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氧化碳的製備與檢驗
空氣中二氧化碳的含量很少，僅約 0.033%，雖然我們呼出的氣體中約有 10%的二氧化
碳，但卻不易有效的分離與利用。實驗室裡，常以主成分為碳酸鈣的大理石或石灰石與濃鹽
酸作用來製取。

【實驗原理】：
1、製備
【工業法】：灰石(主要成分為 CaCO3)在高溫下分解
∆
CaCO3 (s) 
CaO (s) ＋ CO2 (g)
→
【實驗室】：大理石(主要成分為 CaCO3)與鹽酸反應
CaCO3 (s) ＋ 2 HCl (aq) → CO2 (g) ＋ CaCl2 (aq) ＋ H2O (l)
※二氧化碳的密度比空氣大，用向上排空氣法來收集。但由於收集瓶裏仍留有空氣，
收集到的二氧化碳比較不純。若要收集較純的二氧化碳，仍需以排水集氣法收集。
(二氧化碳在 25℃時在水中的溶解度不怎麼大，為 3.38×10－2mol/L)

2、性質
(1)不可燃、不助燃，比空氣重，可用來滅火。
(2)通入水中，少量的 CO2 與水反應生成碳酸。
CO2 ＋ H2O → H2CO3
3、檢驗
(1)二氧化碳通入澄清石灰水中，產生白色混濁。
Ca(OH)2 (aq) ＋ CO2 (g) → CaCO3 (s) ＋ H2O (l)
(2)繼續通入過量 CO2，溶液又變為澄清。
CaCO3 (s) ＋ H2O (l) ＋ CO2 (g) → Ca(HCO3)2 (aq)

一、實驗器材與試藥：
錐形瓶、分液漏斗、試管、橡皮管、橡皮塞、玻璃導管、量筒、pH 計
蒸餾水、大理石(細顆粒)、濃鹽酸、硝酸銀(0.1M)、氫氧化鈣

二、實驗步驟：
1. 用量筒小心量取 20 毫升濃鹽酸，倒入 250 毫升分液漏斗中。然後稱取 60 克的大理石，
2.
3.
4.
5.
6.

置入乾燥的錐形瓶。
將裝有濃鹽酸的分液漏斗與裝有大理石的錐形瓶組合如圖，成為二氧化碳發生器。
控制分液漏斗開關，使濃鹽酸滴入錐形瓶內和大理石反應，產生二氧化碳。
(控制濃鹽酸的滴入速率與量，可控制氣體的發生量及速率。)
取一試管，裝入 10 毫升的純水，通入二氧化碳約半分鐘，以石蕊試紙檢驗水溶液的
酸鹼度，並和未通入二氧化碳的純水比較。
取另一試管，裝入 10 毫升的澄清石灰水，通入二氧化碳觀察其變化。待沉澱發生後
持續通入二氧化碳，觀察其變化。
以吸管呼出氣體作為二氧化碳的來源，重複步驟 4~6。

三、現象觀察：

【老師提示】：
1. 注意觀察澄清石灰水溶液的變化。
2. 比較以吸管呼氣至澄清石灰水，觀察其變化有何不同？
【學生觀察】：
1. 以裝置圖產生之 CO2 通入澄清石灰水，先變渾濁，渾濁度加重，而後又逐漸變澄清。
2. 以吸管呼氣至澄清石灰水，先變渾濁，渾濁度加重，而後渾濁度減輕，但得不到澄清
液。

四、提出問題：
1. 為何以裝置圖產生的 CO2 最後可以得到澄清液，而以呼氣方式無法得到澄清液？
檢視反應方程式。
若同為二氧化碳氣體則結果應相同。
學生思考後回答：
(1)呼出氣體的二氧化碳量太少？
呼出氣體久一點，觀察現象。
(2)呼出氣體與二氧化碳產生器不同？
檢視實驗裝置，思考可能問題所在。
(3)可能有部分 HCl 氣體，隨著 CO2 氣體排出？
設計實驗，檢驗此一可能性。

2. 如何分辨 HCl 氣體與 CO2 氣體？
溶於水之酸鹼性。
HCl 溶於水含有 Cl－。
學生思考後回答：
(1)將 CO2 發生器產生之氣體通入水中，檢驗水溶液之酸鹼性的大小。
如何檢驗水溶液的酸鹼性。
(2)將 CO2 發生器產生之氣體通入水中，檢驗水溶液是否含有 Cl－。
如何檢驗 Cl－存在。

五、設計實驗 是否有 HCl 氣體伴隨 CO2 排出
1. 取一試管裝入 25 毫升飽和澄清石灰水，以吸管呼出氣體通入石灰水中。觀察石灰水
的變化，並記錄呼出氣體的時間。
【結果】：持續呼氣約 60 秒，試管溶液呈現最混濁狀態，繼續呼氣約 10 分鐘，溶液
的混濁程度減小，但無法完全澄清。

25 毫升澄清石灰水

呼氣約 60 秒

呼氣 10 分鐘

2. 取 25 毫升的蒸餾水，檢測其 pH 值。以吸管呼出氣體通入裝有 25 毫升蒸餾水的試管
中，持續呼氣約 10 分鐘，檢測該試管溶液之 pH 值。
【結果】：蒸餾水 pH 值 6.8，呼氣 10 分鐘後 pH 值 5.7。

3. 於錐形瓶置入約 60 克的大理石，將二氧化碳產生器產生的氣體直接通入 25 毫升的飽
和澄清石灰水中，記錄讓石灰水先變混濁後再變至完全澄清所需要的 12M 濃鹽酸的
毫升數。
【結果】：約需 5 毫升的 12M 鹽酸。

尚未滴入鹽酸

滴入約 1 毫升鹽酸

滴入 5 毫升鹽酸

4. 同步驟 3，改將二氧化碳產生器產生的氣體通入 25 毫升的蒸餾水中，並以步驟 3 記
錄所需之 12M 鹽酸相同體積加入錐形瓶內，使反應完成後測其 pH 值。
【結果】：測得 pH 值為 3.9。

將氣體通入 25 毫升蒸餾水中

測得 pH 值 3.9

5. 於錐形瓶置入約 60 克的大理石，滴入 5 毫升 12M 濃鹽酸，以排水集氣法收集氣體，
量測收集到氣體體積。
1
3

【結果】：每個廣口瓶容積 300 毫升，收集 2 瓶，共收集到氣體約 700 毫升。

6. 於另一錐形瓶置入約 60 克的大理石，將二氧化碳產生器產生的氣體先通過 4 支水洗
試管(內裝 50 毫升的蒸餾水)，再通過裝有 25 毫升飽和澄清石灰水的試管中。觀察石
灰水先變混濁再變為完全澄清，記錄所使用 12M 濃鹽酸的毫升數。
【結果】：加入 12M 濃鹽酸 5 毫升後，石灰水並未完全變澄清，繼續加入至約 10 毫
升才變為澄清。

裝置圖

澄清石灰水

先變混濁

再變澄清

7. 以 pH 計檢驗 4 支水洗試管溶液的酸鹼性。
【結果】：以 pH 計檢測 4 支水洗試管溶液的 pH 值依序為 3.2、4.7、4.9、5.0。

8. 取出的 4 支水洗試管內的水約 2 毫升，以 0.1M 硝酸銀水溶液檢驗是否產生白色沉澱。
【結果】：第 1 支水洗試管內的溶液以硝酸銀水溶液檢驗呈現白色混濁，第 2~4 支水
洗試管內的溶液則無白色混濁發生。

六、討論：
1. 比較呼氣 10 分鐘至 25 毫升蒸餾水與滴入 5 毫升 12M 濃鹽酸於大理石中所產生的氣
體通入 25 毫升蒸餾水測得的 pH 值。前者 pH 為 5.7 與飽和二氧化碳水溶液的 pH 值
5.6 相近；後者 pH 值為 3.9，顯示產生的氣體中可能含有溶於水後產生較大酸性的氣
體。
2. 以硝酸銀檢驗水洗瓶中的水溶液，第 1 支水洗試管中的水溶液有白色沉澱產生，第
2~4 支水洗試管無白色沉澱產生。
推測其可能性如下：
－

(1)測得白色沉澱表示其中可能含有 Cl ，可能為 HCl 氣體溶於水中所產生。
(2)第 1 支水洗試管已吸收大部分的 HCl 氣體，第 2~4 支水洗試管只吸收極少量以致
觀察不到白色沉澱發生。
上述推測可由 4 支水洗試管水溶液所測得的 pH 值分別為 3.2、4.7、4.9、5.0 得到證
實。第 1 支測得的 pH 值較第 2~4 支小很多，而 2~4 支試管所測得的 pH 值差異不大，
但仍小於飽和二氧化碳水溶液的 pH 值 5.6。
3. 以 5 毫升 12M 濃鹽酸與大理石反應產生的氣體通過 4 支水洗試管水洗後再通入相同
量的澄清石灰水中，觀察得到石灰水先變渾濁，而後渾濁度減輕，但得不到澄清液。
與直接呼氣到澄清石灰水的現象相同。若要使其變為完全澄清需加入 10 毫升左右的
濃鹽酸。
推測其可能性如下：
澄清石灰水先變渾濁，而後渾濁度減輕，但得不到澄清液。是因為通入過量的二氧化
碳並無法使其完全變澄清，只能使混濁度減輕。若變為完全澄清，可能有一部分的
HCl 進入澄清石灰水的試管中發生下列反應：
Ca(OH)2 ＋ 2 H＋ → Ca2＋ ＋ 2 H2O
CaCO3 ＋ 2 H＋ → Ca2＋ ＋ CO2 ＋ H2O
由加入 10 毫升濃鹽酸後，得到完全澄清，並測得 4 支水洗試管 pH 值分別為 3.2、4.7、
4.9、5.0，其已小於飽和二氧化碳水溶液的 pH 值 5.6 得到證實。

七、結論：
本實驗中，不經水洗 CO2 中所含明顯量的 HCl，可用廣用試紙或 pH 計檢試其 pH 值。且
－
在水洗試管中的溶液中檢驗出 Cl 。這個事實表明，必須注意用化學方法製備的氣體中
可能含有雜質及除去雜質的措施。以大理石和濃鹽酸反應製備二氧化碳應通過水洗瓶的
裝置，以除去 HCl 的影響，方可得到較純的二氧化碳。

八、進一步的問題：
1. 若以未飽和的澄清石灰水來進行二氧化碳的檢驗，會有什麼結果？
2. 若改用其他的酸與大理石反應，會有什麼結果？
3. 其他氣體的製備方法？在製備過程中如何操作才能得到較純的氣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