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

普 通 化 学
(第二版)

李梅君 陈娅如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普通化学/李梅君,陈娅如编著.—2版.—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8
 ISBN978 7 5628 3609 4

 Ⅰ.①普… Ⅱ.①李… ②陈… Ⅲ.①普通化学—高等学校—教材 Ⅳ. ①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56283号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

普通化学(第二版)
…………………………………………………………………………………………
编  著/李梅君 陈娅如

责任编辑/徐知今

责任校对/刘 婧

封面设计/裘幼华

出版发行/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 址:上海市梅陇路130号,200237
电 话:(021)64250306(营销部)

(021)64252722(编辑室)
传 真:(021)64252707
网 址:press.ecust.edu.cn

印  刷/上海崇明裕安印刷厂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7
字  数/409千字

版  次/2013年8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8月第1次

书  号/ISBN978 7 5628 3609 4
定  价/39.80元

联系我们:电子邮箱press@ecust.edu.cn
官方微博e.weibo.com/ecustpress
淘宝官网http://shop61951206.taobao.com 



第二版前言

《普通化学》自2001年出版以来,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进入21世纪,科学技术的发

展必将促使化学在理论和技术上的快速发展。为此我们遵循与时俱进的指导思想,深感有

必要对本书进行修订,使之紧跟学科的发展并能符合人才素质的培养要求。
第二版教材在保持第一版编写的指导思想、教材特色的基础上,作了以下几方面的

修改:
(1)对某些章节进行了适当的扩充和改写,如浓度的影响和反应级数、氧化还原反应、

电化学腐蚀等。
(2)各章后面新增了阅读材料。适当介绍一些与各章内容相关的知识及现代无机化学

的新领域,如新型配合物、超导材料等,以望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3)对各章的复习思考题和习题都作了不同程度的更改和补充。
第二版由李梅君、陈娅如修订编写,由李梅君统稿。
感谢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对第二版修订工作的大力支持,同时对在使用本教材过程中

提出过中肯意见和建议的同志表示感谢。
限于修订者的水平,书中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13年6月



前  言

普通化学是高等工科院校的一门重要基础课,是培养21世纪全面发展的现代工程技术

人员知识结构和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连接化学和工程技术间的桥梁。学生掌握了必

需的化学知识和理论,可以为以后的学习和工作提供必要的化学基础,并会分析和解决一

些涉及化学的有关工程技术实际问题。
为此我们在编写本教材时考虑了如下原则:以高校工科《普通化学课程教学基本要求

(修订稿)》为依据,确保教学基本要求;注意与现行中学化学教育相衔接,起点适当,避免不

必要的重复;物质的宏观变化规律是其内部组成结构特征的反映,为此在内容安排上先宏

观,后微观;重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适当与化学工业相联系,以反映工科化学特色。
本教材内容包括化学原理和化学基础知识两大部分,共9章。
化学原理部分包括:
(1)反映化学变化宏观规律:热化学,化学反应进行的方向,化学反应速率;
(2)用宏观规律处理四大平衡体系:化学平衡,离子平衡,氧化还原平衡和配位平衡;
(3)物质结构基础:原子结构,分子结构,晶体结构和配合物结构。
化学基础知识部分包括:
(1)应用宏观规律和微观结构理论归纳与阐明元素及其化合物的性质和变化规律,主

要内容有金属、非金属单质及某些无机化合物、配合物和高分子化合物;
(2)结合化学知识介绍典型化工产品的生产原理、工艺条件及生产流程。
第10章是为拓宽化学知识面、了解化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而编写的,供师生选读。
本书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及国家标准(GB3102—9)》所指定的符号和

单位,数据基本来自J.A.Dean.Lange’sHandbookofChemistry.13thEdition.1985和

DavidR.Lide.CRCHandbookofChemistryandPhysics.77thEdition.1996—1997.
参加本书编写的有李梅君、陈娅如等。全书由李梅君统稿。本书由苏小云教授审阅,

审阅中提出了很多宝贵和中肯的意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根据苏小云教授的意见和建议,编者对书稿作了修改,但限于编者的水平,难免有不妥

之处,敬请同行和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还得到华东理工大学化学实验中心陈大勇高级工程师的大力协助,在此谨表深切

的谢意。

编者

200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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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化学反应中的能量关系

化学反应发生时,除了有物质的变化之外,还伴随有能量的变化。例如,碳在空气中燃

烧生成二氧化碳并放出热能,电池反应可产生电能,这些化学反应,在给定条件下反应一经

开始,不需要外加能量就能自己进行,叫做自发反应。而有些反应,如由食盐制备烧碱必须

耗用电能,也就是说此反应必须要外界供给能量才能进行,这类反应则是非自发的。因此,
我们研究化学反应不仅要考虑它的反应物和产物,同时还必须研究反应过程中所伴随的能

量变化。在本章中我们将主要讨论以下两个问题:
(1)化学反应中热量变化的规律———热化学;
(2)化学反应进行方向的判断。

1.1 化学反应中的能量守恒和热化学

1.1.1 一些常用术语

1.系统和环境

为了科学研究的需要,常常人为地把被研究的对象和周围物质隔离开来。这种被研究

的对象叫做系统,系统以外的部分统称环境。系统可以通过一个边界(范围)与它的环境区

分开来,这个边界可以是具体的,也可以是假想的。例如,研究硫酸和氢氧化钠在水溶液中

的反应,那么含有这两种物质的水溶液就是系统,而溶液以外的周围物质,如盛溶液的容

器、溶液上方的空气等都是环境。显然,容器的器壁及液面就是系统与环境的界面。

2.状态和状态函数

要描述或研究一个系统,就必须先确定它的状态。所谓状态,就是指系统一切性质的

总和,如系统的组成、温度、压力、体积、各组分物质的量、物态及化学性质等。当系统所有

的性质一定时,系统的状态也就确定了,若任何一个性质发生了变化,则系统的状态也就发

生了变化。因此,系统的性质是它所处状态的函数。用来描述或确定系统状态的这些性质

称为状态函数,如体积、压力、温度、密度等。状态函数的特征是:状态一定,状态函数的值

也一定;若系统的状态发生变化,则状态函数的变化量只决定于系统的始态和终态,而与变

化过程的具体途径无关。例如,若将一定量的水由298K升高至323K,可以通过几个途径

来实现。可以由298K直接加热到323K;也可以由298K先加热到333K,再降温到

323K;可以用明火直接加热,也可以通过水浴加热。但其状态函数T 的变化值ΔT 只与系

统的始态和终态有关:ΔT=323K-298K=25K,而与它的变化途径无关。



1.1.2 化学反应热效应和盖斯定律

在恒温条件下,化学反应吸收或放出的热量称为化学反应的热效应或反应热。
化学反应可在两种不同的条件下进行。一种是在密闭容器中进行的反应,其热效应称

为恒容热效应,用符号QV 表示。另一种是在恒压下进行的反应,其热效应称为恒压热效

应,用符号Qp 表示。由于大多数化学反应都是在恒压下进行的,因此通常所讲的热效应或

反应热,如果不加注明,都是指Qp。
标出反应热效应的化学方程式称为热化学方程式。反应热效应的数值与反应进行的

条件有关,所以方程式中要标出反应的温度、压力和物态等(如果温度为298K,标准压力为

100kPa时,习惯上不注明)。反应热效应的数值也与反应方程式的写法(方程式中的化学

计量数)有关。它表示在298K和标准压力下,按指定化学计量方程式进行的每摩尔反应

放出或吸收的热量①。例如:
(1)C(s)+O2(g →) CO2(g)    Qp=-393.51kJ·mol-1

(2)H2O(l →) H2(g)+12O2
(g) Qp=+285.85kJ·mol-1

(3)H2O(g →) H2(g)+12O2
(g) Qp=+241.84kJ·mol-1

(4)43Al
(s)+O2(g →) 2

3Al2O3
(s)Qp=-1113.19kJ·mol-1

上例中(3)表示在上述条件下,反应吸热241.84kJ·mol-1;(4)表示在上述条件下反

应放热1113.19kJ·mol-1。
化学反应的热效应可通过实验直接测定,但有些反应的热效应,包括新设计反应时所

需要的反应热效应难以由实验直接测得。例如,在煤气生产过程中的反应:

C(s)+12O2
(g →) CO(g)

这个反应的热效应是很难直接测定的,因为这个反应的产物中总含有少量的CO2。而煤气

厂设计又需要这个反应的热效应数值。那么,如何求得这些不易测定的反应的热效应呢?

1840年盖斯(G.H.Hess)从分析大量化学反应热效应的实验结果,总结出一个规律:一个

化学反应不论是一步完成,还是分几步完成,其总的热效应是完全相同的。也就是说,化学

反应的热效应只与反应的始态和终态有关,而与化学变化的途径无关。这就是盖斯定律。
盖斯定律只适用于恒压和恒容过程,是热化学的一个基本定律。

利用盖斯定律可以计算得到无法由实验测定的化学反应的热效应。例如为了得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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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较确切地说,它表明在298K和标准大气压力下,按化学反应计量方程式进行每摩尔的反应进度中放出或吸收的

热量。
对反应aA+bB=gC+dD,a,b,g,d为化学计量系数,它可用通式∑

B
νBB=0表示。式中B代表反应物或产物,

νB为相应计量系数,对反应物取负值,对产物取正值。若任一物质B的物质的量初态时为nB0,某一状态时为nB,则

反应进度ξ=
nB-nB0

νb =ΔnBνB
或dξ=

dnB
νB
。反应进度是度量化学反应进行的程度。当ΔnB=νB 时,则ξ=1mol,它表

示物质按指定化学计量方程式进行了一次完全反应。



100kPa,298K条件下,碳和氧化合生成一氧化碳的反应热效应,可以设碳完全燃烧生成二

氧化碳的反应按两种途径进行,如图1 1所示。

始态 C(s)+O2(g)
(1)
Qp1

终态 CO2(g→ )

(2)
Qp2

CO(g)+ 12O2
(g→ )

(3)
Qp

↑

3

图1 1 碳转变为二氧化碳的两种不同途径

途径Ⅰ:碳一步完全燃烧生成二氧化碳,即反应(1)。途径Ⅱ:假设碳不完全燃烧先生

成一氧化碳,即反应(2),然后一氧化碳再燃烧生成二氧化碳,即反应(3)。至于反应是否按

照所设计的途径进行,对热效应的计算没有影响。
由于始态和终态未变,根据盖斯定律可得:

Qp1=Qp2+Qp3

Qp1
与Qp3

可由实验直接测得分别为-393.51kJ·mol-1和-282.97kJ·mol-1。所以

Qp2=Qp1-Qp3=(-393.51kJ·mol
-1)-(-282.97kJ·mol-1)=-110.54kJ·mol-1

上述计算表明,碳不完全燃烧生成一氧化碳时所放出的热量大大低于碳完全燃烧生成

二氧化碳时所放出的热量。从而可以理解使燃料完全燃烧的经济意义。
另外,盖斯定律可以使热化学方程式像代数方程式那样进行相加或相减。上述一氧化

碳的反应热效应也可利用热化学方程式的计算而得到。

C(s)+O2(g →) CO2(g) Qp1=-393.51kJ·mol
-1

-)CO(g)+12O2
(g →) CO2(g) Qp3=-282.97kJ·mol

-1

C(s)+12O2
(g →) CO(g) Qp2=-110.54kJ·mol

-1

  利用上述方法,可间接计算得到所需要的反应热效应数据,但需设计不同的途径,计算

较为烦琐。实际上,根据盖斯定律可以用另一种更为简便的方法来计算反应的热效应(参
阅1.1.5)。

1.1.3 能量守恒定律和内能

在任何过程中,能量是不会自生自灭的,只能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在转化

过程中能量的总值不变。这就是能量守恒定律,即热力学第一定律。例如热能、光能、电
熊、化学能之间可以相互转换,但总能量是不变的。我们把除热能以外的其他各种被传递

的能都称做功,如体积功、电功等。
系统内各种物质的微观粒子都在不停地运动和相互作用,以各种形式的能表现出来,

如分子或离子的平动能、转动能、振动能以及电子和核运动的能量。系统内部这些能量的

总和叫做系统的内能(或热力学能),以U 表示。它决定于系统的状态,在一定状态下有一

定的数值,所以内能是状态函数。内能的绝对值是无法测定的,但内能的变化值是可以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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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如果某系统处于状态Ⅰ,具有的内能为U1,当系统吸收了一定的热量Q,又从环境得

到了一定量的功 W,变为状态Ⅱ,内能为U2。则根据热力学第一定律,系统的内能变化为:

U2-U1=ΔU=Q+W (1 1)

式(1 1)是热力学第一定律的数学形式。它可用文字表述为:当系统经历变化时,以热和功

形式传递的能量必定等于系统内能的变化。
对于功和热的符号,本书规定:系统得功,W>0,系统做功,W<0;系统吸热,Q>0,系

统放热,Q<0。需要注意在各种书刊中其具体规定往往并不一致。
功、热和内能都是能量,因此它们的单位都为J或kJ。

【例1.1】 某系统的能量状态为U1,在变化过程中吸收了50kJ的热量,同时对环境做了

20kJ的功,求系统内能的变化。
解: ΔU=Q+W=50kJ-20kJ=30kJ
也就是说,这个系统在变化过程中,内能增加了30kJ。那么,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当

系统吸热50kJ时,环境就放热50kJ。因此,环境的热量变化Q=-50kJ。当系统对环境

做功时,环境就接受功,因此对环境来说,W=20kJ。所以环境的内能变化是:

ΔU=Q+W=-50kJ+20kJ=-30kJ

这就是说,系统内能的增加值等于环境内能的减少值,两者数值相等而符号相反,总能量的

变化等于零。

1.1.4 焓和化学反应中的焓变

由于大多数化学反应都是在恒压下进行的,如敞口容器中进行的反应。因此,我们现

在讨论的有关反应也只限于在恒压下进行的反应。
在恒压下进行的化学反应,如果反应过程中系统体积有变化,由V1 变到V2,则所做的

体积功为

W=-p(V2-V1)=-pΔV

式中加进负号,这样当V2>V1 时,即反应前后体积增加时W<0,系统做功;当V2<V1 时,
即体积减小时W>0,系统得功,从而正好与功的正负规定相一致。

而此时的反应热效应可认为是恒压热效应Qp,则式(1 1)变为

ΔU=Qp-pΔV     
所以 Qp=ΔU+pΔV

=(U2-U1)+p(V2-V1)

=(U2+pV2)-(U1+pV1) (1 2)

式(1 2)中U、p、V 都是状态函数,它们的组合必然也是状态函数。我们把U+pV 定义为

新的状态函数焓,用符号 H 表示,即:

H=U+pV (1 3)

于是式(1 2)变为

4 普 通 化 学



Qp=H2-H1=ΔH (1 4)

所以 ΔH=ΔU+pΔV (1 5)

由式(1 4)可知,系统在恒压和只做体积功的条件下,过程的热效应等于系统焓的变化即焓

变ΔH。这同盖斯定律所得的结论一致,它只与系统的始态和终态有关,而与反应的过

程无关。
如果系统从环境吸热使焓值增加,表示该反应为吸热反应,ΔH 为正值;如果系统向环

境放热使焓值减小,表示该反应为放热反应,ΔH 为负值。

1.1.5 标准摩尔生成焓和反应的标准摩尔焓变

1.热化学标准状态

由于焓值与物质所处的状态有关,因此在化学热力学中对物质的状态有一个统一的规

定,提出了热化学标准状态(又称热力学标准状态)的概念。其规定为:

    气体———标准压力p췍(100kPa)下处于理想气体状态的气体纯物质;
溶液中的溶质———标准浓度c췍(1mol·L-1);

液体和固体———标准压力p췍下的液态和固态纯物质。
需要注意:在热化学标准状态的规定中只指定压力为p췍,温度可以任意选定,通常选

取298K。

2.标准摩尔生成焓

多数化学反应是在恒压和只做体积功的条件下进行的。由ΔH=Qp 可知,如果我们能

确定系统各物质的焓值,也就可以用来计算反应的焓变,即化学反应的热效应。
对于任一反应 aA+b →B gG+dD,若各物质的温度相同,且均处于热化学标准状

态,则gmolG和dmolD的焓与amolA和bmolB的焓之差,即为该反应在该温度下的

标准摩尔焓变,用符号ΔrH췍
m 表示(若温度为298K,可不注明)。其中上标“췍”指标准状

态,下标“r”指反应,“m”指每摩尔反应①。ΔrH췍
m 的单位为kJ·mol-1。

与内能相似,各物质的焓的绝对值也是难以确定的,但可采用相对值的方法,即规定了

物质的相对焓值。
在一定的温度和压力下,由元素的稳定单质化合生成1mol纯物质时反应的焓变,称为

该化合物的摩尔生成焓(或摩尔生成热),符号为ΔfHm。下标“f”表示生成。若稳定单质和

生成化合物均处于热化学标准状态,则此反应的焓变称为该化合物的标准摩尔生成焓(或
标准摩尔生成热),用符号 ΔfH췍

m 表示(其中符号“췍”及“m”的含义同前,若温度不是

298K,则需注明温度)。例如298K,标准状态下,氢气和氧气化合生成水的反应为

H2(g)+12O2
(g →) H2O(l)  ΔrH췍

m=-285.85kJ·mol-1

则H2O(l)的标准摩尔生成焓就是该反应的标准摩尔焓变,即ΔfH췍
m,H2O(l)

为-285.85kJ·mol-1。
由标准摩尔生成焓的定义可知,最稳定单质的标准摩尔生成焓为零。有些元素往往有

几种单质存在,此时,只有其中最稳定单质的标准摩尔生成焓为零。例如单质碳有石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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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石两种同素异形体,其中石墨是碳的最稳定单质,因此其标准摩尔生成焓等于零。由

最稳定单质转变为其他形式的单质时,有热量的变化。例如,石墨转变为金刚石时

C(石墨 →) C(金刚石)    ΔrH췍
m=1.88kJ·mol-1

即金刚石的标准摩尔生成焓ΔfH췍
m 为1.88kJ·mol-1。

一些常见物质在298K时的标准摩尔生成焓数据可参阅附录1。

3.反应的标准摩尔焓变的计算

利用盖斯定律和物质的标准摩尔生成焓的数据,可以计算反应的标准摩尔焓变。如计

算下列反应的标准摩尔焓变

CO(g)+12O2
(g →) CO2(g)

可应用盖斯定律先设计该反应的热化学循环过程:

CO + 1
2O2

298K,p췍,g 298K,p췍,g

ΔrH췍
m   

 
CO2 

 
 

298K,p췍,
→

g

ΔH1
C + O2

石墨,298K,p췍,s 298K,p췍,
→

g

ΔH2
↑
 

图1 2 CO(g)和O2(g)生成CO2(g)的两种途径

这里ΔH1=-ΔfH췍
m,CO(g),ΔH2=ΔfH췍

m,CO2(g)
。因为焓是状态函数,它的变化仅取决于初、

终态而与过程无关。因此

ΔrH췍
m=ΔH1+ΔH2=ΔfH췍

m,CO2(g)-ΔfH
췍
m,CO(g)

由附录1查得:

ΔfH췍
m,CO2(g)=-393.51kJ·mol

-1

ΔfH췍
m,CO(g)=-110.54kJ·mol-1

所以ΔrH췍
m=-393.51kJ·mol-1-(-110.54kJ·mol-1)=-282.97kJ·mol-1

由上例计算结果可知,任何化学反应的标准摩尔焓变等于生成物的标准摩尔生成焓总

和减去反应物的标准摩尔生成焓总和。对于任一反应

aA+bB=gG+dD
ΔrH췍

m=[gΔfH췍
m,G+dΔfH췍

m,D]-[aΔfH췍
m,A+bΔfH췍

m,B]
即 ΔrH췍

m=∑ΔfH췍
m,生成物-∑ΔfH췍

m,反应物 (1 6)

【例1.2】 计算下列反应在298K,100kPa下的标准摩尔焓变ΔrH췍
m

CH4(g)+2O2(g →) CO2(g)+2H2O(l)
解:              CH4(g)+2O2(g →) CO2(g)+2H2O(l)
由附录1查得:ΔfH췍

m/kJ·mol-1 -74.85 0  -393.51 -285.85
根据式(1 6)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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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fH췍
m =[ΔfH췍

m,CO2(g)+2ΔfH
췍
m,H2O(l)-[ΔfH

췍
m,CH4(g)+2ΔfH

췍
m,O2(g)

]

=[-393.51+2×(-285.85)]-[-74.85+2×0]

=-890.36kJ·mol-1

1.2 化学反应的自发性

在一定条件下,有些物质混合在一起,不需要外加能量就能自发地进行反应。例如,将
锌粒置于稀盐酸中,便会自动发生置换反应,生成氢气和氯化锌;铁在潮湿的空气中会生锈

等。而在相同条件下,它们的逆反应则不能自发进行。很早以前,化学家们就致力于研究

判断反应自发性的依据,最初人们把焓变和自发性联系起来。

1.2.1 焓变与反应的自发性

人类的经验告诉我们,自然界的一类自发过程一般都朝着能量降低的方向进行,系统

的能量越低越稳定。这就使人们很自然地认为,当一反应放热,即ΔrH췍
m 为负值时,系统的

能量降低,反应就可自发进行。
在298K,标准状态下,大多数放热反应都能自发进行。例如:

HCl(g)+NH3(g →) NH4Cl ΔrH췍
m=-177.13kJ·mol-1

CH4(g)+2O2(g →) 2H2O(l)+CO2(g) ΔrH췍
m=-890.36kJ·mol-1

但是,有些吸热反应和过程在一定条件下也能自发进行。例如,冰变成水是一吸热过程,在
标准状态下,当温度高于273K时(如298K),冰自发融化为水,并吸收热量。有的吸热反

应在常温下是非自发的,但温度升高时却变为自发,如碳酸钙的分解反应:

CaCO3(s →) CaO(s)+CO2(g)   ΔrH췍
m=177.86kJ·mol-1

在298K,100kPa条件下,这个反应是非自发的。但是工业上将石灰石(主要成分为

CaCO3)煅烧至1173K,在100kPa下,碳酸钙就自发分解为CaO和CO2 气体。此时反应

的ΔrH췍
m 仍近似为177.86kJ·mol-1,几乎与温度无关。由此可知,在给定条件下判断一

个反应或过程能否自发进行,除焓变外,还有其他影响因素。

1.2.2 混乱度和熵

自然界中的自发过程除有系统倾向于取得最低能量状态外,实际上还有另一类自发过

程,就是系统倾向于取得最大的混乱度。例如,将一小匙食盐放入一杯水中,食盐会溶解,
并会在水中逐渐扩散,最后就会均匀地扩散到整杯水中。又如,在298K,标准状态下,固态

的N2O5 会自发分解成NO2(g)和O2(g):

N2O5(s →) 2NO2(g)+12O2
(g)   ΔrH췍

m=109.5kJ·mol-1

这是个吸热反应,通过化学反应,产物比反应物的分子数目多,并由固态反应物转化为气态

产物,使分子的热运动自由度增大了,因而整个系统的混乱度明显地增加,从而使反应仍能

自发进行。由此可见,系统的混乱度也是决定反应自发性的一个因素。系统内微观粒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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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乱度可用状态函数熵表示(符号为S)。
熵是系统混乱度的量度,系统的混乱度越大,熵值也就越大。所以对处于不同状态的

同一物质而言,气态的熵值大于液态,液态的熵值又大于固态。而混合物或溶液的熵值比

纯物质的熵值高。在相同的温度和聚集状态下的不同物质,分子或晶体结构较复杂的物质

的熵值要大于简单分子。同一物质在相同聚集状态时的熵值随温度的升高而增大。

1.2.3 反应的熵变

绝对零度时,在纯物质的完美晶体中,所有分子或原子都呈有序排列,它们的振动、转
动、核和电子的运动均处于基态,其混乱度为零。热力学中规定,在绝对零度时,任何纯物

质完美晶体的熵值等于零。以此为基准,就可以确定任意温度下物质的熵值,称为物质的

规定熵。1mol物质在标准状态下的规定熵,即为该物质的标准摩尔规定熵,简称标准摩尔

熵,用符号S췍
m(T)表示。如果温度为298K时,常简写为S췍

m。书末附录1中列出了一些物

质在298K时的标准摩尔熵。因熵值较小,所以熵的单位为J·mol-1·K-1。这一点在热

力学计算中应引起注意。
熵也是状态函数,由标准摩尔熵S췍

m 求反应的标准摩尔熵变ΔrS췍
m,完全类似于反应的

ΔrH췍
m 计算。即,对于反应:

aA+bB=gG+dD
ΔrS췍

m=[gS췍
m,G+dS췍

m,D]-[aS췍
m,A+bS췍

m,B]
或 ΔrS췍

m=∑S췍
m,生成物-∑S췍

m,反应物 (1 7)

【例1.3】 计算反应4NH3(g)+3O2(g →) 2N2(g)+6H2O(g)在298K时的标准摩尔熵变。
解:               4NH3(g)+3O2(g →) 2N2(g)+6H2O(g)
由附录1查得:S췍

m/J·mol-1·K-1 192.7 205.14 191.60 188.85
根据式(1 7)可得

ΔrS췍
m =2S췍

m,N2(g)+6S
췍
m,H2O(g)-3S

췍
m,O2(g)-4S

췍
m,NH3(g)    

=2×191.60+6×188.85-3×205.14-4×192.70
=130.08J·mol-1·K-1

ΔrS췍
m>0,表示该反应混乱度增大,因为上述反应是一个气体分子数增大的反应。

温度升高,粒子的动能增加,运动自由度也就增大,其热运动混乱度较大,所以物质的

熵随温度的升高而增大。但大多数情况下,生成物所增加的熵与反应物所增加的熵相差不

多,因此反应熵的变化不明显,在近似计算中可忽略温度的影响,以ΔrS췍
m(298K)代替其他

温度T 时的ΔrS췍
m(T)。压力降低,使气态物质的熵值增大,这是由于压力降低使气态物质

增大了空间运动的范围,混乱度增加。液体和固体的压缩性很小,所以压力对固体和液体

的熵的影响也就很小。
从以上讨论可知,反应的自发性不仅与焓变有关,还与熵变有关。要探讨反应的自发

性,就需要对系统的焓变和熵变所起的作用进行定量的比较。在任何反应系统中,一般都

会发生焓值的变化,而在一定条件下,反应过程的焓变和熵变有一定联系。如在标准压力

p췍下,273K时冰与水的平衡系统,冰可以变成水使混乱度增加,水也可以变成冰而放出热

量。当系统吸收适当的热量(系统的温度仍为273K),平衡就向着冰融化成水的方向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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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固态变为液态,使系统的熵增大。
根据热力学推导,在恒温、恒压的可逆过程①中系统吸收或放出的热量(以Qr 表示)与

系统的熵变有如下关系:

ΔS=Qr

T=
ΔH
T

(1 8)

上述冰融化为水的过程:

H2O(s,p췍,273K 췍췍＝＝) H2O(1,p췍,273K)

若在恒温、恒压条件下,我们就可根据熔化热求出此过程的熵变。
已知在此条件下冰的熔化热Qfus(fus代表fusion,熔化)为6007J·mol-1,则

ΔrS췍
m=

Qfus
T =6007J

·mol-1
273K =22.0J·mol-1·K-1

由式(1 8)可知,恒温恒压的可逆过程TΔS=Qr=ΔH,所以TΔS 相应于能量的一种

转化形式,可以与Q 或ΔH 相比较。反应的自发性与焓变和熵变有关,那么能否把这两个

因素以能量形式组合在一起作为判断反应或过程自发性的统一衡量标准呢?

1.2.4 吉布斯函数

1.吉布斯函数和自发过程

实验证实,在标准压力p췍和273K时,水和冰可以共存,大于273K时,冰将融化而转

变为水;小于273K时,水将凝固而转变为冰。

H2O(s)
吸热,熵值增大

放热,췍 췍＝＝＝＝＝＝熵值减小
H2O(l)

我们知道,冰转化为水是吸热过程,ΔH 为正值,不利于反应的自发进行。同时,由固态

变化为液态,混乱度增加,即熵值增大,ΔS为正值,有利于反应自发进行。这是两个矛盾的

因素,那么哪个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呢?
在273K时,ΔrH췍

m 的数值为6007J·mol-1,TΔrS췍
m 的数值为273×22.0J·mol-1。

两者正好相等,此时是冰水共存的平衡系统。当温度高于273K时,如增加到300K时②,

TΔrS췍
m 的数值将比ΔrH췍

m 的数值大。在此温度下,冰将融化成水;当温度低于273K时,如
降低到250K时③,TΔrS췍

m 的数值将小于ΔrH췍
m 的数值,此时冰将转变为水的过程不能自

发进行,相反,水转变为冰的过程能自发进行。
将上述TΔrS췍

m 和ΔrH췍
m 的相互比较关系推论至TΔS与ΔH,则可得:

ΔH<TΔS  →冰 水 过程自发进行;

ΔH=TΔS  췍췍＝＝冰 水 平衡状态;

ΔH>TΔS  ←冰 水 非自发过程,但逆过程可自发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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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可逆过程是一种在无限接近于平衡且没有摩擦力条件下进行的理想过程。它是可以进行的过程的极限。可逆过程

是可以简单逆转、完全复原的过程。实际过程只能趋近它,但不能达到它。

③ 当温度改变时,ΔrH췍
m 和ΔrS췍

m 的数值都会发生一些变化,但由于变化很小,所以计算时仍以273K时ΔrH췍
m 和

ΔrS췍
m 的数值代替。



这就是说自发过程的条件为

ΔH<TΔS
或 ΔH-TΔS<0 (1 9)

式中,ΔH 即为终态的焓(H2)与始态的焓(H1)的差值;ΔS 即为终态熵(S2)与始态熵

(S1)的差值,则

ΔH=H2-H1, ΔS=S2-S1
代入式(1 9)中可得:

(H2-H1)-T(S2-S1)<0
(H2-TS2)-(H1-TS1)<0

H,T,S都是状态函数,所以它们的组合(H-TS)也是状态函数。若以G 表示这种组

合,则

G=H-TS①

G称做系统的吉布斯函数。

恒温恒压下 ΔG=ΔH-TΔS (1 10)

上述自发过程的判据则变为

G2-G1=ΔG<0

ΔG 表示了反应或过程的吉布斯函数的变化,简称吉布斯函数变。

2.摩尔吉布斯函数变与反应自发性

从上述冰转化为水的过程中得知:
在恒温恒压下    ΔG<0    自发过程;

ΔG=0    平衡状态;

ΔG>0    非自发过程,过程能向逆方向进行。
根据化学热力学推导证明,上述结论也适用于恒温恒压下只做体积功的一般化学反

应。如果我们仍讨论每摩尔反应的吉布斯函数变,在此条件下,式(1 10)可改写为

ΔrGm=ΔrHm-TΔrSm (1 11)

式中,ΔrGm 称为化学反应的摩尔吉布斯函数变,ΔrHm,ΔrSm 分别为化学反应的摩尔

焓变和摩尔熵变。
这样化学反应的摩尔吉布斯函数变ΔrGm 就可作为判断反应能否自发进行的统一衡量

标准,即:

ΔrGm<0 反应可以自发进行;

ΔrGm=0 反应处于平衡状态;

ΔrGm>0 反应不能自发进行,但其逆过程可自发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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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式(1 11)可以看出,在恒温恒压下,ΔrGm 的值包含ΔrHm 和TΔrSm 两个因素。由

于ΔrH和 ΔrSm 值均既可为正值,又可为负值,因而根据它们的符号及温度对ΔrGm 的影响

有可能出现以下四种情况:
(1)反应的ΔrHm 为负值,ΔrSm 为正值。反应的ΔrHm 为负值,即为放热反应,系统能

量降低;反应的ΔrSm 为正值,系统的混乱度增加,即熵值增大。这两个因素都有利于ΔrGm

为负值,因此这类反应在任何温度下都能自发进行。如:

2O3(g →) 3O2(g)

(2)反应的ΔrHm 为正值,ΔrSm 为负值。设应的ΔrHm 为正值,即为吸热反应,系统能

量增加;反应的ΔrSm 为负值,系统的混乱度降低,即熵值减小。这两个因素都有利于ΔrGm

为正值,因此这类反应在任何温度下都不能自发进行。如:

SO2(g →) S(s,斜方)+O2(g)

在上述两种情况中,ΔrHm 和ΔrSm 两个因素对ΔrGm 值的影响是相同的,因此温度的

高低对ΔrGm 符号不起作用。也就是说温度的高低对反应的方向没有影响。
若反应的ΔrHm 和ΔrSm 都是正值或都是负值,这时ΔrHm 和ΔrSm 两个因素对ΔrGm

值的影响是相反的。因此温度对ΔrGm 是正值还是负值起决定性的作用,即温度的高低将

对反应方向起决定作用。
(3)反应的ΔrHm 和ΔrSm 都为正值。这是个熵值增加的吸热反应。只有在TΔrSm 大

于ΔrHm 时,ΔrGm 才会有负值。结果只有在高温下这类反应才能自发进行。如

CaCO3(s →) CO2(g)+CaO(s)

(4)反应的ΔrHm 和ΔrSm 都为负值。这是个熵值减小的放热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只
有当T ΔrSm 的值小于 ΔrHm 的值时,ΔrGm 才有负值。结果,这类反应只有在低温下才

能自发进行。如

HCl(g)+NH3(g →) NH4Cl(s)

将以上讨论的四种情况总结归纳于表1 1中。

表1 1 恒压下温度对反应自发性的影响

ΔrHm ΔrSm ΔrGm=ΔrHm-TΔrSm 反应的自发性 实  例

- + - 在任何温度下都自发进行 2O3(g →) 3O2(g)

+ - + 在任何温度下都非自发 SO2(g →) S斜方+O2(g)

+ +
+(在低温)

-(在高温)
低温非自发

高温自发
CaCO3(s →) CaO+CO2(g)

- -
-(在低温)

+(在高温)
低温自发

高温非自发
NH3(g) →+HCl NH4Cl(s)

3.反应的标准摩尔吉布斯函数变

在一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对于一般的化学反应,可根据式(1 11)计算得到ΔrGm 值,并
根据其ΔrGm 值的正负判断反应的方向。当温度、压力改变时,化学反应的ΔrGm、ΔrHm、

11第1章 化学反应中的能量关系



ΔrSm 均会改变,但ΔrHm、ΔrSm 随温度的变化不明显,因此根据式(1 11)作近似计算时,
可用ΔrHm(298K)代替ΔrHm(T),ΔrSm(298K)代替ΔrSm(T)。因此式(1 11)可以写成:

ΔrGm(T)=ΔrHm(298K)-TΔrSm(298K) (1 12)

若参加反应的各物质均处于热化学标准状态,则式(1 12)又可改写为:

ΔrG췍
m(T)=ΔrH췍

m(298K)-TΔrS췍
m(298K) (1 13)

式中,ΔrG췍
m 称为标准摩尔吉布斯函数变,ΔrH췍

m(298K)和ΔrS췍
m(298K)是298K下化

学反应的标准摩尔焓变和标准摩尔熵变,其温度标注通常可省略,则式(1 13)变为:

ΔrG췍
m(T)=ΔrH췍

m-TΔrS췍
m (1 14)

如果知道某一反应的ΔrH췍
m 和ΔrS췍

m,则可利用式(1 14)计算一定温度下该反应的ΔrG췍
m,

从而判断该反应在指定温度、100kPa下能否自发进行。
反应的标准摩尔吉布斯函数变除了可用式(1 14)计算外,还可利用参与反应的各物质

的标准摩尔生成吉布斯函数(ΔfG췍
m)来求得。标准摩尔生成吉布斯函数的绝对值无法求得,

但也可采用相对值的方法。即规定:在热化学标准状态下,由最稳定单质生成1mol的纯物

质时反应的吉布斯函数变,叫作该物质的标准摩尔生成吉布斯函数。按此定义,最稳定单

质的标准摩尔生成吉布斯函数为零。ΔfG췍
m 的单位是kJ·mol-1。在书末附录1中列出了

一些物质在298K时的标准摩尔生成吉布斯函数的数据。反应的ΔrG췍
m 的计算也类似于反

应的ΔrH췍
m 的计算方法。例如,298K下进行的反应

aA+bB=gG+dD
ΔrG췍

m =[gΔfG췍
m,G+dΔfG췍

m,D]-[aΔrG췍
m,A+bΔfG췍

m]

=∑ΔfG췍
m(生成物)-∑ΔfG췍

m(反应物) (1 15)

【例1.4】 求下列反应在298K时的标准摩尔吉布斯函数变ΔrG췍
m,并判断反应能否自发进

行:4NH3(g)+3O2(g———) 2N2(g)+6H2O(g)
解:              4NH3(g)+3O2(g———) 2N2(g)+6H2O(g)
由附录1查得:ΔfH췍

m/kJ·mol-1 -45.96 0 0 -241.84
S췍
m/J·mol-1·K-1 192.70 205.14 191.60 188.85
ΔfG췍

m/kJ·mol-1 -16.12 0 0 -228.59

方法一:ΔrG췍
m =[2ΔfG췍

m,N2(g)+6ΔfG
췍
m,H2O(g)

]-[4ΔfG췍
m,NH3(g)+3ΔfG

췍
m,O2(g)

]

=[2×0+6×(-228.59)]-[4×(-16.12)+3×0]

=-1307.06kJ·mol-1

方法二:ΔrH췍
m =[2ΔfH췍

m,N2(g)+6ΔfH
췍
m,H2O(g)

]-[4ΔfH췍
m,NH3(g)+3ΔfH

췍
m,O2(g)

]

=[2×0+6×(-241.84)]-[4×(-45.96)+3×0]

=-1267.2kJ·mol-1

ΔrS췍
m =[2S췍

m,N2(g)+6S
췍
m,H2O(g)

]-[4S췍
n,NH3(g)+3S

췍
m,O2(g)

]

=(2×191.60+6×188.85)-(4×192.70+3×205.14)

=130.08J·mol-1·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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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rG췍
m =ΔrH췍

m-TΔrS췍
m

=-1267.2kJ·mol-1-298K×130.08J
·mol-1·K-1
1000

=-1305.96kJ·mol-1

计算结果表明,两种方法所得ΔrG췍
m 接近;ΔrG췍

m<0,反应能自发进行。
【例1.5】 在298K,100kPa下,下列反应

MgO(s)+SO3(g———) MgSO4(s)

ΔrH췍
m=-281.11kJ·mol-1,ΔrS췍

m=-191.33J·mol-1·K-1

问:(1)上述反应能否自发进行?
(2)对上述反应来说,是升高温度有利还是降低温度有利?
(3)计算使上述反应逆向进行所需的最低温度。

解:(1)ΔrG췍
m =ΔrH췍

m-TΔrS췍
m

=-281.11kJ·mol-1-298K×-191.33J
·mol-1·K-1
1000

=-224.09kJ·mol-1

ΔrG췍
m<0,反应可自发进行。

(2)对上述反应来讲,ΔrH췍
m 和ΔrS췍

m 均为负值,故降低温度有利。
(3)欲使反应逆向进行,必须将温度升高到大于平衡状态(ΔrG췍

m=0)时的温度。

ΔrG췍
m=ΔrH췍

m-TΔrS췍
m=-281.11kJ·mol-1- T×-191.33J

·mol-1·K-1æ

è
ç

ö

ø
÷

1000 =0

T=1469K
温度必须高于1469K,反应才能逆向进行。

应该指出,ΔrG췍
m 只能预测某反应能否自发进行,但并不能说明反应进行的速率。例如

ΔrG췍
m 为负值的反应可以自发进行,但它能以很高的速率进行,也能以极低的速率进行。

复习思考题一

1.试说明下列术语的含义:(1)状态函数;(2)自发反应;(3)标准状态。

2.指出ΔH=Qp,ΔH=ΔU+pΔV 公式成立的条件。

3.热化学方程式与一般方程式有何异同? 书写时应注意哪几点?

4.何谓盖斯定律? 举例说明如何用ΔfH췍
m 计算化学反应的热效应。

5.能否用反应的焓变或熵变作为判断反应自发性的标准? 为什么?

6.举例说明恒压下温度对反应自发性的影响。

7.下列说法是否正确,并说明理由:
(1)放热反应都是自发进行的;
(2)ΔrSm 为正值的反应都是自发的;
(3)ΔrHm、ΔrSm 均为负值的反应,在高温下能自发。

8.说明下列各符号的意义:

ΔrH췍
m,ΔfH췍

m,ΔrG췍
m,ΔfG췍

m,ΔrS췍
m,S췍

m,Δ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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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一

1.某理想气体对恒定外压(93.31kPa)膨胀,其体积从50L变化至150L,同时吸收

6.48kJ的热量,试计算内能的变化。

2.已知下列热化学方程式:

Fe2O3(s)+3CO(g———) 2Fe(s)+3CO2(g), Qp=-27.6kJ·mol-1

3Fe2O3(s)+CO(g———) 2Fe3O4(s)+CO2(g), Qp=-58.6kJ·mol-1

Fe3O4(s)+CO(g———) 3FeO(s)+CO2(g), Qp=38.1kJ·mol-1

不用查表,计算下列反应的Qp:  FeO(s)+CO(g———) Fe(s)+CO2(g)
(提示:根据盖斯定律,利用已知反应方程式,设计一循环,使消去Fe2O3 和Fe3O4,而

得到所需反应方程式)

3.试用书末附录1提供的标准摩尔生成焓ΔfH췍
m 数据,计算下列反应的ΔrH췍

m。
(1)CaO(s)+SO3(g)+2H2O(l———) CaSO4·2H2O(s);

(2)C6H6(l)+712O2
(g———) 6CO2(g)+3H2O(l);

(3)2Al(s)+Fe2O3(s———) 2Fe(s)+Al2O3(s)。

4.试用书末附录1提供的标准摩尔生成焓ΔfH췍
m 数据,计算下列反应中Ca3N2(s)

的ΔfH췍
m。

Ca3N2(s)+6H2O(l →) 3Ca(OH)2(s)+2NH3(g),ΔrH췍
m=-905.6kJ·mol-1

5.金属铝是一种还原剂,它可将Fe2O3 还原为Fe,本身生成A12O3。试计算在298K
时5.0gAl还原20.0gFe2O3 时放出的热量为多少?

6.判断下列反应或过程中熵变的数值是正值还是负值:
(1)2C(s)+O2(g———) 2CO(g);
(2)2NO2(g———) 2NO(g)+O2(g);
(3)Br2(l———) Br2(g);
(4)NH3(g)+HCl(g———) NH4Cl(s)。

7.用书末附录1中所提供的ΔfG췍
m 数据计算下列反应的ΔrG췍

m,并判断这些反应能否

自发进行。
(1)SiO2(s,石英)+4HCl(g———) SiCl4(g)+2H2O(g);
(2)CO(g)+H2O(g———) CO2(g)+H2(g);
(3)Fe2O3(s)+3CO(g———) 2Fe(s)+3CO2(g)。

8.利用书末附录1所提供的ΔfH췍
m 和S췍

m 数据,计算下列反应在298K时的ΔrG췍
m。

(1)N2(g)+3H2(g———) 2NH3(g);
(2)2HgO(s———) 2Hg(l)+O2(g);
(3)CH4(g)+2O2(g———) CO2(g)+2H2O(l)。

9.用二氧化锰制取金属锰可采取下列两种方法:
(1)MnO2(s)+2H2(g———) Mn(s)+2H2O(g);
(2)MnO2(s)+2C(s———) Mn(s)+2C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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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个反应在25℃、100kPa下能否自发进行? 如果希望反应温度尽可能低一些,
试通过计算,说明采用何种方法比较好?

10.反应 C2H4(g)+H2(g———) C2H6(g)

ΔrH췍
m=-136.98kJ·mol-1,ΔrS췍

m=-120.66J·mol-1·K-1

试求该反应在25℃时的ΔrG췍
m,并指出该反应在25℃、100kPa下是否能自发进行。

11.25℃、100kPa下,CaSO4(s →) CaO(s)+SO3(g)
已知:ΔrH췍

m=401.92kJ·mol-1,ΔrS췍
m=189.13J·mol-1·K-1

问:(1)上述反应能否自发行进行?
(2)对上述反应,是升高温度有利,还是降低温度有利?
(3)若使上述反应正向进行,其所需的最低温度是多少?

12.(1)利用附录1所提供的数据,计算下列反应在298K时的ΔrG췍
m 和ΔrH췍

m:

CuS(s)+H2(g →) Cu(s)+H2S(g)
(2)求该反应在1000K时的ΔrG췍

m(1000K)。

13.金属镍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与CO生成Ni(CO)4(四羰基镍):

Ni(s)+4CO(g →) Ni(CO)4(g)
据此可进行镍的提纯。过程是:在一定温度下以CO通过粗镍,生成Ni(CO)4,在另一个温

度下Ni(CO)4 分解为纯镍及CO。试计算在100kPa下,Ni(CO)4 的生成和分解温度。
(已知:Ni(CO)4(g)的ΔfH췍

m=-602.3kJ·mol-1,S췍
m(g)=401.7J·mol-1·K-1。

Ni的S췍
m(s)=29.9J·mol-1·K-1,其他有关数据可查表)

阅读材料一

水合离子反应的摩尔焓变、摩尔熵变和摩尔吉布斯函数变

化学反应的摩尔吉布斯函数变ΔrGm 可作为判断反应能否自发进行的衡量标准。而对

于水溶液中进行的离子反应,我们也可根据反应的ΔrGm 来判断反应进行的方向,离子反应

的ΔrG췍
m,ΔrH췍

m 和ΔrS췍
m 同样可以根据各物质的ΔfG췍

m,ΔfH췍
m 和S췍

m 计算求得。
在水溶液中,正负离子都能与水生成相应的水合离子,显然水合离子的焓值与未水合

离子的焓值是不同的。水合离子的标准摩尔生成焓就是指在标准状态下由稳定单质生成

1mol溶于大量水中形成水合离子的焓变。由于在水溶液中正负离子总是同时存在,溶液

总是呈中性的,因此不可能得到任一单独水合离子的摩尔生成焓,但可采用相对值的方法,
即可选用一种离子为标准,其他水合离子与之相比较,就可得到它们标准摩尔生成焓的相

对值。故此规定298K时,由 H2 生成1mol溶于大量水中形成水合氢离子的焓变就是水

合氢离子的标准摩尔生成焓等于零,即

1
2H2

(g)+a →q H+(aq)+e    ΔrH췍
m=ΔfH췍

m,H+(aq)=0

式中,aq(是拉丁语单词“aqua(水)”的缩写)表示大量的水,H+(aq)表示水合氢离子。以此

为基准,可以得到其他水合离子的标准摩尔生成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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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 在298K时,下列反应

HCl(g)+a →q H+(aq)+Cl-(aq) ΔrH췍
m=-74.90kJ·mol-1

ΔfH췍
m,HCl(g)=-92.30kJ·mol-1

求Cl-的标准摩尔生成焓。
解:根据本章正文中式(1 6)可得

  ΔrH췍
m=ΔfH췍

m,H+(aq)+ΔfH췍
m,Cl-(aq)-ΔfH췍

m,HCl(g)

  ΔfH췍
m,Cl-(aq)=ΔrH췍

m+ΔfH췍
m,HCl(g)-ΔfH췍

m,H+(aq)

=-74.90kJ·mol-1+(-92.30kJ·mol-1)-0
=-167.2kJ·mol-1

同样水合离子的标准摩尔熵和标准摩尔吉布斯函数也都是以水合氢离子的标准摩尔

熵S췍
m,H+(aq))和标准摩尔吉布斯函数ΔfG췍

m,H+(aq)等于零作为基准而求得。
一些水合离子的标准摩尔生成焓,标准摩尔生成吉布斯函数和标准摩尔熵列于表1。

表1 一些离子的标准摩尔生成焓,标准摩尔生成吉布斯函数和标准摩尔熵

离子 ΔfH췍
m/(kJ·mol-1) ΔfG췍

m/(kJ·mol-1) S췍
m/(kJ·mol-1)

H+(aq) 0 0 0

Na+(aq) -240.1 -261.9 59.0

K+(aq) -252.4 -283.3 102.5

Ag+(aq) 105.6 77.1 72.7

Ca2+(aq) -542.8 -553.6 -53.1

Mg2+(aq) -466.9 -454.8 -138.1

Ba2+(aq) -537.6 -560.8 9.6

Cu2+(aq) 64.8 -65.5 -99.6

Zn2+(aq) -153.9 -147.1 -112.1

OH-(aq) -230.0 -157.2 -10.8

F-(aq) -332.6 -278.8 -13.8

Cl-(aq) -167.2 -131.2 56.5

Br-(aq) -121.6 -104.0 82.4

I-(aq) -55.2 -51.6 111.3

S2-(aq) 33.1 85.8 -14.6

ClO-4 (aq) -129.3 8.5 182.0

CO2-3 (aq) -677.1 -527.8 -56.9

SO2-4 (aq) -909.3 -774.5 20.1

  根据水合离子的ΔfG췍
m、ΔfH췍

m 和S췍
m 就可计算有关离子反应在298K时的ΔrG췍

m,

ΔrH췍
m 和ΔrS췍

m。

【例2】 计算下列反应的ΔrH췍
m 和ΔrS췍

m:

CaO(s)+H2O(l———) Ca2++2OH-(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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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根据本章正文中式(1 6)、(1 7),可得

  ΔrH췍
m =[ΔfH췍

m,Ca2+(aq)+2ΔfH췍
m,OH-(aq)]-[ΔfH췍

m,CaO(s)+ΔfH췍
m,H2O(l)

]

=[-542.8+2×(-230.0)]-[(-635.5)+(-285.85)]

=-81.4kJ·mol-1

  ΔrS췍
m =[S췍

m,Ca2+(aq)+2S췍
m,OH-(aq)]-[S췍

m,CaO(s)+S췍
m,H2O(l)

]

=[-53.1+2×(-10.75)]-[39.7+69.96]

=-184.3J·K-1·mol-1

【例3】 计算下列反应在298K时的ΔrG췍
m,并判断反应能否自发进行。

(1)Zn(s)+2H+(aq →) Zn2+(aq)+H2(g)
(2)Cu2+(aq)+Ag(s →) Cu(s)+Ag+(aq)
解:根据本章正文中式(1 15),可得

(1)ΔrG췍
m =[ΔfG췍

m,Zn2+(aq)+ΔfG췍
m,H2(g)

]-[ΔfG췍
m,Zn(s)+2ΔfG췍

m,H+(aq)]

=[(-147.1)+0]-[0+2×0]

=-147.1kJ·mol-1

ΔrG췍
m<0,反应能正向自发进行。

(2)Δrg췍
m =[ΔfG췍

m,Cu(s)+ΔfG췍
m,Ag+(aq)]-[ΔfG췍

m,Cu2+(aq)+ΔfG췍
m,Ag(s)]

=[0+77.1]-[(-65.5)+0]

=142.6kJ·mol-1

ΔrG췍
m>0,反应不能正向自发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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