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7 章
影響反應速率的因素

37.1　甚麼因素能影響反應速率？

37.2　反應物的濃度對反應速率的影響

37.3　温度對反應速率的影響

37.4　固態反應物的表面面積對反應速率的影響

37.5　催化劑對反應速率的影響

37.6　催化劑在化學工業及生物體系的重要性

學習目標

研習本章後，你應能：

 • 設計和進行實驗探究下列因素對反應速率的影響：

  (i) 濃度

  (ii) 温度

  (iii) 表面面積

  (iv) 催化劑；

 • 解釋以下從直接探究影響反應速率的因素的實驗得來的結果 (例如以圖像表達)：氣
體的體積 (或壓強) 的變化、混合物的質量的變化、混合物的顏色深度的變化和混合
物的混濁度的變化；

 • 解釋由於濃度、表面面積及温度的改變對反應速率的定性影響；

 • 體會催化劑在化學工業和生物體系的重要性。

37.1-37.5

37.6



酶能加速水果 (例如蘋果、梨和香蕉) 和蔬菜 (例如馬鈴薯、菌類和生菜) 變褐的化學過
程。

 蔬果變褐令它們的總產量損失達百分之五十。若想防止水果變褐，可在水果表面塗上

檸檬汁。

影響反應速率的因素第 37 章

 檸檬汁可防止水果內的酶加速變褐，背後的原理是甚麼？

 還有哪些因素會影響水果變褐的速率？

研習本章後，你應能回答以上問題。

試想想… 

新鮮切開的蘋果 已變褐的蘋果



影響反應速率的因素

我們知道不同反應速率各有不同，就算是同一種反應，在不同

條件下的速率也不一樣．本章將會討論影響反應速率的因素。 

 影響反應速率的因素包括：

• 反應物的濃度；

• 温度；

• 固態反應物的表面面積；及

• 催化劑的使用。

碰撞理論

碰撞理論指出，反應物粒子必須互相碰撞，才有可能發生化學

反應。這個理論能解釋化學反應是如何發生的，以及反應速率

有所不同的原因。

 反應物粒子以不同的速率移動。若反應物粒子碰撞的方位不

正確，碰撞後它們只會彈開，而不會產生生成物 (圖37.1)。 

 若反應物粒子碰撞的方位正確，但以過低的速率碰撞，它們

亦只會彈開，而不會產生生成物 (圖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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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因素能影響反應速率？37.1

反應物粒子以低速互相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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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效碰撞 反應物粒子彈開，沒有

發生反應 (即不會產生
生成物)。

圖37.2  由於反應
物粒子以過低的速

率碰撞 (即反應物粒
子沒有足夠動能發

生反應)，故只發生
無效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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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效碰撞 反應物粒子彈開，沒有發生

反應 (即不會產生生成物)。
反應物粒子以高速互相靠

近，但碰撞的方位不正確

圖37.1  由於反應
物粒子碰撞的方位

不正確，故只發生

無效碰撞。

催化劑 catalyst
碰撞理論 collision theory



 若反應物粒子碰撞的方位正確，並且以高速碰撞 (即反應物粒
子具有足夠動能)，便會產生生成物 (圖37.3)。*活化能是使化
學反應發生所需的最低能量。

 碰撞理論能解釋為何只有小部分碰撞能成功產生生成物，這

些能成功引致化學反應發生的碰撞稱為有效碰撞，而未能產成生

成物的碰撞稱為無效碰撞。

 反應速率與每單位時間 (例如每秒) 內反應物粒子之間的有效
碰撞的數目成正比，即是說：

探究反應物的濃度對反應速率的影響

以鎂與稀氫氯酸的反應為例：

Mg(s) + 2HCl(aq)  MgCl2(aq) + H2(g)

 當透過實驗探究某個因素對反應速率的影響時，在實驗開始

前只能轉變該因素，其他因素則要保持不變。以上述實驗為

例，每次所用的鎂帶質量和氫氯酸體積都是一樣的，但所用的

酸的濃度卻有所不同 (分別為0.5 M、1.0 M、1.5 M 和2.0 M)。

 運用碰撞理論，我們可解釋不同因素對反應速率的影響。

IX   反應速率

4 37

課文重點

速率 ∝ 
有效碰撞的數目

時間  

反應物的濃度對反應速率的影響37.2

反應物粒子以高速互相靠

近，並且碰撞方位正確

有效碰撞 產生生成物

+
A

A

A
A

A

B
B

B
B A BB

圖37.3  由於反應
物粒子碰撞的方位

正確，並且以高速

碰撞 (即反應物粒子
具有足夠動能發生

反應)，故發生有效
碰撞。

* 第5冊，第52.1節，第3頁

活化能 activation energy
有效碰撞 effective collision

無效碰撞 ineffective collision



 圖37.4所示的實驗裝置可用於量度每隔一段固定時距所產生
的氫氣體積。

 圖37.5顯示了反應所產生的氫氣的體積隨時間的變化。

 從圖37.5可見，與使用其他濃度的氫氯酸比較，使用2.0 M
氫氯酸進行的反應具有最高的初速。此外，當所使用的酸濃度

越高，完成反應所需的時間越短。這表示反應速率會隨反應物

的濃度增加而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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鎂帶

氣筒

秒錶

柱塞

收集到的

氣體

稀氫氯酸 
(通常為過量)

橡膠管

圖37.4　量度鎂帶與稀氫氯酸
反應所產生的氫氣體積的實驗

裝置。

圖37.5　以鎂與不同濃度的氫氯酸
反應說明濃度對反應速率的影響。

2.0
 M

1.5
 M

1.0 M

0.5 M

時間 (min)

氫
氣
的
體
積

(cm3)

反應速率會隨反應物的濃度增加而上升。

課文重點

實驗37.1

探究濃度對反應速率的影響

在本實驗中，你將量度相同質量的鎂帶與不同濃度的氫氯酸反應時，

所產生的氫氣的壓強。

實驗作業4A



運用碰撞理論解釋反應物的濃度對反應速率的
影響

當某反應物的濃度增加，即表示在每單位體積內反應物粒子的

數目增加，因而令粒子更擠擁，碰撞的頻率亦隨之而增加，這

增加了每單位時間內有效碰撞的數目，使反應速率上升。參看圖

37.6。

 若反應涉及氣態反應物，壓強上升使反應物粒子更擠擁。這

增加了每單位體積內反應物粒子的數目，故反應速率同樣會上

升。參看圖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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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度增加

濃度較低，反應物粒子的碰

撞機會也較低。

濃度較高，反應物粒子的碰

撞機會也較高。

圖37.6  反應物的濃度增加時，反應物粒子的碰撞機會較高。

壓強上升

壓強較低，反應物粒子的碰

撞機會也較低。

壓強較高，反應物粒子的碰撞機

會也較高。

圖37.7  壓強上升時，氣態反應物粒子的碰撞機會較高。 

壓強上升會否影響只
涉及固態或液態反應
物的反應速率？

0.2 pt0.2 pt

試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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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為甚麼大部分反應的速率會隨時間下降

大部分反應的生成物濃度隨時間的變化可用右面

的坐標圖表示：

(a)  RA、RB和RC分別代表坐標圖上點A、B和C時
的瞬間速率，把它們按速率的遞減次序排列。

(b) 解釋反應速率隨時間的變化。

題解

(a) RA > RB > RC

(b)  反應進行時，反應物會逐漸消耗，它的濃度會
持續減少。因此，反應速率亦隨時間下降。

當其中一種反應物耗盡時，反應便會停止，

這時的反應速率為零。

例題37.1H20

生
成
物
的
濃
度

時間
A

B

C

課堂練習37.1

1.  下圖顯示了相同質量的鋅片與不同濃度的過量稀氫氯酸的反應曲線。

 (a)  使用哪個摩爾濃度的酸，才能使反應在最短的時間內完成？

 (b) 在每個實驗中所收集到的氫氣體積是否相同？為甚麼？

 (c)  若其他因素保持不變，但使用0.1 M氫氯酸來進行實驗，試在
上圖略繪相應的曲線。

2. 把兩條相同質量 (0.1 g) 的鎂帶分別加入50 cm3
的2.0 M氫氯酸和 

 50 cm3
的 2.0 M乙酸中。

 (a) 哪個反應會在較短的時間內完成？試加以解釋。

 (b) 這兩個反應會否產生相同體積的氫氣？試加以解釋。

2.0
 M

1.5
 M

1.0 M

0.5 M

所
收
集
到
的
氫
氣
體
積

(cm3)

時間 (min)



探究温度對反應速率的影響

考慮硫代硫酸鈉溶液與稀氫氯酸的反應：

S2O3
2–(aq) + 2H+(aq)  SO2(g) + S(s) + H2O(,)

 隨着反應進行，生成的硫會越來越多，使反應混合物變得

混濁，直至硫的分量足以「遮蔽」盛載反應混合物的燒杯下的

交叉。參看圖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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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37.2

利用微型化學技術探究濃度對反應速率的影響

在本實驗中，你將會利用微型化學技術，探究濃度對硫代硫酸鈉溶液

與硫酸的反應速率的影響。

實驗作業4A

温度對反應速率的影響37.3

交叉隨時間變得越來越模糊，最後被「遮蔽」。

圖37.8  隨着反應混合物中產生足夠分量的硫，交叉逐漸被「遮蔽」。

反應物的濃度對反應速率的影響

解釋某反應物的濃度減少如何影響反應速率。

答題訓練37.1

硫代硫酸鈉 sodium thiosulphate



 交叉被「遮蔽」所需的時間與反應的平均速率成反比，即是：

平均速率 ∝ 
1

交叉被「遮蔽」所需的時間

 要探究温度對反應速率的影響，我們可在相同壓強下使用不

同温度的硫代硫酸鈉溶液重複以上實驗，但每次必須使用相同

分量 (濃度和體積) 的硫代硫酸鈉溶液和稀氫氯酸。表37.1列出
實驗的樣本結果。

 圖37.9是反應速率 (即 1
時間

 (s–1)) 對反應混合物温度 (°C) 

的坐標圖。

 反應速率對温度的坐標圖中所顯示的並非直線，而是指數式

曲線，這表示反應速率在較高温度下急劇地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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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7.1  温度對反應速率的
影響的樣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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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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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1)

温度 (°C)

圖37.9  硫代硫酸鈉溶液與稀
氫氯酸的反應顯示反應速率

會隨温度增加而上升。

✘   圖37.9是反應的典
型濃度對時間的坐
標圖。

✔   圖37.9是反應速率
對温度的坐標圖。

概念檢查

反應速率會隨温度增加而上升。

課文重點

反應混合物的温度 (°C) 交叉被「遮蔽」
所需的時間 (s)

1　　
時間 

(s–1)

22 250.0 0.004

35 100.0 0.010

45 50.0 0.020

55 25.0 0.040

60 17.5 0.057

65 12.5 0.080



運用碰撞理論解釋温度對反應速率的影響

温度上升使反應物粒子的平均動能增加，這些粒子具有較多能

量和移動得較快。因此，反應物粒子碰撞的頻率增加。參看圖

37.10。此外，温度上升使較多反應物粒子具有足夠能量發生反
應，故每單位時間內發生的有效碰撞的數目亦會增加，最後增

加了反應的速率。

IX   反應速率

10 37

温度上升

反應物粒子以較低的速率移動。 反應物粒子以較高的速率移動。

圖37.10  温度上升使反應物
粒子的平均動能增加。每單

位時間內發生的有效碰撞數

目亦會增加。

實驗37.3

探究温度對反應速率的影響

在本實驗中，你將會進行硫代硫酸鈉溶液與稀氫氯酸在不同温度下的

反應，並量度形成一定數量的硫所需的時間。

實驗作業4A

課堂練習37.2

某學生進行實驗，以探究温度對以下反應速率的影響：

Br2(aq) + HCO2H(aq)  2Br–(aq) + 2H+(aq) + CO2(g)

該學生在每隔一段固定時距便量度反應混合物的顏色深度，以

跟隨反應的進度。在25°C下，反應混合物的顏色深度的變化如
右圖所示。

(a) 解釋實驗中反應混合物的顏色深度為何會隨時間變化。
(b)  該學生利用水浴在不同的温度下進行實驗。提出如何獲得較
室温低約10°C的實驗温度。

(c)  在右圖中，粗略繪出在15°C下，反應混合物的顏色深度隨
時間的變化。

(d)  根據(c)部的答案，解釋温度下降對這個反應的速率的定性
影響。

25°C

時間 (s)

反
應
混
合
物
的
顏
色
深
度
變
化

實驗37.4

探究温度對反應速率的影響 — 螢光棒
在本實驗中，你將會設計並進行實驗，以探究温度對螢光棒內的反應

混合物反應速率的影響。

實驗作業4A



探究固態反應物的表面面積對反應速率的影響

制酸劑藥片的包裝通常印有「嚼碎後吞服」的指示。參看圖

37.11。為甚麼需要把藥片嚼碎？嚼碎後，藥片的表面面積增
加，這能加快制酸劑與胃酸的反應速率。

 以石灰石與稀氫氯酸的反應為例：

CaCO3(s) + 2HCl(aq)  CaCl2(aq) + CO2(g) + H2O(,)

 在相同温度下，把相同質量的塊狀石灰石和粉狀石灰石分別

加入相同體積的1 M氫氯酸中。圖37.12顯示兩組實驗的可觀察
變化。

 由於生成的二氧化碳會從反應混合物中逸走，故反應混合物

的質量會下降。每隔一段固定時距，記錄反應混合物減少的質

量便能利用有關數據繪畫反應曲線。

 圖37.13顯示反應混合物減少的質量對時間的坐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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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態反應物的表面面積對反應速率的
影響

37.4

圖37.11  服用制酸劑時
需要把藥片完全嚼碎。

圖37.12  粉狀石灰石 (左) 與酸
的反應較塊狀石灰石 (右) 的快。

圖37.13  以石灰石與酸的反應
來說明固態反應物的表面面積對

反應速率的影響。

反應結束

粉
狀
石
灰
石

塊
狀
石
灰
石

反
應
混
合
物
減
少
的
質
量

(g)

時間 (min)

反應結束

粉狀石灰石 塊狀石灰石



 從使用粉狀石灰石和塊狀石灰石分別進行的反應所得的曲線

可見，前者的初速較後者為高。此外，粉狀石灰石的反應較塊狀

石灰石早完成，這表示反應速率會隨固態反應物的表面面積增加

而上升。

運用碰撞理論解釋固態反應物的表面面積對反
應速率的影響

當固態反應物與液態反應物進行反應時，只有暴露在表面的固

態反應物粒子能直接接觸液態反應物粒子。把固體切成小塊能

大大增加它的表面面積，使反應物粒子碰撞的機會增加，這會

增加每單位時間內發生的有效碰撞數目，反應速率因而上升。

參看圖37.14。

IX   反應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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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態反應物的粒子只能與暴露在

表面的固態反應物粒子碰撞。

把固體切成小塊後，有更多固態反

應物粒子與液態反應物的粒子接

觸，增加碰撞機會。

圖37.14  較大的固體表面面積能增加反應物粒子的碰撞機會。 

反應速率會隨固態反應物的表面面積增加而上升。

課文重點

實驗37.5

探究表面面積對反應速率的影響

在本實驗中，你將會找出(a) 塊狀石灰石和氫氯酸，及(b) 粉狀石灰石和
氫氯酸的反應混合物的質量下降速率。

實驗作業4A

註：

 固態反應物的粒子

 液態反應物的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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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練習37.3

某學生在常温常壓下把1.5 g粉狀碳酸鈣加入50 cm3 (過量) 的1.25 M氫
氯酸中，並記錄所收集到的二氧化碳體積，由實驗結果繪出以下坐標

圖的曲線A：

(a) 寫出碳酸鈣與氫氯酸反應的離子方程式。

(b) 利用上圖找出在實驗結束時所收集到的二氧化碳的實際體積。

(c)  已知收集到的二氧化碳的理論體積是360 cm3
，比較所收集到的二

氧化碳的理論體積與實際體積，並寫出兩個可能導致誤差的原因。

(d)  若在相同温度和壓強下使用塊狀碳酸鈣取代粉狀碳酸鈣進行實驗，
略繪曲線以顯示二氧化碳體積與時間的關係。把曲線標示為「B」。

(e)  提出另外兩個可量度的性質，以探究上述反應的速率，並加以解
釋。

如下圖所示，把一個邊長為2 cm的立方體分為八個邊長為1 cm的小立方體。

大立方體的總表面面積 = (2 x 2) cm2 x 6 = 24 cm2

八個小立方體的總表面面積 = 8 x (1 x 1) cm2 x 6 = 48 cm2

你知道嗎？補
充資料
補
充資料

2 cm 1 cm

300

200

100

0

二
氧
化
碳
的
體
積

(cm3)

時間 (min)

A



探究催化劑對反應速率的影響

催化劑是一種能改變 (通常提升) 反應速率的物質，但它本身並
不會產生任何化學變化。反應停止後，催化劑可以從反應混合物

中回收再用。 

 以過氧化氫的 (H2O2) 分解作用為例：

2H2O2(aq)  2H2O(,) + O2(g)

 在常温常壓下，過氧化氫分解為水和氧的速率十分緩慢。然

而，把氧化錳(IV) (MnO2(s)) 粉末加入過氧化氫中能加速過氧化
氫的分解作用 (圖37.15)。氧化錳(IV) 是催化劑，不會在分解過
程中被消耗，且可回收再用。

 由於生成的氧會從反應混合物中逸走，因此我們可在H2O2分

解時量度溶液的質量下降幅度，以跟隨反應的進度。我們可進行

實驗，探究在加入和沒有加入MnO 2的情況下H 2O 2的分解情

況，從而探究催化劑對反應速率的影響。實驗裝置如圖37.16所
示。緊記每次使用H2O2(aq)的分量 (濃度及體積) 必須相同。

IX   反應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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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化劑對反應速率的影響37.5

加入了

MnO2(s)
沒有加入

MnO2(s)

(a) (b)

圖37.15  在試管中加入催
化劑 M n O 2 ( s )，能加速
H 2O 2(aq)的分解作用。 (a) 
加入了MnO2(s)；(b) 在沒有
加入MnO2(s)的情況下。

圖37.16  量度反應混合物隨時間的質量下降幅度，以探
究催化劑對H2O2的分解作用的影響。

催化劑 catalyst
過氧化氫 hydrogen peroxide

分解作用 decomposition
氧化錳(IV) manganese(IV) oxide

120.50 g

氧化錳(IV) 粉末 已知體積的標準

過氧化氫溶液

棉花塞子

電子天平

秒錶



 圖37.17顯示在加入及沒有加入MnO2(s)作為催化劑的情況下
反應混合物的質量隨時間的下降幅度。

 在加入MnO2(s)作為催化劑時，反應混合物在較短時間內形
成和逸走較多氧氣，因此質量顯著下降。

37   影響反應速率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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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過的MnO2(s)可
被過濾出來，它仍
具有催化活性。

學習錦囊

催化劑可使化學反應的速率上升，但本身並不會產生任何化

學變化。

課文重點

探究催化劑對反應速率的影響

把10 cm3
的0.004 M高錳酸鉀溶液加入200 cm3

的0.1%過氧化氫溶液中，以探究過氧化氫的分
解作用。水把少量高錳酸鉀還原為一些棕色的氧化錳(IV) (MnO2) 固體。

(a)  完成並平衡下列表示由高錳酸鉀生成氧化錳(IV) 的反應的半方程式。

MnO4
–  +  H2O  +  …    MnO2  +  OH–

(b) 從反應混合物中產生一些氧化錳(IV) 的目的是甚麼？

(c) 在有氧化錳(IV) 的情況下，寫出過氧化氫的分解作用的方程式。

題解

(a) MnO4
–(aq) + 2H2O(,) + 3e–  MnO2(s) + 4OH–(aq)

(b) 生成的MnO2(s)可在過氧化氫的分解作用中作為催化劑。

(c)
                 MnO2(s)

 2H2O2(aq)    2H2O(,) + O2(g)

例題37.2H20

圖37.17  在加入及沒有加入MnO2催化劑的情況下

發生的過氧化氫的分解作用。

時間 (min)

反
應
混
合
物
的
質
量

(g)

加入了MnO2(s)

沒有加入MnO2(s)



催化劑在化學工業上的應用

催化劑對現代化學工業非常重要 (圖37.18)。催化劑可在特定温
度下令反應加速，提高生成物的生成速率，從而節省時間和生

產成本。此外，催化劑可讓反應在較低的温度下進行，從而節

省燃料。

IX   反應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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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37.6

探究催化劑對反應速率的影響

在本實驗中，你將會分別量度在加入和沒有加入固態催化劑MnO2時過

氧化氫溶液的質量。

實驗作業4A

催化劑在化學工業及生物體系的重要性37.6

圖37.18  一些化學工業用的
固態催化劑。

課堂練習37.4

在有氧化銅(II) 的情況下，過氧化氫的分解作用能以較高的速率進行。
某學生在實驗中把0.5 g氧化銅(II) 加入盛有100 cm3

過氧化氫溶液的燒

瓶中，發現所釋出的氣體可使有餘燼的木條重燃。該學生利用氣筒收

集所釋出的氣體，然後每隔10秒記錄氣體的體積。

(a)  寫出在有氧化銅 ( I I )  的情況下，過氧化氫的分解作用的化學方程
式。

(b) 氧化銅(II) 在實驗中有何作用？

(c) 繪畫所釋出的氣體體積隨時間變化的坐標圖。

(d) 描述反應速率在反應過程中的變化。

(e) 反應何時完成？

(f) 反應結束時，在燒瓶中剩餘的氧化銅(II) 質量是多少？

(g)  假如實驗中沒有加入氧化銅(II)，在同一坐標圖中，略繪實驗結果
所得出的曲線。

時間 (s)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所收集到的

氣體體積 (cm3) 0 18 30 40 48 53 57 58 58 58



用哈柏法製造氨

以氮和氫生產氨的反應 (即*哈柏法) 是其中一種最重要的化學工
業過程，反應中使用鐵粉作為催化劑。

N2(g) + 3H2(g)    2NH3(g)

 現時很多有用的氮化合物，例如氮肥，都是從氨製備而成的。

用接觸法製造硫酸

硫酸的用途非常廣泛，可用於製造清潔劑、肥料、汽車電池 (圖
37.19) 和染料等。製造硫酸的過程稱為接觸法，當中涉及數個
步驟，其中一個重要步驟是把二氧化硫轉化為三氧化硫的催化氧

化作用。

鐵粉

400ºC–450ºC， 
200 atm

催化劑在生物體系上的應用

生物細胞內的化學反應大多數是由酶來調節的，酶是生物催化劑。

導致水果變褐的酶

部分水果和蔬菜細胞所產生的酶可加快它們產生棕色物質的化學

反應。

 在常温常壓下，這反應非常緩慢。要提高反應速率，可在

450°C和一大氣壓強下把二氧化硫和空氣通過氧化釩(V) (V2O5) 
催化劑。由於在上述反應中，氣態反應物與氧化釩(V) 直接緊密
地接觸，故上述工業過程稱為接觸法。

2SO2(g) + O2(g)    2SO3(g)
V2O5

450ºC， 1 a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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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7.19  硫酸是鉛酸蓄電池 (即汽車電池) 的主要成分。

* 第5冊，第53.4節，第10頁

哈柏法 Haber process
接觸法 Contact process
催化氧化作用 catalytic oxidation

氧化釩(V) vanadium(V) oxide
鉛酸蓄電池 lead-acid accumulator
酶 enzyme

生物催化劑 biological catalyst



 然而，酶是蛋白質，可透過加熱 (圖37.20)、加入酸性溶液 (如
醋) 或其他方法來令酶失去功能。

人體內的酶

人體內含有數千種酶，每種酶只會專門催化某種特定的化學反

應，例如唾液中的澱粉酶負責把澱粉質 (圖37.21) 轉化為麥芽糖 
(一種雙糖)。
                                        澱粉酶

澱粉質  麥芽糖

 若沒有酶，在體温下消化食物和進行其他身體反應的速率會

太過緩慢，不足以維持我們的生命。

酵母內的酶

酵母是以糖為食物的真菌。酵母含有一種稱為釀酶的酶。在缺氧

的情況下，釀酶能把葡萄糖轉化為乙醇和二氧化碳，這個過程稱

為發酵作用。發酵作用常用作釀製啤酒和其他酒類飲料  (圖
37.22)。

                        釀酶

C6H12O6      2C2H5OH   +   2CO2   +   能量
 葡萄糖 乙醇 二氧化碳

IX   反應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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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7.21  澱粉質是人類主要
攝取的碳水化合物。

圖37.22  啤酒廠利用酵母的
酶產生發酵作用來釀製啤

酒。

0 10 20 30 40 50 60

反
應
速
率

速率隨温度

增加而上升

最適温度

酶在40°C以上的温度
下逐漸失去功能，速率

也逐漸下降

温度 (°C)

圖37.20  以酶作為催化劑的反應的速率隨温度的變化。

速率最高時的温度
是該種酶的
。不同酶有不同

的最適温度。

學習錦囊

最適温度 optimum temperature
發酵作用 fer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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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是生物催化劑。一些消化酶 (例如「澱粉酶」、「蛋白酶」和「脂肪酶」) 常用作醫治消化系統疾病的藥
物成分。牛肉血漿中的酶 ─ 「凝血酶」可於手術時和拔牙後作止血之用，這種酶能把纖維蛋白原轉化為纖
維蛋白和細小的肽，使血液凝固。

 現時市面上一些含有酶的保健食品，可幫助消化食物及清除體內廢物。

STSE連繫37.1

血凝塊 (放大1900倍) 含酶的保健食品有助清除體內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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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詞彙 英文翻譯 頁數

1. 碰撞理論 collision theory 3

2. 活化能 activation energy 4

3. 有效碰撞 effective collision 4

4. 無效碰撞 ineffective collision 4

5. 催化劑 catalyst 14

6. 哈柏法 Haber process 17

7. 接觸法 Contact process 17

8. 酶 enzyme 17

9. 生物催化劑 biological catalyst 17

10. 發酵作用 fermentation 18

重要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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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數

1. 甚麼因素能影響化學反應的速率？ 3

2. 碰撞理論的基本概念是怎樣的？ 3–4

3. 增加反應物的濃度對反應速率有何影響？ 5

4. 温度上升對反應速率有何影響？ 9

5. 增加固態反應物的表面面積對反應速率有何影響？ 12

6. 催化劑是甚麼？ 14

7. 使用催化劑對化學反應有何影響？ 15

8. 催化劑在化學工業及生物體系中有何應用？ 16–18

若能回答下列問題，在問題旁邊的空格內劃上「✓」號。若未能回答，便需要翻閱課本

相關的頁數。

進度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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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反應速率

37.1 甚麼因素能影響反應速率？

1. 影響反應速率的因素包括：

 • 反應物的濃度；
 • 温度；
 • 固態反應物的表面面積；
 • 催化劑的使用。

2.  化學反應只會當反應物粒子以高速碰撞 (即具有足夠動能)，並且碰撞方位正確時
才會發生。這些能成功引致化學反應發生的碰撞稱為有效碰撞。

3. 反應速率與每單位時間內反應物粒子之間的有效碰撞數目成正比。

速率 ∝ 
有效碰撞的數目

時間

37.2 反應物的濃度對反應速率的影響

4. 反應速率會隨反應物的濃度增加而上升。

5. 在涉及氣體的反應中，壓強的上升與增加反應物的濃度產生相同效果。

37.3 温度對反應速率的影響

6. 反應速率會隨温度增加而上升。

37.4 固態反應物的表面面積對反應速率的影響

7. 反應速率會隨固態反應物的表面面積增加而上升。

37.5 催化劑對反應速率的影響

8.  催化劑可使化學反應的速率上升，但本身並不會產生任何化學變化。

37.6 催化劑在化學工業及生物體系的重要性

9. 催化劑在化學工業及生物體系中非常重要。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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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催化劑、濃度、表面面積、温度)

完成以下概念圖。

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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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充題

第37.1節

1.  要令化學反應發生，反應物粒子必須互相
，但只有小部分的碰撞能

成 功 產 生 生 成 物 ， 這 些 碰 撞 稱 為 
。

2.  反應速率與每單位時間內反應物粒子之間的 
 數目成正比。

第37.2至37.5節

3. 影響反應速率的因素包括：

 –  反應物的 ；

 –  ；

 –  固態反應物的 ；

 –   的使用。

第37.6節

4.   被廣泛用於化學工業中以加
速化學反應。

5.   是可加速生物細胞中的化學
反應的生物催化劑。

多項選擇題

第37.1節

6.  有些反應物粒子之間的碰撞並不會產生生成
物，這可能是因為

 (1) 反應物粒子的濃度太低。
 (2) 反應物粒子沒有足夠能量。
 (3) 反應物粒子太細小。

 A. 只有(1)
 B. 只有(2)
 C. 只有(1)和(3)
 D. 只有(2)和(3) 

第37.2節

7.    考慮酸化高錳酸鉀溶液與草酸鈉溶液的反
應：

 5C2O4
2–(aq) + 2MnO4

–(aq) + 16H+(aq)
  2Mn2+(aq) + 10CO2(g) + 8H2O(,)

  實驗中，在固定時距量度反應混合物的顏色
深度。曲線W顯示實驗結果：

  在相同反應條件下，改用較低濃度的高錳酸
鉀溶液重複進行實驗。下列哪幅線圖最可能

顯示在重複進行的實驗中所獲得的結果 (即曲
線S)？

 

章節練習

時間 (s)

顏
色
深
度

W

A.

顏
色
深
度

時間 (s)

W

S

B.

顏
色
深
度

時間 (s)

W

S

C.

顏
色
深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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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某學生利用接駁至數據記錄器的壓強傳感器
來量度在密閉體系中所產生的氣體的壓強，

以探究鎂與稀硫酸 (過量) 的反應。以下線圖
顯示反應體系的壓強隨時間的變化。

  (P f代表反應體系的最終壓強，t則代表反應
所需的總時間。)

  以下哪幅線圖最能代表改用較高濃度的硫酸
時所得的實驗結果？

  (P f代表反應體系的最終壓強，t則代表原來
的實驗中反應所需的總時間。)

 

第37.3節

9.   下列哪幅線圖正確顯示化學反應的速率與温
度的關係？

  
 

10.  某學生進行實驗，以探究鋅與稀氫氯酸的反
應速率。

   Zn(s) + 2HCl(aq)  ZnCl2(aq) + H2(g)

 實驗裝置如下圖所示：

該學生把酸和鋅顆粒混和在一起，並透過量

度反應所釋出的氫氣體積來測定反應的初

速，然後重複實驗，但只改變其中一項反應

條件，其他反應條件則維持不變。

  在下列哪項或哪些條件下，反應的初速會與
原來的實驗相同？

 (1) 使用20 cm3 的0.5 M HCl(aq) 
 (2) 使用10 cm3 的0.1 M HCl(aq)
 (3)  使用預先加熱至40°C的10 cm3 0.5 M 

HCl(aq) 

 A. 只有(1)
 B. 只有(2)
 C. 只有(1)和(3)
 D. 只有(2)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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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題

第37.2節

15.  右圖的裝置用作探究硫代硫酸鈉溶液的濃度如何影響下列反應
的速率：

 S2O3
2–(aq) + 2H+(aq)  H2O(,) + SO2(g) + S(s)

某學生把20.0 cm3 的0.1 M硫代硫酸鈉溶液放入容量為100 cm3

的燒杯內，然後把燒杯放在畫有黑色交叉的白瓷磚上，並於燒

杯中加入三滴濃氫氯酸，使反應開始進行。該學生記錄溶液把

交叉遮蔽所需的時間，然後重複實驗三次，每次使用具有不同

起始濃度的硫代硫酸鈉溶液，結果表列如下：

燒杯

秒錶

硫代硫酸鈉溶液 
+ 氫氯酸

交叉

第37.4節

11.  當2  g大理石塊與過量稀硝酸在20 °C反應
時，可獲得線圖中的曲線(i)，下列哪項變化
會產生曲線(ii)？

A. 使用1.5 g大理石塊
B. 使用2 g磨成粉末的大理石
C. 加水把酸稀釋
D. 把酸加熱至30°C 

第37.5節

12.  下列哪項或哪些有關H+(aq)在丙酮與碘的反
應中的作用的陳述正確？

 CH3COCH3(aq) + I2(aq) 

     CH3COCH2I(aq) +  HI(aq)

 (1) 它是反應的其中一種反應物。
 (2) 它作為反應的催化劑。
 (3)  它把CH3COCH3(aq)中和，並生成

CH3COCH2I(aq)。

 A. 只有(1)
 B. 只有(2)
 C. 只有(1)和(3)
 D. 只有(2)和(3) 

第37.6節

13. 下列哪些化工過程涉及催化劑的使用？

 (1) 哈柏法
 (2) 接觸法
 (3) 陽極電鍍

 A. 只有(1)和(2)
 B. 只有(1)和(3)
 C. 只有(2)和(3)
 D. (1)、(2)和(3) 

14. 下列哪些過程涉及生物催化劑的作用？

 (1)  發酵作用
 (2) 哈柏法
 (3) 水果褐變

 A. 只有(1)和(2)
 B. 只有(1)和(3)
 C. 只有(2)和(3)
 D. (1)、(2)和(3) 

H+(aq)

所
釋
出
的
二
氧
化
碳
總
體
積

時間

(i)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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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 Na2S2O3(aq)的濃度 (M) 時間 (s) 1
時間  (s

–1)

1 0.100 38 0.026

2 0.075 52 0.019

3 0.050 78 0.013

4 0.025 157 0.006

 (a)  下表顯示製備樣本2、3和4時所加入的Na2S2O3(aq)和蒸餾水的體積，試完成下表。
  (註：四個樣本的總體積一樣。)

 (b) 寫出上述實驗中應維持不變的兩項因素。

 (c) 繪畫顯示反應速率對Na2S2O3(aq)濃度的坐標圖。

 (d)  根據坐標圖，預測當反應速率是0.015 s-1
時Na2S2O3(aq)的濃度。

 (e) 硫代硫酸鈉溶液的濃度和反應速率有何關係？

 (f) 某學生就上述反應作出以下陳述：

  「當交叉被遮蔽時，反應便結束。」

  試評論他的陳述。

樣本
Na2S2O3(aq)的
濃度 (M)

所用的

Na2S2O3(aq)體積(cm3)
所加入的蒸餾水

體積 (cm3)

1 0.100 20 0

2 0.075 15

3 0.050

4 0.025

0 0.020 0.040 0.060 0.080 0.100

0.005

0.010

0.015

0.020

0.025

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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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某學生把相同質量的鎂帶分別加入兩個完全一樣的燒瓶X和燒瓶Y，然後加入相同體積但不同摩
爾濃度的氫氯酸。該學生利用數據記錄器，在每隔一段固定時間便量度兩個燒瓶內壓強的變

化。結果如下圖所示。

 (a) 寫出在兩個燒瓶內發生的反應的方程式。

 (b) 提出一個可量度這兩個燒瓶內的壓強的儀器。

 (c) 哪個燒瓶 (X還是Y) 盛有較高濃度的酸溶液？試加以解釋？

 (d) 燒瓶X內的反應需時多久才完成？

 (e) 在燒瓶Y中，鎂還是氫氯酸是限量反應物？試加以解釋。

 (f) 若要探究温度對反應速率的影響，應怎樣改變這實驗的條件？

第37.3節

17.  某學生利用以下步驟，探究温度對化學反應速率的影響。

 步驟1：以白板筆在白瓷磚上繪出一個粗交叉。

 步驟2： 量度25 cm3
的0.03 M硫代硫酸鈉溶液，把溶液加入小燒杯內，並把燒杯放在步驟1的白

瓷磚上。

 步驟3：迅速把5 cm3
的2.0 M氫氯酸注入硫代硫酸鈉溶液中，同時按動秒錶。

 步驟4：輕輕攪拌混合物，記錄反應混合物的温度。

 步驟5：垂直從溶液頂部向下觀察交叉，記錄當交叉剛好被完全遮蔽時的時間。

 步驟6：在不同的温度下 (17°C、30°C、40°C、50°C和60°C) 重複步驟1至5。

 (a) 寫出硫代硫酸鈉溶液與氫氯酸的反應的離子方程式。

 (b) 為甚麼需要在步驟4中記錄反應混合物的温度？

 (c) 解釋為甚麼交叉會在步驟5中被完全遮蔽。

 (d) 實驗中會產生刺鼻氣味，解釋這氣味的來源。

 (e) 若常温大約是24°C，建議如何使實驗在17°C中進行。

 (f) 步驟5所錄得的時間和化學反應速率有何關係？

 (g)  略繪一個坐標圖，以顯示化學反應速率和實驗温度的關係。解釋温度對反應速率的定性影
響。

140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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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壓
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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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瓶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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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某學生研習塊狀碳酸鈣與稀氫氯酸的反應，以探究温度對反
應速率的影響。實驗中，該學生利用電子天平量度反應混合

物的質量隨時間的變化。右圖顯示在45°C下的反應的實驗
結果。

 (a) 寫出反應中導致反應混合物質量下降的生成物的名稱。

 (b) 略繪曲線顯示反應混合物減少的質量與時間的關係。

 (c)  若要探究温度對這反應的速率的影響，應怎樣改變這實
驗的條件？

 (d)  在(b)部的線圖上，略繪若反應是分別在25°C和60°C下
進行時所得的曲線。

19.  學生X把10.0 g塊狀石灰石和150.0 cm3 的2.0 M氫氯酸加入錐形瓶，然後量度反應混合物的質
量隨時間的變化，以跟隨反應的進度。

 下圖顯示實驗結果：

X.X g

10.0 g塊狀石灰石

棉花塞

150.0 cm3 的2.0 M
氫氯酸

電子天平

(當中t代表反應所需的總時間)

反
應
混
合
物
的
質
量

(g)

時間 (min)

45°C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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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寫出反應的方程式。

 (b) 指出實驗中的限量反應物是石灰石還是稀氫氯酸。答案須顯示計算步驟。

 (c) 假如實驗中改用5.0 g石灰石，所產生的二氧化碳的總質量會是多少？試加以解釋。

 (d)  學生Y重複進行實驗，但改變其中一項實驗條件。下圖顯示進行新實驗所獲得的結果。與原
來的實驗比較，寫出學生Y在新實驗中改變了哪項實驗條件。

 (相對原子質量：C = 12.0、O = 16.0、Ca = 40.1)

20.   某學生利用右圖所示的裝置來探究影響鋅與稀硫酸
的反應速率的因素。

 Zn(s) + H2SO4(aq)  ZnSO4(aq) + H2(g)

  該學生使用150.0 cm3
不同濃度的稀硫酸和不同質量的鋅片，在不同温度下進行四次實驗。下表

顯示實驗的反應條件：

實驗
所用H2SO4(aq) 
的濃度 (M)

所用鋅片的質量 (g) 温度 (°C)

1 0.50 1 25

2 0.50 1 35

3 0.50 2 25

4 1.00 2 25

0 1 2 3 4 5 6 7 8 9

116.0

117.0

118.0

119.0

120.0

時間 (min)

學生Y所獲得的曲線

學生X所獲得的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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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圖顯示實驗1和實驗X的結果：

 (註：實驗X可能是實驗2，3或4)

 (a) 哪個實驗會得出曲線X。試加以解釋。

 (b) 下圖顯示實驗3的結果。在同一圖上，略繪曲線以顯示實驗4的結果，並加以解釋。

21.  簡略描述如何利用2 M氫氯酸、塊狀石灰石和粉狀石灰石進行實驗，以探究固態反應物的表面面
積對反應速率的影響。寫出所需的實驗儀器，但毋須詳細寫出實驗所涉及的步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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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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