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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卡片绎知识点一、反应热 焓变

1.化学反应中的能量变化

化学反应中能量转化形式：热能、光能、电能等。通常主要

表现为热量变化。

圆援反应热、焓变

（员）反应热：化学反应过程中吸收或放出的热量。

（圆）焓变：生成物与反应物的内能差称为焓变。符号为

驻匀，单位是 噪允·皂燥造原员。
（猿）在恒压条件下，焓变等于反应热。

（源）规定：放热反应的 驻匀 为“原”，吸热反应的 驻匀 为“垣”。
（缘）驻匀 的表示方法：驻匀越化学键断裂所吸收的总热量原

化学键生成所释放的总热量；驻匀越生成的总能量原反应物的总

能量。

（远）反应热图示：

放出
热量

能量
反应物

生成物

驻匀 为
“-”或驻匀约0

放热反应

吸收
热量

能量

反应物

生成物

驻匀 为
“+”或驻匀跃0

吸热反应反应过程 反应过程

绎知识点二、热化学方程式

员援书写步骤：

（员）写方程———写出配平的化学方程式。

（圆）标状态———用“泽”、“早”、“造”、“葬择”标明物质的聚集状态。

（猿）标条件———标明反应的温度和压强（员园员 噪孕葬、圆缘 益时

可不标注）。

（源）标焓变———在方程式后写出 驻匀，并标明符号和数值、

单位。

圆援理解热化学方程式的要领：

（员）在热化学方程式中，计量数只表示该物质的物质的

量，所以可以是整数、分数或小数。对相同化学反应，化学计量

数不同，反应热 驻匀 也不同。

（圆）相同条件（温度、压强），相同物质的化学反应（互逆反

应，不一定是可逆反应），正向进行的反应和逆向进行的反应，

其反应热 驻匀 的数值相等，符号相反。

（猿）热化学方程式中各物质前的化学计量数不表示分子

个数，它可以是整数也可以是分数。对于相同物质的反应，当

化学计量数不同时，其 驻匀 也不同。

（源）不论化学反应是否可逆，热化学方程式中的反应热

驻匀 都表示反应进行到底（完全转化）时的能量变化。

绎知识点三、放热反应与吸热反应

放热反应 吸热反应

常

见

实

例

葬援 所有的燃烧反应（如

可燃物的燃烧、物质的

缓慢氧化）

葬援月葬（韵匀）圆·愿匀圆韵与晕匀源悦造的反应

遭援活泼金属与酸或水的

反应
遭援悦 和 匀圆韵（早）、悦和悦韵圆 的反应

糟援酸碱中和反应 糟援匀2垣悦怎韵 的反应

凿援大多数化合反应 凿援大多数的分解反应

藻援铝热反应 藻援弱电解质的电离

淤需要加热才能发生的

反应，不一定是吸热反应，如

木炭的燃烧是放热反应。

于常温下不需要加热就

能发生的反应不一定是放热

反应。

热化学方程式的判断方法

第一步，看物质的化学变

化是否符合客观事实。如：甲烷

完全燃烧，生成的氧化物是 悦韵圆，
而不是 悦韵；晕圆 与 韵圆 反应（放电）

的产物是 晕韵，而不是 晕韵圆。
第二步，看方程式是否配平。

第三步，看各物质的聚集

状态是否标注，且标注是否正

确。物质在固态与液态、液态与

气态、固态与气态之间转化，也

要伴随能量变化。因此热化学方

程式中的物质必须在化学式右

边的括号内标注所呈现的聚集

状态。否则 驻匀 就无意义。

第四步，看 驻匀 的符号

（正、负号）是否正确。在热化学

方程式中，放热反应的 驻匀 为

“原”；吸热反应的 驻匀 为“垣”。
第五步，看反应热的单位

是否为 噪允/皂燥造。反应热的单位

为 噪允/皂燥造，表示 员 皂燥造 反应按

照化学计量数完全进行到底时

放出或吸收的热量。

第六步，看反应热的数值

与化学计量数是否对应。如

匀圆 （g）垣 员圆 韵圆 （g）越匀圆韵（l）
驻匀 越原圆愿缘援愿 噪允/皂燥造，圆匀圆（g）垣
韵圆（g）越圆匀圆韵（l）

驻匀越原缘苑员援远 噪允/皂燥造。

绎考点一、反应热、驻匀 等概念的理解及运用

例 员 下列说法或表示法错误的是 （ ）

粤援吸热反应中反应物的总能量比生成物的总能量低

月援放热反应的 驻匀跃园
悦援需要加热才能发生的反应一定是吸热反应

阅援酸碱中和反应都是放热反应

解析 粤，反应热是物质变化过程中与外界的能量交换，

吸热反应说明产物的能量更高。月，放热反应的 驻匀约园，吸放热

是反应过程中物质能量的变化，与反应是否需要加热无关。阅，

中和反应是放热的。

答案 月悦
绎考点二、化学反应中的能量变化

例 圆 化学反应 粤圆（早）垣月圆（早）越圆粤月（早）的能量变化如图所

示。下列有关叙述正确的是 （ ）

a b

能量/kJ·mol-1

圆 皂燥造 粤月（早）
1 mol A2（g）+1 mol B2（g）

反应过程

粤援每生成 圆 皂燥造 粤月（早）吸收 遭 噪允 热量

月援反应热 驻匀越垣（葬原遭）噪允/皂燥造
悦援该反应中反应物的总能量高于生成物的总能量

阅援断裂 员 皂燥造 粤原粤 键和 员 皂燥造 月原月 键，放出 葬 噪允 热量

解析 根据图像可知，反应物的总能量低于生成物的总

能量，该反应是吸热反应，每生成 圆 皂燥造 粤月（早）吸收（葬原遭）噪允
热量，粤、悦 项错误；根据反应热等于生成物总能量与反应物总

能量的差值可知，该反应热 驻匀越垣（葬原遭）噪允/皂燥造，月 项正确；化

学键断裂吸收热量，阅 项错误。

答案 月

绎考点三、热化学方程式的书写

例 猿 已知标准状况下，断开 员 皂燥造 匀原匀、匀原韵 和 韵越韵 吸

收的热量分别为 源猿远 噪允、源远猿 噪允、源怨缘 噪允（同一化学键断开或形

成时吸收或放出的热量相等）。则下列热化学方程式正确的是

（ ）

粤援匀圆韵（早）越匀圆（早）垣 12 韵圆（早） 驻匀越原源愿缘 噪允/皂燥造
月援匀圆韵（早）越匀圆（早）垣 12 韵圆（早） 驻匀越垣源愿缘 噪允/皂燥造
悦援圆匀圆（早）垣韵圆（早）越圆匀圆韵（早） 驻匀越垣源愿缘 噪允/皂燥造
阅援圆匀圆（早）垣韵圆（早）越圆匀圆韵（早） 驻匀越原源愿缘 噪允/皂燥造
解析 驻匀越各反应物的化学键断裂吸收的热量总和原各

生成物化学键形成释放的热量总和。故反应 匀圆韵（早）越匀圆（早）垣
12 韵圆（早）的反应热为 驻匀越（圆伊源远猿 噪允/皂燥造）原源猿远 噪允/皂燥造原（ 12 伊
源怨缘 噪允/皂燥造）越 垣圆源圆援缘 噪允/皂燥造。反应计量数加倍，焓变数值加倍，

正、逆反应焓变符号相反，故 阅 正确。

答案 阅
例 4 今有如下三个热化学方程式：

匀圆（早）垣 12 韵圆（早）越匀圆韵（早） 驻匀越葬 噪允/皂燥造
匀圆（早）垣 12 韵圆（早）越匀圆韵（造） 驻匀越遭 噪允/皂燥造
圆匀圆（早）垣韵圆（早）越圆匀圆韵（造） 驻匀越糟 噪允/皂燥造
关于它们的下列表述正确的是 （ ）

粤援它们都是吸热反应 月援葬、遭 和 糟 均为正值

悦援反应热的关系：葬越遭 阅援反应热的关系：圆遭越糟
解析 粤 项，匀圆 燃烧属于放热反应；月 项，放热反应的焓

变为负值；悦 项，生成 员 皂燥造 匀圆韵（早）放出热量比生成 员 皂燥造 匀圆韵（造）
放出热量少，所以 葬跃遭；阅 项，状态相同，由于化学计量数成 圆
倍关系，所以 圆遭越糟。

答案 阅

放热反应、吸热反应与反

应条件的关系

员援放热反应完成时，生成

物释放的总热量大于反应物

吸收的总热量。由于反应后放

出热量（释放给环境）使反应

体系的能量降低，故 驻匀约园，即
驻匀 为“原”。

圆援吸热反应完成时，生成

物释放的总热量小于反应物

吸收的总热量。由于反应时从

环境吸收热量而使反应体系

的能量升高，故 驻匀跃园，即 驻匀
为“垣”。

驻匀 的正、负和吸热反应、

放热反应的关系

第一节 化学反应与能量的变化

第一章 化学反应与能量

知识通关

考点通关

第一章 化学反应与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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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援中和反应反应热的测定方法：先将反应器置于绝

热容器中，然后在反应器内将酸、碱稀溶液混合，发生中

和反应，放出的热传入水（稀溶液）中，测量出水（稀溶

液）的温度变化，根据水的质量、比热容等即可求出反

应放出的热量。

圆援实验装置

环形玻璃
搅拌棒

温度计

硬纸板

碎纸条

猿援实验步骤

（员）在大烧杯底部垫塑料泡沫，使放入的小烧杯与

大烧杯口相平，然后在中间填满塑料泡沫，在大烧杯上

盖上盖板（中间带孔）。

（圆）量取 缘园 皂蕴 园援缘 皂燥造/蕴 盐酸倒入上述小烧杯中，测

量温度，记录，洗涤温度计。

（猿）量取 缘园 皂蕴 园援缘缘 皂燥造/蕴 氢氧化钠溶液倒入另一

烧杯中，测量温度，记录，洗涤温度计。

（源）把套有盖板的温度计和环形玻璃搅拌棒放入小

烧杯的盐酸中，并把量筒中的 晕葬韵匀 溶液一次性倒入小

烧杯中，盖好盖板。用环形玻璃搅拌棒轻轻搅拌溶液，并

准确读取混合溶液的最高温度，记录，洗涤温度计。

（缘）重复实验操作三次，记录每次的实验数据，取其

平均值作为计算依据。

起始温度 贼员 终止

温度 贼圆
温度差

（贼圆原贼员）匀悦造 晕葬韵匀 平均值

员
圆
猿

温度/益
实验

源援数据处理

（员）测量盐酸、氢氧化钠温度后，计算两温度的平均

值，取三次实验的平均值为 贼员。
（圆）取三次实验中充分搅拌反应后，读取的最高温

度的平均值为终止温度 贼圆。
缘援计算反应热

盐酸、氢氧化钠溶液为稀溶液 ，其 密度 近 似 地认

为都是 员 早/糟皂猿，稀盐酸和氢氧化钠溶液的质量 皂越员园园 早，
反应后溶液的比热容 糟越源援员愿 允/（早·益）。

该实验中盐酸和 晕葬韵匀 溶液反应放出的热量 匝越
糟皂驻贼越园援源员愿（贼圆原贼员）噪允。生成 员 皂燥造 匀圆韵 时的反应热 驻匀越
原园援源员愿（贼圆原贼员）/园援园圆缘 噪允/皂燥造。

实验题练习

缘园 皂蕴 园援缘园 皂燥造/蕴 盐酸与 缘园 皂蕴 园援缘缘 皂燥造/蕴 晕葬韵匀
溶液在如图所示的装置中进行中和反应。通过测定反应

过程中所放出的热量可计算中和热。回答下列问题：

温度计

烧杯

碎泡沫塑料

（员）从实验装置上看，图中尚缺少的一种玻璃仪器

是 __________________，烧杯间填满碎泡沫塑料的作

用是 _____________。
（圆）大烧杯上如不盖硬纸板，则求得的中和热数值

____________（填“偏大”、“偏小”或“无影响”）。

（猿）实验中若改用 远园 皂蕴 园援缘园 皂燥造/蕴 盐酸跟 缘园 皂蕴
园援缘缘 皂燥造/蕴 晕葬韵匀 溶液进行反应，与上述实验相比，所放

出的热量 ____________（填“相等”或“不相等”），所求

中和热的数值 ____________（填“相等”或“不相等”），

理由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源）三次平行操作测得的数据中，起始时盐酸与烧

碱溶液温度相同，而终止温度与起始温度之差（贼圆原贼员）分
别为 圆援猿 益、圆援源 益、圆援怨 益，则最终代入计算式的温度差

的平均值为 ____________益。

判断下列说法是否正确，正确的划“姨”，错误的划

“伊”。
（1）放热反应不需要加热就能反应，吸热反应不加

热就不能反应 （ ）

（2）物质发生化学变化都伴有能量的变化 （ ）

（3）吸热反应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发生 （ ）

（4）Na 转化为 Na垣时，吸收的热量就是该过程的反

应热 （ ）

（5）水蒸气变为液态水时放出的热量就是该变化的

反应热 （ ）

（6）同温同压下，反应 H2（g）垣Cl2（g）=2HCl（g）在光

照和点燃条件下的 驻H 不同 （ ）

（7）可逆反应的 驻H 表示完全反应时的热量变化，

与反应是否可逆无关 （ ）

（8）由 H+（aq）+OH原（aq）=H2O（l） 驻H=原57.3 kJ/mol
知，中和热为 57.3 kJ/mol

解析 （1）（猿）吸热反应是反应物总能量小于生成

物总能量的反应，在化学变化过程中，需要持续不断地

吸收热量。反应是放热反应还是吸热反应与反应发生是

否需要加热没有必然的联系。加热条件下进行的反应不

一定是吸热反应，如 Fe垣S吟=FeS 是放热反应；不需要加

热就能进行的反应也不一定是放热反应，如 NH4Cl 与
Ba（OH）2·8H2O 反应不需要加热，但该反应是吸热反应。

由此可知化学反应是吸热反应还是放热反应与反应条

件无关，而是决定于反应物总能量与生成物总能量的相

对大小。

（4）（5）是物理变化过程，其能量变化不能称为反

应热。

（6）反应热是指按照化学方程式中的化学计量数完

全反应时所放出或吸收的热量，与反应条件无关。

（8）中和热是指稀的酸与碱溶液反应生成1 mol
H2O 时放出的热量，由题目所给热化学方程式知，H+、

OH原分别代表的是强酸、强碱，因此只有强酸与强碱的中

和热才是 57.3 kJ/mol，其他类型的酸碱之间的中和热不

是 57.3 kJ/mol。
答案 （1）伊 （2）姨 （3）伊 （4）伊 （5）伊 （6）伊

（7）姨 （8）伊

关于中和热的理解

员援中和热的概念：酸和碱在稀溶液

中发生中和反应生成员 皂燥造 液态 匀圆韵 时

的反应热。

圆援浓的强酸和强碱在发生中和反

应的同时还要发生溶解，溶解要放出热

量；若是浓的弱酸和弱碱在发生中和反

应的同时还要发生电离，电离要吸收热

量，故放出的热量均不完全是中和热。

猿援强酸和强碱在稀溶液中发生中

和反应时，员 皂燥造 匀垣和 员 皂燥造 韵匀原反应生

成 员 皂燥造 匀圆韵（造），放出 缘苑援猿 噪允 的热量，

表 示 为 匀 垣（葬择）垣韵匀 原（葬择）越匀圆韵（造）
驻匀越原缘苑援猿 噪允/皂燥造。

资料卡片

本课思考问题：

问题 员：中和热测定实验成功的关

键问题是防止热量散失，课本实验中采

取方法是什么？还可以如何改进？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______赃赃赃赃赃赃赃赃______赃
赃赃赃赃赃赃赃______赃赃赃赃赃赃赃赃______赃赃赃赃赃赃

问题圆援为什么采用环形玻璃棒搅

拌混合液？可不可以用普通玻璃棒？能不

能用振荡的方法混匀溶液？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______赃赃赃赃赃赃赃赃______赃
赃赃赃赃赃赃赃______赃赃赃赃赃赃赃赃______赃赃赃赃赃赃

问题猿援为什么测定中和热时要用稍

过量的酸（或碱）？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______赃赃赃赃赃赃赃赃______赃
赃赃赃赃赃赃赃______赃赃赃赃赃赃赃赃______赃赃赃赃赃赃

问题源援为什么强酸强碱的中和热

是相同的？弱酸、弱碱参加的中和反应

的中和热小于缘苑援猿 噪允/皂燥造？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______赃赃赃赃赃赃赃赃______赃

赃赃赃赃赃赃赃______赃赃赃赃赃赃赃赃______赃赃赃赃赃赃

实验通关 ———中和热的测定

易错贴示

参 考 答 案

（员）环形玻璃搅拌棒 保温、隔热，

减少实验过程中的热量损失

（圆）偏小

（猿）不相等；相等；远园 皂蕴 园援缘园 皂燥造/蕴
盐酸和 缘园 皂蕴 园援缘缘 皂燥造/蕴 烧碱溶液反

应，能生成 园援园圆苑 缘 皂燥造 匀圆韵，而 缘园 皂蕴
园援缘园 皂燥造/蕴 盐酸与 缘园 皂蕴 园援缘缘 皂燥造/蕴 烧

碱溶液反应只能生成 园援园圆缘 皂燥造 匀圆韵，

因此所放出的热量不相等，中和热是指

在稀溶液中，酸与碱发生中和反应生成

员 皂燥造 匀圆韵 时所放出的热量，与酸、碱

的用量无关，因此所求中和热相等

（4）2.35 益

易错贴示

绎知识点一、燃烧热

1.概念：25 益、101 kPa 时，员mol 纯物

质完全燃烧生成稳定的氧化物时所放出

的热量，称为该物质的燃烧热。

2.符号和单位：符号为 驻匀，单位是

kJ/mol。
3.含义：如 25 益、101 kPa 时，甲醇的

燃烧热为 726.51 kJ/mol，表示在 25 益、

101 kPa时，1 mol甲醇完全燃烧生成 CO2（g）
和 H2O（l）时，放出 726.51 kJ 的热量。

4 .表示燃烧热的热化学方程式的

书写：

由于燃烧热是以 1 mol 物质完全燃烧

所放出的热量来定义的，因此在书写表示

燃烧热的热化学方程式时，应以燃烧

1 mol 物质为标准来配平其他物质的化学

计量数。如乙醇的燃烧热为 1 366.8 kJ/mol，
则表示乙醇燃烧热的热化学方程式为

C2H5OH（l）+3O2（g）=2CO2（g）+3H2O（l）
驻H=原1 366.8 kJ/mol。

绎知识点二、能源

1.能源就是能提供能量的资源，它包

括化石燃料（煤、石油和天然气）、阳光、风

力、流水、潮汐以及柴草等。

圆.解决能源危机的方法

科学地控制燃烧反应，使燃料充分燃

烧，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

寻找新的能源，现正探索的新能源有

太阳能、氢能、风能、地热能、海洋能和生

物质能等，它们资源丰富，可以再生，没有

污染或很少有污染。

判断下列说法是否正确，正确的划“姨”，错误的划

“伊”（以下 驻H 的数值均正确）。

（1）S（s）+ 32 O2（g）=SO3（g） 驻H=原315 kJ/mol（燃烧

热） （ ）

（圆）已知 H+（aq）+OH原（aq）=H2O（aq） 驻H=原57.3 kJ/mol，
则 H2SO4 和 Ba（OH）2 反应的反应热 驻H=2伊（原57.3）kJ/mol

（ ）

（猿）燃料电池中将甲醇蒸气转化为氢气的热化学方

程式是 CH3OH（g）+ 1圆 O2（g）=CO2（g）+2H2（g） 驻H =
原192.9 kJ/mol，则 CH3OH（g）的燃烧热为 192.9 kJ/mol

（ ）

（源）氢气的燃烧热为 285.8 kJ/mol，则 2H2O（g）=
2H2（g）+O2（g） 驻H=+571.6 kJ/mol （ ）

（缘）已知 101 kPa 时，2C（s）+O2（g）=2CO（g） 驻H=
原221 kJ/mol，则该反应的反应热为 221 kJ/mol （ ）

（远）CO 的燃烧热是 283 kJ/mol，则 2CO2（g）=2CO（g）
+O2（g）反应的 驻H=+（2伊283）kJ/mol （ ）

解析 （1）产物是三氧化硫，不符合燃烧热的概念。

（圆）H2SO4 和 Ba（OH）2 反应所表现出的反应热为

2H+（aq）+2OH原（aq）=2H2O（aq）与 SO42原（aq）+Ba2+（aq）=
BaSO4（s）两种反应热的综合结果。

（猿）甲醇完全燃烧的稳定氧化物为二氧化碳气体和

液态水，题中反应生成二氧化碳和氢气的反应热不是燃

烧热。

（源）根据氢气的燃烧热可推出热化学方程式：2H2O（l）
=2H2（g）+O2（g） 驻H=+571.6 kJ/mol，而不能推出 2H2O（g）
=2H2（g）+O2（g）的反应热。

（缘）描述反应热时，无论用“反应热”、“焓变”还是用

“驻H”，其数值前均需带“+”、“原”号；由于中和反应和燃

烧均是放热反应，故描述中和热和燃烧热时可不带“+”、
“原”号。

答案 （1）伊 （圆）伊 （猿）伊 （源）伊 （缘）伊 （远）姨

绎知识点三、对燃烧热的理解

1.燃烧热是反应热的一种，其 驻H 为“原”或 驻H约0，反应

条件：101 kPa。而反应热的 驻H 可能为“原”，也可能为“+”，
即 驻H跃0 或 驻H约0。

2.燃烧热通常是由实验测得的，即可燃物以 1 mol 纯物

质作为标准，测量燃烧时放出热量的数值。

3.燃烧热概念中“完全燃烧生成稳定的氧化物”是指单

质或化合物燃烧后变为最稳定的氧化物。完全燃烧时，下列

元素要生成对应的氧化物：C寅CO2（g）、H寅H2O（l）、S寅SO2（g）。
4.书写表示燃烧热的热化学方程式时，应以燃烧 1 mol

物质为标准来配平其余物质的化学计量数，其他物质的化

学计量数可用分数表示。

5.用文字叙述燃烧热时，用“正值”或“驻H”表示，如丙

烷 的 燃 烧 热 为 2 219.9 kJ/mol；丙 烷 的 燃 烧 热 驻H 越
原2 219.9 kJ/mol。

绎考点 员 燃烧热概念

例 员 运用有关概念判断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

粤援员 皂燥造 匀圆 燃烧放出的热量为 匀圆 的燃烧热

月援圆杂韵圆（早）垣韵圆（早）越圆杂韵猿（早）和 源杂韵圆（早）垣
圆韵圆（早）越源杂韵猿（早）的 驻匀 相等

悦援 已 知 圆悦韵（早）垣韵圆（早）越圆悦韵圆（早） 驻匀 越
原缘远远 噪允/皂燥造，则 悦韵 的燃烧热为原圆愿猿 噪允

阅援苯（造）的燃烧热为 猿 圆远缘 噪允/皂燥造，但苯燃烧

生成 员 皂燥造 悦韵圆（早）时放出的热量不一定为 缘源源援圆 噪允
解析 粤 项，员 皂燥造 氢气燃烧生成液态水时

放出的热量为氢气的燃烧热；月 项，驻匀 与物质的

化学计量数有关，化学计量数不同，则 驻匀 不同；

悦 项，燃烧热的单位为 噪允/皂燥造，由题意可知，悦韵 的

燃烧热为原圆愿猿 噪允/皂燥造；阅 项，根据燃烧热的概念，

苯燃烧生成 员 皂燥造 悦韵圆（早）和液态水时，放出的热

量为 缘 源源圆 噪允，若水为气态水，则不一定。

答案 阅。

绎考点二、燃烧热热化学方程式的判断

例 圆 （圆园员愿 黑龙江哈尔滨市期末）下列热

化学方程式中 驻匀 的数值表示可燃物燃烧热的

是 （ ）

粤援悦韵（早）垣员/圆韵圆（早）越悦韵圆（早） 驻匀越原圆愿猿 噪允/皂燥造
月援悦匀源（早）垣圆韵圆（早）越悦韵圆（早）垣圆匀圆韵（早） 驻匀 越

原愿园圆援猿 噪允/皂燥造
悦援圆匀圆（早）垣韵圆（早）越圆匀圆韵（造） 驻匀越原缘苑员援远 噪允/皂燥造
阅援匀圆（早）垣悦造圆（早）越圆匀悦造（早） 驻匀越原员愿源援远 噪允/皂燥造
解析 产物中的水是气体，属于不稳定氧化

物，故 月 错误；热化学方程式中是 圆 皂燥造 可燃物

氢气燃烧放热，不符合燃烧热的概念，故 悦 错误；

匀悦造 不是氧化物，不符合燃烧热的概念要求，故

阅 错误。

答案 粤。

绎考点三、燃烧热计算

例 猿 （圆园员愿 云南昭通校级月考）沼气是一

种能源，它的主要成分是 悦匀源，园援缘 皂燥造 悦匀源 完全

燃烧生成 悦韵圆 和匀圆韵 时，放出 源源缘 噪允 的热量，则

表示 悦匀源 燃烧热的热化学方程式正确的是

（ ）

粤援 12 悦匀源（早）垣韵圆（早）越 12 悦韵圆（早）垣匀圆韵（造）
驻匀越原源源缘噪允/皂燥造

月援悦匀源垣圆韵圆越悦韵圆垣2匀圆韵 驻匀越原愿怨园 噪允/皂燥造
悦援悦匀源（早）垣圆韵圆（早）越悦韵圆（早）垣圆匀圆韵（造） 驻匀 越

原愿怨园 噪允/皂燥造
阅援悦匀源（早）垣圆韵圆（早）越悦韵圆（早）垣圆匀圆韵（造） 驻匀 越

垣愿怨园 噪允/皂燥造
解析 园援缘 皂燥造 悦匀源 完全燃烧生成 悦韵圆 和液

态水时，放出 源源缘 噪允 热量，员 皂燥造 悦匀源 在氧气中燃

烧生成 悦韵圆 和液态水，放出 愿怨园 噪允 热量，则热化

学方程式为 悦匀源（早）垣圆韵圆（早）越悦韵圆（早）垣圆匀圆韵（造）
驻匀越原愿怨园 噪允/皂燥造。

答案 悦。
绎考点四、能源

例 源 科学家最近的研究表明，大量使用

“耘愿缘”（含乙醇 85%的乙醇汽油）可能导致大气中

韵猿 含量上升，将会对人体造成更直接的伤害。寻

找新化石燃料替代能源成为化学工作者研究的

新课题。下列各项描述中正确的是 （ ）

粤援等质量的“耘愿缘”和汽油充分燃烧后放出的

热量相等

月援韵猿 与 韵圆 互为同素异形体

悦援“耘愿缘”是由两种物质组成的混合物

阅援推广使用乙醇汽油是为了减少温室气体

排放

解析 等质量的“耘愿缘”和汽油充分燃烧，放

出的热量不同，故 粤 错误；韵圆 与 韵猿 都是由氧元素

组成的结构不同的单质，互为同素异形体，故 月
正确；“耘愿缘”是含乙醇 愿缘豫的乙醇汽油，汽油是多

种烃的混合物，故 悦 错误；温室气体是二氧化碳，

乙醇汽油含有碳元素，燃烧生成二氧化碳，故 阅
错误。

答案 月

第二节 燃烧热 能 源

知识通关

考点通关

第一章 化学反应与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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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反应热计算

方法指导

绎知识点一、盖斯定律

1.定律描述：大量事实证明，不管化学反应是一步完

成，还是分几步完成，其反应热是不变的，即化学反应的

反应热只与反应体系的始态和终态有关，而与反应的途

径无关。

2.定律论证

假设反应体系的始态为 S，终态为 L，它们之间的变

化用两段弧线（可以包含任意数目的中间步骤）连接如下：

驻H1

驻H2

S L

根据质量守恒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知 驻H1垣驻H2越园。
根据盖斯定律和反应的始态、终态（即箭头方向）可写出

反应热关系的表达式，有时忽视了箭头方向，导致表达式

书写错误。

绎知识点二、反应热的计算

1.反应热的计算依据：根据热化学方程式、反应热的

数据和盖斯定律，可以计算一些反应的反应热。

2.反应热计算的注意事项

淤反应热数值与各物质的化学计量数成正比，因此

热化学方程式中各物质的化学计量数改变时，其反应热

数值需同时做相同倍数的改变。

于热化学方程式中的反应热是指反应按所给形式完

全进行时的反应热。

盂正反应和逆反应的反应热数值相等，符号相反。

榆利用盖斯定律分析问题时，可将待求 驻匀 的热化

学方程式叫做“目标方程式”，把待合并的方程式叫做“子

方程式”。列式计算的方法是将“目标方程式”中的每一种

物质都在“子方程式”中找到，用“同侧（等号的同一侧）相

加，异侧相减”的方法，把“子方程式”的 驻匀 进行加减。

绎考点 员 根据键能计算反应热

例 员 已知：淤悦（泽）垣匀圆韵（早）越悦韵（早）垣匀圆（早） 驻匀越
葬 噪允/皂燥造；于圆悦（泽）垣韵圆（早）越圆悦韵（早） 驻匀越原圆圆园 噪允/皂燥造。匀原匀、

韵越韵 和 韵原匀 键的键能分别为 源猿远 噪允/皂燥造、源怨远 噪允/皂燥造 和
源远圆 噪允/皂燥造，则 葬为 （ ）

粤援原猿猿圆 月援原员员愿
悦援垣猿缘园 阅援垣员猿园
解析 根据盖斯定律，由于原淤伊圆 可得：圆匀圆（早）垣韵圆（早）

越圆匀圆韵（早），则有 驻匀越原（圆圆园垣圆葬）噪允/皂燥造。根据键能与反应

热的关系可得，该反应的反应热 驻匀越（圆伊源猿远 噪允/皂燥造垣
源怨远 噪允/皂燥造）原（源伊源远圆 噪允/皂燥造）越原源愿园 噪允/皂燥造，则有原（圆圆园垣
圆葬）噪允/皂燥造越原源愿园 噪允/皂燥造，解得 葬越垣员猿园。

答案 阅。

绎考点 圆 根据盖斯定律计算反应热

例 圆 根据相关信息，回答问题：

（员）（广东理综）已知：淤14 悦葬杂韵源（泽）垣悦韵（早）= 14 悦葬杂（泽）
垣悦韵圆（早） 驻匀员越原源苑援猿 噪允/皂燥造；

于悦葬杂韵源 （泽）垣悦韵 （早）=悦葬韵 （泽）垣悦韵圆 （早）垣杂韵圆（早）
驻匀圆越垣圆员园援缘 噪允/皂燥造；

盂悦韵（早）= 12 悦（泽）垣 12 悦韵圆（早） 驻匀猿越原愿远援圆 噪允/皂燥造。
反应 圆悦葬杂韵源（泽）垣苑悦韵（早）=悦葬杂（泽）垣悦葬韵（泽）垣远悦韵圆（早）垣

悦（泽）垣杂韵圆（早）的 驻匀越赃赃赃赃赃赃赃（用 驻匀员、驻匀圆 和 驻匀猿 表示）。

（圆）（新课标全国理综玉）已知：

淤甲醇的脱水反应：圆悦匀猿韵匀（早）越悦匀猿韵悦匀猿（早）垣匀圆韵（早）
驻匀员越原圆猿援怨 噪允/皂燥造

于甲醇制烯烃的反应：圆悦匀猿韵匀（早）越悦圆匀源（早）垣圆匀圆韵（早）
驻匀圆越原圆怨援员 噪允/皂燥造

盂乙醇的异构化反应：悦圆匀缘韵匀 （早）越悦匀猿韵悦匀猿（早）
驻匀猿越垣缘园援苑 噪允/皂燥造 则乙烯气相直接水合反应 悦圆匀源（早）垣
匀圆韵（早）越悦圆匀缘韵匀（早）的 驻匀越赃赃赃赃赃赃赃赃噪允/皂燥造。

解析 （员）根据盖斯定律，由反应淤伊源垣反应于垣反

应盂伊圆 可得目标热化学方程式：圆悦葬杂韵源（泽）垣苑悦韵（早）=
悦葬杂（泽）垣悦葬韵（泽）垣远悦韵圆（早）垣悦（泽）垣杂韵圆（早），则反应热为

驻匀越源驻匀员垣驻匀圆垣圆驻匀猿。

（圆）根据盖斯定律，由反应淤原反应于原反应盂可得：

悦圆匀源（早）垣匀圆韵（早）越悦圆匀缘韵匀（早），则反应热为 驻匀越驻匀员原
驻匀圆原驻匀猿越（原圆猿援怨 噪允/皂燥造）原（原圆怨援员 噪允/皂燥造）原（垣缘园援苑 噪允/皂燥造）
越原源缘援缘 噪允/皂燥造。

答案 （员）源驻匀员垣驻匀圆垣圆驻匀猿；（圆）原源缘援缘。
绎考点 3 盖斯定律在物质稳定性比较中的应用

例 3 在烃分子中去掉 圆 个氢原子形成一个双键是

吸热反应，大约需 员员苑耀员圆缘 噪允/皂燥造 的热量，但 员，猿原环己二

烯失去 圆 个氢原子转化成苯是放热反应，驻匀越原圆猿援源 噪允/皂燥造，
以上事实表明 （ ）

粤援员，猿原环己二烯加氢是吸热反应

月援员，猿原环己二烯比苯稳定

悦援苯加氢生成环己二烯是吸热反应

阅援苯比环己烷稳定

解析 根据题意，将涉及到的三种物质对应的焓变

表示如下图。从中可以看出，能量最高的是 员，猿原环己二

烯，其次是苯，最低是环己烷。物质的能量越高，其稳定性

越差，即稳定性顺序为：环己烷跃苯跃员，猿原环己二烯，月、阅
项错误。员，猿原环己二烯加氢生成的是环己烷，是能量降低

的过程，属于放热反应，粤 项错误；苯加氢生成环己二烯

是能量升高的过程，属于吸热反应，悦 项正确。

答案 悦。

反应热比较

1.同一反应的生成物状态不同时，

反应热大小的比较

已知：A（g）+B（g）=C（g） 驻H1约0 淤
A（g）+B（g）=C（l） 驻H2约0 于
C（g）=C（l） 驻H3约0 盂
比较驻H1与驻H2。
解：将方程式用如下途径表示，根据

盖斯定律有：驻H3=驻H2-驻H1，因为驻H1约0、
驻H2约0、驻H3约0，所以驻H2约驻H1。

A（g）+B（g） C（g）
驻H1

驻H2 C（l）
驻H3

2.同一反应的反应物状态不同时，

反应热大小的比较

已知：S（g）+O2（g）=SO2（g） 驻H1约0 淤
S（s）+韵2（g）=SO2（g） 驻H2约0 于
S（g）=S（s） 驻H3约0 盂
比较驻H1与驻H2。
解：方程式盂+方程式于得方程式

淤，故驻H2+驻H3=驻H1，由驻H1约0、驻H2约0、
驻H3约0得驻H1约驻H2。

3.两个有联系的不同反应的反应

热大小的比较

已知：C（s）+韵2（g）=CO2（g） 驻H1约
0 淤

C（s）+ 12 韵2（g）=CO（g） 驻H2约0 于
比较驻H1与驻H2。

解：C（s） 驻H1 CO2（g）
C（s） 驻H2 CO（g） 驻H3 CO2（g）
故驻H2+驻H3=驻H1，由驻H1约0、驻H2约

0、驻H3约0得驻H1约驻H2。

驻H越原23.4 kJ/mol
驻H越234
~250 kJ/mol 驻H约0

耘

知识通关

考点通关

已知条件 计算方法

热化学
方程式
法

热 化 学 方 程
式、某种反应
物 或 生 成 物
的量

反应热数值与各物质
的化学计量数成正比，
因此把 驻H 与热化学
方程式中的计量数一
起进行计算，即可得到
要求的 驻H

反应前
后能量
法

反 应 物 具 有
的总能量、生
成 物 具 有 的
总能量

驻H越生成物具有的能
量之和原反应物具有的
能量之和

化学键
键能法

反应物、生成
物的键能

驻H越反应物的键能之
和原生成物的键能之和

燃烧
热法

燃烧热数值 匝（放）越灶（可燃物）伊渣驻匀渣

盖斯定
律法

根 据 已 知 条
件 能 写 出 两
个 或 两 个 以
上 的 热 化 学
方程式

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热化学方程式包括其
驻H 相 加 或 相 减 ，得
到一个新的热化学方
程式

反应热计算方法

9援由图分析，下列说

法正确的是 （ ）

粤援粤寅月垣悦 和 月垣悦寅
粤 两个反应吸收或放出的

热量不等

月援粤寅月垣悦 驻匀约园
悦援粤 具有的焓高于 月 和 悦 具有焓的总和

阅援粤寅月垣悦 驻匀跃园，则 月垣悦寅粤 驻匀约园
10援反应 粤垣月寅悦（驻匀约园）分两步进行：淤粤垣月寅载

（驻匀跃园），于载寅悦（驻匀约园）。下列示意图中，能正确表

示总反应过程中能量变化的是 （ ）

A+B
C

X
反应过程

能
量

A+B
CX

反应过程

能
量

A B

A+B
CX

反应过程

能
量

A+B C
X

反应过程

能
量

C D
11援（圆园员6·河北石家庄质检）已知某反应 粤（早）垣月（早）
悦（早）垣阅（早），反应过程中的能量变化如图所示，

回答下列问题。

E1

E2

悦（早）垣阅（早）

粤（早）垣月（早）
反应过程

能量

（员）该反应是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反应（填“吸热”或“放

热”），该反应的 驻匀越赃赃赃赃赃_______赃赃赃噪允/皂燥造（用含

耘员、耘圆 的代数式表示），员 皂燥造 气体 粤 和 员 皂燥造 气体 月

具有的总能量比 员 皂燥造 气体 悦 和 员 皂燥造 气体 阅 具有

的总能量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填“一定高”、“一定低”或“高低

不一定”）。

（圆）若在反应体系中加入催化剂使反应速率增

大，则 耘员 和 耘圆 的变化是：耘员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耘圆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驻匀赃赃赃赃赃赃赃（填“增大”、“减小”或“不变”）。

12.如图为表示某反应过程的能量变化曲线。

E1

E2

E3

反应过程

E

（1）该图能否表示反应 N2+O2=2NO（驻H跃0）的反

应过程 ______（选填“能”或“否”），理由是 ______。
（2）图中表示该反应反应热的是 _______（选填

“E1”、“E2”或“E3”，下同），表示该反应正反应活化能

的是 _____。

1.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

A.在化学反应中，发生物质变化的同时不一定

发生能量变化

B.驻H跃0 表示放热反应，驻H约0 表示吸热反应

C.驻H 的大小与热化学方程式中的计量数无关

D.反应产物的总焓大于反应物的总焓时，驻H跃0
2援（圆园员8·安徽省庐江县六校联盟）根据如图所示

的反应，判断下列说法中错误的是 （ ）

Ca2+ CO32- CaO CO2

+2+ 2+ 2-垣

碳酸钙的热分解示意图

粤援悦韵圆（早）和 悦葬韵（泽）的总能量大于 悦葬悦韵猿（泽）的

总能量

月援该反应的焓变大于零

悦援该反应中有离子键断裂也有共价键断裂，化

学键断裂吸收热量，化学键生成放出热量

阅援由该反应可推出凡是需要加热才发生的反应均

为吸热反应

3援在一定条件下，已知一个氢原子失去一个电子

需吸收 葬 噪允 热量。同一条件下有以下说法，其中正确

的是 （ ）

淤一个 匀圆 失去 圆 个电子需吸收 圆葬 噪允 热量

于一个 匀垣得到一个电子需吸收 葬 噪允 的热量

盂一个 匀垣得到一个电子会放出 葬 噪允 的热量

榆匀垣匀寅匀圆 会放出 圆葬 噪允 的热量

粤援淤于榆 月援于盂榆
悦援盂榆 阅援盂
4援（圆园员8·山西朔州检测）下列图示变化为吸热反

应的是 （ ）

508
晕圆（早）垣猿匀圆（早）

远园园
圆晕匀猿（早）

能量（k允/mol）

O 反应过程

月

反应物

生成物能量

反应过程韵
粤

稀盐酸

锌粉
阅

浓硫酸

悦
水

5援H2 与 O2 发生反应的过程用模型图示如下

（“原”表示化学键），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

玉 域

芋

A.过程玉是吸热过程

B.过程芋一定是放热过程

C.该反应过程所有旧化学键都断裂，且形成了新

化学键

D.该反应的能量转化形

式只能以热能的形式进行

6.如图表示某反应的能

量变化，对于该图的理解，

你认为一定正确的是

（ ）

A.曲线玉和曲线域分别表示两个化学反应的能

量变化

B.曲线域可表示反应 2KClO3 吟
MnO2 2KCl+3O2尹

的能量变化

C.该反应不需要加热就能发生

D.该反应的 驻H=-（E2-E1）

7.下列反应中符合图示能量变化的是 （ ）

反应物

生成物

反应过程

能量

粤援电解 粤造圆韵猿 得到 粤造 和 韵圆
月援匀悦造 分解为 匀圆 和 悦造圆
悦援晕葬 与 匀圆韵 反应

阅援月葬（韵匀）圆·愿匀圆韵 和 晕匀源悦造 晶体混合反应

8.已知化学反应 粤圆（早）垣月圆（早）越圆粤月（早）的能量变

化如下图所示，则下列叙述中正确的是 （ ）

能量（kJ/mol）

a
b

1 mol A2（g）+1 mol B2（g）
2 mol AB（g）

O 反应过程

粤援每生成两分子 粤月 吸收 遭 噪允 热量

月援该反应热 驻匀越垣（葬原遭）噪允/皂燥造
悦援该反应中反应物的总能量高于生成物的总能量

阅援断裂 员 皂燥造 粤-粤 键和 员 皂燥造 月-月 键，放出 葬 噪允
能量

第一节 化学反应与能量的变化

课时 1 反应热、焓变

A

B+C高

低

焓

生成物

反应历程

反应物 E1
E2

能量 玉

域

巩固提高

满分宝典

第一章 化学反应与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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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化学反应与能量的变化

课时 2 热化学方程式

员援对热化学方程式 悦（泽）垣匀圆韵（早）越悦韵（早）垣匀圆（早）
驻匀越垣员猿员援4 噪允/皂燥造 最准确的理解是 （ ）

粤援碳和水反应吸收 员猿员援4 噪允 热量

月援员 皂燥造 碳和 员 皂燥造 水反应生成一氧化碳和氢气，

同时放出 员猿员援4 噪允 热量

悦援员 皂燥造 碳和 员 皂燥造 水蒸气反应生成 员 皂燥造 悦韵 和

员 皂燥造 匀圆，同时吸收 员猿员援4 噪允 热量

阅援员 个固态碳原子和 员 分子水蒸气反应吸热

员猿员援4 噪允
圆援（圆园员8·黑龙江哈尔滨市第六中学月考）已知：

淤员 皂燥造 匀圆 分子中化学键断裂时吸收 源猿远 噪允 的热量；

于员 皂燥造 陨圆（早）中化学键断裂时吸收 员缘员 噪允 的热量；

盂由 匀 原子和 陨 原子形成 员 皂燥造 匀陨 气态分子时释放

圆怨怨 噪允 的热量。下列热化学方程式正确的是 （ ）

粤援圆匀陨（早）越匀圆（早）垣陨圆（早） 驻匀越垣员员 噪允/皂燥造
月援匀圆（早）垣陨圆（早）越圆匀陨（早） 驻匀越原圆圆 噪允/皂燥造
悦援匀圆（早）垣陨圆（早）越圆匀陨（早） 驻匀越垣圆愿愿 噪允/皂燥造
阅援匀圆（早）垣陨圆（早）越圆匀陨（早） 驻匀越原员源源 噪允/皂燥造
猿援（圆园员8·河北衡水市枣强中学高三期中）航天燃

料从液态变为固态，是一项重要的技术突破。铍是高

效率的火箭材料，燃烧时放出巨大的热量。已知 员 噪早
金属铍完全燃烧放出的热量为 远圆 苑园园 噪允，则铍燃烧

的热化学方程式正确的是 （ ）

粤援月藻垣 12 韵圆越月藻韵 驻匀越原缘远源援猿 噪允/皂燥造
月援月藻（泽）垣 12 韵圆（早）越月藻韵（泽） 驻匀越垣缘远源援猿 噪允/皂燥造
悦援月藻（泽）垣 12 韵圆（早）越月藻韵（泽） 驻匀越原缘远源援猿 噪允/皂燥造
阅援月藻（泽）垣 12 韵圆（早）越月藻韵（早） 驻匀越原缘远源援猿 噪允/皂燥造
源援工业生产水煤气的反应为 悦（泽）垣匀圆韵（早）越悦韵（早）

垣匀圆（早） 驻匀越垣员猿员援源 噪允/皂燥造，下列判断不正确的是

（ ）

粤援反应物能量总和小于生成物能量总和

月援悦韵（早）垣匀圆（早）越悦（泽）垣匀圆韵（早） 驻匀越原员猿员援源 噪允/皂燥造
悦援水煤气反应中生成 员 皂燥造 匀圆（早）吸收 员猿员援源 噪允

热量

阅援水煤气反应中生成 员 体积 匀圆（早）吸收 员猿员援源 噪允
热量

5.下列热化学方程式书写正确的是（驻H 的绝对

值均正确） （ ）

A.C2H5OH（l）+3O2（g）=2CO2（g）+3H2O（g） 驻H=
+1 367.0 kJ/mol

B.NaOH（aq）+HCl（aq）=NaCl（aq）+H2O（l） 驻H=

+57.3 kJ/mol
C.S（s）+O2（g）=SO2（g） 驻H=-297.0 kJ/mol
D.2NO2=O2+2NO 驻H=+116.2 kJ/mol
6援（2018·山西大同一中期末联合考试）已知下列

反应的能量变化示意图如下，下列有关说法正确的是

（ ）

驻匀=-297.0 kJ/mol
SO2（g）

反应过程

能量

S（s）+O2（g）
能量

SO2（g）+ 12 O2（g）
驻匀=-98.7 kJ/mol

SO3（g）
反应过程

A.1 mol S（g）与 O2（g）完全反应生成 SO2（g），反
应放出的热量小于 297.0 kJ

B.一定条件下 1 mol SO2（g）和 12 mol O2（g）反

应，生成 1 mol SO3（g）放出的热量为 98.7 kJ
C.在相同条件下，SO2（g）比 SO3（g）稳定

D.S（s）与 O2（g）反应生成 SO3（g）的热化学方程式

为 S（s）垣 32 O2（g）=SO3（g） 驻H越垣395.7 kJ/mol

7援实验测得 员园员 噪孕葬 时，员 皂燥造 匀圆 完全燃烧生成

液态水，放出 圆愿缘援愿 噪允 的热量；员 皂燥造 悦匀源 完全燃烧生

成液态水和 悦韵圆，放出 愿怨园援猿 噪允 的热量。下列热化学

方程式书写正确的是 （ ）

粤援圆匀圆（早）垣韵圆（早）越圆匀圆韵（造）
驻匀越原圆愿缘援愿 噪允/皂燥造
月援悦匀源（早）垣圆韵圆（早）越悦韵圆（早）垣圆匀圆韵（造）
驻匀越原愿怨园援猿 噪允/皂燥造
悦援悦匀源（早）垣圆韵圆（早）越悦韵圆（早）垣圆匀圆韵（早）
驻匀越原愿怨园援猿 噪允/皂燥造
阅援悦匀源（早）垣圆韵圆（早）越悦韵圆（早）垣圆匀圆韵（造）
驻匀越垣愿怨园援猿 噪允/皂燥造
8援（圆园员9·上海市六校联考）在 圆缘 益、员园员 噪孕葬 下，

员 早 甲醇（悦匀猿韵匀）完全燃烧生成 悦韵圆 和液态水时放出

热量 圆圆援远愿 噪允，下列热化学方程式中正确的是（ ）

粤援悦匀猿韵匀（造）垣 32 韵圆（早）越悦韵圆（早）垣圆匀圆韵（造） 驻匀 越
垣苑圆缘援愿 噪允/皂燥造

月援圆悦匀猿韵匀（造）垣猿韵圆（早）越圆悦韵圆（早）垣源匀圆韵（造） 驻匀越
原员 源缘圆 噪允/皂燥造

悦援圆悦匀猿韵匀（造）垣猿韵圆（早）越圆悦韵圆（早）垣源匀圆韵（造） 驻匀越
原苑圆缘援愿 噪允/皂燥造

阅援圆悦匀猿韵匀（造）垣猿韵圆（早）越圆悦韵圆（早）垣源匀圆韵（造） 驻匀越
垣员 源缘圆 噪允/皂燥造

9援（圆园员9·陕西西安中学质检）金刚石和石墨均为

碳的同素异形体。它们燃烧时，若氧气不足，生成一氧

化碳，若充分燃烧，则生成二氧化碳。反应中放出的热

量如图所示。

能量

反应物

总能量

驻匀员越原猿怨缘.源 kJ/mol 驻匀3越原110.5 kJ/mol
CO（g），员圆 O圆（g）

驻匀圆越原283.0 kJ/mol
悦O圆（g）

O圆（g），悦（石墨）
O圆（g），悦（金刚石）

中间产物

总能量

最终产物

总能量

反应过程

（员）等质量的金刚石和石墨完全燃烧，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填“金刚石”或“石墨”）放出的热量更多，写出表示石

墨完全燃烧的热化学方程式：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圆）在通常状况下，赃赃赃赃赃赃赃赃（填“金刚石”或“石

墨”）更稳定，写出石墨转化为金刚石的热化学方程

式：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猿）员圆 早 石墨在一定量空气中燃烧，生成气体 猿远 早，

该过程中放出的热量为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10.依据事实,写出下列反应的热化学方程式。

（1）0.5 mol N2（g）与 H2（g）反应，生成 NH3（g）放

出 46.1 kJ 的热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圆）圆 皂燥造 晕圆（早）与 韵圆（早）反应，生成 晕韵（早）吸收

员猿远 噪允 的热量：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猿）卫星发射可用肼（晕圆匀源）作燃料，圆 皂燥造 晕圆匀源（早）
在 韵圆（早）中燃烧，生成 晕圆（早）和 匀圆韵（早）放出 员 圆源源 噪允
的热量：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源）晕葬月匀源（泽）与匀圆韵（造）反应生成 晕葬月韵圆（泽）和匀圆（早），
在 圆缘 益、员园员 噪孕葬 下，已知每消耗 猿援愿 早 晕葬月匀源（泽）放

热 圆员援远 噪允，该反应的热化学方程式是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缘）下图是 员 皂燥造 晕韵圆（早）和 员 皂燥造 悦韵（早）反应生

成 悦韵圆（早）和 晕韵（早）过程中能量变化示意图，请写出

晕韵圆 和 悦韵 反应的热化学方程式：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E2=368 kJ·mol-1
E1=134 kJ·mol-1

反应过程

生成物

反应物

过渡态

a

b

c

能量

（6）在 25 益、101 kPa 下，已知 13.5 g 的固体 Al
单质在 O2 中完全燃烧后恢复至原状态，放热 419 kJ，
该反应的热化学方程式为 _____________________。

（7）25 益、101 kPa 时，13 g C2H2（g）完全燃烧放

出659 kJ 的热量，该反应的热化学方程式为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巩固提高

满分宝典

第一节 化学反应与能量的变化
课时 3 中和热及其测定

7援（圆园员8·广东佛山模拟）已知：员园员 噪孕葬 时 员 皂燥造 辛
烷完全燃烧生成液态水时放出的热量为 缘 缘员愿 噪允；强
酸和强碱在稀溶液中发生反应生成 员 皂燥造 匀圆韵 时放出

的热量为 缘苑援猿 噪允，则下列热化学方程式的书写正确的

是 （ ）

淤圆悦愿匀员愿（造）垣圆缘韵圆（早）越员远悦韵圆（早）垣员愿匀圆韵（早）
驻匀越原员员 园猿远 噪允/皂燥造

于圆悦愿匀员愿（造）垣圆缘韵圆（早）越员远悦韵圆（早）垣员愿匀圆韵（造）
驻匀越原员员 园猿远 噪允/皂燥造

盂匀垣垣韵匀原越匀圆韵 驻匀越原缘苑援猿 噪允/皂燥造
榆圆晕葬韵匀（葬择）垣匀圆杂韵源（葬择）越晕葬圆杂韵源（葬择）垣圆匀圆韵（造）

驻匀越原员员源援远 噪允/皂燥造
粤援淤盂 月援于盂
悦援于榆 阅援只有于
8援（圆园员8·东北师大附中月考）下列依据热化学方程

式得出的结论正确的是 （ ）

粤援已知 晕葬韵匀（葬择）垣匀悦造（葬择）越晕葬悦造（葬择）垣匀圆韵（造）
驻匀越原缘苑援猿 噪允/皂燥造，则含 源园援园 早 晕葬韵匀 的稀溶液与稀醋

酸完全中和，放出的热量小于 缘苑援猿 噪允
月援已知 圆匀圆（早）垣韵圆（早）越圆匀圆韵（早） 驻匀越原源愿猿援远 噪允/皂燥造，

则氢气的燃烧热为 圆源员援愿 噪允/皂燥造

悦援已知 圆悦（泽）垣圆韵圆（早）越圆悦韵圆（早） 驻匀越葬，圆悦（泽）垣韵圆（早）
越圆悦韵（早） 驻匀越遭，则 葬跃遭

阅援已知 孕（白磷，泽）越孕（红磷，泽） 驻匀约园，则白磷比

红磷稳定

9援实验室用 缘园 皂蕴 园援缘园 皂燥造/蕴 盐酸、缘园 皂蕴 园援缘缘 皂燥造/蕴
晕葬韵匀 溶液和如图所示装置，进行测定中和热的实验，

得到表中的数据：完成下列问题：

实验

次数

起始温度 t1/益 终止温

度 t2/益盐酸 NaOH 溶液

1 20.2 20.3 23.7
2 20.3 20.5 23.8
3 21.5 21.6 24.9

温度计

环形玻璃搅拌棒

碎泡沫塑料

（员）实验时不能用铜丝搅拌棒代替环形玻璃搅拌

棒的理由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圆）在操作正确的前提下，提高中和热测定准确性

的关键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猿）根据上表中所测数据进行计算，该实验测得的

中和热 驻匀越赃赃赃赃〔盐酸和 晕葬韵匀 溶液的密度按 员 早/糟皂猿

计算，反应后混合溶液的比热容（糟）按 源援员愿 允/（早·益）计

算〕。如用 园援缘 皂燥造/蕴 的盐酸与 晕葬韵匀 固体进行实验，则

实验中测得的“中和热”数值将 赃赃赃赃赃赃赃（填“偏大”、

“偏小”、“不变”）。其理由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源）若某同学利用上述装置做实验，有些操作不规

范，造成测得中和热的数值偏低，请你分析可能的原因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粤援测量盐酸的温度后，温度计没有用水冲洗干净

月援把量筒中的氢氧化钠溶液倒入小烧杯时动作迟缓

悦援做本实验的当天室温较高

阅援将 缘园 皂蕴 园援缘缘 皂燥造/蕴 氢氧化钠溶液取成了 缘园 皂蕴
园援缘缘 皂燥造/蕴 的氨水

耘援在量取盐酸时仰视计数

云援大烧杯的盖板中间小孔太大

1援（圆园员7·海南海口检测）已知反应：淤员园员 噪孕葬
时，圆悦（泽）垣韵圆（早）越圆悦韵（早） 驻匀越原圆圆员 噪允/皂燥造；于稀溶

液中，匀垣（葬择）垣韵匀原（葬择）越匀圆韵（造） 驻匀越原缘苑援猿 噪允/皂燥造。
下列结论正确的是 （ ）

粤援碳的燃烧热 驻匀约原员员园援缘 噪允/皂燥造
月援淤的反应热为 圆圆员 噪允/皂燥造
悦援稀硫酸与稀 晕葬韵匀 溶液反应的中和热 驻匀越原圆伊

缘苑援猿 噪允/皂燥造
阅援稀醋酸和稀 晕葬韵匀 溶液反应生成 员 皂燥造 匀圆韵，

放出 缘苑援猿 噪允 的热量

2援（圆园员7·吉林省实验中学模拟）下列有关热化学

方程式的书写及对应的表述均正确的是 （ ）

粤援密闭容器中，怨援远 早 硫粉与 员员援圆 早 铁粉混合加热

生成 员苑援远 早 硫化亚铁时，放出 员怨援员圆 噪允 热量。则 云藻（泽）
垣杂（泽）越云藻杂（泽） 驻匀越原怨缘援远 噪允/皂燥造

月援稀醋酸与 园援员 皂燥造/蕴 晕葬韵匀 溶液反应：匀垣（葬择）垣
韵匀原（葬择）越匀圆韵（造） 驻匀越原缘苑援猿 噪允/皂燥造

悦援已知 员 皂燥造 氢气完全燃烧生成液态水所放出的

热量为 圆愿缘援缘 噪允，则水分解的热化学方程式为 圆匀圆韵（造）
越圆匀圆（早）垣韵圆（早） 驻匀越垣圆愿缘援缘 噪允/皂燥造

阅援已知 圆悦（泽）垣韵圆（早）越圆悦韵（早） 驻匀越原圆圆员 噪允/皂燥造，
则可知 悦 的燃烧热 驻匀越原员员园援缘 噪允/皂燥造

3援（圆园员7·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月考）强酸和强碱

稀溶液的中和热可表示为 匀垣（葬择）垣韵匀原（葬择）越匀圆韵（造）
驻匀越原缘苑援猿 噪允/皂燥造。已知：

淤匀悦造（葬择）垣晕匀猿·匀圆韵（葬择）越晕匀源悦造（葬择）垣匀圆韵（造）

驻匀越原葬 噪允/皂燥造
于匀悦造（葬择）垣晕葬韵匀（泽）越晕葬悦造（葬择）垣匀圆韵（造）

驻匀越原遭 噪允/皂燥造
盂匀晕韵猿（葬择）垣运韵匀（葬择）越运晕韵猿（葬择）垣匀圆韵（造）

驻匀越原糟 噪允/皂燥造
则 葬、遭、糟 三者的大小关系为 （ ）

粤援葬跃遭跃糟 月援遭跃糟跃葬
悦援葬越遭越糟 阅援无法比较

4.分别取 40 mL 的 0.50 mol/L 盐酸与 40 mL
0.55 mol/L 氢氧化钠溶液进行中和热的测定。下列说

法错误的是 （ ）

A
温度计

碎泡沫

A.稍过量的氢氧化钠是确保盐酸完全反应

B.仪器 A 的名称是环形玻璃搅拌棒

C.在实验过程中，把温度计上的酸用水冲洗干净

后再测量 NaOH 溶液的温度

D.用 Ba（OH）2 和硫酸代替盐酸和氢氧化钠溶液，

结果也是正确的

5援中和热测定实验中，下列操作一定会降低实验

准确性的是（实验中碱过量） （ ）

粤援用量杯取所用药品

月援盐酸溶液在倒入小烧杯时，有少量溅出

悦援大、小烧杯体积相差较大，夹层间放的碎泡沫

塑料较多

阅援测量 匀悦造 溶液的温度计用水洗净后再用来测

晕葬韵匀 溶液的温度

6援用 缘园 皂蕴 园援缘园 皂燥造/蕴 盐酸与 缘园 皂蕴 园援缘缘 皂燥造/蕴
晕葬韵匀 溶液在如图所示的装置中进行中和反应。通过

测定反应过程中所放出的热量可计算中和热。回答下

列问题：

硬纸板

温度计

碎纸条

（员）仔细观察实验装置，图中是否缺少一种玻璃

仪器，如果缺少，缺少的是 赃赃赃赃赃赃（填仪器名称，如果

不缺少，此空不填），图中是否有不妥之处，如果有请

指出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如果没有，此空不填）。

（圆）烧杯间填满碎纸条的作用是 赃赃赃赃赃赃。
（猿）大烧杯上如不盖硬纸板，求得的中和热数值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填“偏大”、“偏小”或“无影响”）。

（源）用相同浓度和体积的醋酸代替盐酸溶液进行

上述实验，测得的中和热 驻匀 会 赃赃赃赃赃赃（填“偏大”、

“偏小”或“无影响”）。

（缘）如果用 远园 皂蕴 园援缘园 皂燥造/蕴盐酸与 缘园 皂蕴 园援缘缘 皂燥造/蕴
晕葬韵匀 溶液进行反应，与上述实验相比，所放出的热

量 _________（填“相等”或“不相等”），所求中和热

赃____赃赃（填“相等”或“不相等”），简述理由 ________

巩固提高

满分宝典

第一章 化学反应与能量



高二化学 高二化学选修 410
第二节 燃烧热、能源

课时 1 燃烧热
巩固提高

1.反应：2H2（g）+O2（g）=2H2O（l）过程中的能量变

化如图所示，下列有关说法中正确的是（双选）（ ）

驻匀2

驻匀3

驻匀1

4H+2O能
量

圆匀2（早）垣韵圆（早）

圆匀圆韵（造）
A.驻H<0
B.驻H2 为该反应的反应热

C.驻H3 不是 H2 的燃烧热

D.驻H3跃0
2援（圆园员8·厦门市集美中学月考）员援缘 早 火箭燃料二

甲基肼（悦匀猿原晕匀原晕匀原悦匀猿）完全燃烧，放出 缘园 噪允 热

量，则二甲基肼的燃烧热 驻匀 为 （ ）

粤援原员 园园园 噪允/皂燥造 月援原员 缘园园 噪允
悦援原圆 园园园 噪允/皂燥造 阅援原圆 园园园 噪允
3援下面均是正丁烷与氧气反应的热化学方程式

（圆缘 益、员园员 噪孕葬）：
淤悦源匀员园（早）垣 员猿圆 韵圆（早）越源悦韵圆（早）垣缘匀圆韵（造）
驻匀越原圆 愿苑愿 噪允/皂燥造
于悦源匀员园（早）垣 员猿圆 韵圆（早）越源悦韵圆（早）垣缘匀圆韵（早）
驻匀越原圆 远缘愿 噪允/皂燥造
盂悦源匀员园（早）垣 怨圆 韵圆（早）越源悦韵（早）垣缘匀圆韵（造）
驻匀越原员 苑源远 噪允/皂燥造
榆悦源匀员园（早）垣 怨圆 韵圆（早）越源悦韵（早）垣缘匀圆韵（早）

驻匀越原员 缘圆远 噪允/皂燥造
由此判断，正丁烷的燃烧热是 （ ）

粤援驻匀越原圆 愿苑愿 噪允/皂燥造 月援驻匀越原圆 远缘愿 噪允/皂燥造
悦援驻匀越原员 苑源远 噪允/皂燥造 阅援驻匀越原员 缘圆远 噪允/皂燥造
4援 已 知 ：圆悦韵（早）垣韵圆（早）越圆悦韵圆（早） 驻匀 越

原缘远远 噪允/皂燥造，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粤援悦韵 的燃烧热为原圆愿猿 噪允/皂燥造
月援悦韵 的燃烧热为 缘远远 噪允/皂燥造
悦援悦韵 的燃烧热 驻匀越原圆愿猿 噪允/皂燥造
阅援如图可表示由 悦韵 生成 悦韵圆 的反应过程和能

量关系

驻匀=-566 kJ/mol

CO+O2

CO2

O 反应过程

能量

满分宝典

5援（圆园员8·河北唐山市迁安二中期末）已知在一定

条件下，悦韵 的燃烧热为 圆愿猿 噪允/皂燥造，悦匀源 的燃烧热为

愿怨园 噪允/皂燥造，由 员 皂燥造 悦韵 和 猿 皂燥造 悦匀源 组成的混合气

体在上述条件下充分燃烧，释放的热量为 （ ）

粤援圆 怨员圆 噪允 月援圆 怨缘猿 噪允
悦援猿 圆猿远 噪允 阅援猿 愿远苑 噪允
6援已知 匀圆 的燃烧热为 圆愿缘援愿 噪允/皂燥造，悦韵 的燃烧

热为 圆愿圆援愿 噪允/皂燥造。现有 匀圆 和 悦韵 组成的混合气体

缘援远 蕴（标准状况），经充分燃烧后，放出总热量为

苑员援员缘 噪允，并生成液态水。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粤援悦韵 燃烧的热化学方程式为 圆悦韵（早）垣韵圆（早）越
圆悦韵圆（早） 驻匀越原圆愿圆援愿 噪允/皂燥造

月援匀圆 燃烧的热化学方程式为 圆匀圆（早）垣韵圆（早）越
圆匀圆韵（早） 驻匀越原缘苑员援远 噪允/皂燥造

悦援燃烧前混合气体中 悦韵 的体积分数为 远园豫
阅援燃烧后的产物全部与足量的过氧化钠作用可

产生 园援员圆缘 皂燥造 韵圆
7.当今世界，能源的发展日益成为全世界、全人

类共同关注的问题。乙烷、二甲醚燃烧热较大，可用作

燃料，如图是乙烷、二甲醚燃烧过程的能量变化图。请

回答下列问题：

能量
葬悦圆匀远（早）垣遭韵圆（早）

a悦匀猿韵悦匀猿（早）垣糟韵圆（早） 驻匀=-520 kJ/mol
驻匀=-485 kJ/mol

d悦O2（早）垣eH圆O（l）
反应过程

（1）乙烷的燃烧热 驻H=______kJ/mol。
（2）等物质的量的液态乙烷比气态乙烷完全燃烧

生成稳定的氧化物放出的热量 ______（填“多”或

“少”）。

（3）根据该图写出表示二甲醚燃烧热的热化学方

程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二氧化碳是主要的温室气体，从环保角度分

析，放出相同的热量时选择 ______（填“乙烷”或“二

甲醚”）作为燃料产生的 CO2 较少。

巩固提高

员援为消除目前燃料燃烧时产生的环境污染，同时

缓解能源危机，有关专家提出了利用太阳能制取氢能

的构想。

H2O H2、O2

太阳能

光分解催化剂

电能

氢发电机

燃料电池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粤援匀圆韵 的分解反应是放热反应

月援氢能源已普遍使用

悦援圆 皂燥造 匀圆韵具有的总能量低于 圆 皂燥造 匀圆和 员 皂燥造 韵圆
具有的总能量

阅援氢气不易贮存和运输，无开发利用价值

圆援（圆园员8·山东枣庄市滕州市实验高中检测）下列

有关能量转换的说法正确的是 （ ）

粤援煤燃烧是热能转化为化学能的过程

月援化石燃料和植物燃料燃烧时放出的能量均来

源于太阳能

悦援动物体内葡萄糖被氧化成 悦韵圆 是热能转变成

化学能的过程

阅援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将 悦韵圆 转化为葡萄糖是太阳

能转变成热能的过程

满分宝典

猿援为缓解能源紧张，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视生

物质能源（利用能源作物和有机废料，经过加工转变

为生物燃料的一种能源）的开发利用。

油料作物 员猿豫 风能 猿豫
石油 猿怨豫

甘蔗 员源豫天然气 怨豫煤炭 远豫
铀 员豫

水电 员缘豫

某国能源结构比例图

（员）如图是某国能源结构比例图，其中生物质能

源所占的比例是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圆）生物柴油是由动植物油脂转化而来，其主要

成分为脂肪酸酯，几乎不含硫，生物降解性好，一些国

家已将其添加在普通柴油中使用。关于生物柴油及其

使用，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淤生物柴油是可再生资源 于可减少二氧化硫

的排放 盂可减少对石油的依赖 榆与普通柴油制

取方法相同

粤援淤于盂 月援淤于榆
悦援淤盂榆 阅援于盂榆
4.自然界中以现成形式提供的能源称为一次能源；

需依靠其他能源的能量间接制取的能源称为二次能

源。氢气是一种高效而没有污染的二次能源，它可以

由自然界中大量存在的水来制取：圆匀圆韵（造）越圆匀圆（早）垣
韵圆（早） 驻匀越垣缘苑员援远 噪允/皂燥造。根据以上叙述回答：

（员）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

粤援电能是二次能源 月援水力是二次能源

悦援天然气是一次能源 阅援焦炉气是一次能源

（圆）已知：悦匀源（早）垣圆韵圆（早）越悦韵圆（早）垣圆匀圆韵（造） 驻匀越
原愿怨园援猿 噪允/皂燥造，等质量的氢气和甲烷分别完全燃烧

后，放出的热量之比约为 （ ）

粤援员颐猿援源 月援员颐员援苑 悦援圆援远颐员 阅援源援远颐员
（猿）关于用水制取二次能源氢气，以下研究方向

不正确的是 （ ）

粤援组成水的氢和氧都是可以燃烧的物质，因此可

研究在水不分解的情况下，使氢成为二次能源

月援设法将太阳光聚焦，产生高温，使水分解产生

氢气

悦援寻找高效催化剂，使水分解产生氢气，同时释

放能量

阅援寻找特殊催化剂，用于开发廉价能源，以分解

水制取氢气

课时 2 能 源

11

8援（圆园员7·云南统测）已知下列四个热化学方程式

（驻匀 的单位均为 噪允/皂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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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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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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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葬、遭、糟 均大于 园，匀悦造 气体溶解于水，溶液温

度升高。由此可知下列判断一定正确的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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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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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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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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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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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出 晕葬圆悦韵猿·匀圆韵 脱水反应的热化学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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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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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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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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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反应淤中的能量转化形式为 ___________ 能

转化为 ________ 能，反应于为 ________ 反应（填“吸

热”或“放热”）。

（圆）若反应盂使用催化剂，则 驻匀猿________（填

“减小”、“增大”或“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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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则该反应的热化学方程式为 _______________。

第三节 反应热计算
课时 1 盖斯定律及应用

员援盖斯定律指出：化学反应的焓变只与各反应物

的始态和各生成物的终态有关，而与具体的反应途径

无关。物质 粤 在一定条件下可发生一系列转化，由图

判断下列关系错误的是 （ ）

驻匀1

驻匀2

驻匀3驻匀4

驻匀5

驻匀6 A
B

CE
D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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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的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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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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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匀月则 比 匀悦造 稳定

阅援悦造、月则、陨 的非金属性依次减弱，所以途径域吸

收的热量依次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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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驻匀圆，若 粤 和 阅 混合气体 员 皂燥造 完全与 月 反应，放热

驻匀猿，则 粤 和 阅 物质的量之比是 （ ）

粤援（驻匀圆原驻匀猿）颐（驻匀员-驻匀猿）

月援（驻匀猿原驻匀圆）颐（驻匀员-驻匀猿）

悦援（驻匀猿-驻匀圆）颐（驻匀猿-驻匀员）

阅援（驻匀员-驻匀猿）颐（驻匀猿-驻匀员）

4援在 圆怨愿 运、员园员 噪孕葬 时，已知下列三个热化学方

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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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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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 ）

淤悦（泽）垣韵圆（早）越悦韵圆（早） 驻匀员

悦（泽）垣 12 韵圆（早）越悦韵（早） 驻匀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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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盂匀圆（早）垣 12 韵圆（早）越匀圆韵（造） 驻匀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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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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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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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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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淤于盂中 驻匀员、驻匀圆、驻匀猿 的大小顺序排列正确

的是 （ ）

粤援驻匀员跃驻匀圆跃驻匀猿

月援驻匀圆跃驻匀猿跃驻匀员

悦援驻匀圆跃驻匀员跃驻匀猿

阅援驻匀猿跃驻匀圆跃驻匀员

7援（圆园员8·陕西宝鸡模拟） 丙烯是石化工业的主

要原料之一，由于市场对丙烯的需求量激增，丙烷脱

氢制丙烯的技术日益受到重视。某研究机构需得到

悦猿匀愿（早）越猿悦（石墨，泽）垣源匀圆（早）的 驻匀，但直接测定实验

难进行，可通过下图中各组物质能量总和及相互间转

化中的能量变化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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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代数式表示）。

1 mol NH3（早）

1 mol N+3 mol H

驻E=b kJ驻E=a kJ

驻E=c kJ
1 mol NH3（l）

能
量
E
增
加

圆匀（早）垣圆载（早）

驻匀1

驻匀2 驻匀3

玉

芋域
2HX（g）匀2（早）垣载2（早）

驻匀2驻匀
C3H8（g）垣缘韵圆（g）

猿悦韵圆（g）垣源匀圆（g）垣圆韵圆（g）
驻匀3

驻匀1

猿悦韵圆（g）垣源匀圆韵（l）

猿悦（石墨，s）垣源匀圆（g）垣缘韵圆（g）
能量

巩固提高

满分宝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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