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酸碱盐专题突破之物质变质 

 平行线教育线上课程 

九年级化学 

 



 

 
1．氢氧化钠变质 

（1）检验是否变质 

（2）检验部分变质或完全变质 

2．氢氧化钙变质 

3．氧化钙变质 

 

 

 

 

 



 

 
例 1．物质在“潮湿的空气中”发生的变化，主要与空气中某些气体有关。下列有关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 

A．钢铁生锈与氧气、水蒸气有关  

B．氢氧化钠固体潮解、变质与水蒸气、二氧化碳有关  

C．生石灰堆放久了变质与氧气、水蒸气有关  

D．浓硫酸露置于空气中，溶质质量分数减小，与水蒸气有关 

 

 

 

 

 



 

练一练 

1．实验室有一瓶久置的氧化钙，因吸收空气中的水蒸气和二氧化碳而变质，经测定该固体中氢元素的质

量分数为 0.8%，碳元素的质量分数为 2.4%。则已变质的氧化钙占变质前纯氧化钙的质量分数为（    ） 

A．80%   B．66.7%   C．40%   D．18.8% 

 

 

 

 

 

 

 

 



 

例 2．小明和小艳在实验室配制石灰水时，小明将两药匙熟石灰样品放入小烧杯中，向其中加入一定量的蒸馏

水，充分搅拌后发现烧杯底部仍有不溶的固体，于是他认为熟石灰样品已经变质。小艳同学不同意他的

判断，你认为小艳同学的理由是              ，针对该熟石灰样品的成分，同学们展开了讨论，请你

参与讨论并完成实验报告。 

【提出问题】熟石灰样品的主要成分是什么？ 

【作出猜想】甲同学猜想是 Ca(OH)2； 

乙同学猜想是 CaCO3； 

你认为是              ； 

【实验与结论】请通过实验验证你的猜想： 

 

 

 



 

实验步骤 实验现象 实验结论 

取少量的熟石灰样品于烧杯中，加入适量的

水充分溶解后过滤，向滤液中加入适量          

溶液；向滤出固体中加入适量       溶液。 

                    ； 

 

                   ； 

猜想正确 

【拓展与应用】小组同学反思了熟石灰变质的原因； 

石灰水变质的化学方程式                            。 

 

 

 

 

 

 



 

练一练 

1．某兴趣小组的同学在老师的指导下，对一瓶没有塞橡皮塞的氢氧化钙溶液进行探究，请你一起参与。 

【提出问题】该氢氧化钙溶液是否全部变质？ 

【猜想与假设】猜想①：氢氧化钙溶液可能全部变质，变成碳酸钙。 

猜想②：氢氧化钙溶液可能部分变质，其成分是              。 

【实验探究】 

实验步骤 实验现象 实验结论 

（1）取样于试管中，滴加稀盐酸 有      生成 原溶液里一定有碳酸钙 

（2）另取样于试管中，滴加酚酞试液 溶液成红色 原溶液一定有            

【实验结论】综合上述实验（1）、（2），你得出的结论是猜想           成立。 



 

【反思拓展】（1）氢氧化钙露置于空气中容易变质，原因是                （用化学方程式表示）。 

（2）在分析化学反应的物质成分时，除了考虑生成物外，还需考虑的是                 。  

 

 

 

 

 

 

 

 



 

例 3．小明从妈妈买的五洲牛肉干的包装袋中发现了一个小纸袋上面注明“生石灰干燥剂”，剪开小纸袋后看

到了许多白色小颗粒，小明想起了化学课上老师说生石灰能与空气中的成分发生反应而变质。究竟白色

小颗粒中有哪些成分呢？小明进行了实验（如图）： 

 

 

 

 

（1）若干燥剂未完全失效，则操作 a 中的现象是                            。 

（2）白色固体滴加盐酸有气泡产生说明白色小颗粒中一定含有        。 

（3）操作 b 的名称是       。 

（4）澄清溶液中滴加酚酞变红，能否说明原干燥剂中一定含有氢氧化钙？  （填“是”或“否”）。 

 



 

练一练 

1．食品吸潮后容易变质，为了延长食品保质期，通常在包装袋中加入一小包干燥剂；某化学兴趣小组的

同学对一包久置的生石灰（CaO）干燥剂产生了好奇，于是他们对这包干燥剂的成分展开了探究。 

【提出问题】这包干燥剂是否变质，成分是什么？ 

【猜想假设】猜想一：全部是 CaO 

猜想二：是 CaO 和 Ca(OH)2的混合物 

猜想三：全部是 Ca(OH)2 

猜想四：是________的混合物 

猜想五：______________ 

【实验探究】通过实验分析进行判断并填空： 

 



 

实验方案 实验操作 实验现象 实验结论 

方案一 取一定量干燥剂于试管

中，加入适量水溶解 

无放热现象 猜想________不成立 

方案二 取方案一中上层清液于

试管中，滴入酚酞溶液 

溶液由无色变为

红色 

猜想________不成立 

【实验与结论】为了进一步确定这包干燥剂的成分，小组同学设计实验，并得到结论。 

实验方案 实验操作 实验现象 实验结论 

 

方案三 

 

 

 

 

 

 

 

 



 

例 4．氢氧化钠俗名苛性钠，是一种重要的化工原料．下列研究从其结构、制备方法、性质以及变化规律等角

度进行，请根据要求回答相应问题。 

Ⅰ．结构：NaOH 属于碱，碱在溶液中都可以电离出相同的离子，该离子是      （填离子符号）。 

Ⅱ．制备：实验室用纯碱制备烧碱的化学反应方程式为                                  。 

Ⅲ．性质及变化：（1）氢氧化钠固体曝露在空气中容易           ，因此

它与生石灰一起用作某些气体的干燥剂。 

（2）如图所示，NaOH 溶液可与稀硫酸反应，但该反应没有明显的现象，为了

说明该反应确实能够发生，下列哪种物质肯定无法帮助你达到目的      。 

a．镁条    b．酚酞    c．CuSO4     d．Ba(NO3)2 

Ⅳ．保存：张老师整理药品时，意外发现实验桌上有瓶敞口放置的 NaOH 固体，他让同学们对这瓶

NaOH 固体进行探究。 



 

【提出猜想】猜想 I：没有变质猜想Ⅱ：部分变质猜想Ⅲ：全部变质 

【实验设计、现象和推断】 

实验步骤 实验现象 

①取少量白色固体于试管中，加水振荡后，至全部溶解 无色溶液 

②向试管的溶液中滴加适量物质 X 的溶液 现象 A 

③再向试管中滴加几滴酚酞试液。 现象 B 

（1）若现象 A 为有气泡产生，则加入的 X 溶液是      ，说明猜想    可排除。 

（2）若 X 是 Ca(OH)2 溶液，现象 A 有白色沉淀，现象 B 为无色变红色，该实验     （填“能”或

“不能”）说明猜想Ⅱ成立。 

（3）若 X 是 CaCl2溶液，则猜想Ⅱ成立的实验现象是                         。 

 



 

练一练 

1．化学课后，化学兴趣小组的同学在整理实验桌时，发现有一瓶氢氧化钠溶液没有塞橡皮塞，征得老师

同意后，开展了以下探究： 

[提出问题 1]该氢氧化钠溶液是否变质了呢？ 

[实验探究 1] 

实验操作 实验现象 实验结论 

取少量该溶液于试管中，向溶液中

滴加稀盐酸并不断振荡。 

 氢氧化钠溶液一定变质了 

[提出问题 2]该氢氧化钠溶液是全部变质还是部分变质呢？ 

 

 



 

【实验探究 2】 

实验步骤 实验现象 实验结论 

（1）取少量该溶液于试管中，向溶液中

滴加过量的氯化钙溶液，并不断振荡。 

有            生成。 说明原溶液中一定有碳酸钠。 

（2）取步骤（1）试管中的少量上层清

液，滴加酚酞溶液。 

溶液变红色。 说明原溶液中一定有        。 

[实验结论]该氢氧化钠溶液        （填“部分”或“全部”）变质。 

[反思与评价]氢氧化钠溶液露置于空气中容易变质，请写出相关反应的化学方程

式：                      ，必须密封保存。 

 

 



 

2．在一次用餐中，同学们对燃料“固体酒精”产生了好奇，于是对其成分进行研究。 

【查阅资料】（1）该固体酒精是用酒精、氯化钙和氢氧化钠按一定的质量比混合制成。 

（2）氯化钙、氯化钡溶液均呈中性。 

【提出问题】（1）酒精中是否含有碳元素？（2）固体酒精中的氢氧化钠是否变质？ 

【实验探究】（1）按如图实验，发现澄清石灰水变浑浊，可得出酒精中含有碳元素的

结论。此结论     （选填“合理”或“不合理”）。 

（2）取少量固体酒精于烧杯中，加足量的水充分溶解后静置，发现烧杯底部有白色沉

淀。取沉淀与试管中加稀盐酸，有气泡产生。分析实验并结合资料得出氢氧化钠已变质。 

（3）为进一步确定氢氧化钠变质程度，分组探究。 

①甲组取烧杯上层清夜于两支试管中，按如图探究； 



 

②乙组认为甲组实验不能证明清夜中一定有氢氧化钠，理由是                           。他们另

取烧杯中上层清夜，加足量氯化钡溶液，充分反应后滴加酚酞溶液，酚酞溶液变红。 

方案 

  

现象 溶液变红 产生         

结论 清液中有氢氧化钠 清液中有碳酸钠 

 

【实验结论】经讨论一致认为固体酒精中的氢氧化钠部分变质。 

【反思交流】乙组实验中加足量氯化钡溶液的目的是                        。 

 



 

3．实验室中的试剂一般要密封保存，否则可能会与空气接触而变质。某研究性学习小组发现一瓶未密闭

的 KOH 固体，对其成分提出以下假设，并完成了实验探究。 

假设 1：只含 KOH；  

假设 2：含 KOH 和 K2CO3；  

假设 3：只含 K2CO3； 

（1）成分中可能含有 K2CO3的原因是（用化学方程式回答）                         。 

（2）取少量样品于试管中，加入足量稀盐酸，观察到               ，说明假设 2 或假设 3 成立。 

 

 

 



 

（3）进一步探究的过程如下： 

 

 

 

 

①操作 1 的名称是         ，固体 A 的成份是              （填化学式）。 

②加入足量 CaCl2 溶液的作用是                                       。溶液 B 中滴加酚酞试

液，若观察到                              现象，假设 2 成立。 

 

 

 



 

 
1.实验室常用的干燥剂“碱石灰”是 CaO 和固体 NaOH 的混合物，极易与空气中水蒸气和 CO2 反应而

变质。某同学对一瓶久置的“碱石灰”作了如下探究： 

【猜想】 

猜想Ⅰ：没有变质，“碱石灰”只含有 CaO、固体 NaOH； 

猜想Ⅱ：已完全变质，“碱石灰”全部变成了 CaCO3和 Na2CO3。 

则 CaO 与水反应的反应方程式为                                    。 

【实验】如下图所示： 

【判断】 



 

a．若 Ca(OH)2、CaCO3和 Na2CO3投入到

水中不会放热，则由操作②现象判断： 

猜想Ⅱ     (填：成立、不成立)。 

b．操作④发生化学反应的方程式

为                            ； 

由操作⑤⑥的现象判断： 

滤液中含有         (写化学式)；由此判断猜想Ⅰ        (填：成立、不成立)。 

c．综合 a 和 b 的结论，判断该样品变质情况为                      。 

【拓展】由上述实验说明，实验室中“碱石灰”应       保存；操作③中玻璃棒的作用

是                                  。 

 



 

 
1．重点：氧化钙和氢氧化钠的变质问题 

2．解题思路： 

A．变质原因及方程式 

B．物质溶于水的热现象 

C．加入稀盐酸或澄清石灰水后的现象 

3．物质变质 

A．考察物质的相关实验原理 

B．根据现象书写方程式 

 



 

 
1．钠的化合物在日常生活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1）原子、分子、离子是构成物质三种基本粒子，氯化钠（NaCl）是由      构成的； 

（2）碳酸氢钠是发酵粉的有效成分，碳酸氢钠与稀盐酸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 

（3）盛放氢氧化钠的试剂瓶若密封不严会使氢氧化钠发生变质。 

①氢氧化钠变质的原因是（用化学方程式表示）                          ； 

②围绕一瓶 NaOH 固体是否变质的问题，同学们展开探究活动。 

小丽同学用酚酞试液检验 NaOH 是否变质。你认为她能否成功    ，理由是                  。 

小君同学建议用一种可溶性盐作为检验氢氧化钠已变质的试剂．你认为他建议的试剂可能

是                             。 



 

（4）过氧化钠（Na2O2）能与水反应生成氢氧化钠和氧气，向包有适量过氧化钠粉末的脱脂棉上几滴

水，可观察到脱脂棉燃烧起来。请你分析脱脂棉燃烧的原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