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解質對離子間反應速率 及化學平衡的影響 參加加拿大2000年科學展覽會 獲

T.H.WILSON獎  作者簡介 作 者:高 
得 宇 就讀學校:建國中學 指導老師:林 萬 寅 林 學 凱 爸爸是公務員、媽媽是高中老
師，我從小在一個平凡但溫馨的家庭中長大；國小至今我的 性向一直很明確，就是對
自然科學很有興趣。在科學方面最重要的，應該是一點一滴的累積知 識與按部就班的
親手實驗。雖然我覺得我並不能算是一個文靜有耐心的人，恆心與毅力也需要 再加
強，不過我卻有繼續朝科學研究這方面發展的熱忱與信心，而我也會繼續努力培養自
己的 科學素養與能力。 這兩年來的實驗，非常感謝校內林學凱老師全程的指導，也要
對台灣大學化學系林萬寅教 授致上我最高的謝意，還有林教授研究室中那些提供我協
助的學長姊們，真的很謝謝你們。參 加這次科展的全部經歷，將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
一段回憶，或許因此使我在學校課業方面走得 比別人辛苦，但卻也給了我一個與眾不
同的高三生活，我一點也不後悔走上這條崎嶇不平但多 采多姿的路。 一、研究動機 
根據碰撞學說，反應速率與粒子間碰撞頻率有密切的關係；溶液中離子間的反應，如
果 加入鹽類，改變離子周圍的電荷密度，是否就 會影響碰撞頻率，而改變反應速率？
或進一步 影響化學平衡？ 

二、研究目的 （一）尋找鹽類對反應速率影
響的規律性 （二） 由阿瑞尼士方程式探討
離子強度如何影響 反應速率 （三）探討鹽
類對化學平衡的影響三、研究設備器材 
（一） 設備： 磁石加熱攪拌器、電子天
平、碼錶、容 量瓶、安全吸球、分度吸量
管、溫度計 、燒杯、量筒、試管pＨ儀： p
Ｈ-vi- sion 6071分光光譜儀: UV/VIS V-3210 
spec-trophotometer恆溫裝置(循環水槽 +真空
幫浦) （二）藥品： 碘酸鉀、焦亞硫酸鈉、
硫酸、可溶性澱 粉、維他命C、赤血鹽、氫
氧化鈉、酚 　、硫代硫酸鈉、鹽酸、醋酸、
甲基橙 （三）添加鹽類： 氯化鈉、氯化
鉀、硝酸鉀、氯化鈣、氯 化鎂、葡萄糖、果
糖    四、研究過程或方式 (一) 離子強
度影響反應速率 1.參與反應兩種離子電荷相
同 （實驗一）秒錶反應： 

ㄅ. 離子強度影響反應速率 參與反應離
子： 加入電解質： [NaCl]=1M、[KCl]
=1M、 [MgCl2]=1M [CaCl2]=1M 加入非電
解質：[果糖]=1M、[蔗糖]=1M ㄆ. 由阿瑞
尼士方程式探討離子強度如何 影響反應
速率 依據阿瑞尼士方程式:ln(k)=-
Ea/RT+ln (A),利用ln(k)對1/T作圖得一直線
斜率 為:-Ea/R,Y軸上截距為:ln(A),由此可
探 討電解質離子強度對反應速率的影響
是 在於"活化能(Ea)",或是影響反應粒子 
間的"碰撞頻率(A)"。 （實驗二）赤血鹽
與維他命C的反應（以AH2 表維他命C） 
（實驗三）酚 在強鹼溶液中(PH≧11)反
應:(以H2P表示酚 ) 2.參與反應兩種離子電
荷相反 （實驗四）硫代硫酸鈉與鹽酸反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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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ㄅ.離子強度影響反應速率 參與反應離子： 加入電解質：[KNO3]
=2.0M *此反應產生S沉澱(吸收波長=500nm), 利用分光光譜儀測量吸收值,再用"吸 收
值"對"時間"作圖,可定出圖形斜率 代表反應速率。 ㄆ.由阿瑞尼士方程式探討離子強度
如何 影響反應速率 *方法同 (實驗一) ㄆ. (二) 離子強度影響化學平衡 (實驗五) ㄅ. 離子
強度影響化學平衡 [CH3COOH]= 1M 加入電解質：[NaCl]=1M、[KCl]=1M、 [MgCl2]
=1M [CaCl2]=1M、[NaCH3COO] =1M 加入非電解質：[葡萄糖]=1M ㄆ. 探討加入鹽類對
化學平衡"反應熱"與 "亂度"的影響 根據Gibbs提出在標準狀態下化學 反應自由能的變

化當平衡達成時,lnK=- ∆H0/RT +∆S0/R，所以lnK對1/T作 圖得一直線，斜率為：-∆
H0/R,Y軸上 截距∆S0/R,由此可討論加入鹽類 "反 應熱"與"亂度"是否有影響。(假設在 

某個溫度範圍內∆H、∆S受溫度影響 很小) (實驗六) : (甲基橙的變色): 

   
ㄅ. 離子強度影響化學平衡 [甲基橙]= 加入電解質: [NaCl]=2M *甲基橙由紅色(1)變黃色
(4)的吸收光 譜如下圖: 1.本實驗定波長527nm為基準,測出各組 的吸收值,再利用比耳定

律: A = ε b c 吸光度 莫耳 輻射 濃度 吸光係數 光徑長 和標準液比色可得BH的濃度,進
而可 求平衡常數。 2.標準液是在平衡系中加入數滴濃鹽酸 此時可將平衡視為完全右
移(pH =1. 0),即BH濃度恆保持不變 ㄆ. 探討加入鹽類對化學平衡"反應熱"與 "亂度"的影
響 *方法同 (實驗五) ㄆ.五、研究結果 (一) 離子強度影響反應速率 1.參與反應兩種離子

電荷相同 （實驗一）秒錶反應 ㄅ. 離子強度影響反應速率  

 

 圖一: 添加不同物質 
(ㄅ~ㄊ) 合圖 圖二: 以離子強度作圖 ㄆ. 由阿瑞尼

圖三 * 在"參與反應兩種離子電荷相
同"這組實 驗中，我們還嘗試了以下兩個
反應，都得 到與（實驗一）相同的結
果，也就是溶液 中離子強度增加時,反應
速率變快 （實驗二）赤血鹽與維他命C
的反應 （實驗三）酚 在強鹼溶液中 (PH
≧11) 反應 2.參與反應兩種離子電荷相反 
（實驗四）硫代硫酸鈉與鹽酸反應 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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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方程式探討離子強度如何 影響反應速率 (t)表反
應時間、(1/t)表反應速率、(T) 表絕對溫度 表一 

  

 

離子強度影響反應速率 =0.1M [HCl]= 
0.2M 恆溫=25℃ 圖四 ㄆ. 由阿瑞尼士方
程式探討離子強度如何 影響反應速率 
=0.5M [HCl]=1M 恆溫=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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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討論及應用 (一) 在離子強度影
響反應速率方面，由文獻 探討我
們參考 Debye-Huckel 的學說， 如
果不用複雜的數學理論，只用簡單

的 “離子間引力說”來看：兩個離子
間的反 應，其會合速率（或反應
速率），會受 兩個離子間靜電作
用力的影響；因此我 們推測： 1. 
兩個電荷相同的離子對:當溶液中
的離子 強度增加，相反電荷的離
子分別在 及 離子周圍環繞，如
圖：              
這種電荷的遮蔽效應，使反應離子
的有 效電荷降低，兩個離 子間斥
力變小，加 快了二者的會合速
率，就加快其反應速 率。 2. 兩個
電荷相反的離子對:當溶液中的離
子 強度增加，相反電荷的離子分
別在A 及 B 離子周圍環繞，如圖： 
這種電荷的遮蔽效應，使反應離子
的有 效電荷降低，兩個離子間引
力變小，減 慢了二者的會合速
率，也降低其反應速 率。 3. 兩個
反應物中有一個中性粒子:則溶液
中 離子強度的改變對其反應速率

的影響不 顯著   

 Z- 

Z＋ 

(二) 依據阿瑞尼士方程式: 利用ln(k)對1/T
作圖得一直線斜率為: -Ea/R,Y軸上截距
為: ln(A),由此可探討電解質離子強度對
反 應速率的影響是在於活化能(Ea),或是
影 響反應粒子間的碰撞頻率(A)。(此實
驗 及之後的實驗因涉及溫度改變，需要
一 套控溫裝置，因此我們自行設計了一
組 水流恆溫裝置進行實驗，請見附圖） 
(三) 由之前的實驗結果得知，溶液中離
子強 度不同確實會影響反應速率。這不
禁令 我們想到，化學平衡中如果"反應
物"與 "生成物"離子莫耳數不相等，加入
鹽類 後正、逆反應反應速率就不同, 推
測此 時平衡便會移動。因此我們接下來
開始 探討加入鹽類對化學平衡的影響。 
1. 我們選定探討醋酸解離平衡， 因為可
以藉著精確測量ｐＨ值，知道平 衡的移
動。 2. 甲基橙是一種常用指示劑,此實驗
與醋酸 解離的不同點是,甲基橙酸式型粒
子結構 同時帶有一正一負兩電荷,如圖: 
而且其粒子較大,這種類型的粒子受離 子
強度的影響是否和只帶單一電荷的粒子
相同? 這是本實驗主要的探討目標。 (四) 
在離子強度影響化學平衡方面，我們利 
用以下的方程式做更進一步的探討： 1.
根據文獻探討得知,化學家由活性係數來 
說明離子強度對平衡的影響:   K=Ka*
((f+*f-)/fHA)（K為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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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醋酸f HA=1，離子強度=0時，(f+ *f-) =1，K = Ka；離子強度≠0時 (f+ *f-) <1，所
以推測醋酸Ka會變大；如 果能由實驗測定不同離子強度下之PH值 ，計算出不同的Ka
值。即可得到平均活 性係數(f+-)=(f+ *f- ) =K/Ka 2.根據Gibbs提出在標準狀態下化學反

應 自由能的變化 : ∆G 0 =∆H 0 -T∆S 0 在非標準狀態 之下自由能∆G與∆G 0有關:∆G =∆ 
G 0 + RT lnQ ,當平衡達成時,∆G=0 Q=K 所以lnK 對1/T作圖得一直線,斜率為: -∆H 0 / 

R,Y軸上截距∆S 0 / R ,由 此可討論加入鹽類對"反應熱"與"亂 度"是否有影響。(假設在

某個溫度範圍 內∆H、∆S受溫度影響很小)七、結論 （一）實驗一 1.IO3 與HSO3 秒錶
反應中，在反應物濃 度與溫度一定時，藉著添加電解質增加 溶液中的離子強度，反
應速率明顯加快 （如圖一），尤其是氯化鎂、氯化鈣在溶 液中濃度由0M-->0.6M(離
子強度由0M- ->1.8M)，反應速率約變為8.3倍。而加 入非電解質無法改變溶液離子強
度，因 此對反應速率無顯著影響 2.由(圖二)，改成離子強度作圖時發現， [NaCl]=

[KCl]=0.3M(離子強度=0.3M) 1/2  

- - 與[MgCl2]=[CaCl2]=0.1M (離子強度= 0.3M)對反應速率影響相近，可見只要電 解質
離子強度相同，反應速率與加入電 解質的"種類"關係不大。 3. 在實驗一(ㄆ)，經由ln
（k）對1/T 作 圖發現(如圖三)，加入鹽類濃度不同， 各直線斜率相近，且看不出規則
性的變 化，因此判斷此反應活化能受鹽類濃度 影響很小; 但各直線的截距卻有較明顯 
的不同, 當加入鹽類濃度越大, 截距也 越大, 表示反應粒子間的碰撞頻率因加 入鹽類而
增大。 （二）在實驗二、實驗三，同樣是參與反應兩種 電荷相同，我們得到的結果
與實驗一相同 ，即溶液中離子強度增加時，反應速率變 快。 （三)在實驗四 1. 反應
兩種離子電荷相反(如圖四)：硫代 硫酸鈉 [S2O32-]與鹽酸[H+]反應，在加 入電解質後
反應速率變小，結果與(實 驗一)恰相反。 2. 在實驗四(ㄆ)，經由lnk對1/T 作發現 (如圖
五)，加入鹽類濃度不同，各直線 斜率也相近，因此判斷此反應活化能受 鹽類濃度影
響很小；但各直線的截距卻 有較明顯的不同，而且其變化趨勢和實 驗一相反，當加
入鹽類濃度越大，截距 卻越小，表示反應粒子間的碰撞頻率因 加入鹽類而變小。 

（四）實驗一、四綜合比較：    

（五)在實驗五，醋酸解離平衡(如圖六) 
1.添加電解質具同離子效應，如醋酸
鈉， 醋酸解離度及[H+]變小，Ｋａ值幾
乎不 變。(2.1*10-5~2.3*10-5) 2.添加電解
質不具同離子效應，當溶液中 的離子強
度增加，醋酸解離度及[H+]均 增大，Ｋ

(µ> 0.2M)，µ增大，平衡卻向酸式型 結構
(結合態)移動。 初步推測在較低離子強
度時，酸式型 結構上的一正一負兩電荷
受離子強度影 響不顯著，效果有如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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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值也增大。例如加入[CaCl2] = 0～
0.5M，溶液中[H+]由3.32*10-3 增大至
8.71*10-3M， 醋酸解離度由0. 66% 增大
至1.74%，醋酸Ｋａ計算值也 由2*10-5增
大至1.5*10-4。 3.在此實驗中，我們也可
由實驗數據求出 正、負離子(CH3COO-
、H )的平均活性 係數(f+-)，發現當加入

鹽類越濃（離子 強度µ越大），f+-就越
小，此結果與文 獻探討相當符合。至於
溫度與f+-的關 係，則有待再探討 4.在實
驗五(ㄆ)，以lnK對1/T作圖後發 現(如圖
七)，加入離子濃度不同，各直 線斜率變

化並不顯著。表示平衡系的∆ H變化不
大。但截距變化較顯著,即鹽類 濃度越
濃,平衡系的亂度明顯增加。 （六）在實
驗六(如圖八) 1.我們發現甲基橙這種同時
帶正負電的粒 子，其平衡受離子強度的
影響比較複雜 ，與之前的結論不盡相

同。在較低離子 強度 (µ=0～0.2M)，µ增
大，平衡向 鹼式型結構(解離態)移動，
此結果與" 醋酸解離"相似；但在較高離

子強度      

        

 

 

性粒子，因此 平衡向解離態移動。但在
較高離子強度 時，推測酸式型結構中的
正負電荷也開 始被周圍離子影響，使平
衡趨勢發生改 變，而向相反的一方移動
(結合態)。 2. 在實驗六(ㄆ)，以lnK對1/T
作圖發現 (如圖九)，各直線斜率相似，

而截距以 加入鹽類0.5M (µ=0.5M) 的直線
最小, 即當離子強度增加時，截距是"先
減後 增"，顯示在各溫度之下都有如實驗

六 (ㄅ)(25℃)的趨勢：在較低離子強度(µ 
=0～0.2M )，µ增大，平衡向鹼式型結 構 

(解離態) 移動，但在較高離子強度 (µ> 

0.2M)，µ增大，平衡卻向酸式型 結構 (結
合態) 移動。 此結果與醋酸解離實驗的
結論有明顯 不同, 顯然甲基橙酸式型粒子
同時帶有 一正一負電的情況是影響關鍵,
在離子強 度不同時對平衡有不同的影響, 
情況複 雜。由於深入探討粒子結構比較
困難， 此部份目前無法得到明確的結
論，值得 日後進一步探討。八、參考資
料 (一) 高中化學實驗第二.三冊,高中化學
第二. 三冊.(國立編譯館) (二) 化學 (曾國
輝箸,藝軒出版社) (三) 化學動力論
(Chemical Kinetics,3rd.ed. Laidler K.J.) 

(四) 大學化學 (Bruce H.Mahan. 王應瓊譯 註) (五) Journal of Chemical Education Vol.74 
No.5 May 1997 p.560 (六) Journal of Chemical Education Vol.66 NO.9 Sep 1989 p.725 (七) 分
析化學   (Skoog 闕山仲等編譯)九、評語 本件經過一年的儲備輔導,進步很多，且相
當完整，是一件以〝秒錶之碘鐘反應〞，加上 各種電解質，由其離子強度之探討，
瞭解並測得反應速率，進爾有影響平衡之〝能量〞和 〝亂度〞加以演繹，是一相當
〝制式〞的化學研究。缺點仍是缺乏所謂討喜的〝突破〞與 〝創意〞。最大的賣點
是能利用簡單的化學反應求其反應速率。 

第 6 頁，共 6 頁未命名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