ２ＳＯ２。

（２）成酸元素原子直接相连的叫连某酸 （盐），如 （ＨＯ）ＯＳＳＯ（ＯＨ），结构式为

Ｈ—Ｏ—Ｓ
↑
Ｏ

—Ｓ
↑
Ｏ

—Ｏ—Ｈ，两个Ｓ原子直接相连，每个Ｓ原子为三配位，化学式为 Ｈ２Ｓ２Ｏ４，叫连

二亚硫酸；（ＨＯ）Ｏ２ＳＳＯ２（ＯＨ），结构式为Ｈ—Ｏ—Ｓ
↑

↓

Ｏ

Ｏ

—Ｓ
↑

↓

Ｏ

Ｏ

—Ｏ—Ｈ，两个Ｓ原子直接相连，每个Ｓ

原子为四配位，化学式为Ｈ２Ｓ２Ｏ６，叫连二硫酸。

（３）成酸元素原子通过Ｏ原子相连，如（ＨＯ）Ｏ２ＳＯＳＯ２（ＯＨ），Ｈ—Ｏ—Ｓ
↑

↓

Ｏ

Ｏ

—Ｏ—Ｓ
↑

↓

Ｏ

Ｏ

—Ｏ—Ｈ，每

个Ｓ原子为四配位，化学式为Ｈ２Ｓ２Ｏ７，叫焦硫酸。

（４）含氧酸（盐）中含过氧键的，叫过某酸（盐），如（ＨＯ）Ｏ２Ｓ（ＯＯＨ），Ｈ—Ｏ—Ｓ
↑

↓

Ｏ

Ｏ

—Ｏ—Ｏ—Ｈ，

化学式为Ｈ２ＳＯ５，叫过一硫酸；（ＨＯ）Ｏ２ＳＯＯＳＯ２（ＯＨ），Ｈ—Ｏ—Ｓ
↑

↓

Ｏ

Ｏ

—Ｏ—Ｏ—Ｓ
↑

↓

Ｏ

Ｏ

—Ｏ—Ｈ，化学式

为Ｈ２Ｓ２Ｏ８，叫过二硫酸。

（５）含氧酸（盐）中配位Ｏ原子被Ｓ原子取代，如ＳＯ２－４ 中一个非羟基Ｏ原子被Ｓ原子取代后

得到Ｏ３ＳＳ
２－，即Ｓ２Ｏ２－３ ，叫硫代硫酸根。

（６）含氧酸分子中去掉—ＯＨ后剩余的基叫酰基，若某酸全部—ＯＨ均已去掉时，就从酸名命

名为某酰，如ＳＯ２Ｃｌ２硫酰氯，ＣＯＣｌ２碳酰氯（俗名光气）；若只去掉一部分—ＯＨ（不是全部），叫某

酸几酰（基）（“基”通常可略去），如（ＨＯ）２ＰＯ磷酸一酰，（ＨＯ）ＣｒＯ２铬酸一酰，（ＨＯ）Ｃ２Ｏ２草酸一

酰，ＨＳＯ３Ｃｌ硫酸一酰氯（俗名氯磺酸）。

此外，我国命名法规定，含氧酸中ＯＨ数目和成酸元素氧化态相同的，如Ｈ４ＳｉＯ４ 叫原硅酸。

原酸不同于正酸，如Ｈ２ＳＯ４叫正硫酸，Ｈ３ＰＯ４叫正磷酸（命名时通常省略“正”）。

４．铜能与盐酸发生置换反应吗？

理论计算表明，２５℃、１．０１×１０５Ｐａ，犮（Ｈ＋）＝１ｍｏｌ·Ｌ－１时，Ｈ２可以从１ｍｏｌ·Ｌ－１的Ｃｕ２＋的

溶液中置换出Ｃｕ，因为φ
（Ｈ＋／Ｈ２）（０．００Ｖ）小于φ

（Ｃｕ２＋／Ｃｕ）（０．３３７Ｖ）。但Ｃｕ可以从浓盐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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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置换出氢也是事实。

２Ｃｕ＋４ＨＣｌ（浓）
△
２Ｈ［ＣｕＣｌ２］＋Ｈ２↑

此反应所以能发生，除与盐酸浓度、反应温度的变化有关外，最主要的是生成［ＣｕＣｌ２］－，而非

水合Ｃｕ２＋。

金属活动性顺序中，有如下置换规律：位于氢之前的金属能从非氧化性酸的水溶液中置换出

氢，而位于氢之后的金属不能从非氧化性酸的水溶液中置换出氢；位于前面的金属能从后面金属的

盐溶液中将金属离子还原成金属单质。以上规律在一定条件下成立，但存在许多例外情况，切忌将

一般规律绝对化。例如，“反常”现象有２Ａｇ＋Ｈ２ Ｓ Ａｇ２Ｓ↓＋Ｈ２↑、２Ａｇ＋ ２ＨＩ ２ＡｇＩ↓＋

Ｈ２↑。符合金属活动性顺序的反应中，金属单质转变为水合金属离子。金属活动性顺序理论上说

是热力学顺序，其动力学顺序多与热力学顺序一致，但仍然存在一些例外。

延伸　金属活动性顺序中，Ｓｎ在Ｐｂ的前面，即在通常情况下，Ｓｎ＋Ｐｂ２ ＋ Ｐｂ＋Ｓｎ
２＋。而

Ｐｂ在３ｍｏｌ·Ｌ－１的Ｓｎ２＋的溶液中，发生的反应为Ｐｂ＋Ｓｎ２ ＋ Ｓｎ＋Ｐｂ
２＋。该如何理解？

金属活动性顺序是在标准状态（２９８Ｋ、１．０１×１０５Ｐａ，溶液中所有离子的浓度均为１ｍｏｌ·Ｌ－１）

下，金属单质生成低价水合离子的活动顺序。根据能斯特方程φ＝φ

＋
０．０５９２

狀
ｌｇ犮（Ｍ狀＋），当

犮（Ｍ狀＋）较大时，φ 值有较大改变，可能会导致反应方向的改变。φ
（Ｓｎ２＋／Ｓｎ）＝－０．１３６４Ｖ、

φ
（Ｐｂ２＋／Ｐｂ）＝－０．１２６３Ｖ，在标准状态下反应为Ｓｎ＋Ｐｂ２ ＋ Ｐｂ＋Ｓｎ

２＋，犈
＝０．０１Ｖ。该反应

的平衡常数很小（犓 约为３），当Ｓｎ２＋的起始浓度为３ｍｏｌ·Ｌ－１时，会导致反应逆向进行。相比之

下，许多置换反应，如Ｚｎ＋Ｃｕ２ ＋ Ｃｕ＋Ｚｎ
２＋，因φ

（Ｚｎ２＋／Ｚｎ）（－０．７６２８Ｖ）与φ
（Ｃｕ２＋／Ｃｕ）

（０．３３７Ｖ）的值相差较大，故该反应的平衡常数犓 值很大（犓 约为１０３７），反应进行得较完全，就不

存在Ｃｕ２＋浓度改变而引起反应方向改变的可能。

还需一提的是，金属活动性顺序适用于水溶液体系中，非水体系中发生的反应，如ＫＣｌ＋

Ｎａ
８５０℃

ＮａＣｌ＋Ｋ等，不能套用此规律，反应的发生原因应另当别论。

七、参考资源

（一） 熵与分类法教学

“什么是熵？没有什么问题在科学史的进程中被更为频繁地讨论过。”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普利

高津（Ｉ．Ｐｒｉｇｏｇｉｎｅ）如是说。爱因斯坦（Ａ．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曾说：“熵理论对于整个科学来说是第一法则。”

科学中的某些概念之所以重要是由于它们反复出现在许多描述中，而且往往波及离最初表述很远

的领域，熵就是这样一个概念。由此，可以看出熵与熵理论对人类发展的重要性。

１．熵和熵理论的提出与发展

“熵（ｅｎｔｒｏｐｙ）”一词源自希腊语，表示变化的容量，在１８５４年由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Ｒ．

Ｃｌａｕｓｉｕｓ）为了将热力学第二定律格式化而创立。１９２３年，德国科学家普朗克（Ｍ．Ｐｌａｎｃｋ）来我国

讲学时用到此词，胡刚复教授从熵是热量与温度之比出发，就在“商”字左边加了个“火”字译成

“熵”，表示与热有关，从而在我国学术界首次出现“熵”这一词。

１８５０年克劳修斯提出了热力学第二定律，然后据此定义了熵这一热力学函数，并用符号“犛”表

示。在可逆绝热过程中，系统的熵不变；在不可逆绝热过程中，系统的熵增加。即在绝热条件下，趋

向于平衡的过程使系统的熵增加，这就是熵增加原理。１８７２年，波尔兹曼（Ｌ．Ｅ．Ｂｏｌｔｚｍａｎｎ）对克

劳修斯的熵理论进行了拓展。他从微观角度对熵加以诠注：熵是组成系统的微观粒子热运动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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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程度大小的量度，系统微观态数目（Ω）与组成系统的微观粒子热运动的混乱程度（犛）成正比，

犛＝ｋｌｎΩ，ｋ为玻尔兹曼常数。这就是波尔兹曼熵关系式。熵值小的状态，对应比较有序的状

态；熵值大的状态，对应比较无序的状态。熵是系统混乱度的量度。一切不可逆过程都是向混乱

度增加的方向进行，这是熵增加原理的另一说法。

２０世纪中叶，普利高津又发展了熵理论，提出的耗散结构理论认为：一个远离非平衡状态的开

放系统，只要通过与外界不断交换物质与能量，在外界条件变化达到一定的阈值时，系统可以产生

突变，从原有的混沌无序状态转变为更高级的有序状态。这种在远离平衡情况下形成的新的有序

结构，依靠不断地耗散外界的物质和能量来维持，即为耗散结构。普利高津由于提出耗散结构理

论，获得了１９７７年诺贝尔化学奖。随着人们对熵研究的深入，熵理论不再局限于物理学和化学范

畴，而是渗透到更多领域，例如经济、农业、能源、教育和管理等领域。熵理论的深化对于推动其他

学科的发展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２．熵理论在化学教学中的应用简介

人脑系统就是一个耗散结构，根据熵理论，系统总是朝着混乱无序方向发展。有人认为：在化

学教学中，学生的认知结构处在一个平衡状态，要想让学生改变原有的认知结构，就必须引入新的

信息与学生的原有认知结构产生冲突，引起熵的增加，此时系统便陷入无序状态。正是这种“无序”

激发了学生的探索意识，他们努力从外界获取更多的信息，形成负熵流来抵偿系统本身内部的熵的

产生，使系统总的熵的变化为零甚至为负值。这种非平衡态激发了学生引入负熵流的动力，原有的

认知结构在经过远离平衡态后，重新达到平衡。

人脑系统要保持正常地发挥功能，就必须维持自己的稳定，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保持自身的

高度有序。而当产生认知冲突后，学生收集信息后会产生如下三种情况：

（１）学生获得的信息（知识）是无序的，大脑又未对信息进行有序化的加工，这使认知结构更为

混乱，即大脑只是机械地贮存一些未结构化的知识，缺少组成知识的记忆单元的“相似块”，这些零

散的知识容易遗忘（不能总结规律，就无法科学记忆），难以综合，因而无法正常发挥其知识迁移功

能和再生功能。

（２）学生获得的信息（知识）是有序的，即他人（如老师）将信息提前进行了有序化加工，可使学

生的认知结构暂时有序化，在大脑中机械性地贮存结构化的知识，但由于自身未进行有序化处理，

所以这样的结构是没有内化的，也是不稳定的。

（３）学生获得的信息（知识）是无序的，大脑为降低混乱，利用情意控制，对知识进行有序化的

加工，自身建构起固定的知识结构，形成完整的结构化的知识，建立新的高级有序的认知结构，进而

使学生在化学知识的认识上产生新的飞跃，能很好地发挥知识迁移功能和再生功能。然而有序化

的过程是“熵增”的逆过程，是不自发的，是“痛苦”的，是需要意志力的。

大脑将无序信息进行有序化的过程，即将零散知识变成知识“相似块”的过程，其中重要的

策略便是“分类”。大部分化学知识具有零散繁杂的特点，由此可见，分类法在化学教学中的重要

意义。

３．化学课程对分类观教学的重视

《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２０１７年）》在学科核心素养与课程目标中提出“能从不同层次认识物

质的多样性，并对物质进行分类”“能从不同视角对纷繁复杂的化学变化进行分类研究，逐步揭示各

类变化的特征和规律”；在课程内容中提出“了解实验、假说、模型、比较、分类等方法在化学科学研

究中的运用”“根据物质的组成和性质可以对物质进行分类”等；在学业质量中提出“能根据物质组

成和性质对物质进行分类”“能从不同视角对典型的物质及其主要变化进行分类”“能从物质的组

成、性质、官能团、构成微粒和微粒间作用力等多个视角对物质进行分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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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知识可以分成五种类别，即事实性知识、理论性知识、技能性知识、策略性知识和情意类知

识。大多数教师比较熟悉前三类知识的教学，因为它们属于显性知识，而后两类知识则属于隐性知

识。分类观属于策略性知识，这种知识是有关学习化学的方法和策略，即化学问题解决的策略，属

于如何学习知识的知识。在传统的教学中，策略性知识往往被忽视，从而导致学生的认知结构在知

识类型方面存在缺陷，影响了学生对知识的学习与应用。其实，“分类的方法”这一知识本身并不重

要，重要的是让学习者明白 “分类”在学习和研究化学时的重要性，并能在以后的学习和研究中不

经意地、合理地使用这一方法。

（二） 人工合成尿素的历史必然性及其意义

人工合成尿素绝不是什么偶然发现，相反这个发现有一个过程，并且带有历史必然性。

１．人工合成尿素的历史必然过程
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合成尿素的是１９世纪德国青年化学家维勒（Ｆ．Ｗｈｌｅｒ）。维勒能够从无机

物合成尿素并非偶然。

从维勒２０岁（１８２０年）进入马堡大学学医起，直到１８２８年发表《论尿素的人工制成》，是他持续

进行以氰及其衍生物为主要内容的科学活动的八年，是他对人工合成尿素长期研究的过程。

早在１８１５年，盖·吕萨克（Ｊ．Ｌ．Ｇａｙｌｕｓｓａｃ）研究氰化物时发现，氰是由碳和氮组成的可燃气

体，它是一系列所谓氰化物的基础。从此以后，化学上开拓了一个尚未为人探知的新领域，并吸引

着许多化学家来研究氰及其衍生物。年轻的维勒凭着慧眼，一迈进化学科学的大门就紧紧抓住氰

化物这个新鲜课题进行坚持不懈地研究。正是由于他选题的准确，加之坚强的意志和艰苦的努力，

围绕一个课题进行多方面的研究，他才能获得成功。而每每取得一个成功，又为他的继续研究铺平

道路，同时成功多了，又影响、启发和促使他能获得更大更多的成果。

为了获得氰化物的多方面知识，维勒在大学时代进行了多种有关氰化物的研究活动。在马堡

大学，作为医科学生的维勒利用整个课余时间，进行了尿素的生理实验。他开始是对不溶于水的硫

氰酸银和硫氰酸汞的性质进行了研究。从硫氰酸银和硫氰酸汞的混合液中析出硫氰酸汞，并观察

到它的热分解。这是他研究氰化物方面取得的第一个成果，并写成短文发表在《吉尔伯特年鉴》上，

当时享有盛名的瑞典化学家柏齐利乌斯（Ｊ．Ｂｅｒｚｅｌｉｕｓ）在他撰写的《年度述评》中对这篇文章给予了

肯定的评价。

后来，维勒因慕名化学家葛梅林（Ｌ．Ｇｍｅｌｉｎ）而转学到海德堡大学，得以借助葛梅林实验室继

续进行氰化物的研究。在葛梅林教授指导下，维勒制取出氰酸，发现了氰酸是由碳、氮、氢及氧组成

的，并成功地制出了氰酸的银盐和钾盐。这些研究成果分别于１８２２年和１８２３年发表，并又一次受

到柏齐利乌斯的重视。

维勒在海德堡大学曾跟随著名生理学家蒂德曼（Ｆ．Ｔｉｅｄｅｍａｎｎ）研究了一个重要课题：有机体

在尿中排泄的各种物质。研究的结果是从实验中分离出纯净的尿素，一种易溶于水的无色晶体。

维勒对它做了全面分析，查明了尿素的一些重要性质。１８２３年秋，维勒获医学博士学位。经葛梅

林教授推荐，毕业后赴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柏齐利乌斯私人实验室专攻化学。在导师指导下，维勒

掌握了一流的分析技术，从分析矿石做起，进行了许许多多化学实验，与此同时，他仍旧继续进行氰

化物的研究工作，并且引起柏齐利乌斯的兴趣。

１８２４年春，维勒试图用最简便的方法制取氰酸铵。当用氰和氨这两种无机物进行水解化合

时，却出乎意料地合成了一种不是氰酸铵的奇异的白色结晶物。开始，这种白色结晶物确系偶然获

得的，但经多次重复同一实验，结果都是如此，当换用氰酸与氨水混合制备氰酸铵时，也时常得到这

种物质。维勒又尝试用其他原料和方法进行同类实验，结果发现最好用氯化铵溶液分解氰酸银或

以氨水分解氰酸铅的方法来获取这种奇异结晶物，并且用后一种方法能得到更加纯净的产物。这

种产物是无色透明的晶体，呈柱状长方体，而不一定是针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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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勒为了弄清这种已被发现的未知物而测定了它的性质。当它与苛性钾相遇，并不放出氨；而

与酸相遇，也没有呈现出氰酸盐颇易发生的分解现象，即产生碳酸及氰酸，它不像真正氰酸盐那样给

出铅盐或银盐的沉淀，因而既不含氰酸也不含氨。据此，维勒确定这是一种具有与氰酸铵不同性质的

新物质。至于它是什么，维勒当时没有回答，也回答不了，这有待于继续研究。尽管如此，他仍然将其

实验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以《论氰化物》为名发表在《瑞典科学院报告》上。

经过了三四年的艰苦努力，维勒终于确认了这种未知物就是尿素，完全确证了尿素的人工合

成，并将其总结性论文《论尿素的人工制成》在１８２８年《物理学和化学年鉴》第１２卷上公之于世。

在论文中，他郑重申明：我“提供了一个从无机物人工制成有机物并确实是所谓动物体上的实物的

例证”。

综上可见，维勒合成尿素的科学发现确实经历了一个艰辛的过程。虽然在１８２４年他实际上已

经合成了尿素，即发现一种肯定不是氰酸铵的奇异结晶物，但这只是发现合成尿素的开始，到１８２８

年他对这一发现经过了科学的论证和确认时，这一发现才算完成。如果把人工合成尿素的过程与

维勒为此而进行的前期准备联系起来，就不难看出，人工合成尿素有其历史必然性是非常清楚的，

绝不是有些人认为的“偶然发现”。

２．人工合成尿素的意义
人工合成尿素不仅为维勒个人赢得了荣誉，而且这一发现本身在化学发展史上也有重大意义。

首先，人工合成尿素在化学史上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提出了有机合成等基本概念，

开创了有机合成新时代，此后有机合成的基本思想在化学界逐渐得到响应。１８４５年维勒的学生

柯尔贝（Ａ．Ｗ．Ｈ．Ｋｏｌｂｅ）又有新的突破，完全以无机物为原料合成了醋酸，接着，人们还合成了

葡萄酸、柠檬酸、苹果酸等一系列有机酸。１８５４年法国化学家贝特罗（Ｍ．Ｂｅｒｔｈｅｌｏｔ）合成了油脂

类物质，１８６１年俄国化学家布特列洛夫（Ａ．Ｍ．Ｂｕｔｌｅｒｏｖ）第一次合成了糖类物质。其中特别是

贝特罗，只他一人就合成了几十种有机物。到了２０世纪末，化学家不仅成功地制成了天然物的

许多代用品，如茜素、蓝靛、人造纤维等，还合成了自然界没有的新物质，如苯胺染料、酚醛塑料

等，并且这些用品连同化学合成药物都已先后投入工业生产，合成化学工业已成为新兴的一个工

业门类。

其次，人工合成尿素也提供了同分异构现象的早期事例。其意义在于以后证实这种现象在有

机化学中的普遍存在，因此它的概念是有机化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对同分异构现象的科学解释能

从某些方面帮助揭示出有机化合物多样性的根源，从而帮助解决有机物分子中原子数目及种类的

有限性与化合物数目及种类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由于同分异构现象的发现，化学家开始探索有

机化合物分子的结构与性质的关系，通过正确把握化合价的概念，人们对分子结构逐步有所了解，

除应用分子式外，还应用了结构式这样的化学模型。１８６１年，俄国化学家布特列洛夫建立起有机

分子结构理论，科学地解释了有机物转化的化学机理。

第三，人工合成尿素的科学发现具有重大的解放思想的历史作用。凡属重大科学发现都曾起

过解放思想的历史作用。从哥白尼日心说开始，这种情况在科学史上屡屡可见。人工合成尿素的

成就，则是维勒以坚毅的理论勇气冲破“生命力论”藩篱的结果，并且在持续地和“生命力论”的斗争

中为有机合成开辟道路，推动了有机化学向前发展。维勒及其支持者坚信有机物是可以人工合成

的，例如１８３７年德国化学家李比希在伦敦发表公开演讲时，曾满怀信心地说：“有许多物质像尿素

那样，它们都能用人工手段在将来制出……我肯定，这个目的能达到。”第二年维勒和李比希又联合

声称：“化学哲学将从这项研究工作（指合成尿素）得出以下结论：在我们的实验室中制造出所有的

有机物……不仅应看成是可能的，而且应看成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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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　物质的化学计量

一、教学目标

１．通过物质的量、气体摩尔体积的学习，能运用定量思维的方法和工具研究微观粒子。

２．在物质的量、气体摩尔体积的应用中，感受定量研究在化学研究中的价值。

３．在气体摩尔体积的学习中，初步学习基于数据进行证据推理。

二、教学难点建议

１．建构“物质的量”

“物质的量”概念系统是由多个化学概念构成的关系密切且完整的概念体系，其中包括物质的

量、摩尔质量、气体摩尔体积、物质的量浓度、阿伏加德罗常数等概念。“物质的量”概念系统由于其

概念的抽象性、概念间关系的复杂性，一直以来都是中学化学教学的难点和学生学习的分化点。因

此，结合宏观、微观的思想，构建完整的“物质的量”概念系统的认知结构，是整个中学化学计量学习

的基础和关键。

“物质的量”概念系统学习的困难主要表现在：①不能准确理解概念内涵；②难以全面把握概念

间的关系；③不能在陌生、复杂的情境中应用概念；④不能正确建构概念的三重表征；⑤缺乏良好的

计算能力。因此可采取的相应教学策略有：①联系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突破难点；②运用概念图策

略提高学生对所学概念的理解；③利用科学史增进学生的理解；④采用渐进式教学分散难点。

教学片段１：建构物质的量的概念

创 设 情 境 提 出 问 题 学 生 活 动 学 习 反 馈

１．展示常用的基本物理

量及其单位（长度、质

量、时间等）。　

２．生活举例：一打鸡蛋、

一箱啤酒等。

３．阿伏加德罗常数很大，

假如把阿伏加德罗常

数个直径为２．５ｃｍ的

硬币逐个排成行，可以

来回地球和太阳之间

约５００亿次。

一滴水里大约有１．６７×

１０２１个水分子。

１．分子和原子都很小，看不见、

摸不着，对难以称量的物质，

化学家如何展开定量研究？

化学家发现，这些物质的质量

虽然很小，但微粒的数目却很

多，太小的质量和太多的数目

都不便于定量计算，怎么办？

２．什么是物质的量？它的单位

是什么？

３．一打鸡蛋有几只？一箱啤酒

有几瓶？

４．１个１２Ｃ原子的质量为１．９９３×

１０－２３ｇ，１２ｇ１２Ｃ原子中含有

多少个原子？

１．学生阅读教材中物

质的量的定义。

２．相互讨论物质的量

与其他物理量的联

系与区别。

３．一打鸡蛋有１２只，一

箱 啤 酒 有 ２４ 瓶。

１ｍｏｌ１２Ｃ原子中有

阿伏加德罗常数个

原子。

４．学生阅读课本掌握

阿伏加德罗常数的

概念。

１．物质的量可用于计量

大量微粒的集合体中

微粒的多少，它的单

位是摩尔（ｍｏｌ）。

２．每摩尔微粒含有阿

伏加德罗常数个微

粒，约为６．０２×１０２３

个微粒。

　　２．气体摩尔体积

课堂教学中存在教的逻辑、学的逻辑和学科逻辑。学的逻辑是指学生认知事物的基本过程和

合理顺序，学生学习知识的过程也具有一定的规律，即一定的认识顺序，如从感知到理解、从已知到

未知、从易到难、从特殊到一般和从一般到特殊的结合，在理解的基础上巩固和应用，从基本练习到

综合练习、从模仿到创造等。若教的逻辑符合学的逻辑，学生在课堂上就能够较轻松地跟上教师的

思路，教学效果也会较好。一节课的教学逻辑主要体现在：板块间的逻辑关系、行为链之间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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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以及行为链内的连接方式。

教学片段２：气体摩尔体积

教学板块 教学行为链 教学行为链的基本构成

　板块１：常温常压

下气、液、固态物质的

体积规律。

　链１：相同物质的量的气态

物质的体积规律。

　提出问题１———实验事实———教师明示实验设计、学生

实验并观察记录———汇报交流、归纳事实、获得规律———

教师概括，明确规律。

　链２：１ｍｏｌ不同固体、液体

的体积规律。
　提出问题２———展示实物、提供事实———学生归纳，获

得结论。

　板块２：探寻三种

状态物质体积规律的

原因。

　链３：影响气体体积的微观

因素。

　提出问题３———学生讨论，建立理论假设解释规律的

原因———学生交流结果，提炼影响因素———教师展示物

质构成模型，师生梳理微观因素———教师总结，明示影响

因素。

　链４：各因素对物质体积的

影响过程分析。

　固、液：明确问题———师生讨论———微观分析———得出

结论。

　气体：明确问题———微观分析———明确结论。

　链５：解释固、液体积不同的

原因。

　固、液：明确问题———师生讨论，形成微观解释———教

师概括，明确结论。

　气体：明确问题———教师讲述，形成微观解释。

　板块３：形成气体

摩尔体积的概念。

　链６：探寻影响气体体积的

宏观因素———犜、犘。
　提出问题４———学生讨论———提出观点，举例说

明———教师总结，明示结论。

　链７：探讨犜、犘、犞、犖 四

者关系，解释阿伏加德罗定律。 　提供事实、引出问题———理论解释。

　链８：气体摩尔体积概念及

规律特征。

　理解概念内涵：教师明示概念———提供标准状况下气

体摩尔体积数据———交流讨论、归纳分析———教师总结，

明示结论。

　理解概念外延１（非标准状况下气体摩尔体积规律特

征）：提出问题———提供数据———归纳得结论。

　理解概念外延２（混合气体规律特征）：提出问题———

微观解释———得出结论。

　板块４：运用概念

建构犞与狀的联系。
　链９：犞、犞ｍ、狀三者之间的

关系。 　呈现问题———师生交流———教师总结———练习巩固。

三、教学设计及案例

案例１．“物质的量”教学设计

（一） 教学内容分析
在学习“物质的量”之前，学生已具有基础物理学中物理量的概念及日常生活经验，对宏观物质

的数量、质量、性质及变化等已熟悉，对描述宏观物质的一些物理量，如质量、体积、长度等比较熟

悉。而对于微观粒子（如分子、原子、离子等），由于无法直接体验或感知，学生对微粒本身的大小、

质量、个数等认识相对模糊，若无法准确认识微粒质量的“小”，无法感知一定质量物体中所含微粒

个数的“多”，就较难想象并建立宏观物质质量与微观微粒个数之间存在的定量关系。因此，教学中

一方面要从学生的认知逻辑顺序出发，做好“从宏观到微观、从定性到定量、从一般到特殊、从简单

到复杂”的认知过渡与递进；另一方面，要从学生微观思维模式的构建出发，采用类比、推理等方法

引导学生把微粒与宏观物质结合起来，实现从宏观向微观的认知转化，构建具有微粒、微粒数、微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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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微粒集合体等概念的微观认知体系，使微粒模型化、抽象概念显性化、知识内容逻辑化，帮助

学生深化理解。

“物质的量”贯穿高中化学定量计算的始终，涉及物质的量、物质质量、气体体积、溶液体积、微

粒个数、阿伏加德罗常数、摩尔质量、物质的量浓度等诸多概念。从概念的属性看，“物质质量”“气

体体积”“溶液体积”是宏观量，“微粒个数”是微观量，“阿伏加德罗常数”“摩尔质量”“摩尔体积”等

是通过“单位物质的量”引入的定义量（“物质的量浓度”是以单位体积引入）。因此，通过“物质的

量”就自然引出以上的定义量，从而达到联系宏观量与微观量的目的。梳理以上概念的分类，可进

一步明晰各概念的内涵及相互的逻辑关系。从知识内容的发展看，教学的起点和核心是“物质的

量”，讲清“物质的量”的来龙去脉是教学取得成功和突破的关键；教学的主线也是“物质的量”，围绕

“物质的量”进而引入并定义单位物质的量物质所含的微粒个数、质量和气体体积等，建立相互的定

量关系，从而最终解决有关“物质的量”的计算及应用。因此，教学中可根据学生的认知逻辑顺序和

知识发展逻辑顺序设置系列问题，以问题引领教学，层层推进。

（二） 教学方法设计

１．教学步骤

步骤１

创设情境

步骤２
→
类比学习

步骤３
→
建构概念

步骤４
→
形成概念

图１６　“物质的量”教学步骤

２．教学形式

步骤１

创设情境

步骤２
→
类比学习

步骤３
→
建构概念

步骤４
→
形成概念

语言形式

↓


建构网络

实践形式

↓


感受微观

实践形式

↓


应用模型

实践形式

↓


建构模型

图１７　“物质的量”教学形式

３．教学细节
（１）步骤１的设计及意图

感受集合价值，树立模型思想

引入　有人提着一袋子硬币去银行存钱，一个个地数真会数到手抽筋。

问题１　你们有什么方法帮助他快速数硬币吗？

问题２　能用模型表示自己的想法吗？

建构模型　 　　

设计意图　本节课所讨论的话题，实质是关于“数数”的问题。以学生的生活经验和已备知识

为基础，以“数硬币”的情境导入，不仅引起学生的兴趣和思考，也有利于为本课题铺垫。教师引领

学生抽象出模型，有利于将感性的、凌乱的认知抽象上升为理性的、系统的方法。

（２）步骤２的设计及意图

在问题解决中感受模型的价值

问题３　如何数出１瓶水（５００ｍＬ）中Ｈ２Ｏ分子的个数。

模型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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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意图　有了之前“数硬币”的活动，面对“数水分子”这样的问题学生也不会觉得无处下手。

本环节的设计也符合“最近发展区”理论，能较好激发学生的兴趣。

（３）步骤３的设计及意图

建立微观与宏观的联系

问题４　模型中的“一定量”水分子的数量和质量怎样确定？

问题５　这“一定量”水中水分子的数目为多少合适？

设计意图　因为关于阿伏加德罗常数的测量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实验，对于其数值的精准的追

求直到今天仍未停止，在这里选择避过这一点，直接给出阿伏加德罗常数以减小初次接触新概念的

困难，这样也使学生觉得“摩尔”等概念新奇而不陌生。

（４）步骤４的设计及意图

形成概念，建构网络

问题６　“一定量”在化学上用什么物理量来表示？

设计意图　用“摩尔”来引入“物质的量”有利于降低概念的理解难度，也符合“摩尔”及“物质的量”

等概念的起源发展史，加上与国际单位制的其他基本单位的类比学习，有助于强化对新概念的理解。

案例２．“气体摩尔体积”教学设计

（一） 教学内容分析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借助放大镜、显微镜，一步步探寻着微观世界。在国际单位制中引入“物质

的量”以建立宏观与微观之间的联系，“物质的量”实质上是另一种形式的“放大镜”。用实物形态的

放大镜、显微镜探寻微观世界，其基本思路是通过技术的不断改善，对单个微小物体进行不断放大，

及至观察其形象、排列其顺序，甚至达到操纵其行为的目的。而“物质的量”这一形式的“放大镜”，

则是在想象中将多个全同粒子堆积在一起，当数目足够大时，原来不可及的微观粒子，就可以称其

质量、观其体积。因此“物质的量”的放大作用是非实物形态的，存在于思维与想象之中。此时的

“物质的量”就成为人们的透视眼，从含１ｍｏｌ微粒的物质的质量和体积就可以探视微观粒子的质

量与大小，这才是摩尔质量和摩尔体积承载联系宏观与微观的“桥梁”的教学意义所在。而气体摩

尔体积的特殊性则是因为气体在一定状态下分子彼此远离，分子本身的大小对气体体积的影响相

对于分子间平均距离对气体体积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从而呈现出气体摩尔体积在相同的外界条

件下具有相同体积的共性特征，这种特殊性的发现不是孤立的，正是研究摩尔体积的必然结果。

“气体摩尔体积”的教学重点不应局限于物质的质量、微粒数、体积以及物质存在状态的文字层

面上的联系与判断，而是要试图通过不同层次上的计算，在感知和想象中，使学生能够穿越空间的

障碍，逐渐形成对微观粒子存在形态的认知，同时建立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关联，并有机会理解所学

知识在实际生活中的意义。

（二） 教学方法设计

１．教学步骤

步骤１

感知原子大小

步骤２
→
感知微观结构

步骤３
→
感知分子大小

步骤４
→
感知分子距离

图１８　“气体摩尔体积”教学步骤

２．教学形式

步骤１

感知原子大小

步骤２
→
感知微观结构

步骤３
→
感知分子大小

步骤４
→
感知分子距离

实践形式

计算、

↓


想象

实践形式

想象、

↓


推理

实践形式

↓


建构物质模型

实践形式

↓


建构物质模型

图１９　“气体摩尔体积”教学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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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教学细节

（１）步骤１的设计及意图

从摩尔体积中“看见”原子的相对大小

问题１　从表１４碱金属单质的摩尔体积中，我们能“看见”什么？

表１４　碱金属单质的摩尔体积

物　　质 Ｌｉ Ｎａ Ｋ Ｒｂ

摩尔质量／（ｇ·ｍｏｌ－１） ７ ２３ ３９ ８５

密度／（ｇ·ｃｍ－３） ０．５３４ ０．９７ ０．８６ １．５３

摩尔体积／（ｃｍ３·ｍｏｌ－１） １３．１ ２３．７ ４５．３ ５５．９

　　

模型展示

　

图１１０　相同数目的原子堆积出的宏观物体的大小，预示着微观粒子的相对大小

设计意图　从计算碱金属单质的摩尔体积开始，教师将上述表示体积的数据，转换为对应边长

相等的立方体。这样，１ｍｏｌ碱金属的体积就直观地转化为大小不一的实体形象，易于学生透过数

据看见不同原子大小不同。

（２）步骤２的设计及意图

从摩尔体积中“想象”原子排列方式的差异

问题２　为什么金刚石和石墨的摩尔体积不同？

表１５　金刚石和石墨的摩尔体积

物　　质 金刚石 石　墨

摩尔质量／（ｇ·ｍｏｌ－１） １２ １２

密度／（ｇ·ｃｍ－３） ３．５１ ２．２２

摩尔体积／（ｃｍ３·ｍｏｌ－１） ３．４２ ５．４１

　　模型展示　 和

设计意图　借助金刚石和石墨的结构模型，使学生能直观认识到物质的性质与其结构紧密

相关。

（３）步骤３的设计及意图

从摩尔体积中“想象”分子的大小

问题３　如何理解乙醇的摩尔体积大约是水的摩尔体积的３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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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６　几种由分子构成的物质的摩尔体积

物　　质 Ｈ２Ｏ ＣＨ３ＣＨ２ＯＨ ＣＣｌ４ Ｃ６Ｈ１２Ｏ６（葡萄糖）

摩尔质量／（ｇ·ｍｏｌ－１） １８ ４６ １５４ １８０

密度／（ｇ·ｃｍ－３） １ ０．７９ １．５９ １．５４

摩尔体积／（ｃｍ３·ｍｏｌ－１） １８ ５８．２ ９６．８ １１６．９

　　设计意图　此时关注的重点是研究摩尔体积与液态物质中微粒的存在形态、分子结构之间的

关系。因此液态物质的摩尔体积与分子的大小有直接的相关性。面对分子组成的变化和摩尔体积

的变化，直觉与经验使得学生可以进一步理解分子的相对大小与分子中包含的原子数目和原子的

相对大小有关。ＣＨ３ＣＨ２ＯＨ分子中的原子数是Ｈ２Ｏ分子的３倍，且乙醇中的氢原子数也恰好是

水分子中氢原子数的３倍，如果忽略分子间的空隙和原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对摩尔体积产生的影

响，与Ｈ２Ｏ相比，其体积大约也是水的３倍。

（４）步骤４的设计及意图

从气态物质的摩尔体积中感受气体摩尔体积的特殊性

问题４　如何理解相同状态下，不同气体的摩尔体积大致相等？

表１７　几种气体在标准状态下的摩尔体积

物　　质 Ｈ２ Ｎ２ Ｏ２ ＣＯ２

摩尔质量／（ｇ·ｍｏｌ－１） ２ ２８ ３２ ４４

密度／（ｇ·Ｌ－３） ０．０８９ １．２５０ １．４２９ １．９７７

摩尔体积／（Ｌ·ｍｏｌ－１） ２２．３ ２２．４ ２２．４ ２２．４

　　设计意图　学生对固态→液态→气态物质的有序变化的理解，不仅是文字层面的，而且在想象

中具有视觉的形象。由于已经有了关于物质的质量、摩尔质量、物质的量和微粒数之间关系的知识

基础，在形成了气体摩尔体积所具有的共性认识以后，学生对建立气体体积与微观粒子数之间的关

联，就显得较为轻松。

四、实验探究

氧气摩尔体积的测定

１．实验目的

通过对氧气摩尔体积的测定，加深学生对物质的量、摩尔质量和气体摩尔体积等基本概念的理

解并掌握这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

２．实验原理
先通过测定与质量损失相对应的氧气的体积，算出测定条件下氧气的摩尔体积，然后根据气体

状态方程式求算出标准状态下氧气的摩尔体积。

３．计算公式

测定条件下氧气的摩尔体积为犞：犞＝
犕

犿１－犿２
×狏

标准状态下氧气的摩尔体积为犞０：犞０＝
犘大－犘Ｈ２Ｏ

犘０
×
犜０

犜０＋狋
×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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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犕：氧气的摩尔质量（ｇ·ｍｏｌ－１）；　　　　　　犿１－犿２：氧气的质量（ｇ）；

狏：与氧气质量相对应的氧气的体积（Ｌ）； 犘大：测定时的大气压强（ｍｍＨｇ）；

犘Ｈ２Ｏ：测定时水的饱和蒸气压（ｍｍＨｇ）； 犘大－犘 Ｈ２Ｏ：氧气的压强（ｍｍＨｇ）；

犘０：标准大气压（７６０ｍｍＨｇ）； 犜０：绝对温度（２７３Ｋ）；

狋：测定时的温度（℃）。

４．实验装置

图１１１　实验装置

５．实验步骤

（１）取４～５ｇＫＣｌＯ３和０．５ｇＭｎＯ２，混合均匀后装入１５ｍｍ×１５０ｍｍ的硬质试管中，在托盘

天平上称其质量犿１ｇ。

（２）在量气瓶和水准瓶中分别注入２／３体积的水，打开弹簧夹Ａ和Ｂ，提高水准瓶的高度，使

量气瓶中的水位升至与橡皮塞底面同一高度（用橡皮筋或铅笔作一记号ａ），并夹住弹簧夹Ａ。

（３）接上称量过的装有ＫＣｌＯ３和ＭｎＯ２混合物的硬质试管，打开弹簧夹Ａ，把水准瓶放低，以

检查气密性（量气瓶中的液面略微向下移动后保持恒定不变，表示气密性好）。

（４）加热试管，先预热试管，然后集中加热，并由试管前部逐渐向试管底部移动火焰（不能先集

中加热试管底部，是为了防止反应开始后气流把混合物喷向试管口后影响实验的正常进行）。反应

完毕后，充分冷却至室温。

（５）调节水准瓶的高度，使水准瓶和量气瓶的液面高度相等，把弹簧夹Ｂ夹住（在量气瓶的液

面高度处用橡皮筋或铅笔作一记号，以防一旦弹簧夹Ｂ失灵时可重新调节液面高度再次测量放出

氧气的体积）。

（６）冷却后拆下硬质试管，称其质量犿２ｇ。

（７）拆下橡皮塞，用５００ｍＬ量筒往量气瓶中注入水至标记ａ处，量得放出氧气的体积狏Ｌ。

６．实验记录如下：
表１８　实验数据

实　验　次　号 １ ２ ３

大气压强犘大（ｍｍＨｇ） ７５３　 ７５３　 ７５３　

温度狋（℃） １７ １７ １７

狋℃时水的饱和蒸气压犘Ｈ２Ｏ（ｍｍＨｇ） １４．５ １４．５ １４．５

氧气的摩尔质量犕（ｇ·ｍｏｌ－１） ３２ ３２ ３２

放出氧气的体积狏（Ｌ） １．３８ １．３７ １．１５

试管及内容物的起始质量犿１（ｇ） ２１．６ ２１．５ １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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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实　验　次　号 １ ２ ３

试管及内容物的最终质量犿２（ｇ） １９．８ １９．７ １７．７

氧气的压强犘大－犘Ｈ２Ｏ（ｍｍＨｇ） ７３８．５ ７３８．５ ７３８．５

放出氧气的质量犿１－犿２（ｇ） １．８ １．８ １．５

测定条件下氧气的摩尔体积（Ｌ·ｍｏｌ－１） ２４．５ ２４．３ ２４．５

标准状态下氧气的摩尔体积（Ｌ·ｍｏｌ－１） ２２．４ ２２．２ ２２．４

　　７．说明
本实验是使用托盘天平称量固体的质量，所以ＫＣｌＯ３的用量在４ｇ左右较为合适。若用分析

天平，则可用水准球和量气管（可用碱式滴定管代替）进行测定更为合适。

五、习题研究

（一） 教材习题答案

教材第１５～１６页。

１．Ｄ　２．Ｄ

３．任何１ｍｏｌ固态物质或液态物质所含的微粒数相同。微粒之间的距离很小，由于微粒的大

小不同，所以１ｍｏｌ固态物质或液态物质的体积往往不同。

４． 物　质 摩尔质量／（ｇ·ｍｏｌ－１） 质量／ｇ 物质的量／ｍｏｌ 分子数

Ｏ２ ３２ ８．０ ０．２５ １．５０５×１０
２３

Ｈ２ＳＯ４ ９８ ４９．０ ０．５ ３．０１×１０
２３

Ｈ２Ｏ １８ ９．０ ０．５ ３．０１×１０
２３

　　５．４．４８Ｌ　１．２０４×１０
２３

６．１３５ｇ·ｍｏｌ－１　６４

７．（１）６．０２×１０２３　（２）３６ｇ　（３）２∶１　（４）２

８．（１）ｃ、ａ、ｂ　（２）ｂ、ｃ、ａ　（３）ｂ、ｃ、ａ　（４）ｂ、ｃ、ａ

９．１∶２∶１

１０．３．９３×１０
６
ｇ

（二） 精选参考习题

１．标准状况下，５．００Ｌ氦气的质量是多少克？

【答案】　０．８９ｇ

【解析】　
５．００Ｌ

２２．４Ｌ·ｍｏｌ－１
×４ｇ·ｍｏｌ－１≈０．８９ｇ。

２．汽车受到猛烈撞击时，气囊内的ＮａＮ３会发生分解反应生成Ｎａ和Ｎ２。能保护司机不受伤

害的某气囊需要０．０６５ｍ３（标准状况）的Ｎ２，该气囊中需要装入多少克ＮａＮ３？

【答案】　１２６ｇ

【解析】　
０．０６５×１０

３Ｌ

２２．４Ｌ·ｍｏｌ－１
≈２．９ｍｏｌ。

设该气囊中需要装入ＮａＮ３的质量为犿。

２ＮａＮ ３ ２Ｎａ＋３Ｎ２↑

２×６５ｇ　　　 　３ｍｏｌ

犿　　　　　　２．９ｍｏ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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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得犿≈１２６ｇ。

３．航天飞机释放出的ＣＯ２ 气体通过含有ＬｉＯＨ的滤毒罐而被除去，发生以下反应：ＣＯ２＋

２ＬｉＯＨ Ｌｉ２ＣＯ３＋Ｈ２Ｏ。若要除去５００ＬＣＯ２（标准状况）需要多少克ＬｉＯＨ？

【答案】　１０７１ｇ

【解析】　
５００Ｌ

２２．４Ｌ·ｍｏｌ－１
≈２２．３２ｍｏｌ　设除去５００ＬＣＯ２，需ＬｉＯＨ的质量为狓。

ＣＯ２＋ ２ＬｉＯＨ Ｌｉ２ＣＯ３＋Ｈ２Ｏ

１ｍｏｌ　２×２４ｇ

２２．３２ｍｏｌ　　狓

解得狓≈１０７１ｇ。

六、问题探讨

（一） 如何测定气体的摩尔体积？

２２．４Ｌ是大家很熟悉的数值，它是指“在０℃、１０１ｋＰａ下１ｍｏｌ任何理想气体所占体积都约是

２２．４Ｌ”。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气体摩尔体积的精确值是２２．４Ｌ·ｍｏｌ－１，到７０年代则修正为

２２．４１４Ｌ·ｍｏｌ－１。１９８６年，国际数据委员会 （ＣＯＤＡＴＡ）加拿大渥太华会议推荐值为

２２．４１４１０Ｌ·ｍｏｌ－１。摩尔气体常数Ｒ是由气体摩尔体积确定的，而许多公式、定律中常用到Ｒ，因

此气体摩尔体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但在０℃、１０１ｋＰａ下任何气体都不完全理想，压强越低

虽越接近理想状态，但测量压强的误差也越大，那么这个精确值究竟是怎样测定的？

一般可用狆犞狆图的外延法。由于实际气体不完全理想，所以某定量气体在恒温条件下压强狆

不同时，狆犞乘积并不等于恒量（见表１９），但在压强较低时，实验测定狆犞与狆是直线关系。

表１９　犗２在０℃的密度和狆犞

狆／ａｔｍ ρ／（ｇ·ｄｍ
－３） 犞／Ｌ 狆犞／（ａｔｍ·ｄｍ３）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４２８９７ ２２．３９２９ ２２．３９２９

０．７５０００ １．０７１４９ ２９．８６３８ ２２．３９７９

０．５００００ ０．７１４１５ ４４．８０６８ ２２．４０３４

０．２５０００ ０．３５６９９ ８９．６３５０ ２２．４０８８

　　实际上人们测定０℃时，不同压强下的气体密度ρ，由此计算气体摩尔体积（ρ＝犕／犞，犕 为摩

尔质量，犞为气体摩尔体积），再计算狆犞 乘积，并以它为纵坐标、狆为横坐标作图，可得直线，将直

线外延到狆≈０时，所得狆犞乘积，可看作是完全理想状态的数值。理想气体的狆犞乘积不随压强

而变（见图１１２的水平线），即可求得标准状况时的犞，这就是气体摩尔体积的精确值犞（理论）。

图１１２　犗２在０℃的狆犞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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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数值的精确程度取决于测定气体密度的实验技术以及相对原子质量和相对分子质量的精确

程度。表１９列出Ｏ２在０℃时不同压强下所测得的密度（ρ），这是求得２２．４１４Ｌ·ｍｏｌ
－１的一组文献

数据，压强所用单位为ａｔｍ（１ａｔｍ＝１０１．３ｋＰａ）。当时公认的氧的相对原子质量为１５．９９４，由此计算

Ｏ２的摩尔体积（犞），再算狆犞。将狆犞对狆作图得直线（见图１１２）。直线外延到狆≈０时，求得狆犞

乘积。理想气体狆犞不随压强变化，所以在标准状况时Ｏ２的摩尔体积等于２２．４１４Ｌ·ｍｏｌ－１。

也可以将ρ／狆对狆作图，外延到狆≈０时求出理想状态的密度，然后代入理想气体方程，求

未知物的相对分子质量。这种方法在２０世纪初曾被广泛用于确定相对分子质量及相对原子质量。

狆≈０的状态虽然是一种实际不存在的状态，但把它看作理想状态确实是合理的。借助外延到一个

极限状态来处理问题是一种通用的科学方法。

（二） 标准状况下实际气体的摩尔体积为何不同？

在讲气体摩尔气体时，一个“约”字隐含着：在标准状况下，１ｍｏｌ任何实际气体的体积等于或接

近２２．４Ｌ，但对不同的气体来说，它们的体积可能仍然有细微的不同。表１１０是我们依据气体密度

和相对分子质量计算出来的一些常见气体的实际摩尔体积。

表１１０　在标准状况下一些常见气体的实际摩尔体积

气　体 ρ／（ｇ·Ｌ
－１） 犕／（ｇ·ｍｏｌ－１） 犞ｍ／（Ｌ·ｍｏｌ－１）

Ｈ２ ０．０８９８７ 　２．０１６ ２２．４３

Ｎ２ １．２５１ ２８．０２ ２２．４０

Ｏ２ １．４２９ ３２．００ ２２．３９

Ｃｌ２ ３．２１４ ７０．９０ ２２．０６

Ｈｅ ０．１７８５ ４．００３ ２２．４３

Ｎｅ ０．９００２ ２０．１８ ２２．４２

Ａｒ １．７８４ ３９．９５ ２２．３９

Ｘｅ ５．８８ １３１．２９ ２２．３３

ＣＨ４ ０．７１７ １６．０４ ２２．３７

ＣＯ２ １．９７７ ４４．０１ ２２．２６

ＣＯ １．２５０ ２８．０１ ２２．４１

ＮＨ３ ０．７７１０ １７．０３ ２２．０９

ＨＦ ０．９９２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１７

ＨＣｌ １．６３８ ３６．４６ ２２．２６

ＨＢｒ ３．６３６ ８０．９１ ２２．２５

ＨＩ ５．７６３ １２７．９ ２２．１９

　　由表１１０可以看出，对于不同的实际气体，它们在标准状况下的摩尔体积不完全相同，有些和

２２．４Ｌ·ｍｏｌ－１比较起来还相差比较大，如ＨＦ在标准状况下的气体摩尔体积只有２０．１７Ｌ·ｍｏｌ－１。

那么实际气体在标准状况下的摩尔体积为什么并不完全相同呢？

一般来说，气体分子的直径约为０．４ｎｍ，而分子之间的距离则约为４ｎｍ，即分子之间的距离约

是分子直径的１０倍。因此，当分子数目相同时，气体体积的大小主要取决于气体分子之间的距离，

而不是分子本身体积的大小。

可以设想，造成实际气体在标准状况下的摩尔体积不完全相同的主要原因是，实际的不同气

体分子之间的距离稍有不同。由于分子之间存在着分子间作用力，即范德华力，不同气体分子之

间的作用力不同，决定了分子之间的距离有所不同，从而也就导致在标准状况下实际气体的摩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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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积有所不同。

１．分子的偶极矩和极化率
任何分子都有一个正电中心和一个负电中心，就是非极性分子也是如此，只不过它的正、负电

中心重合在一起罢了。任何分子又都有变形的性能。分子的极性和分子的变形性是分子间产生作

用力的根本原因。

度量分子极性大小的物理量是偶极矩。偶极矩是偶极子两极（带相同电量的正电端和负电

端）的电量（即偶极子的电量）和偶极子两极的距离（偶极长Ｌ）的乘积。一些气体的偶极矩值如

表１１１所示。

表１１１　一些常见气体的有关数据

偶极矩

μ／（×１０
－３０

Ｃ·ｍ）

分子的极化率

α／（×１０－４０

Ｃ·ｍ２·Ｖ－１）

分子间的吸引作用／（×１０－２２Ｊ）

两分子间距离＝５００ｐｍ，犜＝２９８Ｋ

取向力 诱导力 色散力 总　和

Ｈｅ ０ 　 ０．２２７ ０　 　 ０　 　 ０．０５ ０．０５

Ａｒ ０ １．８１ ０ ０ ２．９ ２．９

Ｘｅ ０ ４．４５ ０ ０ １８ １８

ＣＯ ０．４０ ２．１４ ０．０００２１ ０．００３７ ４．６ ４．６

ＮＨ３ ４．９０ ２．３９ ５．２ ０．６３ ５．６ １１

ＨＣｌ ３．５７ ２．８５ １．２ ０．３６ ７．８ ９．４

ＨＢｒ ２．６７ ３．８６ ０．３９ ０．２８ １５ １６

ＨＩ １．４０ ５．７８ ０．０２１ ０．１０ ３３ ３３

　　非极性分子的偶极矩为０，极性分子的偶极矩不等于０，偶极矩越大，分子的极性越大。

衡量分子变形性大小的物理量叫极化率。分子以原子核为核心，电子受着核心的吸引。但是，

不论是原子核还是电子，无时无刻不在运动，每个电子都可能离开它的平衡位置，尤其是那些离核

稍远些的电子因被吸引得并不太牢固更可能离开它的平衡位置。不过离开平衡位置的电子很快又

被拉了回来，轻易不能摆脱核心的束缚。但平衡是相对的，所谓分子构型其实只表现了在一段时间

内的大体情况，每一瞬间都是不平衡的。所谓分子的变形性实质上就是指分子内部这种不平衡。

所谓极化率实际上反映了这种不平衡状况相对于平衡状况的多少。分子的变形性与分子大小有

关。分子越大，分子内电子越多，分子里的电子云越松散，越容易变形。分子的极化率是由实验测

定的，极化率越大，分子的变形性越大。一些气体的极化率如表１１１所示。

２．分子间作用力
分子间作用力包括色散力、诱导力和取向力。

色散力：无论是极性分子还是非极性分子，由于其分子都有变形性，使得它们的正、负电中心的

位置相对于其平衡位置来讲都会产生瞬间的变化，这样就相当于产生了一个瞬时偶极。即使是非

极性分子，虽然在一段时间内看分子的正、负电中心大体上是重合的，但在每一瞬间却总是出现正、

负电中心不重合的状态。例如，就简单的氦分子而言，虽然氦原子只有２个电子，但当２个电子在

某一瞬间同时到球状的氦原子核的同一方向运动时，它们就和氦原子核形成了一个瞬时偶极。这

样，当分子相互靠拢时，瞬时偶极就会步调一致地处于异性电极相邻的状态，瞬时偶极之间就会产

生一种电性吸引力，这种作用力就叫做色散力。虽然每一瞬间的时间极短，但在下一瞬间仍然重复

着这种异性电极相邻的状态。因此，分子之间色散力始终是存在的。同理，极性分子之间也存在色

散力。

诱导力：在极性分子的固有偶极电场的作用下，临近它的分子会产生诱导偶极，分子间的诱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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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极与固有偶极之间的电性引力称为诱导力。显然，诱导力的大小除与距离有关外，还与两个因素

有关：一是分子固有偶极的偶极矩大小，偶极矩愈大，则诱导力愈大；二是分子的极化率大小，极化

率愈大，则被诱导而“两极分化”愈显著，产生的诱导作用愈强。

取向力：极性分子之间的固有偶极与固有偶极之间的静电吸引力，称为取向力。之所以称为

取向力，是由于两个固有偶极相互靠近时，同极相斥，异极相吸，其结果使分子在空间排列整齐。

取向力的大小除了与分子间距离有关外，还取决于极性分子的偶极矩。偶极矩愈大，则取向力

愈大。

在非极性分子之间，只有色散作用。在极性分子和非极性分子之间，既有诱导作用，又有色散

作用。在极性分子之间，取向、诱导和色散三种作用都有。

无论是色散力，还是诱导力，或是取向力，其本质都是分子之间的电性吸引力。分子间作用力

就是上述三种吸引力的总称，也称为范德华力。表１１１给出了一些常见气体的分子间作用力的数

值，都是用能量的单位表示。可以看出，从总体上来说，分子的极性越大（偶极矩越大），分子间作用

力越大；分子的变形性越大（极化率越大），分子间作用力也越大。

另外，对于有些气体分子，除了分子间作用力外，当分子间距离较小时分子之间还能形成氢键，

常见的有ＨＦ、ＮＨ３、Ｈ２Ｏ等。氢键比共价键的作用小得多，但比分子间作用力要强得多。

３．分析
既然分子间作用力是一种电性吸引力，那么，可以设想，对于一定量（例如１ｍｏｌ）的实际气体，

在一定状态下（例如标准状况下）所占的体积（如气体摩尔体积），因其分子间作用力的不同而不同。

分子间作用力愈大，气体的体积可能愈小。

通过比较表１１０和表１１１的相关数据，能发现，从总体上来讲，分子间作用力越大，其气体的

实际体积就比较小，结构类似的分子更是如此。例如，Ｈｅ、Ａｒ、Ｘｅ分子间作用力依次增大，其在标

准状况下的气体摩尔体积依次减小；ＨＣｌ、ＨＢｒ、ＨＩ分子间作用力依次增大，其在标准状况下的气

体摩尔体积也依次减小。ＨＦ的摩尔体积更小，可能是除了分子间作用力外，ＨＦ分子之间还能形

成比分子间作用力更强的氢键的缘故。

对于任意两个具体气体的比较，上述结论可能并不完全成立，这是由于影响分子间作用力的因

素很多，特别是分子之间的作用力与气体分子之间的距离有关，当距离过远时，分子间作用力较弱。

但是尽管存在着这些不足，仍然能够很明显地看到：标准状况下的不同气体，体积并不完全相同的

主要原因是，不同气体分子间作用力不同。

（三） 如何测量阿伏加德罗常数？

阿伏加德罗常数是一个在物理学和化学领域都十分重要的常数，它是连接宏观和微观的“桥

梁”，它的阐明和测定在人类科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阿伏加德罗常数的测定是现代物

理和化学的前沿课题，同时也是基础化学实验教学的经典内容，其测定方法也在不断改进和

提高。

１．阿伏加德罗常数的测量历史
我国著名的物理化学家傅鹰说：“化学给人以知识，而化学史给人以智慧。”化学史教育是提

高学生学科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化学实验中引入化学史教育，不仅可以激发学生学习

兴趣，而且可以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教给学生科学的思维方法和研

究方法。

在１９世纪初期，道尔顿（Ｊ．Ｄａｌｔｏｎ）的原子学说无法解释盖·吕萨克的气体反应实验，很多

科学家都对此作出分析和研究。意大利学者阿伏加德罗（Ａ．Ａｖｏｇａｄｒｏ）于１８１１年提出组成物质

最小粒子的分子学说，以分子取代了原子，成功地解释了气体反应的实验现象。阿伏加德罗的理

论得到了一些学者的支持，法国物理学家安培（Ａ．Ｍ．Ａｍｐèｒｅ）于１８１４年指出，每一分子由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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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目的原子组成。但是分子论遭到了道尔顿等欧洲化学界权威的反对和冷落，被忽视了近５０

年。阿伏加德罗的论述为：“同体积的气体，在温度、压强相同时，含有相同数目的分子。”这一结

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只是一个假说，多年以后才被承认为定理。

就在原子、分子的概念进行争论的期间，一些科学家已经着手计算分子的大小和一定体积内分

子的多少。１８６５年，奥地利物理学家洛希米特（Ｊ．Ｊ．Ｌｏｓｃｈｍｉｄｔ）首开先河，当时还没有阿伏加德罗

常数这一概念。１８９６年，德国化学家奥斯特瓦尔德（Ｆ．Ｗ．Ｏｓｔｗａｌｄ）提出摩尔单位。１９０８年，法国

物理学家佩兰（Ｊ．Ｂ．Ｐｅｒｒｉｎ）研究布朗运动时估算出１ｍｏｌ气体含有的粒子个数，并称之为阿伏加德

罗常数。考察阿伏加德罗常数的测定历史可以发现，科学家利用不同的方法测定和计算这一常数，

极大地推进了化学和物理学的发展。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早期测定阿伏加德罗常数的过程中，物

理学和化学相互交融、相互印证，共同推进了电化学的发展。例如，英国科学家法拉第（Ｍ．

Ｆａｒａｄａｙ）早在１８３４年就提出了电解定律，即通过的电量与电极上发生反应物质的当量成比例（当

时尚无摩尔单位）。但是由于很多金属有不同的当量值（或化合价），使得法拉第测定的电化当量和

当时用化学方法测定的当量不尽相同，法拉第的理论遭到忽视和质疑。直到美国物理学家密立根

（Ｒ．Ａ．Ｍｉｌｌｉｋａｎ）精确测定电子电量，根据电解定律求出的阿伏加德罗常数与其他人用完全不同的

方法测定的值相吻合，人们才完全接受了法拉第电解定律。阿伏加德罗常数犖Ａ 测定的早期历史

见表１１２。

表１１２　阿伏加德罗常数测定的早期历史

时　间 完成人 测定和推导方法

１８１１ 阿伏加德罗 提出假说

１８６５ 洛希米特 气体分子的体积和平均自由程

１９０８ 佩　兰 分子的布朗运动

１９１７ 密立根 油滴实验测定电子电荷

　　２．阿伏加德罗常数的测量研究
到２０世纪末，随着单晶硅制备技术的日趋完美和Ｘ射线及光干涉测量等技术的发展，Ｘ射线

晶体密度摩尔质量方法（硅球法）成为测量阿伏加德罗常数的主要手段。采用该方法后，阿伏加德

罗常数的测量准确度得到最显著的提高。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犖Ａ 的测量不确定度达到２×１０
－６，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达到１０－７。考虑到量值溯源体系的延续性，无论采取何种方法重新定义质量的单

位———千克，阿伏加德罗常数的测量不确定度都须小于２×１０－８。 早期硅球法使用的是天然丰度

硅材料，其中硅摩尔质量采用了气体同位素质谱技术，通过直接测定硅同位素丰度比，进而计算出

硅摩尔质量。由于质谱测量中复杂的样品前处理过程和污染，准确测量硅同位素丰度比成为技术

瓶颈，硅摩尔质量测量不确定度对阿伏加德罗常数的测量不确定度的贡献达到６０％，致使目标难以

实现。

２００４年国际阿伏加德罗常数工作组成立，改用高浓缩同位素硅２８制作的硅球开展测量研究

工作，随后在硅球的各主要参数测量方面均获得长足进展，尤其是通过同位素稀释技术与多接收电

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联用测量浓缩硅摩尔质量取得了重要突破。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自２０１２年开展了浓缩硅摩尔质量测量研究工作。针对当时浓缩硅摩尔

质量测量方法单一，且不同实验室测量结果尚存在较大差异的状况，研究建立了高分辨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质谱测量浓缩硅同位素组成的基准方法。通过利用高分辨质谱的分辨能力克服了２８Ｓｉ等严

重的质谱干扰，以及深入严谨的计量方法学研究，提高了浓缩硅同位素丰度比测量结果的准确度，

为实现浓缩硅同位素组成及其摩尔质量的准确测量提供了一种新的有效测量手段。在２０１６年底

完成了由德国联邦物理技术研究院组织的浓缩硅２８摩尔质量国际比对，８个先进国家计量院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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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该项对比，我国是唯一采用高分辨率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ＨＲＩＣＰＭＳ）和多接收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质谱（ＭＣＩＣＰＭＳ）两种不同技术完成测量的实验室，并获得最好的比对成绩，浓缩硅摩尔

质量测量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达到２×１０－
９，在新一轮国际单位制重新定义中作出了中国计量的

实质性贡献。

３．化学实验选用的方法及改进
在基础化学实验教学中，阿伏加德罗常数常用的测定方法有单分子膜法、化学反应法和电

解法。

电解法测定阿伏加德罗常数的实验原理是根据通过电解液的电量和阴、阳两电极的质量（或物

质的量）的变化量，求得阿伏加德罗常数。

（１）电解硫酸铜法

该实验选用铜片作为阴极和阳极，电解液为硫酸铜和硫酸混合溶液。化学反应为：

阳极反应：Ｃｕ－２ｅ － Ｃｕ２＋

阴极反应：Ｃｕ２＋＋２ｅ － Ｃｕ

阴极上Ｃｕ２＋得到电子而析出金属铜，使阴极铜片质量增加；阳极的金属铜氧化成Ｃｕ２＋溶解于

电解液中，使阳极铜片质量减少。根据铜片的质量变化量即可求得阿伏加德罗常数。

（２）电解硫酸法

该实验选用铜片作为阳极，阴极为铜导线，电解液为硫酸溶液，实验装置见图１１３。化学反

应为：

阳极反应：Ｃｕ－２ｅ － Ｃｕ２＋

阴极反应：２Ｈ＋＋２ｅ － Ｈ２↑

测定时，将一根铜导线两端塑料外皮剥去，弯成Ｓ形后接在电路中，一端放入量气筒底部，量气筒

为倒置的滴定管。先使量气管内充满电解液，电解时氢气在铜导线裸露处富集，排水集气，氢气收集

在量气管中。根据氢气的体积即可求得阿伏加德罗常数。

图１１３　实验装置示意图

上述２种方法原理基本相同，因电解液不同，阳极反应相同而阴极反应不同，且均可利用阴、阳

两极测得的数据分别求得阿伏加德罗常数。实验表明，电解硫酸铜法中阴极和阳极测得的结果相

对偏差较大，原因是Ｃｕ２＋在阴极上得电子而析出，生成的新的Ｃｕ容易脱落，难以准确称量。电解

硫酸法中Ｈ＋得电子而生成Ｈ２，便于观察、收集、计量体积和电解时间，两极测得的结果相对偏差

较小；同时，该法涉及更多的化学和物理学的理论知识与实验技能，如道尔顿分压定律、理想气体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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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方程、气体的收集和气压计的使用等，有助于理论知识的夯实和动手能力的培养，电解硫酸法更

适用于基础化学实验教学。

（３）电源选择

实验中普遍选用直流稳压电源，此时测得的阿伏加德罗常数约为５．６×１０２３ｍｏｌ－１（准确值为

６．０２×１０
２３ｍｏｌ－１），与准确值尚有一定偏差。

（４）实验结果

在室温２０℃、大气压为１０１．８９ｋＰａ条件下，以铜片为阳极，铜导线为阴极，用电泳仪电解硫酸

溶液，记录阳极铜片减少的质量和阴极富集的氢气的体积，分别计算阿伏加德罗常数。电流强度为

２００ｍＡ。电解液的密度用密度计测定，其值为１．０２ｇ·ｍＬ－１。实验数据见表１１３。

表１１３　测定阿伏加德罗常数的数据

序号
电解时间

ｍｉｎ

铜片减少的质量

ｇ

阳极测犖Ａ

（×１０２３ｍｏｌ－１）

氢气体积

ｍＬ

水柱气压

ｋＰａ

氢气气压

ｋＰａ

氢气的量

ｍｍｏｌ

阴极测犖Ａ

（×１０２３ｍｏｌ－１）

１ １０ ０．０４０１ ５．９４３ １６．４８ ５．００ ９４．５５ ０．６４０ ５．８６

２ １５ ０．０６０２ ５．９３８ ２４．３８ ４．０５ ９５．５０ ０．９５６ ５．８９

３ ２０ ０．０８０２ ５．９４３ ３２．１３ ３．２０ ９６．３５ １．２７１ ５．９０

４ ２５ ０．１００３ ５．９４０ ３９．０２ ２．４５ ９７．１０ １．５５５ ６．０３

５ ３０ ０．１２０４ ５．９３８ ４７．０８ １．５０ ９８．０５ １．８９５ ５．９４

　　（５）实验讨论及意义

实验结果的讨论是实验的重要环节。基础化学实验由于受实验条件的限制，常出现较大的偏

差和一些意想不到的实验现象，对其进行分析，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深刻理解实验原理，还能开阔学

生思路，提高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①关于电源的讨论。用普通稳压电源，测得的阿伏加德罗常数约为５．６×１０２３ｍｏｌ－１。用电泳

仪取代稳压电源测定阿伏加德罗常数，阳极测得的犖Ａ平均值为５．９４×１０
２３ｍｏｌ－１，效果明显优于

普通稳压电源，实验结果的相对误差由原来的７％左右减小至２％以内。

②尽管本实验选用的阳极是纯度很高的铜，但仍有少量金属杂质，尤其Ｚｎ和Ｓｎ比铜性质活

泼，更易失电子，且失去同样数目的电子变成离子溶解后失重大于铜，因此造成阳极失重偏大，计算

出的阿伏加德罗常数偏小。

③电极变色问题的讨论。电解前，为保证电路连通，阳极铜片和阴极铜导线都经过打磨，表面

具有金属光泽。随着电解过程的进行，阳极铜片浸入电解液的部分逐渐失去光泽，变为黑褐色；电

解一段时间后，阴极铜导线浸入电解液的一端有红褐色物质生成。

阳极产生的黑褐色物质可能是粉末状态的铜。因为电解时铜片不断溶解，表面失去光泽，变得

粗糙，形成一层松散结构，呈现黑褐色。

阴极的红褐色物质可能是副反应生成的铜单质。电解开始时，电解液 Ｈ＋浓度高，有利于

２Ｈ＋＋２ｅ － Ｈ２↑反应的进行。随着电解的进行，溶液中Ｈ＋浓度下降，Ｃｕ２＋浓度上升，Ｃｕ２＋／Ｃｕ

电极电势高于Ｈ＋／Ｈ２，即Ｃｕ２＋更易得电子，发生副反应Ｃｕ２＋＋２ｅ － Ｃｕ。在电解过程中，由于

Ｈ＋浓度远大于Ｃｕ２＋，副反应进行的程度很小。

七、参考资源

１．理想气体定律
温度、压强和体积是描述一定量气体状态的３个参量，它们之间的联系可用下面的方程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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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狆犞＝狀Ｒ犜。式中，狀为气体物质的量，Ｒ为摩尔气体常数。这个方程式普遍适用于一切气体，

但限于稀薄的气体，即温度不太低、压强不太高的“理想”气体，所以称之为理想气体定律或理想气

体状态方程。在这个方程式中，除Ｒ外其他４个物理量都是变量。这个方程式以形式简单、变量

图１１４　用犑形管测定

恒温下的狆犞关系

多、适用范围广而著称。但在人类认识自然规律的长河中，这是经历了两

个世纪许多科学家的认真观察、归纳总结才取得的成果，这个涉及４个变

量的方程式是汇总了若干只涉及２个变量的实验定律而构成的。

（１）波义耳定律

早在１７世纪中叶，英国科学家波义耳曾用类似于图１１４的Ｊ形玻璃

管进行实验。他利用水银压缩被封在管内的空气，水银加入量不同，空气

所受压强也不同，观测空气体积随水银柱高度不同而发生的变化。他发现

当温度不变时，一定质量空气的体积与气体所受压强成反比。若管径均

匀，则空气的体积与空气柱长度犾成正比，空气所受压强则为大气压与水

银柱压差Δ犺之和，表１１４列举了波义耳的一些原始实验数据。

表１１４　波义耳的一些实验数据

（一定量空气在室温、大气压为２９．１ｉｎＨｇ）

犾（ｉｎ，刻度读数） ４０ ３８ ３６ ３４ ３２ ３０

Δ犺（ｉｎＨｇ） ６．２ ７．９ １０．２ １２．５ １５．１ １８．０

　　１ｉｎ（英寸）＝２５．４ｍｍ

用各种气体进行实验都得到相同的结果，由此总结为波义耳气体定律，该定律可表述为：温度

恒定时，一定量气体的压强和它的体积的乘积为恒量。其数学表达式为狆犞＝恒量（犜、狀恒定）。

表１１５列出的是贝蒂（Ｊ．Ａ．Ｂｅａｔｔｉｅ）和布里奇曼（Ｏ．Ｃ．Ｂｒｉｄｇｍａｎ）当年研究氢气的体积和压

强关系的实验数据。波义耳定律是实验定律，应注意其准确程度和适用范围。

表１１５　氢气的狆犞乘积

１００℃ ０℃

犞／ｄｍ３ 狆／ａｔｍ 狆犞／（ｄｍ３·ａｔｍ） 犞／ｄｍ３ 狆／ａｔｍ 狆犞／（ｄｍ３·ａｔｍ）

２．０００ １５．２８ ３０．５６ ２．０００ １１．１０ ２２．２０

１．０００ ３０．５２ ３０．５２ １．０００ ２２．０３ ２２．０３

０．６６７ ４５．７５ ３０．５２ ０．６６７ ３２．７９ ２１．８７

０．５００ ６０．９９ ３０．５０ ０．５００ ４３．３４ ２１．６７

０．４００ ７６．２６ ３０．５０ ０．３３３ ６３．８８ ２１．２７

　　１ａｔｍ＝１０１．３ｋＰａ

（２）查理 盖·吕萨克（ＣｈａｒｌｅｓＧａｙＬｕｓｓａｃ）气体定律

研究另外一对变量（犜和犞）关系的是法国科学家查理（Ｊ．Ａ．Ｃ．Ｃｈａｒｌｅｓ）和盖·吕萨克。在１８

世纪末，他们研究在恒压条件下气体体积随温度升高而膨胀的规律。他们发现在压强不大时，任何

气体随温度的膨胀率全是一样的，而且全是摄氏温度的线性函数。若某一定量气体在沸水

（１００℃）中的体积为犞１００，而在冰水（０℃）中的体积为犞０，实验证明，任意气体由０℃升温到

１００℃，其体积增加约为３７％。

犞１００－犞０

犞０
＝０．３６６＝

１

２．７３
＝
１００

２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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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到更为一般的情况，若用温度狋（℃）时气体体积犞狋代替犞１００，则有：

犞狋－犞０

犞０
＝
狋

２７３

上式可以表述为，当压强不变时，一定量气体每升高１℃，它的体积都膨胀了０℃时体积的

１／２７３，这就是查理和盖·吕萨克当时的研究结果。

近１个世纪之后，物理学家克劳修斯和开尔文（Ｌ．Ｋｅｌｖｉｎ）在研究热机效率问题时建立了热力

学第二定律，并提出了热力学温标的概念。其后，查理 盖·吕萨克气体定律才表述为：压强恒定

时，一定量气体的体积（犞）与它的热力学温度（犜）成正比；或恒压时，一定量气体的犞对犜 的商值

是恒量。其数学表达式为：

犞

犜
＝恒量（狆、狀恒定）

热力学温度是国际单位制７个基本单位之一，温度符号为犜，单位是Ｋｅｌｖｉｎ，符号为Ｋ。中文

单位叫“开尔文”，代号为“开”，１开等于水的三相点热力学温度的１／２７３．１５，热力学温度的零度相

图１１５　恒压下气体体积与温度的关系

当于－２７３．１５℃。

那么２７３．１５是怎样确定的呢？可根据实验数据

用外延法推出。任选几种不同起始状态的理想气体（如

图１１５的Ａ、Ｂ、Ｃ），在恒压条件下测定不同温度狋的

体积犞，以犞对狋作图得直线，外延到与横坐标相交处。

交点的犞＝０，狋＝－２７３．１５℃，各种气体各种起始状态

的犞狋延长线都交于此。在这个温度下，理想气体的体

积似应等于零，所以也叫热力学零度，水的冰点０℃称

相对零度。

温度越低，气体体积越小，当温度降到－２７３．１５℃

时，难道气体的体积真等于零吗？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气体冷却到一定温度，就凝聚为液体了，再

冷就凝结为固体。沸点最低的气体是氦（Ｈｅ），它的沸点是４．２Ｋ，凝固点是１．０Ｋ（２５ａｔｍ）。迄今

在实验室用液氦制冷特殊技术可达最低温度０．０００１Ｋ。所以热力学零度是一个理想的极限概念，

但热力学温度却极其重要而实用，许多科学定律都用热力学温度表示温度。

到１９世纪中叶，法国科学家克拉伯龙（Ｂ．Ｐ．Ｅ．Ｃｌａｐｅｙｒｏｎ）综合波义耳定律和查理 盖·吕萨

克定律，把描述气体状态的三个参量（狆、犞、犜）归于一个方程式，即一定量气体，体积和压强的乘

积与热力学温度成正比，可用狆犞＝狀Ｒ犜表示，其中Ｒ称为摩尔气体常数。

２．物质的量的定义
（１）摩尔定义的演变

摩尔的产生源自近代化学和物理学的研究实践。１８世纪末，随着阿伏加德罗分子学说被普遍

接受和认可，以及定量化学研究发展的需要，德国物理化学家能斯特（Ｗ．Ｈ．Ｎｅｒｎｓｔ）和奥斯特瓦尔

德分别在各自编著的教科书中使用了克分子，ｍｏｌ作为克分子的缩写很快在科学研究中得到了广

泛的应用。在摩尔成为国际单位制前，克分子、克原子、克当量等普遍用作表征化学元素或化合物

的量单位。１９７１年第１４届国际计量大会（ＣＧＰＭ）通过决议，“物质的量”成为国际单位制的一个基

本物理量，摩尔作为物质的量的基本单位，被定义为：摩尔是一系统的物质的量，该系统中所包含基

本单元数与０．０１２ｋｇ
１２Ｃ的原子数目相等。在使用摩尔时基本单元应予以指明，可以是原子、分子、

离子、电子及其他粒子，或是这些粒子的特定组合。０．０１２ｋｇ１２Ｃ中所含碳原子的数目以阿伏加德

罗命名，用符号犖Ａ表示，非常接近６．０２２×１０２３。摩尔是微观粒子与宏观物质联系的桥梁，作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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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量的度量单位，摩尔已被广泛用于化学、生物等基础科学研究与分析测试，以及化工、医药等多

个行业的生产实践活动。

在１９７１年对摩尔的定义中，摩尔与质量单位千克直接关联，其质量由保存在国际计量局的千

克原器实物基准复现。但是，实物千克基准的量值随时间、地点等外部条件的改变而不断发生变

化。２１世纪以来，测量技术有了飞跃发展，测量不确定度水平的提高使宏观与微观质量之间的相

互影响逐渐显现出来，质量单位千克原器的不确定性影响了摩尔的不确定度，原有的定义已经不能

满足精确测量的要求。因此，２００５年国际计量委员会提出了重新定义包括摩尔在内的ＳＩ基本单位

的建议，将ＳＩ单位直接定义在基本物理常数上。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６日，第２６届国际计量大会通过决议，摩尔的新定义：摩尔，符号ｍｏｌ，是物质

的量的ＳＩ单位。１ｍｏｌ恰好包含６．０２２１４０７６×１０２３个基本粒子，当用单位ｍｏｌ－１表达时，这个数

是阿伏加德罗常数的固定数值犖Ａ，也称阿伏加德罗数值。物质的量，符号狀，是对指定基本粒子

数目测量的一个量制。基本粒子可以是原子、分子、离子、电子及其他粒子，或是这些粒子的特定

组合。

（２）重新定义带来的影响

摩尔的新定义与现行定义并不矛盾，也不会对使用摩尔单位的日常分析测量和生产活动有任

何影响。但从计量溯源的角度来看，以阿伏加德罗常数定义摩尔，摩尔不再依赖于质量单位“千

克”，而是独立存在，其定义更加明确和容易理解。摩尔重新定义对计量科学势必成为新的挑战，物

质的量溯源由原来仅对精确物理测量技术的要求，增加了对精密测量化学的要求，如对物质材料的

超高纯制备和分析，对元素同位素组成和原子量的精准测量等，对物质的量溯源途径和溯源体系研

究提出了新诉求。

摩尔的重新定义将对众多领域的研究发展和科技进步产生深刻而长远的影响，将促进实现生

物、材料等领域中更多特性量测量向国际单位制溯源，推动相关基础科学理论的发展、精密测量技

术的创新和新学科体系的产生，促进人们对微观世界的深度了解与认知。

第三单元　物质的分散系

一、教学目标

１．在分散系的分类中，感受混合物分类是纯净物分类思想的延伸。

２．通过对比同一物质在不同分散状态性质的研究，丰富对混合物的认识，学会从微粒大小的角

度对混合物进行分类。

３．通过对比同一分散质在不同分散剂中呈现的性质差异，体会化学的变化观和粒子观。

二、教学难点建议

电　　离

“电解质”是高中化学课程的核心概念之一，它是建立微粒观、分类观的重要途径，也极大影响

后续关于电解质溶液的深入学习。因此“电解质”的教学需要学生形成多元化内部表征，厘清概念

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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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解质概念中，“化合物”“电离原理”“判断电解质”这些知识的关联，形成概念知识网络，对

于学科学习尤为重要。学生头脑中的知识需要被高度结构化才更易于转化为长时记忆并合理应

用。思考知识之间的关联，培养学生的结构意识，使学生认识结构化，是增进学生对化学学科的理

解、发展学生化学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途径。

教学片段：电离

【学生活动１】　设计实验并验证溶液的导电性，揭示溶液的导电本质。

实施过程　教学中，依次设计金属铜和ＣｕＳＯ４溶液的导电实验，对学生已有认知产生冲击。

教师设计２个问题引导学生思考：①灯泡发亮，推测ＣｕＳＯ４溶液中微粒运动有何特点？②ＣｕＳＯ４

溶液中有哪些微粒？它们与电子有何共同特点？学生发现，只要物质中含有自由移动的带电微粒，

通电后均能导电。

实验探究　离子在电场中的运动。

［实验原理］　水溶液中的阴、阳离子，在外电场的作用下分别向不同电极（阳极和阴极）做

定向移动。本实验用紫色的高锰酸钾溶液、蓝色的硫酸铜溶液和黄色的硫酸铁溶液，在直流

电的作用下，通过观察阴、阳极附近溶液颜色的变化，来说明阴、阳离子在电场中的定向移动

原理。

［实验仪器与药品］　密封塑料盒１个、玻璃管２根、长颈漏斗１支、金属（或石墨）电极２根、橡

胶塞２个、实验电源、硫酸钾溶液、硫酸铁溶液、硫酸铜溶液、高锰酸钾溶液。

［实验装置］

图１１６　离子在电场中定向移动实验演示装置
　　

图１１７　离子在电场中定向移动实验演示装置实物图

［操作步骤与实验现象］

①从长颈漏斗内加入硫酸钾溶液至玻璃管内液面高度为２～３ｃｍ，目的是为增强溶液的导

电性。

②接通电源，调节电压到１０～１２Ｖ。

③再从长颈漏斗内慢慢加入少量的硫酸铜（或硫酸铁）溶液，注意溶液扩散到长颈漏斗导管底

部即可。

④通电２ｍｉｎ后，能清楚地观察到连接负极的玻璃管内溶液颜色变为浅蓝色（铜离子）或浅黄

色（铁离子），说明溶液中阳离子向阴极定向移动；如果加入高锰酸钾溶液，可以观察到连接正极的

玻璃管内溶液变为浅红色，说明溶液中阴离子向阳极定向移动。

设计意图　导电性实验是认识电解质和非电解质的工具。物理学科中导电实验和化学学科

中导电实验的宏观现象相同，归结于本质相同。学生利用金属铜导电实验装置验证ＣｕＳＯ４溶液

导电时，已经抓住灯泡发亮这一宏观特征，在第２个问题的提示下，找出溶液中离子和金属导体

中电子的共同特点，才真正理解物质导电的本质是自由移动的带电微粒做定向移动，而不局限于

电子这一种微粒。设计实验，探查学生对宏观表征的理解程度，及时纠正和完善，有利于向微观表

征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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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活动２】　测定化合物导电性，总结导电规律，建构“电解质”概念。

实施过程　教学中，分别对化合物的固态、液态、水溶液进行导电性实验，从３个方面总结：

①哪些化合物在水溶液中或熔融状态下均能导电？②哪些化合物只能在水溶液中导电？③哪些化

合物在水溶液中或熔融状态下均不能导电？当学生结合某一典型代表物再次审视这些规律时，突

然顿悟，导电可以将化合物离解，自己建构起电解质和非电解质的概念。

设计意图　人的思维发展水平需要经历可感知的、宏观的到抽象的、概括化的发展历程。教学

中提供大量样本进行实验，有利于提取共同的特征信息。只有当学生明白了大量的化学现象“是什

么”以后，才有基础去理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化学核心概念的表观特征是外在的、宏观

的和表象的，概念的具体例证越丰富，表观特征就越明显。

【学生活动３】　动态模拟“电子定向移动”和“离子定向移动”的过程。

实施过程　教学中，将金属导电过程中电子由自由运动变为定向运动的瞬间制作成动画，学生

可以清晰地看见电子在外电场的作用下挣脱金属阳离子束缚的过程，感受到微粒之间的相互作用。

同样，将ＮａＣｌ溶液导电时离子运动由无序变有序的瞬间制作成动画，学生可以看见阴、阳离子分别

有序移向两极，纠正“ＮａＣｌ溶液中存在电子”之类的错误想法，从而正确认识金属导电和电解质溶

液导电的本质差异。

设计意图　借助晶体结构模型，学生很难感受微粒之间的相互作用。通过生动形象的动态模

拟，学生对微粒间的相互作用有了深层次的理解：不仅物质内部的结构微粒存在着相互作用，水分

子与它们的结构微粒之间也有相互作用，微粒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微观粒子有别于宏观物体，宏观现

象是存在相互作用的微粒聚集体的整体表现。

【学生活动４】　图示描绘化合物在水分子作用下或受热熔化时发生的变化。

实施过程　电离是一个微观的过程，用图像分别描绘出ＮａＣｌ固体溶于水及熔化、ＨＣｌ分子溶

于水、蔗糖溶于水时微观粒子发生的变化。以ＮａＣｌ溶于水为例，ＮａＣｌ在水分子作用下究竟变成自

由移动的Ｎａ＋和Ｃｌ－还是水合钠离子和水合氯离子？结合学生已学知识，解释其合理性，形成正确

认识。学生观察到“ＮａＣｌ固体不导电，当加热到熔化时灯泡亮了起来”的实验现象后，分析离子的

“不自由”到“自由”与加热的关系，ＮａＣｌ固体受热时离子运动加快，离子间强烈的相互作用不断减

弱，直至离子脱离该作用力的束缚，热能转化为微粒内能，理解了这一过程，学生就能正确描绘相应

的图像。

设计意图　宏观现象往往以文字、符号和数字表征微观层次微粒群体的运动和行为，学生

对科学文本认知的差异导致各种错误概念的产生。动态模拟虽然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时间久了易忘，“宏观—微观”结合的表征图像不仅表现宏观、微观层次各自的变化过程，而

且把宏观、微观层次某一瞬间的情境对应起来，可以帮助学生建立起宏观、微观层次相互联系

的桥梁。

【学生活动５】　厘清“电解质”“电离”与“电”的关系。

实施过程　学生对电解质电离的外界条件通常误解为通电，产生的主要原因可能来自其概念

名称中的“电”的干扰。在教学中，把“ＮａＣｌ溶液中自由移动离子的产生机理”设计成探究活动，将

学生分成两派，也就是著名的迈克尔·法拉第和阿伦尼乌斯之争———ＮａＣｌ溶液中离子产生于电流

作用下还是在水分子作用下？带领学生分析变量，控制变量设计实验，探究水分子对离子浓度的

影响。

设计意图　探寻知识本源，还原知识发展过程，在知识的产生和曲折的发展经历中修正、完善学

生的认知。传统的结论性教学最大的弊病是导致学生死记硬背，仅仅停留在概念的字面含义，不清楚

概念的本质即内涵是如何概括出来的，无法厘清概念的表观特征与内在本质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知识

的应用和迁移过程中更是困难重重。教学过程中，将学生对电离本质的错误认识扼杀在萌芽中，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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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离一个真相，有助于学生从根本上理解电离的微观本质以及物质在水溶液中的行为途径。

【学生活动６】　建构“微粒作用观”。

实施过程　教学中，重点分析ＮａＣｌ溶液中自由移动离子的产生机理，通过动画模拟，学生亲眼

看见水分子对ＮａＣｌ结构微粒产生作用的过程和结果；从电离角度建立酸、碱、盐的概念，从微观的

角度认识酸、碱、盐在水溶液中的存在状态及行为，使学生对溶液的认识水平从宏观进入微观。

设计意图　微粒观是化学研究物质的认识视角之一，其中微粒作用观是物质的微粒性认识和

微观角度的核心，物质水溶液体系中的微粒观是深化“微粒观”内涵的关键。电解质溶液中溶质与

溶质、溶质与溶剂的行为是粒子作用的结果，帮助学生建立这一基本理解，有助于认清电解质溶液

中各类变化的本质，起到化繁为简的作用。

【学生活动７】　揭示电离方程式蕴含的意义。

实施过程　以 →ＮａＣｌ Ｎａ＋＋Ｃｌ－为例，教学中，首先分析电离方程式的组成，它是由化学式、

离子符号、箭头标记组合而成。根据电离方程式联想到发生了怎样的宏观现象，即符号蕴含的宏观

意义，ＮａＣｌ溶解在水中以离子形式存在，意味着ＮａＣｌ溶解的过程就是电离的过程，实现了微观表

征与符号表征、宏观表征的相互转换。然而化合物溶解不一定都能发生电离，于是引导学生对化学

式ＮａＣｌ进行联想，有的认为代表离子化合物，有的认为代表盐，两者的差异是“离子化合物”指向化

合物的成键特点，“盐”指向化合物所属类别；学生继续寻找 →“ ”箭头标记的微观意义，联想到化

学方程式中的箭头标记，受到化学方程式中 幑幐“ ”的启发，电离方程式中的 →“ ”表示了微粒相互

作用以及作用的强弱。总之，从组成上可以了解物质的结构特征以及变化特点，而经推理所获得的

信息才是符号蕴含的深层意义。

设计意图　宏观认识是具体的，而符号表征是抽象的，符号表征既有宏观意义又有微观意

义。学生必须首先充分理解如何将符号转换成它所表达的富有意义的信息。高中生化学符号学

习现状是对化学符号的理解浅尝辄止，不善于分析、推理，无法获得对物质组成、结构或变化特点

的认识，符号理解水平较低。符号教学不能停留在对符号的辨识上，多数学生在化学符号识记、

书写方面表现较好，在内涵理解力方面参差不齐，在思维运用方面整体较差。电离方程式是

处理电解质电离的思维工具，是电离理论特定的语言符号。学生不仅要掌握电离方程式本身

的宏观和微观意义，更重要的是利用知识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原始信息上进一步推理获得深层

意义，直接作用于问题解决。

【学生活动８】　考查“电离”概念的二重表征融合程度。

实施过程　综合考查学生理解电离概念的水平及程度，设计以下问题。已知ＮａＣｌ在水中完全

电离，请完成下列问题：①用文字描述ＮａＣｌ在水中的电离过程；②借助ＮａＣｌ晶体的结构模型，画

出ＮａＣｌ溶于水中形成氯化钠溶液的图像；③写出电离方程式；④ＮａＣｌ溶解与电离有何关系？

设计意图　科学理解“电离”的概念是学好电解质溶液的核心，精心设计配套练习，适当增加

简述题、论述题，以开放题形式要求学生分别描述３种表征所包含的信息。这样既能考查学生对

概念的理解水平，又能提高转换各种表征的能力，当达到熟练程度时即实现了“宏—微—符”的高

度融合。

三、教学设计及案例

“常见的分散系、胶体”教学设计

（一） 教学内容分析

在教材中，“胶体”是作为物质分类中一种物质存在状态而加以介绍的，涉及的知识内容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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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只简单地介绍了分散系的类型、胶体的丁达尔现象等知识。同时从教材选择的教学内容与

实际生活相联系的角度看，胶体这种分散系也恰好契合了现代科学技术之一的纳米材料的研究

范围。然而，从体验方法和培养能力的角度看，知识虽然是简单的，但是知识的教育功能依旧可

以在教学过程中体现出来，即通过化学教学让学生真切体会科学概念的形成并理解其具体物理

意义，体会宏观与微观之间的相互联系，理解有序的思维方法在认识问题的过程中所发挥的

作用。

（二） 教学方法设计

１．教学步骤

步骤１

引发认识

步骤２
→
细化概念

步骤３
→
形成联系

步骤４
→
赋予直观

图１１８　“常见的分散系、胶体”教学步骤

２．教学形式

步骤１

引发认识

步骤２
→
细化概念

步骤３
→
形成联系

步骤４
→
赋予直观

语言形式

↓


学生分析

实验形式

↓


学生操作

实验形式

↓


学生操作

语言形式

↓


学生分析

图１１９　“常见的分散系、胶体”教学形式

３．教学细节
（１）步骤１的设计及意图

从物质的分类引发对分散系概念的最初认识

问题１　如果有关物质的树状分类图（见图１２０）是一颗茁壮生长的大树。面对树的形象，同

学们会有怎样的感觉？在真实的物质世界中，绝大多数物质都是以混合物的形式存在的。如果用

图１２０来说明对自然界的认识，显然对混合物的认识存在明显的不足。面对周围物质世界数量和

形态繁多的混合物，该如何分类呢？

物质

混合物

纯净物

单质
金属……

非金属……｛

化合物

无机化合物

氧化物……

酸……

碱……

盐……

烅

烄

烆
有机化合物……

烅
烄

烆

烅

烄

烆

烅

烄

烆

图１２０　在初中化学基础上所形成的对物质分类的认识

问题２　当分散质分散于分散剂中时，原有的分散质状态依旧能够保持吗？

设计意图　对溶液已有的知识，使得学生发现上述分类方法存在明显缺陷，即当物质溶解在溶

剂中之后，溶质就不再保持原有的物质状态。而这样的问题已经将学生的视线从对分散系的宏观

认识层面向微观结构层面转移。这就自然进入第二个环节的学习。

（２）步骤２的设计及意图

在实验、想象及思辨中形成对分散系概念的细化

①对溶液、胶体、悬浊液的初步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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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１　取３支试管分别加入５ｍＬ蒸馏水，向其中一支试管（编号为①）中加入６滴饱和

ＦｅＣｌ３溶液，得到棕黄色的溶液；向另一试管（编号为③）中同样加入６滴饱和ＦｅＣ１３溶液，然后加入

１ｍＬ６ｍｏｌ·Ｌ－１的ＮａＯＨ溶液（足量），产生红褐色的沉淀。

问题３　观察两支试管中混合物的形态，指出分散剂和分散质的成分，并用图示的方式表示出

你所观察到和想象的两支试管中分散质颗粒的相对大小。

实验２　将第３支盛有蒸馏水的试管（编号为②）加热至沸腾，再加入６滴饱和ＦｅＣｌ３溶液。

问题４　依据对上述现象的观察和比较（见表１１６），你对试管②中分散质的成分有怎样的认

识和想象？

表１１６　对３种分散系中分散质成分的认识

试管① 试管② 试管③

加入水的体积（温度） ５ｍＬ（常温） ５ｍＬ（沸水） ５ｍＬ（常温）

加入饱和ＦｅＣｌ３溶液的量 ６滴 ６滴 ６滴

加入２ｍｏｌ·Ｌ－１ＮａＯＨ溶液的量 — — １ｍＬ（足量）

现象 棕黄色溶液 红褐色溶液 红褐色沉淀

分散质的成分 Ｆｅ３＋ Ｆｅ３＋、Ｆｅ（ＯＨ）３ Ｆｅ（ＯＨ）３

　　问题５　在试管②中，当Ｆｅ３＋转化为Ｆｅ（ＯＨ）３时，分散质微粒的体积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

们能进一步用实验证实吗？

②从思辨到实证

问题６　从激光笔发射出的光在抵达屏幕的过程中，这束光穿越了空气中多少个Ｎ２和Ｏ２分

子，为什么我们不能看见这些分子？

问题７　用激光笔照射试管中的液体水，有什么现象？为什么？

实验３　用激光笔依次照射上述３支试管中的分散系。

实验结果　激光透过了试管①中的溶液，而在试管②中产生了清晰的光路（丁达尔现象），在试

管③中可看到一条粗壮而且边缘粗糙的强烈反射。

设计意图　将观察到的颜色变化、激光笔照射后的光学现象联系起来，学生真切地感受到

以上３种均以水为分散剂，由ＦｅＣｌ３产生的分散质的分散系中分散质的微粒大小在逐渐增大，如

表１１７所示。此时学生的认识就不只是一种仅与胶体相关的丁达尔现象，而是将光学现象的变

化与分散系中分散质微粒所具有的独特大小直接形成了联系。（此时的学生虽然还不能从科学

的角度对上述光学现象加以解释，但是建立光学现象与微粒大小之间的联系，恰恰是对自然本质

的认识。）

表１１７　对３种分散系的光学性质的认识

试管① 试管② 试管③

分散系的状态 棕黄色溶液 红褐色溶液 红褐色沉淀

用激光笔照射后的现象 光线透过 清晰的光路 强烈反射

分散质的微粒大小 小→大

　　实验４　将上述分散系分别进行过滤。

实验现象　试管②的红褐色液体可以顺利地通过滤纸渗下，且渗出的液体依旧具有丁达尔现

象；而试管③中的混合物经过滤后，滤下的液体呈无色，过滤器中滤纸上留有红褐色的沉淀，且滤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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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背面都呈清晰的白色，如图１２１所示。上述现象强烈地给学生这样的印象：Ｆｅ（ＯＨ）３沉淀不能

透过滤纸！

图１２１　犉犲（犗犎）３胶体和犉犲（犗犎）３浊液过滤时的现象差异

小结

表１１８　对３种分散系机械分离性质的初步认识

试管① 试管② 试管③

分散系的状态 棕黄色溶液 红褐色溶液 红褐色沉淀

用激光笔照射后的现象 光线透过 清晰的光路 强烈反射

分散质微粒是否能透过滤纸 能 能 不能

分散系的名称 溶液 胶体 悬浊液

　　③对分散系新的分类方法的认识

问题８　如何依据分散质在分散剂中的存在形态对分散系进行分类？

结果展示

分散系

分散质
颗粒大小

直径（犇
→
）

　　　　犇＜１ｎｍ———溶液

１ｎｍ＜犇＜１００ｎｍ———胶体

１００ｎｍ＜犇———悬浊液
烅

烄

烆


分散剂








分散剂的状态

气态
→



气溶胶
液态
→





液胶体
固态
→ 固胶体

烅

烄

烆

图１２２　从分散质微粒的相对大小和分散剂的状态对分散系进行的分类

（３）步骤３的设计及意图

形成３种分散系之间的联系

问题９　如何利用ＮａＣｌ溶液和ＡｇＮＯ３溶液间的反应来制备ＡｇＣｌ胶体？

实验５　向２ｍｏｌ·Ｌ－１ＮａＣｌ溶液中滴加ＡｇＮＯ３溶液。

实验现象分析　溶液中密集存在的Ｃｌ－和Ａｇ＋在瞬间相互反应聚集形成了较大的沉淀颗粒。

然而就在大家能够目睹沉淀颗粒出现的同时，是否关注到溶液中Ａｇ＋和Ｃｌ－的物质的量浓度在发

生变化？随着沉淀的生成，溶液中Ａｇ＋和Ｃｌ－的物质的量浓度在逐渐减小，Ａｇ＋和Ｃｌ－之间的距离

逐渐加大。达到一定限度时，沉淀颗粒将逐渐停止生长。因此如果希望控制生成沉淀颗粒的大小，

就可以采用降低溶液中Ａｇ
＋或Ｃｌ－浓度的方法。

实验６　将原有的２ｍｏｌ·Ｌ－１ＮａＣｌ溶液，按体积比为１∶４的方法依次稀释为一系列的ＮａＣｌ

溶液（即取１ｍＬＮａＣｌ溶液加水稀释至５ｍＬ；再从上述５ｍＬ溶液中取出１ｍＬ，加水稀释至５ｍＬ；

重复上述操作５次，按这样顺序排列的５支试管分别编号为①②③④⑤，它们中溶液的浓度以１／５

的比例梯度递减）。分别向上述系列的ＮａＣｌ溶液中滴加ＡｇＮＯ３溶液。

实验现象　可以清晰地观察到试管中产生的沉淀浑浊现象明显在逐渐减弱。再用激光笔照

射上述一系列的分散系，可见光路的“粗糙”程度逐渐降低，而“清晰”程度逐渐增强。（如图１２３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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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３　随着犮（犆犾－）逐渐降低，滴加犃犵犖犗３溶液后，呈现出沉淀的颗粒由大到小

设计意图　让学生在实验中发现：通过调节反应物浓度来控制沉淀颗粒大小的方法真的能按

预想的方式实现。此时，学生不仅直观地感受到微粒的沉降速率与微粒的大小有关（及至在社会生

活中，他们能够很清晰地理解测定空气中ＰＭ２．５的意义及ＰＭ２．５的危害），而且在渐次展开的实验观

察和理解中，逐渐形成了对３种典型分散系的基本认识（如表１１９所示）。

表１１９　对３种分散系的基本认识

试管① 试管② 试管③

分散系的表观状态 均匀的混合物 均匀的混合物 红褐色沉淀

用激光笔照射后的现象 光线透过 清晰的光路 强烈反射

分散质微粒是否能透过滤纸 能 能 不能

分散系的稳定性 稳定 亚稳定 不稳定

　　（４）步骤４的设计及意图

赋予胶体微粒以直观的物理意义

问题１０　是否可以想象，一个胶体微粒是由多少个原子聚集而成的？如果假设每个原子的直

径近似为０．１ｎｍ，那么一个胶体微粒将由多少个原子聚集而成？

设计意图　想象这样数量的集合，可以让学生感觉震撼，比较小的胶体微粒竟然聚集了如此多

的原子。

四、实验探究

明 矾 净 水

１．实验目的
（１）知道污水处理的一般化学方法。

（２）掌握明矾净水的原理。

２．实验方案
（１）取两只烧杯，编号１和２，各加入１００ｍＬ明显浑浊的泥沙水。

（２）向２号烧杯中加入０．１ｇ明矾，轻微搅拌后静置，观察实验现象，并与１号烧杯中的现象进

行对比。

３．实验拓展
明矾净水实验的改进

（１）取三只烧杯，编号１、２和３，向三只烧杯中各加入１００ｍＬ明显浑浊的泥沙水。

（２）向２、３号烧杯中加入０．１ｇ明矾，轻微搅拌后静置，观察实验现象，并与１号烧杯中的现象

作对比。

（３）向３号烧杯中加入２～３滴饱和Ｎａ２ＣＯ３溶液，轻微搅拌后静置，再观察实验现象，并与２

号烧杯中的现象作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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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矾净水

（１）取三只烧杯，编号１、２、３，向三只烧杯中各加入１００ｍＬ明显浑浊的泥沙水。

（２）向１号烧杯中加入０．１ｇＦｅＳＯ４·７Ｈ２Ｏ（绿矾），轻微搅拌后静置，观察实验现象。

（３）向２号烧杯中先加入１滴０．５ｍｏｌ·Ｌ－１ＮａＯＨ溶液，使溶液的ｐＨ达到９左右，然后加入

０．１ｇＦｅＳＯ４·７Ｈ２Ｏ，轻微搅拌后静置，观察实验现象，并与１号烧杯中的现象进行对比。

（４）向３号烧杯中加入０．１ｇＦｅ２（ＳＯ４）３，轻微搅拌后静置，观察实验现象，并与１号烧杯中的

现象进行对比。

４．实验探析
明矾之所以能够去除天然水中含有的悬浮颗粒杂质，是因为发生了如下的反应：２ＫＡｌ（ＳＯ４）２＋

６Ｈ２ 幑幐Ｏ Ｋ２ＳＯ４＋３Ｈ２ＳＯ４＋２Ａｌ（ＯＨ）３（胶体）。反应生成的Ａｌ（ＯＨ）３胶体具有强烈的吸附能

力，因此可以达到净水的目的。而净水效果的好坏与反应生成的Ａｌ（ＯＨ）３量有直接关系。实际

上，Ａｌ（ＯＨ）３的生成源于Ａｌ３＋的水解，Ａｌ３＋＋３Ｈ２ 幑幐Ｏ Ａｌ（ＯＨ）３＋３Ｈ＋ 。对于此可逆反应，溶

液ｐＨ的大小对氢氧化铝胶体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因为Ａｌ（ＯＨ）３为两性化合物，当溶液ｐＨ过

大时，Ａｌ（ＯＨ）３生成ＡｌＯ－２ 而明显溶解；当溶液ｐＨ过小时，Ａｌ（ＯＨ）３又可反应生成Ａｌ３＋而溶解。

因此铝盐在水中水解后，需要在一定的ｐＨ范围内才能形成Ａｌ（ＯＨ）３沉淀，ｐＨ适宜范围为９．４～

１１．０，ｐＨ过小或过大，Ａｌ（ＯＨ）３都不能生成沉淀。在明矾净水实验中，所配置的泥沙水本身的ｐＨ

以及明矾溶于泥沙水后浑浊液的ｐＨ这两个方面的因素会产生影响。因此，明矾净水的改进实验

中，向３号烧杯中加入了少量饱和碳酸钠溶液，一方面用以调节溶液的ｐＨ；另一方面，Ａｌ３＋与ＣＯ２－３

会发生双水解反应，２Ａｌ３＋＋３ＣＯ２－３ ＋３Ｈ２ Ｏ ２Ａｌ（ＯＨ）３↓＋３ＣＯ２↑，从而大大增加Ａｌ（ＯＨ）３

的量，进而达到很好的净水效果。

绿矾净化水的原理与明矾净化水的原理相同。ＦｅＳＯ４·７Ｈ２Ｏ在水中电离产生Ｆｅ２＋，Ｆｅ２＋发生

水解反应生成Ｆｅ（ＯＨ）２，Ｆｅ２＋＋２Ｈ２ 幑幐Ｏ Ｆｅ（ＯＨ）２＋２Ｈ＋ 。但生成的Ｆｅ（ＯＨ）２溶解度不大，且易

被氧化。因此，实际反应是将Ｆｅ２＋氧化成Ｆｅ３＋，Ｆｅ２＋在碱性条件下更容易被氧化，形成的Ｆｅ（ＯＨ）３在

水中以絮状的胶体形式存在。由于水中的胶体杂质一般都带负电，而Ｆｅ（ＯＨ）３胶体粒子带正电，

通过电性吸引作用，破坏了天然水中胶体杂质的稳定性，使胶体杂质聚沉；同时，Ｆｅ（ＯＨ）３还能吸

附一些悬浮物，这样就起到了净水的作用。

五、习题研究

（一） 教材习题答案

教材第２１～２２页。

１．Ｃ　２．Ｂ　３．Ｂ

４．（１）纯净物：氧气、氢氧化钾、碳酸氢钠、蔗糖、酒精、铜。化合物：氢氧化钾、碳酸氢钠、蔗糖、

酒精。单质：氧气、铜。电解质：氢氧化钾、碳酸氢钠。非电解质：蔗糖、酒精。混合物：空气、食盐

水。　（２）氢氧化钾、碳酸氢钠　蔗糖、酒精

５．（１）Ｎａ３ＰＯ ４ ３Ｎａ＋＋ＰＯ３－４ 　（２）３ｍｏｌ

６．ＫＣｌ７．４５ｇ，Ｋ２ＳＯ４５２．２ｇ，ＺｎＣｌ２１３．６ｇ

７． 分解系 分散质粒子大小 主要特征 举　例

溶　液 粒子直径小于１ｎｍ 稳　定 ＦｅＣｌ３溶液

胶　体 粒子直径介于１～１００ｎｍ 亚稳定 Ｆｅ（ＯＨ）３胶体

浊　液 粒子直径大于１００ｎｍ 不稳定 食用油加入水中



４２　　　

　　８．胶体区别于其他分散系的本质特征是粒子直径的大小不同。浊液中分散质粒子直径大于

１００ｎｍ，溶液中分散质粒子直径小于１ｎｍ，胶体中分散质粒子直径介于１～１００ｎｍ。医学上越来

越多地利用高度分散的胶体来检验或治疗疾病，如胶态磁流体治癌术是将磁性物质制成胶体粒子，

这种粒子作为药物的载体，在磁场作用下将药物送到病灶，从而提高疗效。

教材第２５～２６页。

１．Ｂ

２．（１）Ｍｇ、Ｏ２、Ｎ２、ＮＯ中，不同于其他物质的一种物质是Ｍｇ，因为其他三种属于气态物质，

而Ｍｇ属于固态物质。或不同于其他物质的一种物质是ＮＯ，ＮＯ是化合物，其他三种是单质。　

（２）ＳＯ２、ＣＯ２、ＳｉＯ２、ＮＨ３中，不同于其他物质的一种物质是ＮＨ３，因为其他三种属于氧化物，而

ＮＨ３属于氢化物。或ＳＯ２、ＣＯ２、ＳｉＯ２、ＮＨ３中，不同于其他物质的一种物质是ＳｉＯ２，因为其他三

种属于气态物质，而ＳｉＯ２属于固态物质。　（３）ＣｕＯ、ＭｇＯ、Ｆｅ２Ｏ３、ＣＯ２中，不同于其他物质的

一种物质是ＣＯ２，因为其他三种属于金属氧化物，而ＣＯ２ 属于非金属氧化物。　（４）Ｈ２ＳＯ４、

ＮａＨＣＯ３、ＨＮＯ３、ＨＣｌ中，不同于其他物质的一种物质是ＮａＨＣＯ３，因为其他三种属于酸，而

ＮａＨＣＯ３属于盐。　（５）ＮａＯＨ、Ｎａ２ＣＯ３、Ｃ１２Ｈ２２Ｏ１１（蔗糖）、ＨＮＯ３中，不同于其他物质的一种

物质是Ｃ１２Ｈ２２Ｏ１１（蔗糖），因为其他三种属于无机物，而Ｃ１２Ｈ２２Ｏ１１（蔗糖）属于有机物。

３．（１）生石灰属于碱性氧化物。　（２）ＣａＯ＋Ｈ２ Ｏ Ｃａ（ＯＨ）２　（３）生石灰还可以与酸性

氧化物、酸等发生反应。　ＣａＯ＋ＣＯ ２ ＣａＣＯ３　ＣａＯ＋ ２ＨＣｌ ＣａＣｌ２＋Ｈ２Ｏ　（４）小纸袋中

的物质不能长期持续地作干燥剂，因为生石灰完全变质后，便不能再吸收水。　（５）还可以用作干

燥剂的物质有Ｐ２Ｏ５、浓硫酸、硅胶。

４．属于电解质的有 ＨＮＯ３、ＭｇＣｌ２、Ｃａ（ＯＨ）２。　ＨＮＯ ３ Ｈ＋ ＋ＮＯ－３　ＭｇＣｌ ２

Ｍｇ
２＋＋２Ｃｌ－ 　Ｃａ（ＯＨ）２ Ｃａ２＋＋２ＯＨ－

５．属于氧化还原反应的有（１）（３）（４）。（１）中Ｃ、Ｈ元素的化合价发生了改变；（３）中Ｃｕ、Ａｇ

元素的化合价发生了改变；（４）中Ｃ、Ｏ元素的化合价发生了改变。

６．（１）２ＫＭｎＯ４
△
Ｋ２ＭｎＯ４＋ＭｎＯ２＋Ｏ２↑　（２）１５．８ｇ

７．６．０２×１０２０

８．（１）１０－６ｍｏｌ　（２）２×１０－６ｍｏｌ　１．２０４×１０１８个

９．（１）ＫＩＯ３受热、见光会发生反应　（２）能　（３）２．５×１０－４ｍｏｌ　３．１７５×１０－２ｇ

１０．浊液、溶液和胶体的主要区别是分散质粒子的直径大小不同。

实 验 步 骤 实 验 现 象 结　　论

　将盛有淀粉溶液和氯化钠溶液的两只烧杯分别

置于暗处，用激光笔照射淀粉溶液和氯化钠溶液，
从垂直于光线的方向观察。

　在垂直光线的方向，在其中
的一只烧杯中可以看到一条光

亮的通路。

　出现有光亮通路的烧杯中

盛有的是淀粉溶液。

　　（二） 精选参考习题

１．已知霾的粒子直径多在１～１０
４ｎｍ之间。下列有关雾霾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①一定属于胶体　②属于混合物　③不稳定，能很快完全沉降　④可能产生丁达尔现象

Ａ．①④　　　　　　　Ｂ．②　　　　　　　Ｃ．②④　　　　　　　Ｄ．②③④

【答案】　Ｃ

２．下列事实与胶体性质无关的是（　　）

Ａ．在豆浆中加入盐卤做豆腐

Ｂ．在河流入海处易形成三角洲

Ｃ．一束平行光照射蛋白质溶液时，从侧面看到光亮的通路

Ｄ．向ＦｅＣｌ３溶液中滴加ＮａＯＨ溶液，出现红褐色沉淀

【答案】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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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问题探讨

（一） 氢氧化铁胶体制备原理探析
把适量ＦｅＣｌ３溶液滴入沸水中即得氢氧化铁胶体。在沸水中制备是因为Ｆｅ３＋的水解程度因温

度升高而增强。若对氢氧化铁胶体“持续”加热，可能因温度升高胶粒运动快和“吸附”的离子减少

而形成Ｆｅ（ＯＨ）３沉淀，即胶体受热聚沉。

若生成氢氧化铁胶体仅仅是加热促进水解的结果，那么当温度恢复到室温时将成为ＦｅＣｌ３的

稀溶液。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为此进行了２个实验：（１）形成胶体的同时是否有ＨＣｌ挥发？用玻璃

棒蘸取湿润的蓝色石蕊试纸于生成氢氧化铁胶体的容器上部检试，未见显著酸性，表明即使有ＨＣｌ

逸出，也是极少量。（２）基于（１）实验缘故，“假定有ＨＣｌ逸出”，往胶体中加少量盐酸以补偿“挥发

不多的ＨＣｌ”，胶体未被显著破坏。表明制备氢氧化铁胶体除升高温度促进水解外，必另有原因。

因氢氧化铁胶体受热聚沉为Ｆｅ（ＯＨ）３，所以对Ｆｅ（ＯＨ）３沉淀进行实验。混合ＦｅＣｌ３溶液和

ＮａＯＨ溶液，得到沉淀，将混合物均分成２份。往第１份中加稀盐酸，边加边搅拌，直到沉淀恰好完

全溶解，记下所加稀盐酸的滴数（设为２０滴）；对第２份小心加热至沸并维持一段时间，冷却到室

温，Ｆｅ（ＯＨ）３沉淀的颜色变深了，加稀盐酸直到Ｆｅ（ＯＨ）３沉淀恰好完全溶解，所加稀盐酸的滴数

必超过２０滴，超过多少滴和维持加热的时间成正比。表明受热后，Ｆｅ（ＯＨ）３（相对于未受热而言）

较难溶于酸，所以，经受热形成的胶体在冷却后并不溶解或难溶解。

事实上，氢氧化铁的化学式是Ｆｅ２Ｏ３·狓Ｈ２Ｏ，制得的沉淀在放置或加热过程中，狓值下降，表

现为沉淀颜色变深，（相对）难溶于酸。这是许多高价金属氢氧化物，如Ａｌ２Ｏ３·狓Ｈ２Ｏ，Ｃｒ２Ｏ３·

狓Ｈ２Ｏ的通性。

（二） 丁达尔效应能区分溶液和胶体吗？

１．溶液浓度对丁达尔效应的影响
（１）实验设计

选择不同溶液并用红色和绿色两种激光笔照射，通过观察位于试管后的白纸上是否有光斑来

判断光线是否透过，以此观察溶液的丁达尔现象随浓度的变化情况。

（２）实验材料

ＣｕＳＯ４溶液（六种不同浓度溶液，分别为饱和溶液，按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稀释溶

液），Ｋ２Ｃｒ２Ｏ７溶液（六种不同浓度溶液，分别为饱和溶液，按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稀释溶

液），ＮａＣｌ溶液（六种不同浓度溶液，分别为饱和溶液，按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稀释溶

液），移液管，红色激光笔，绿色激光笔，试管。

图１２４　实验装置

（３）实验过程

将ＣｕＳＯ４ 溶液、Ｋ２Ｃｒ２Ｏ７ 溶液、ＮａＣｌ溶液依次按１∶５、

１∶４、１∶３、１∶２、１∶１稀释溶液和饱和溶液的顺序用图１２４所

示装置进行丁达尔效应实验，激光笔均从左侧照射，观察现象。

（４）实验结论

①溶液几乎都有丁达尔效应，且丁达尔现象随其浓度升高逐

渐增强。②丁达尔现象明显程度：Ｋ２Ｃｒ２Ｏ７溶液和ＣｕＳＯ４溶液强

于ＮａＣｌ溶液。

（５）实验结论分析

丁达尔效应其实是瑞利散射的结果，瑞利公式中明确表示它与散射光强度、粒子的体积和单位

体积的粒子数成正比。ＳＯ２－４ 与Ｃｒ２Ｏ２－７ 均是原子团，其半径大于Ｃｌ－，故ＣｕＳＯ４溶液和Ｋ２Ｃｒ２Ｏ７

溶液的丁达尔效应强于ＮａＣｌ溶液。单位体积粒子数增加，即溶液浓度增大，丁达尔效应也会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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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这与上述实验中所观察到的实验现象一致。用红色激光笔照射ＣｕＳＯ４溶液未见丁达尔现象

也就很好解释了：首先，ＣｕＳＯ４溶液的浓度不够大；其次，红光的强度比绿光弱，所以用红光照射时

未见丁达尔现象。既然溶液也有丁达尔效应，那么丁达尔效应能否用来甄别溶液与胶体呢？为了

弄清这一问题，可以将两者置于同一视域下进行对比观察。

２．同一视域下溶液与胶体的丁达尔效应探究
（１）实验设计

通过溶液与胶体的位置互换，即改变靠近光源的分散系，观察白纸上是否出现光斑，以此来判

断光线是否通过分散系并观察两种情况下溶液和胶体的丁达尔效应。

（２）实验材料

ＣｕＳＯ４溶液、Ｋ２Ｃｒ２Ｏ７溶液、ＮａＣｌ溶液、Ｆｅ（ＯＨ）３胶体、肥皂水、绿色激光笔、烧杯。

图１２５　同一视域下溶液和胶体的

丁达尔效应装置

（３）实验过程

将ＮａＣｌ溶液和肥皂水、ＮａＣｌ溶液和Ｆｅ（ＯＨ）３ 胶体、肥

皂水和ＣｕＳＯ４ 溶液，以及Ｆｅ（ＯＨ）３ 胶体和Ｋ２Ｃｒ２Ｏ７ 溶液按

图１２５所示装置进行实验，互换位置，激光笔均从左侧照射，观

察现象。

（４）实验结论

①溶液靠近光源时，溶液与胶体均有明显的丁达尔现象；

②胶体靠近光源时，胶体有明显的丁达尔现象，溶液无明

显现象；

③通过互换位置，发现只出现一次丁达尔现象的为溶液，出现两次丁达尔现象的为胶体。

（５）实验结论分析

溶液中粒子的体积明显小于胶体粒子的体积，其丁达尔现象本来就较弱，而当胶体在前面时，

胶体产生的丁达尔现象以及对光的散射会大大减弱入射到溶液中光的强度，所以此时看不到溶液

的丁达尔效应。

３．结论及教学建议
丁达尔效应要求用可见光（波长为４００～７００ｎｍ）作为光源，红光的波长有一部分符合该范围，

绿光则完全符合可见光的范围，但是由于红光波长比绿光长，频率比绿光小，故红光的强度不及绿

光，而丁达尔效应与光的强度成正比，故若采用红色光源作为入射光，则仅能在胶体中观察到明显

光路，而在溶液中几乎看不到光路，该条件可用于鉴别胶体和溶液。但若选择其他光源，如绿光，则

不能单纯依靠有无光路来区别溶液和胶体。为避免知识的负迁移，最好是将溶液与胶体进行前后

调换位置对比照射（或者固定溶液，调换光的入射方向），通过观察两种情况下的不同现象来区分溶

液和胶体，让学生了解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知道丁达尔效应的本质。所以，除胶体有丁达尔效应

外，几乎所有的高中阶段常见的溶液都有不同程度的丁达尔效应，且随溶液浓度的升高而增强。

有色溶液对激光笔的颜色具有选择透过性，所以在选择溶液颜色时，要确保激光颜色能透过，以

免因观察不到光路而产生错误判断。紫光对身体有害，教学中通常不会使用；若用红色激光笔，溶液

可用Ｋ２Ｃｒ２Ｏ７溶液、ＦｅＣｌ３溶液，胶体可用Ｆｅ（ＯＨ）３胶体、Ａｌ（ＯＨ）３胶体或肥皂水；若用绿色激光笔，

溶液可用ＣｕＳＯ４溶液、ＣｕＣｌ２溶液、ＮａＣｌ溶液及ＫＭｎＯ４溶液，胶体可用Ａｌ（ＯＨ）３胶体或肥皂水。

七、参考资源

１．胶体的性质
（１）光学性质———丁达尔现象

当光束射到分散系的分散质粒子时，除了部分被吸收外，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如果粒子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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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入射光波长，光就从粒子表面按一定角度反射。如一束太阳光射入暗室，可以看到空间闪闪发

光的尘埃，这是粒子表面对光的反射，一些粗分散体系属于这种情况。另一种是如果粒子直径小于

入射光波长，光就绕过粒子而向各个方向散射，这些粒子本身好像是一个光源，向各个方向散射出

光，散射出的光称为乳光。由于胶体粒子直径为１～１００ｎｍ，小于入射光（可见光）波长（４００～

７８０ｎｍ），因此当光束射入胶体时将产生散射。为了观察光的散射现象，可以把一束会聚的强光从

侧面射入胶体，在与光的通路相垂直的方向上，可以看到一个发亮的光路。这是被光照射到的许许

多多的胶体粒子共同发出散射光的结果，这个现象称为丁达尔现象。

（２）胶体的动力学性质———布朗运动

在超显微镜下观察胶体，可以看到代表胶体粒子的光点不停地做无规则的运动。这种运动是

由于胶体粒子处在热运动的介质分子包围之中，且不停地被撞击，来自各方面的合力方向不断改

变，胶粒便发生不规则的无序运动，即布朗运动。布朗运动是那些不太小也不太大，介于宏观与微

观之间的粒子特有的运动。如果粒子太大，一则它每受到一次撞击所发生的位移非常小，不易觉

察；二则撞击它的分散剂分子极多，同一瞬间在各个方向的撞击可能互相抵消，合力接近于零，因此

不能发生位移，如某些浊液。如果粒子太小，则受分散剂分子撞击时位移非常大，以致形成高速的

热运动，因而也观察不到布朗运动。

（３）胶体的电学特性

胶体是高度分散的多相体系，具有较大的表面积，胶体粒子自动聚集变大的趋势始终存在，

但绝大部分胶体比较稳定，不易凝聚成沉淀。其原因除了布朗运动之外，更重要的是胶体粒子的

带电性。一般同种胶体中粒子是带同种电荷的，所在分散系中粒子之间相互排斥，不易凝聚。

由于胶粒带电，因此在外电场中，胶粒能做定向移动，便有了电泳现象。如果将氢氧化铁胶体

置于一电场中，可以发现红褐色的氢氧化铁胶粒向阴极做定向移动，阴极附近氢氧化铁的浓度增

大，阴极附近的红褐色变深。用这种方法可以检验胶粒是否带电、带哪种电荷。

２．电解质概念的发展史

电解质的概念和应用学习贯穿于整个高中教学，而且涉及的知识点均为高中的难点内容，在每

一个学习阶段中对电解质概念的理解程度有不同的要求，所以对电解质概念的理解至关重要。要

真正理解电解质概念，就要清楚电解质发展的历史，才能从学科意义的角度来理解它，才能明白教

师该如何教、学生该如何学。

（１）电解质概念的起源

电解质概念的起源与电的研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说是电的发展推动了电解质概念的

形成。

１８世纪末１９世纪初，科学界中电化学发展正处于萌芽时期。１７９１年意大利解剖学家伽伐

尼（Ｌ．Ｇａｌｖａｎｉ）发现解剖刀或金属能使蛙腿肌肉抽搐的“动物电”现象。１７９９年，伏特（Ａ．Ｖｏｌｔａ）

发明了能产生稳定电流的电堆（即自发原电池），这一发现引起了仍是学徒的法拉第的兴趣，他用

铜币、镍币和浸过食盐水的湿纸做成电堆，把从电堆两极引出的导线插入澄清的硫酸镁溶液中，这

时他发现，不但溶液能导电，而且２个导线上附着了大量气泡，随后溶液变浑浊，这时他确信硫酸镁

已经分解，因为有金属镁悬浮在溶液中，他把这种电流能使化合物分解的现象称为电解，而将分解

前的物质称为电解质。这就是电解质的来源，查阅英语词源电解质ｅｌｅｃｔｒｏｌｙｔｅ（ｎ．）“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ｅｄｂｙｅｌｅｃｔｒｏｌｙｓｉｓ”，１８３４，ｆｒｏｍｅｌｅｃｔｒｏ＋Ｇｒｅｅｋｌｙｔｏｓ“ｌｏｏｓｅｄ”，ｆｒｏｍｌｙｅｉｎ“ｔｏｌｏｏｓｅ”

（ｓｅｅｌｏｓｅ），译成中文则是被电分解的物质，是用“电”和希腊后缀“松动、松散”组成的词语。电解质

是法拉第在１８３４年的论文中首先使用和明确定义的（论文中包括电解质、电极、阴离子、阳离子等

概念均为首次提出）。他认为，在溶液中，电流是电解质被电分解后的离子在溶液中迁移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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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离子是如何产生的，是什么样的，有什么性质，法拉第也说不清楚。其他学者如法国化学家希

托夫（Ｊ．Ｗ．Ｈｉｔｔｏｒｆ）和德国化学家柯尔劳希（Ｆ．Ｗ．Ｋｏｈｌｒａｕｓｃｈ）都研究过离子在溶液中的迁移，他

们也都认为离子是通电流后产生的。此后很长时间内，科学界普遍赞同法拉第的观点，认为溶液中

“离子是在电流的作用下产生的”。由于当时法拉第在科学界很有威望，所以这一理论在当时基本上

被视为真理。

（２）电解质无须电解———揭示真理

１８８０年，法国物理学家拉乌尔（Ｆ．Ｍ．Ｒａｏｕｌｔ）研究稀溶液的依数性，发现溶液中的酸、碱、盐分

子可能像气体的解离一样，也有某种程度的解离。虽然拉乌尔的这一猜测并没有引起科学界的重

视，但是真理正悄然成长着。

与此同时，很多化学家都在研究电解质溶液的导电性，正就读于乌普萨拉大学物理系的大学生

阿伦尼乌斯就是其中一位。在教授的指导下，他研究浓度很稀的电解质溶液的导电性。他夜以继

日地重复着枯燥无味的实验，整天与溶液、电极、电流计、电压计打交道，几乎所有的空闲时间，他都

埋头从事自己的独立研究。阿伦尼乌斯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电解质溶液的浓度对导电性有明显的

影响，很稀的溶液通电后的反应与浓溶液相比，规律要简单得多。在浓溶液中加入水之后，电流就

比较容易通过，而且加水的多少与电流的增加有一定的关系。他开始思考“浓溶液和稀溶液之间的

差别是什么？浓溶液加了水就变成稀溶液了，水在这里起了很大的作用”。于是不断通过实验设

计，发现纯净的水不导电，纯净的固体食盐也不导电，把食盐溶解到水里，盐水就导电了。他思考

“水在这里起了什么作用？是不是食盐溶解在水里就自动解离成为氯离子和钠离子了呢？”他把电

导率这一电学属性，始终同溶液的化学性质联系起来，希望以化学观点来说明溶液的电学性质。最

后，阿伦尼乌斯认识到，要解释电解质水溶液在稀释时电导率的增强，就必须假定溶液中的电解质

在无外界电流的作用下，就具有２种不同的形态：非活性的分子形态和活性的离子形态。当溶液被

稀释时就可以使前者更多地转化为后者，从而使电导率增强。１８８４年，阿伦尼乌斯在学位论文中

公开提出了电离学说，论文指出：溶解于水的电解质在不同程度上自动地解离为带正、负电荷的离

子。解离程度取决于物质的本性以及它们在溶液中的浓度，溶液愈稀解离程度愈大，在极稀的溶液

中分子完全离解。但这一切在当时看来是荒谬的，在他论文答辩时化学教授克利夫（Ｐ．Ｔ．Ｃｌｅｖｅ）

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纯粹是空想，我不能想象，比如，氯化钾怎么会在水中分解为离子。钾遇水就

产生强烈反应，氯的水溶液是淡绿色的，又有剧毒。可是氯化钾的水溶液却是无色的，安全无毒。”

当时科学界对离子、分子和原子并没有区分开来，虽然阿伦尼乌斯极力解释两者的不同，但最后依

然不被认可，只评定了刚及格的分数。论文发表后，更是激起了科学界的非议，连化学家门捷列夫

（Ｄ．Ｉ．Ｍｅｎｄｅｌｅｅｖ）也都极力反对，化学家克劳修斯认为怎么可能有带大量电荷的正、负离子同时存

在！但是阿伦尼乌斯依然坚定自己的想法，继续深入研究，并且和奥斯特瓦尔德、范特霍夫（Ｊ．Ｈ．

ＶａｎｔＨｏｆｆ）合作，随着他们３个人的共同努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原子内部结构的逐步探

明，电离学说最终被人们所接受，并且阿伦尼乌斯于１９０３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其实每一种理论的成长都是需要时间的。阿伦尼乌斯的理论也存在缺陷，他的电离理论并不

能解释盐、强酸和强碱的电导率的变化。早在１９世纪初，戴维（Ｊ．Ｄａｖｙ）已经注意到熔融的盐和碱

是很好的导体。１９１３年，英国物理学家布拉格（Ｗ．Ｈ．Ｂｒａｇｇ）利用Ｘ射线衍射法测定了氯化钠和

氯化钾的晶体结构，再结合柯塞尔（Ｗ．Ｋｏｓｓｅｌ）的电价理论，人们意识到像氯化钠这样的盐类化合

物在晶体中就是以离子形式存在，并没有单个的分子存在。所以化学家们认为，当强酸、强碱和各

种盐类分散到溶液中时应该是百分之百电离，与浓度无关，并称这种物质是强电解质。

在沉思中渐渐积淀，在积淀中备受质疑，在质疑中不断成长，最后经过一个世纪化学家们的坚

持与努力才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电解质溶液的理论。所以科学从来不是一件急于求成的事情，

慢慢来才能得到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