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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版 前 言

《工科无机化学》自1988年问世以来,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一直被兄弟院校选为教材或

教学参考书使用,先后已出版了三版。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我们根据广大兄弟院校使

用第三版教材过程中所发现的问题和提出的建议进行了修订,使之能跟上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

的要求。第四版教材在继承第三版的风格、特点及起点的基础上,主要做了如下改动:
(1)力争做好与高中化学课程教学内容的衔接。删除和合并了部分内容,如稀溶液的性质,

盐类的水解等。将部分章节进行了调整,如将化学反应中的能量关系和化学平衡合并为一章,化
学反应速率单列为一章,分子结构和晶体结构合并改写成化学键和分子结构一章。

(2)对元素化学内容进行了精简,删减了一些内容,对部分表格中的内容进行了修订和整

合,以利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更方便地使用本书。
(3)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学生获取知识的渠道也多样快速,因此“知识连接”部分不再

引入书中,对书后复习思考题和习题进行了部分删减和补充。
(4)对第三版书后的附录进行了更新,本书的基本数据摘自:JameG.Speight.Langs

HandbookofChemistry.16th.ed,2005.
(5)为便于学习,增加了视频学习资料,读者可扫描二维码观看。
本版全书由徐志珍、张敏和田振芬修订编写(徐志珍编写5~9章,张敏编写1~4

章,田振芬编写10~15章),附录由田振芬整理。
《工科无机化学》前三版的编者为本书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此谨向前

三版编者表示衷心感谢。我们也对为本书前三版做出过贡献的同仁和在使用本书过程中提出过

有益意见和建议的同志表示感谢。限于修订者水平,对于书中的疏漏甚至谬误和不妥之处,恳请

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18年6月





第 一 版 前 言

20世纪以来,人们揭示了微观粒子的奥秘,使化学科学突飞猛进,化学理论迅速发展,实验

手段不断更新,新工艺、新技术、新产品日新月异,化学知识量、信息量猛增。为此,大学教材既要

反映时代的发展,又要根据培养目标和规格的要求恰当选材。1981年以来,我们在多年教学改

革的过程中,不断探索,按照四年学制各课程整体优化的要求,确定了工科无机化学合适的深广

度,以切实打好工科无机化学的基础。
本教材是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完善,历时六年三次大改而成。本书的特色和编纂系统介绍

如下:
一、在确保教学基本要求的基础上,适应现代教育多样化的要求。
本书以确保达到《高等工业学校本科无机化学课程的基本要求》为主,同时为适应不同学校

与专业的要求,在每章后面附有阅读材料,适当加深原理和拓宽元素化合物的视野。如原子轨道

与电子云的径向分布图像、质子酸碱强度、合金、微量元素与人体健康等。
二、重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适当与化学工业相联系,以反映工科特点。
教材中除了重视化学原理与元素化合物的性质及反应相联系外,还挑选某些化工产品,讨论

工艺路线的选优和反应条件的确定,并介绍了无机化学工业的概况。如第十章4 1,讨论化学工

业与无机化工;第十五章1 2,1 3中对硝酸、硫酸制造工艺的分析;2 3中对硫代硫酸钠生产

中反应条件的选择等。
三、介绍我国丰产元素,反映无机化学新发展。
我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锂、钒、锌、钨、锑以及稀土元素储量均居世界首位,根据《工科无机

化学基本要求》精神,除锌外,分别列入有关章节阅读材料中介绍。同时,无机化学涉及的新技

术、新材料,如新型无机材料、超导材料、固体电解质等,均在适当场合有所介绍。
四、本教材包括化学原理和元素化学两大部分,共十六章。
化学原理部分:(一)化学基础知识,反应中能量关系和反应速率原理(第一、二、三各章)

(二)四大平衡原理,即化学平衡、离子平衡、氧化还原平衡及配位平衡(第三、四、八、九各章)
(三)近代物质结构基本理论,有原子结构、分子结构、晶体结构及配合物结构(第五、六、七、九
各章)。

元素化学部分:以元素化学概述为前导,再按周期表体系从s区、d区、ds区、p区到f区的顺

序来编排内容。力求结合工科特点抓住典型元素,以点带面,削枝强干。每章都有重点地运用部

分原理阐明内容,做到前后连贯,以加强对学生的思维方法、认识规律和综合应用知识能力的培

养。努力克服传统上泛泛而述和零乱的弊病。元素化学中各章重点讨论的内容如下:
第十章 元素化学概述。从元素的发现了解人类科技的进步。了解金属和非金属通性,以

及简要了解无机化学工业和三废的污染及防治。
第十一章 s区元素。着重讨论氧化物类型,以及联系离子平衡原理认识元素酸碱性变化

的规律。
第十二章 d区元素。着重分析元素及其化合物的氧化还原性变化规律,以及用氧化还原

平衡原理联系实验事实来判断反应产物的一般方法。
第十三章 ds区元素。着重联系配位化合物的生成,以加强对有关元素及其化合物的认识。



第十四章 p区元素(一)硼族和碳族。着重联系晶体结构原理,说明其单质及化合物的

性质。
第十五章 p区元素(二)氮族和氧族。着重原子结构、分子结构与物质性质的内在联系。

同时,适当结合有关化工生产中产品工艺路线和反应条件的选择。
第十六章 p区元素(三)卤素和稀有气体。对元素及其典型化合物的性质、制备和反应进

行归纳综述,以加强总体规律的认识。
五、本教材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数据基本来自:J.A.Dean.Langes

HandbookofChemistry.13th.ed,1985.
六、内容起点适当,已考虑到与全日制中学高中化学相衔接。
本书可作为高等工业学校化工、轻工、冶金、纺织、环保等各类工科专业的化学基础课教材。

也可供大专院校教师及工程(尤其化工)专业人员参考。
本教材与华东化工学院第三版《无机化学实验》相配套(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书)。

教材第一稿的编写者有裘贞庭、石锦文、金韬芬、方国正 、朱声逾、陈德康、徐止戈、苏小云、

朱裕贞、路琼华 等同志。该大修稿是在原来两次修改稿的基础上,由朱声逾(第12、13、14章)、

苏小云(第4、8、9、11章),朱裕贞(第6、10、15章)、路琼华(第1、2、3、5、7、16章)等四人重写。复

习思考题和习题由张佩华、印聿德两人重编。附录由朱声逾同志重整。全书由 路琼华 、朱裕贞、

苏小云主编。
本书得李金和、王秉济、李芝香、王绿芳等同志协助。在此,谨表示深切的谢意。
限于编者水平,难免有谬误和不妥之处。敬请同行和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编 者

19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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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版 前 言

本教材第一版自1988年问世以来,获得同行的好评、师生的欢迎,主要是突破了工科化学教

材一向是理科教材缩影的老格局,突出了工科的特点:揭示化学基本原理、基础知识与生产实际

的有机联系;阐明物质本性及其变化与化学原理的内在联系。
第二版教材除注意保持发扬第一版的风格和特色外,又做了如下几方面的努力:
一、确保达到新修订的《高等工业学校无机化学课程的基本要求》,并注意本教材的起点与

1990年《全日制中学高中化学大纲》相衔接。为此,在教材深广度上有所调整。例如,删去了溶

液依数性的定量描述;将价层电子对互斥理论移至阅读材料;稀土元素化学单独立章等。
二、在深入生产实际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典型产品的选择、工艺路线的选优,以及反

应条件的讨论,更适合当前新技术运用的现状。
三、更重视科技新发展,在阅读材料中适当多介绍一些无机化学的前沿,如金属有机化学、

无机固体化学、超导材料等。
四、认真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采用“国标”所指定的符号和单位。
五、本版使用的周期表是国外近年采用的新版本。对于周期表中镧系、锕系的新划分在第

17章阅读材料中作了说明。
六、为方便读者,增编了本书常用量的符号表和索引。
第二版是在第一版基础上修改而成。执笔者:刘士荣(12、13、14章)、臧祥生(11、16章)、

路琼华 (1、2、3、5、7章)、苏小云(4、8、9、17章)、朱裕贞(6、10、15章)。复习思考题及习题由刘士

荣修改。全书由朱裕贞、苏小云统稿。
本书得到上海市冶金局孙树德和上海市化工局郏其庚高级工程师、华东理工大学李金和副

教授协助,在此谨表深切的谢意。
限于修订者水平,难免有谬误不妥之处,敬请同行和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第 三 版 前 言

《工科无机化学》第二版(1993年)出版以来,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一直被兄弟院校选为

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使用,先后已多次重印,印数达三万余册。十年来,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

极其迅猛,我们根据教材使用和教学过程中所发现的问题,深感有必要对本书进行修订,使之跟

上学科发展和21世纪对人才素质培养的要求。
第三版教材在继承第二版的风格、特点及起点的同时,本着保证基础、突出重点、拓宽知识

面,反映当代无机化学发展概貌的指导思想,在修订时注意到如下几方面的改动:
一、删除了实际教学中很少讲授的原书第十章元素化学概述;对某些章节进行扩充和改写,

如实际气体、稀溶液的性质、燃烧热、原子核外电子的排布、f 区元素等;对附录中的一些内容也

作了适当的调整。
二、对阅读材料的内容作了某些调整,保留大部分内容,对部分内容作了增删,并改名为“知

识链接”。
三、对各章的复习思考题和习题均作了不同程度的补充。
四、无论是正文或是习题,均注意了加强化学原理和元素性质之间的联系。
五、本书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3102.8—1993所规定的符号和单位。基本数据

摘自:DavidR.Lide.CRCHandbookofChemistryandPhysics.80th.ed.,1999—2000和J.A.
Dean.LangsHandbookofChemistry.15th.ed.,1999.

本版全书由苏小云和臧祥生修订编写(苏小云编写1、4、5、8、9、11、12、16章;臧祥生编写2、

3、6、7、10、13、14、15章),附录也由两人整理。

《工科无机化学》第一、第二版主要编者 路琼华 、朱裕贞两位教授,为本书倾注了大量的心

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次修订同意由我们执笔,在此谨向两位先生表示感谢。同时感谢华东

理工大学出版社总编荣国斌教授为第三版修订工作提出的中肯意见和大力支持。我们也对为本

书前二版作出过贡献的同仁和在使用本书过程中提出过有益意见和建议的同志表示感谢。
限于修订者水平,对于书中的疏漏甚至谬误和不妥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0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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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的状态

我们已有的知识,已能认识到客观世界是由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物质组成的,而这些物

质本身又是由处于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分子、原子等微观粒子所组成。通常人们接触的不是

单个的分子和原子,而是它们的聚集体。在一定的温度和压力条件下,物质总是以一定的聚集状

态而存在。我们日常接触到的气体(gas)、液体(liquid)和固体(solid)就是物质的三种聚集状态,
通称物质的三态。各种物质的状态(stateofmatter)都各具一些特点。同一物质的气、液、固三

态,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从固体(晶体)熔化为液体,需要吸收热量,液体蒸发为气体也

要吸收热量。相反的过程则会放出热量。因此,同一物质具有的能量以处于固态时最低、液态次

之、气态最高。从组成物质的微观粒子(分子、原子或离子)的相互作用来看,构成固体粒子之间

的相互作用最强、液体次之、气体较弱。固体内部粒子只能在一定的平衡位置上振动,液体内部

的粒子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任意移动,而气体内部的粒子则可自由运动。
在一定条件下,物质总是以一定聚集状态参加化学反应,物质的状态对其化学行为是有影响

的。对于给定的反应,由于物质的聚集状态不同,反应的速率和反应的能量关系也会不同,甚至

还会影响到反应工艺条件的选择。因此有必要对物质三态及其各自特点加以讨论。

1.1 气 体

地球提供给所有物质赖以生存的重要基本条件之一,就是笼罩在它表面的大气层。所有生

物的呼吸、植物的光合作用、生物固氮以及燃烧等生化和化学反应都离不开空气。人类的许多生

产活动和科学研究也都是有气体参加的。
气体作为较简单的物质聚集状态,使人们对其研究和宏观性质的认识也较为方便。气体的

特征是具有扩散性(diffusivity)和(可)压缩性(compressibility)。由于组成气体的分子能量大、分
子间引力小,并在不停地做无规则运动,所以将气体引入任何形状和大小的容器时,便能自行扩

散而均匀地充满整个容器。同样,不同种类的气体只要不发生化学反应,便可以任何比例混合均

匀。又因为气体分子之间空隙很大,对它施加压力其体积就会缩小。
气体的 体 积 不 仅 受 压 力 的 影 响,同 时 还 与 温 度 和 气 体 的 量 有 关。因 此,可 以 用 体 积

(volume)、压力(pressure)、温度(temperature)这些物理量来描述一定量的气体所处的状态。能

反映这四者之间关系的表示式就称为气体的状态方程式。

  1.1.1 理想气体状态方程

从17世纪到19世纪初,许多科学家在较低压力下研究气体的体积、压力和温度之间的关

系,得到下列关系式:

pV=nRT (1 1)

式中 p———气体压力;

V———气体体积;



n———气体的物质的量(单位摩尔);

T———气体的绝对温度①;

R———摩尔气体常数。
式(1 1)称为理想气体状态方程(equationofstateofidealgas),只有理想气体才完全遵守这

个关系式。理想气体是一种假想的模型,它要求气体分子间没有相互作用力,分子本身不占有体

积,而真实气体不能满足这个条件。因而对于真实气体,必须考虑分子间的作用力和分子本身的

体积,将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式加以修正才能应用。但是低压、高温下的气体,分子间距离很大,相
互作用极为微弱;分子本身大小相对于整个气体的体积可以略去不计。因此当气体的压力比大

气压力高得不多,气体的温度比0℃低得不多时,通常可用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做有关计算。
摩尔气体常数R 是由实验测得的。将测得的具有一定物质的量的气体的p、V 和T 代入

pV=nRT,即可求得R 值。R 的数值与气体的种类无关,而随所用的压力和体积的单位不同而

改变。在国际单位制中,压力单位为帕(Pa)②,体积单位为立方米(m3),绝对温度单位为开(K)。
在标准状况下,即 T=273.15K,p=101325Pa时,1摩尔气体占有的体积为22.414×

10-3m3。将上述数据代入式(1 1),得

R=
pV
nT
=
101325Pa×22.414×10-3m3

1mol×273.15K
=8.314Pa·m3·mol-1·K-1

=8.314kPa·L·mol-1K-1

=8.314J·mol-1·K-1

理想气体状态方程中n等于气体的质量m(单位为g)除以摩尔质量 M(单位为g·mol-1)

n=
m
M

这样,式(1 1)可写成

pV=
m
M

RT (1 2)

上式有五个变量,p、V、m、M 和T,如果已知其中四个,则可求剩余的一个。
[例1] 304mL的某气体在25℃和压力为9.93×104Pa时质量为0.780g,求该气体的相对

分子质量。
解 将题中各数值代入式(1 2),R 的数值用8.314J·mol-1·K-1,则

M=
mRT
pV

=
0.780×8.314×(273+25)

9.93×104×304×10-6
=64.0g·mol-1

所以该气体的相对分子质量等于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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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绝对温度T 或称热力学温度,其单位为开[尔文],用符号“K”表示,T/K=273.15+t/℃。
帕是帕斯卡的简称,单位符号Pa。指的是每平方米所受的压力为1牛顿(N)时,压力就为1帕斯卡。1大气压

(1atm)=101325帕斯卡(Pa),即101325N·m-2。若计算要求不是十分精确时,101325Pa可用1.013×105Pa或

101.3kPa。



  1.1.2 理想气体混合物的分压定律和分体积定律

当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气体在同一容器中混合时,相互间不发生化学反应,分子本身的体积和

它们之间的作用力都可以忽略不计,这就是理想气体混合物,其中每一种气体都称为该混合气体

的组分气体。
气体的特性之一是具有扩散性,能够均匀地充满它所占有的全部空间。因此在任何容器内

的理想气体混合物中,每一种气体都均匀地分布在整个容器内,它所产生的压力和它单独占有整

个容器时所产生的压力相同,也就是说,组分气体在混合物中所产生的压力不因其他气体的存在

而改变。例如,25℃时有0.500L(升)的氧气和1.00L的氮气,它们的压力分别为101.3kPa和

151.9kPa,如图1 1所示。

图1 1 分压定律示意图

如果将氧气压入氮气的容器中,则混合气体的总体积为1.00L。容器中氮气的量并未因氧

气的压入而有所改变,因此氮气所产生的那部分压力仍为151.9kPa,和它单独占有1.00L容器

时所产生的压力一样;氧气压入氮气容器中后,氧气的量亦未改变,但体积为原来的2倍。因此

压力减小为50.7kPa,和它单独占有这个容器时所产生的压力一样。混合气体中某一组分气体所

产生的压力称为该组分气体的分压力。由此可知,在上述氮气、氧气混合气中,氮气和氧气的分压

分别为151.9kPa和50.7kPa。显然,气体混合物总压力等于氮气和氧气分压力之和,即202.6kPa。
道尔顿(J.Dalton)总结了这些实验事实,得出下列结论:某一组分气体在气体混合物中产生

的分压,等于它单独占有整个容器时所产生的压力;而气体混合物的总压力等于其中各组分气体

分压之和,这就是理想气体的分压定律(lawofpartialpressure)。
理想气体状态方程亦适用于混合气体中各组分气体。设在一定温度T 下,体积为V 的容器

中,盛有组分气体A、B、C,它们互不起反应,nA、nB、nC分别为气体 A、B、C的物质的量。根据分

压定律和理想气体状态方程,混合气体中每一组分气体所产生的分压分别为

pA=
nA

V
RT (1 3)

pB=
nB

V
RT (1 4)

pC=
nC

V
RT (1 5)

上述三式相加,则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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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B+pC=
nA+nB+nC

V
RT

即

p总 =
n总

V
RT (1 6)

上式中的p总 和n总 分别表示总压力和物质的量之和。

p总 =pA+pB+pC

n总 =nA+nB+nC

若将式(1 3)、式(1 4)、式(1 5)分别除以式(1 6),则得:

pA

p总

=
nA

n总

,
pB

p总

=
nB

n总

,
pC

p总

=
nC

n总

若以ni表示某组分气体的物质的量,pi表示它的分压,则可得下列通式:

pi =p总

ni

n总

(1 7)

ni/n总 为组分气体的物质的量与混合气体物质的量之和之比,称为物质的量分数即摩尔分

数(molefraction)(常用xi表示)。式(1 7)表明:混合气体中每一组分气体的分压力等于总压

乘以该组分的摩尔分数或摩尔百分数
ni

n总

×100%
æ

è
ç

ö

ø
÷ 。

在生产和科学实验中,气体组成还常用体积分数(volumefraction)或体积百分数来表示。

体积分数
Vi

V总

æ

è
ç

ö

ø
÷ =

某组分气体的分体积(Vi)

混合气体的总体积(V总)

所谓分体积,是某组分气体在具有与混合气体相同温度、相同(总)压力时其单独存在所占有

的体积。例如在25℃、101.3kPa压力下,100mL的二氧化碳和氢气的混合气体,通过 KOH溶

液,当二氧化碳被吸收后,剩余气体在25℃、101.3kPa下(即与混合气体的温度、总压力相同),测
得其体积为80mL,因此,可知氢气的分体积为80mL,体积分数为0.8;二氧化碳的分体积为

(100-80)mL=20mL,体积分数为0.2。
显然,混合气体的总体积等于各组分气体的分体积之和。这一规律称为理想气体的分体积

定律(lawofpartialvolume)(也称分容定律),是由阿马格(E.A.Amagat)在道尔顿提出分压定律

(1801年)之后80年的1880年提出的。
分压定律和分体积定律都是总结了许多接近理想状态的气体行为所得出的规律。应用理想

气体状态方程式,在一定的温度压力下应有:

pV总 =n总RT    V总 =
n总

p
RT

pVi =niRT    Vi =
ni

p
RT

Vi

V总

=
ni

n总

    Vi =V总

ni

n总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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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混合气体中某一组分的体积分数等于同温同压下的摩尔分数,其分体积等于总体积与

体积分数的乘积。
应该指出,分压定律和分体积定律都只适用于理想气体。在实际应用时,由于气体的体积较

便于直接测量,所以常由体积分数求摩尔分数和气体的分压。还应注意:在有关混合气体的计

算中,当使用分压时必须用总体积;而使用分体积时,则应用总压。
[例2] 16g的氧气和28g的氮气盛于10L容器里,设温度为27℃,试计算:(1)这两种气

体的分压;(2)混合气体的总压力;(3)这两种气体的分体积。

解 根据pi =
ni

V总

RT

(1)O2 的分压

p(O2)=

16
32

×8.314×(273+27)

10×10-3 =1.25×105Pa

N2 的分压

p(N2)=

28
28

×8.314×(273+27)

10×10-3 =2.50×105Pa

(2)混合气体的总压力

p总 =1.25×105+2.50×105=3.75×105Pa

(3)根据Vi =V总

ni

n总

O2 的分体积V(O2)=10×
0.5
1.50

=3.33L

N2 的分体积V(N2)=10×
1
1.50

=6.67L

 图1 2 水面上收集气体

分压定律有很多实际应用。在实验室中进行有关气体

的实验时,常会涉及气体混合物中各组分的分压问题。例

如,用排水集气法收集气体时,收集的气体是含有水蒸气的

混合物。集气瓶中混合气体的总压力应是被收集气体的分

压与该温度下的饱和水蒸气压力之和。
从图1 2可以看出,当集气瓶内外水面高度相等时,瓶

内混合气体的总压力等于大气压力,即

p(大气)=p(气)+p(H2O),

p(气)=p(大气)-p(H2O)。

饱和水蒸气压力与温度有关,水在不同温度下的蒸汽压力见表1 3。
[例3] 将氯酸钾加热分解以制取氧气,生成的氧气在水面上用排水集气法收集起来。在

25℃、压力为101.3kPa时,测得其体积为245mL。计算:(1)氧气的物质的量;(2)在标准状况

下干燥氧气的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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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由表1 3查得,25℃时饱和水蒸气压力为3.17kPa。
则氧气的分压:p(O2)=101.3-3.17=98.1kPa
(1)氧的物质的量

n(O2)=
p(O2)V

RT
=
98.1×103×245×10-6

8.314×298
=0.00970mol=9.70×10-3mol

(2)在标准状况下氧气的体积

V(O2)=0.00970×22400=217mL

  1.1.3 气体分子运动论

人类对物质世界的认识总是从宏观走向微观。人们从气体分子运动的微观模型出发,给出某些

简化的假定,结合概率和统计力学的知识,提出了气体分子运动论(kineticmoleculartheoryofgas)。

  1)气体分子运动论的基本要点

(1)气体是由极小的分子所组成,每个分子的直径与它们之间的距离相比可以略去不计;
(2)气体分子间相互作用力很小,因此,气体分子的运动与其他分子无关,可视为分子的独

立运动;
(3)气体分子以不同速度不停地作无秩序的直线运动。在运动中,分子不仅相互碰撞,而且

对器壁进行连续撞击,从而产生压力。在所有碰撞中都是弹性的,即没有能量损失;

(4)气体分子的平均动能
1
2
mv-2

æ

è
ç

ö

ø
÷ 与气体的绝对温度成正比。

  2)分子运动的速率分布

从气体分子运动论可引出一个重要的概念,即气体分子运动的速率有一定的分布规律。
根据气体分子运动论,气体的平均动能与绝对温度成正比。在相同温度下,任何气体的平均

动能是相同的。由于平均动能等于
1
2
mv-2,因此,分子质量大的气体分子的平均速率小,分子质

量小的气体分子的平均速率大。但即使是质量大的分子在室温下的运动速率也是极快的。例

如,在25℃时,氢分子运动速率为1928m·s-1,氧分子的运动速率为482m·s-1。
上面讲的速率都是指的平均值,所有分子不是以同样速率运动的,即使对某一分子而言,由于

不断碰撞,其速率也是时刻变化着的。但从统计的规律看,一定温度下,在一定速率范围内的分子

数是一定的。若将分子速率按一定大小分成若干区间,则在一定速率范围(v到v+Δv之间)内的

分子数(ΔN)占总分子数(N)的百分数为一定值。表1 1列出氧分子在273K的速率分布情况。

表1 1 O2 分子的速率分布(T=273K)

速率范围/m·s-1 分子数百分率
ΔN
N

×100% 速率范围/m·s-1 分子数百分率
ΔN
N

×100%

<100 1.4 500~600 15.1

100~200 8.1 600~700 9.2

200~300 16.5 700~800 4.8

300~400 21.4 800~900 2.0

400~500 20.6 >900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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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3 分子的速率分布曲线

如以分子速率v为横坐标,ΔN/NΔv① 为纵坐标,可
绘出一定温度下分子速率分布曲线。图1 3示出

两个不同温度(T1和T2)下的分子速率分布曲线。
从速率分布曲线可以说明气体分子的速率分布

规律。在气体中,具有很大速率或很小速率的分子

为数较少,而具有中等速率的分子 数 很 多。从 图

1 3可以看出,当温度升高时,分布曲线向速率大的

方向移动,而且变得平坦些。

  1.1.4 实际气体

理想气体是建立在科学抽象基础上的一种模型。实际存在的气体只是在低压、高温条件下,
其行为才近似地可以用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式来处理。

实际气体(realgas)或真实气体,用理想气体方程式来处理时产生的偏差,随着气体的不同

而不同。对 H2、He、N2、O2 等气体,在常温常压下与pV=nRT 这一关系式的偏差很小,而同样

的温度和压力条件下,对CO2、NH3、H2O(g)等气体则会产生较大的偏差。另外,压力的增大和

温度的降低,都会使偏差增大。产生偏差的原因,是理想气体忽略了两个因素:
(1)气体分子本身的体积;
(2)气体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力。
这两个因素又与温度和压力相关。按气体分子运动论,气体分子本身体积与其占有的空

间相比总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对于实际气体而言,当温度降低和压力增大时,都会导致所占有

空间的变小,气体分子本身体积的忽略所导致的偏差就会突显出来。气体分子组成越复杂、摩
尔质量越大、其本身体积也越大,因气体分子本身体积的忽略而造成的偏差也会越大。同样,
低温和高压下气体分子间的距离变小,相互作用力的忽略所导致的偏差就会显现出来。大量

实际气体在降温和加压后可以转化为液体的事实,也正是实际气体和理想气体之间这种偏差

的佐证。
由于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式应用于实际气体时产生的偏差,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研究,并寻求

对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式的修正。1873年荷兰物理学家范德瓦尔斯(J.D.VanderWaals)在研究

了许多实际气体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适用于实际气体的状态方程,被称为范德瓦尔斯方程:

p+
an2

V2

æ

è
ç

ö

ø
÷(V-nb)=nRT (1 9a)

或 p+
a
V2
m

æ

è
ç

ö

ø
÷(Vm-b)=RT (1 9b)

从形式上看,范德瓦尔斯方程对理想气体方程的压力项和体积项进行了修正。实际气体的

压力由于存在气体分子间的吸引力而比理想气体要小,因此要加上一个校正项;实际气体的体积

则因气体分子本身体积的存在,使其自由空间要小于其实测体积,应从实测体积中减去一个校正

项。由于气体分子碰撞器壁产生的压力与气体分子的浓度n/V 成正比,而由分子间引力而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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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压力减小也与n/V 成正比。所以压力校正项应与n2/V2成正比。a 为比例常数,单位为

Pa·m6·mol-2,它取决于实际气体的本性,是衡量气体分子间吸引力大小的特征参数。体积校

正项中的b为1mol实际气体分子本身的体积,单位为m3·mol-1。Vm 为实际气体的摩尔体积,
(Vm-b)表示实际气体分子的自由运动空间。b也取决于实际气体的本性,是衡量气体分子本身

大小的特征参数。a与b称为范德瓦尔斯常数,不同气体的a和b值也不同。通常气体分子间的

引力越大,a越大;气体分子本身体积越大,b越大。表1 2列出了一些气体的范德瓦尔斯常数。

表1 2 范德瓦尔斯常数a与b

物 质 a/Pa·m6·mol-2 b×103/m3·mol-1 物 质 a/Pa·m6·mol-2 b×103/m3·mol-1

H2 0.0247 0.0265 N2 0.137 0.0387
He 0.00346 0.0238 O2 0.138 0.0319
CH4 0.230 0.0431 Ar 0.136 0.0320
NH3 0.422 0.0371 CO2 0.366 0.0429
H2O 0.554 0.0305 CH3OH 0.965 0.0670
CO 0.150 0.0395 C6H6 1.882 0.1193

  继范德瓦尔斯之后,又有许多研究者提出了上百个实际气体的状态方程,虽然精确性有所提

高,但形式也更为复杂,其中有的在实际工程中有较好的应用。
[例4] 一个容积为0.600L的容器中含有0.200molCO2 气体,30℃时测得其压力为

806kPa。
(1)试分别用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和范德瓦尔斯方程计算CO2 的压力及与测得值的相对

偏差;
(2)当CO2 的体积压缩至0.100L时,试按两个方程计算其压力和两者的相对偏差,并与未

压缩前做一比较。
解 (1)用理想气体状态方程计算CO2 的压力:

p=
nRT
V

=
0.200×8.314×(30+273)

0.600
=840(kPa)

与测得压力的相对偏差为

840-806
806

×100%=4.22%

用范德瓦尔斯方程计算CO2 的压力:
由表1 2查得CO2 的范德瓦尔斯常数为

a=0.366Pa·m6·mol-2,b=0.0429×10-3m3·mol-1

p=
RT

Vm-b
-

a
V2
m

=
8.314×303

0.600
0.200

×10-3-0.0429×10-3

-
0.364

0.600
0.200

×10-3æ

è
ç

ö

ø
÷

2

=851896-40666=811594=811(kPa)

与测得压力的相对偏差为

811-806
806

×100%=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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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CO2 体积被压缩为0.100L时,同理可按理想气体状态方程计算得CO2 的压力为

5038kPa,按范德瓦尔斯方程算得CO2 的压力为4047kPa。两者的偏差为

5038-4047
4047

×100%=24.5%

压缩前两者偏差为

840-811
811

×100%=3.58%

可见,对于实际气体,用范德瓦尔斯方程计算的结果要比用理想气体状态方程计算的结果精

确得多,而且压力越大,按理想气体状态方程计算得的结果偏差越大。

1.2 液体和溶液

  1.2.1 液体

当气态物质冷却到一定温度时,可凝聚为液体(liquid)。液体分子间距离与气体相比要小得

多,而液体分子间的吸引力则比气体分子间强得多,因此液体的压缩性很小。液体具有流动性,
无一定的形状,但在一定温度下,保持恒定的体积。

X射线研究表明,液体分子并不像气体分子那样呈现完全混乱无序的状态。在液体中,在很

小范围内(2或3个分子直径的距离),每个分子周围有规则地排列着其他分子,但随着距离的增

加,这种规则排列逐渐消失。这就是说,液体分子短程有序(shortrangeorder),长程无序。

  1)液体的蒸气压

当把液体放在敞口容器中,液体表面上某些能量较大的分子将克服液体分子间的吸引力而

 图1 4 一定温度下密闭容器中,
液体蒸发与蒸气凝聚的

速率与时间的关系

逸出表面,成为蒸气分子,这个过程称为蒸发。蒸发

过程一直进行到液体全部蒸发完为止。如果把液体

放在密闭容器中,液体将以某种速率蒸发,同时,蒸
气中能量较低的分子撞击液体又成为液体,这个过

程称为凝聚。开始时,由于没有蒸气分子,凝聚速率

为零。当温度恒定时,蒸发将以恒定速率进行,蒸气

分子逐渐增多,因而凝聚速率也逐渐增加,最后两个

速率相等(即单位时间内液体变为蒸气的分子数等

于蒸气凝聚为液体的分子数),就达到了平衡状态,
如图1 4所示。

液体
蒸发

凝聚
  蒸气

与液体建立平衡时的蒸气称为饱和蒸气。饱和蒸气所产生的压力叫做饱和蒸气压,简称蒸

气压(vaporpressure)。
在一定温度下各种液体的蒸气压是不同的。例如20℃时水的蒸气压是2.33kPa,乙醇是

5.83kPa,乙醚是58.7kPa等。由于蒸发是吸热过程,因此液体的蒸气压随温度的升高而增加。
水在不同温度下的蒸气压列于表1 3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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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3 不同温度下水的蒸气压

温度/℃ 蒸气压/kPa 温度/℃ 蒸气压/kPa 温度/℃ 蒸气压/kPa

0 0.610 27 3.55 70 31.2
10 1.228 30 4.24 80 47.3
15 1.706 40 7.38 90 70.1
20 2.339 50 12.3 100 101.3
25 3.169 60 19.9 120 198.5

 图1 5 几种液体的蒸气压曲线

  2)液体的沸点和凝固点

液体的蒸气压随温度的上升而迅速增大,如果将

液体的蒸气压对温度作图,就可得到该液体的蒸气压

曲线,见图1 5。当某液体的蒸气压等于外界压力

时,该液体发生沸腾,这时的温度就是该液体在该压

力下的沸点。在100℃时水的蒸气压是101.3kPa,所
以在101.3kPa的压力下水的沸点是100℃①。显然,
当外界压力大于101.3kPa时,水的沸点高于100℃;
外界压力小于101.3kPa时,水的沸点低于100℃。在

高山上,由于空气稀薄,大气压低于101.3kPa,因此水

在100℃以下就沸腾。例如,珠穆朗玛峰高达8848m,
大气压力只有32.4kPa,水在71℃就沸腾了。

水冷却到0℃就会结冰。固体的冰同水一样也能

蒸发,也就是说,冰也具有蒸气压。冰的蒸气压随温

度的降低而减小。表1 4列出了不同温度下冰的蒸

气压。

表1 4 不同温度下冰的蒸气压

温度/℃ 0 -2 -4 -6 -8 -10 -20 -30

蒸气压/kPa 0.610 0.520 0.437 0.369 0.310 0.260 0.103 0.0380

  在常压下,如果冷却0℃的水,水就变成冰;反之,如果加热0℃的冰,冰就变成水。在0℃时

水和冰的混合物,如果不冷却也不加热,则液态的水和固态的冰能共存不变化。因此,某物质的

凝固点(熔点)就是该物质的液态和固态达到平衡时的温度。从表1 3和表1 4所列的数据,可
知水和冰在0℃时的蒸气压都是0.610kPa,所以某物质的凝固点就是其固态和液态的蒸气压相

等时的温度。

  1.2.2 溶液

溶液(solution)在工农业生产、科学实验和日常生活中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自然界中一

切生命现象都和溶液有着密切的关系,许多化学反应都是在溶液中进行的。

  1)溶液的一般概念

当我们把少量的糖和食盐放在水中,一段时间后,糖和盐都消失在水中。在糖水里,糖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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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匀地分散在水分子中;在食盐水里钠离子和氯离子均匀地分布在水分子中,因此,一种物质以

分子或离子的状态均匀地分布在另一种物质中得到的分散体系称作溶液。把量少的称为溶质,
量多的称为溶剂。水是最常用的溶剂,水溶液也常简称为溶液。酒精、汽油、液氨等也可作为溶

剂,所得溶液统称为非水溶液。
物质在形成溶液时,往往有能量的变化。例如氢氧化钾溶于水放出大量的热,而硝酸铵溶于

水则会吸收热量;此外,形成溶液时也常有体积的变化,例如酒精溶于水,溶液的总体积缩小,而
苯和醋酸混合后溶液的总体积却增大。这些都表示着溶质和溶剂间有某种化学作用发生。因此

溶液与化合物有些相似,但化合物有一定组成,而溶液中溶质和溶剂的相对含量在很大范围内是

可以改变的;此外溶液中每个成分还多少保留着原有的性质,因此溶液又和混合物有些相似,因
此可以说溶液是介乎化合物和混合物之间的一种状态。

  2)溶液的浓度

由于多数化学反应在溶液中进行,因此研究这类反应的数量关系时,必须知道溶液中溶质和

溶剂的相对含量。在一定量的溶液或溶剂中所含溶质的量称为溶液的浓度。
溶液浓度的表示方法很多,常用的有以下几种:
(1)质量分数(w)
以溶质的质量与全部溶液的质量之比来表示的溶液浓度称为质量分数,符号为w。例如,将

16g氯化钠溶于100g水中所成溶液的质量分数为w=
16

100+16
×100%=13.8%。

(2)质量摩尔浓度(m)
用1000克溶剂中所含溶质的“物质的量”(单位摩尔)表示的浓度称为质量摩尔浓度(molal

concentration)。
(3)物质的量分数(摩尔分数x)
溶质的物质的量占溶液的物质的量的分数,称为物质的量分数。物质的量的单位为摩尔,因

此常称为摩尔分数。
显然,溶质和溶剂的摩尔分数之和应等于1。
(4)物质的量浓度(c)
用物质的量除以溶液体积表示的溶液浓度称为物质的量浓度。通常,单位为 mol·L-1,符

号为c。例如,1L氯化钠溶液中含有0.1molNaCl,这个溶液的物质的量浓度是0.1mol·L-1。
对于一个确定的溶液,其浓度的表示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所以在实际应用时可根据不同需要

进行选取。由于这些表示是从不同角度反映溶液中的溶质和溶剂的相对含量,所以对于同一溶

液,它们之间可以相互换算。
[例5] (1)25%氯化锌溶液的溶质和溶剂的摩尔分数各为多少? (2)已知上述溶液的密

度为1.24g·mL-1,求该溶液的物质的量浓度(mol·L-1)?
解 (1)25%的氯化锌溶液就是溶解在75g水中的氯化锌质量为25g。则:

氯化锌的摩尔分数x=
25/136.4

25/136.4+75/18
=0.041

水的摩尔分数x0=
75/18

25/136.4+75/18
=0.959

(2)物质的量浓度c=
25/136.4
100/1.24

×1000=2.27mol·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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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固 体

将液体冷到一定温度,便可得到固体,固体是物质的一种存在状态。固体有固定的形状和体

积,这表明固体内原子分子或离子间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构成固体的粒子在空间按一定的规律周期性地重复排布,这种固体称为晶体,如食盐。粒子

在空间不呈周期性的重复排列,只具有短程有序,但不具有长程有序,称为非晶体,也叫无定形体

或玻璃体,如玻璃、松香、沥青等。从内部结构来讲,只有晶体才是固体,而无定形物质则常被看

成黏度很高的过冷液体。
晶体的外表具有整齐的、有规则的几何外形。例如食盐晶体呈立方体形,见图1 6(a);明矾

晶体呈八面体形,见图1 6(b),等等。有些晶体由于粒子太小,表面看来仅是粉末,但在显微镜

图1 6 晶体的形状 

下观察时,仍然能看出它们具有整齐的、有规则的几何外

形,无定形物质与晶体不同,它们的外形是不规则的。
晶体的另一个特征是各向异性。晶体在不同方向下

的物理性能,如导电性、导热性、解理性等都可以不同。
例如石墨晶体在不同方向的导电能力相差很远,云母晶

体在不同方向上的强度相差很大。而无定形物质的物理

性质在各个方向是相同的,即各向同性。例如,玻璃的折

射率、热膨胀系数等一般不随测定的方向而改变。
晶体在一定压力下有一定的熔点,而非晶体则没有。如果我们将晶体加热,当温度升到某一

定值(达到晶体的熔点)时,晶体就开始熔化,这时外界提供的热量全部被用来熔化晶体,体系的

温度保持不变,直到晶体全部熔化后,温度才重新上升,全过程的时间-温度曲线如图1 7(a)所
示。而无定形物质则没有明显的熔点。例如,当把玻璃加热时,玻璃则逐渐连续软化,然后开始

流动,最后全部转为液体。它的时间-温度曲线如图1 7(b)所示。

图1 7 固体加热熔化时的升温曲线

应该指出:晶体和非晶体并非截然不同的两种物质。由于条件的不同,同一物质可以形成

晶体,也可以形成非晶体。例如,二氧化硅可以形成晶体的石英,也可以形成非晶体的石英玻璃。
纯石英是无色的晶体,棱柱状的大而透明的石英称为水晶。

介于晶体和非晶体两者之间的叫做准晶体。2011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以色列科学家达尼

埃尔·谢赫特曼(DanielShechtman),以表彰他发现准晶体(Quasicrystals)的贡献。准晶体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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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晶体不同,它具有5次旋转轴的长程有序结构,具有独特的属性,它的发现和研究具有重要学

术和应用价值。
根据晶体中微粒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性质,可以将晶体分成四种基本类型:离子晶体、原子晶

体、分子晶体和金属晶体。

  1.离子晶体

离子晶体(ioniccrystals)中微粒间的相互作用是离子键。例如NaCl晶体中微粒之间的结合

力就是Na+和Cl-之间的静电引力,即离子键作用。由于正、负离子间有很强的离子键作用,所
以离子晶体有较高的熔点和较大的硬度(常呈现硬而脆)。固态时离子晶体结点上的离子仅可在

结点附近作有规则的振动,不能自由移动,因此不能导电①。但在熔化时(或溶解在极性溶剂

中),由于离子能自由移动,都具有良好的导电性。绝大部分的盐和许多金属氧化物的固体都是

离子晶体。例如CsCl、MgO、BaO和Al2O3 等。

  2.原子晶体

原子晶体(covalent)中微粒间的相互作用是共价键。例如金刚石中,每个碳原子与邻近的四

个碳原子以强大的共价键相联系,因此原子晶体具有很高的熔点和硬度。原子晶体在熔融时导

电性很差,在大多数溶剂中都不溶解。常见原子晶体有金刚石(C)、碳化硅(SiC)、碳化硼(B4C)
和氮化铝(AlN)等。

  3.分子晶体

在分子晶体(molecularcrystals)中微粒间的相互作用是分子间力。例如在干冰中微粒之间

的结合力是CO2 分子间的作用力。由于分子间力比化学键要小得多,因此分子晶体的熔点和硬

度都很低,较低的温度下才形成分子晶体,而在室温下多以气体形式存在。这种晶体的导电性

能一般较差,因为电子从一个分子传到另一个分子很不容易。大多数共价型的非金属单质和化

合物,如固态的 HCl、NH3、N2、CO2 和CH4 等都是分子晶体。

  4.金属晶体

金属晶体中微粒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金属键。金属原子和离子有序地排列与浸没在从金属原

子上“落下来”的自由电子的“海洋”中。整个晶体中的原子或金属离子靠共用这些自由电子结合

起来,这种结合力称为金属键。金属晶体的某些性质差异很大,例如,钠的熔点很低,质地很软,
可用刀切;而钨具有很高的熔点,而且非常硬。这些差异可以由金属键的强弱来解释。由于金属

晶体内拥有自由电子,所以它具有良好的导电和导热能力。
还有一类晶体,晶体内可能同时存在着若干种不同的作用力,具有若干种晶体的结构和性

质,这类晶体称为混合型晶体(又称过渡型晶体)。石墨晶体就是一种典型的混合型晶体。

复 习 思 考 题

1.什么是理想气体状态方程? 使用该方程的条件是什么?

2.试述分压定律。什么叫摩尔分数和体积分数?

3.试述气体分子运动论的要点。一定温度下,气体分子的速率分布有何规律?

4.理想气体与实际气体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怎样认识范德瓦尔斯方程对理想气体方程各修正项的物理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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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什么叫液体的蒸气压? 温度对水和冰的蒸气压影响有何不同?

6.什么叫液体的沸点和凝固点? 外界的压力对它们有什么影响?

7.晶体和无定形物质在结构和性质上有哪些不同? 试举例说明之。

习  题

1.在25℃时,若要制得16.72L、压力为101.3kPa的CO2 气体,需密度为1.53g·mL-1的干冰多少毫升?

2.容器内装有温度为37℃、压力为1.00×106Pa的氧气100g,由于容器漏气,经过若干时间后,压力降到原

来的一半,温度降到27℃。计算:(1)容器的体积为多少? (2)漏出氧气多少克?

3.在27℃和103.9kPa下,用1.301g锌与过量稀盐酸反应,可以得到干燥的氢气多少毫升? 如果上述氢气

在相同条件下,在水面上收集,它的体积应为多少毫升?

4.在25℃、101.0kPa下,重0.3254g某气体,在水面上收集起来,测得体积为102mL,试求该气体的相对分

子质量。

5.0.520g氯酸钾加热完全分解,反应后生成的氧气与氢气相作用生成水蒸气,在27℃、93.3kPa下测得水

蒸气的体积为336mL。试计算氯酸钾的含量。

6.在25℃时,将电解水所得的氢和氧的混合气体54.0g,通入60.0L的真空容器中,问氢和氧的分压各为

多少?

7.压力为100kPa的氢气150mL,压力为50kPa的氧气75.0mL和压力30kPa的氮气50.0mL压入

250mL的真空瓶内,保持温度不变。求:(1)混合物中各气体的分压;(2)混合气体的总压;(3)各气体

的摩尔分数。

8.人呼吸时呼出气体的温度、压力分别为36.8℃与101kPa时,体积分数为:N275.1%,O215.2%,CO2
3.8%,H2O5.9%。求:(1)呼出气体的平均摩尔质量;(2)CO2 的分压力。

9.丙酮在25℃下的蒸气压是30.7kPa。现有25℃、0.100mol的丙酮。试计算:
(1)这些丙酮全部气化为30.7kPa的蒸气时占有多少体积?
(2)当丙酮的体积为5.00L时,丙酮蒸气的压力是多少?
(3)当丙酮的体积变为10.0L时,丙酮蒸气的压力又是多少?

10.下列几种市售化学试剂都是实验室常用试剂,分别计算它们的物质的量浓度和质量摩尔浓度。
(1)浓盐酸,含 HCl37.0%,密度1.19g·mL-1;
(2)浓硫酸,含 H2SO498.0%,密度1.84g·mL-1;

(3)浓硝酸,含 HNO370.0%,密度1.42g·mL-1;

(4)浓氨水,含NH328.0%,密度0.90g·m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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