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三上册、下册 化学方程式及现象总结 

与氧有关的化学方程式： 

2Mg+O2

点燃
====2MgO 现象：燃烧、放出大量的热、同时放出耀眼的白光 

S+O2 
点燃
====SO2  现象：空气中是淡蓝色的火焰；纯氧中是蓝紫色的火焰；同时生成有刺激性气味的气体。 

C+O2

点燃
====CO2                           现象：生成能够让澄清石灰水浑浊的气体 

2C+O2

点燃
====2CO                         现象：燃烧 

4P+5O2

点燃
====2P2O5                                   现象:：生成白烟 

3Fe+2O2

点燃
====Fe3O4                       现象：剧烈燃烧、火星四射、生成黑色的固体 

2H2+O2

点燃
====2H2O                        现象：淡蓝色的火焰 

2H2O2

MnO2
====2H2O+O2↑                     现象：溶液里冒出大量的气泡 

2HgO
△

====2Hg+O2↑                      现象：生成银白色的液体金属 

2KClO3

MnO2
====2KCl+3O2↑（条件还有加热） 现象：生成能让带火星的木条复燃的气体 

2KMnO4

△
====K2MnO4+MnO2+O2↑          现象：同上 

跟氢有关的化学方程式： 

2H2+O2

点燃
====2H2O 现象：淡蓝色的火焰 

Zn+H2SO4==ZnSO4+H2↑ 现象：有可燃烧的气体生成                                                                                                

Fe+H2SO4 ==FeSO4+H2↑现象：变成浅绿色的溶液，同时放出气体 

2Al+3H2SO4 ==Al2(SO4)3+3H2↑ 现象：有气体生成 

Fe+2HCl==FeCl2+H2↑ 现象：溶液变成浅绿色，同时放出气体 

2Al+6HCl==2AlCl3+3H2↑ 现象：有气体生成 

H2+CuO
△

====Cu+H2O 现象：由黑色的固体变成红色的，同时有水珠生成 

2Fe2O3+3H2 

高温
====2Fe+3H2O 现象：有水珠生成，固体颜色由红色变成银白色 

跟碳有关的化学方程式： 

C+O2

点燃
====CO2(氧气充足的情况下) 现象：生成能让纯净的石灰水变浑浊的气体 

2C+O2

点燃
====2CO(氧气不充足的情况下)  现象：不明显 

C+2CuO
高温
====2Cu+CO2↑ 现象：固体由黑色变成红色并减少，同时有能使纯净石灰水变浑浊的气体生成 

3C+2Fe2O3

高温
====4Fe+3CO2↑现象：固体由红色逐渐变成银白色，同时黑色的固体减少，有能使纯净的石灰水变浑浊的气体 

CO2+C
高温
====2CO  现象：黑色固体逐渐减少 

3C+2H2O=CH4+2CO   现象：生成的混和气体叫水煤气，都是可以燃烧的气体 

跟二氧化碳有关的化学方程式： 

C+O2

点燃
====CO2   现象：生成能使纯净的石灰水变浑浊的气体 

Ca(OH)2+CO2===CaCO3↓+H2O 现象：生成白色的沉淀，用于检验二氧化碳 

CaCO3+CO2+H2O===Ca(HCO3)2  现象：白色固体逐渐溶解 

Cu2(OH)2CO3

△
====2CuO+H2O+CO2↑ 现象：固体由绿色逐渐变成黑色，同时有能使纯净石灰水变浑浊的气体生成 

2NaOH+CO2===Na2CO3+H2O（也可为 KOH） 现象：不明显 

CaCO3

高温
====CaO+CO2↑  现象：有能使纯净石灰水变浑浊的气体生成 

跟一氧化碳有关的，但同时也跟二氧化碳有关： 

Fe3O4+4CO
高温
====3Fe+4CO2 现象：固体由黑色变成银白色，同时有能使纯净石灰水变浑浊的气体生成 

Fe2O3+3CO
高温
====2Fe+3CO2 现象：固体由红色逐渐变成银白色，同时有能使纯净石灰水变浑浊的气体生成 

CuO+CO
高温
====Cu+CO2      现象：固体由黑色变成红色，同时有能使纯净石灰水变浑浊的气体生成 



 

跟盐酸有关的化学方程式： 

NaOH(也可为 KOH)+HCl==NaCl+H2O  现象：不明显 

HCl+AgNO3==AgCl↓+HNO3       现象：有白色沉淀生成，这个反应用于检验氯离子 

CaCO3+2HCl==CaCl2+H2O+CO2↑现象：百色固体溶解，生成能使纯净石灰水变浑浊的气体 

Na2CO3+2HCl==2NaCl+H2O+CO2↑现象：生成能使纯净石灰水变浑浊的气体 

NaHCO3+HCl==NaCl+H2O+CO2↑ 现象：生成能使纯净石灰水变浑浊的气体 

Fe2O3+6HCl==2FeCl3+3H2O      现象：红色固体逐渐溶解，形成黄色的溶液 

Fe(OH)3+3HCl==FeCl3+3H2O     现象：红棕色絮状沉淀溶解，形成了黄色的溶液 

Cu(OH)2+2HCl==CuCl2+2H2O    现象：蓝色沉淀溶解，形成黄绿色的溶液 

CuO+2HCl==CuCl2+H2O         现象：黑色固体溶解，生成黄绿色的溶液 

Fe+2HCl==FeCl2+H2↑          现象：溶液变成浅绿色，同时放出气体 

2Al+6HCl==2AlCl3+3H2↑       现象：有气体生成 

跟硫酸有关的化学方程式： 

2NaOH(或 KOH)+H2SO4==Na2SO4+2H2O 现象：不明显 

Fe2O3+3H2SO4==Fe2(SO4)3+3H2O 现象：红色固体溶解，生成黄色溶液 

CuO+H2SO4==CuSO4+H2O      现象：黑色固体溶解，生成蓝色溶液 

Cu(OH)2+H2SO4==CuSO4+2H2O  现象：蓝色沉淀溶解，生成蓝色溶液 

H2SO4+BaCl2==BaSO4↓+2HCl   现象：生成不溶于强酸的白色沉淀，用于检验硫酸根离子 

CaCO3+H2SO4==CaSO4+H2O+CO2↑ 

Na2CO3+H2SO4==Na2SO4+H2O+CO2↑ 

2NaHCO3+H2SO4==Na2SO4+2H2O+2CO2↑现象：这三个反应现象同与盐酸反应现象一致 

跟硝酸有关的化学方程式： 

Fe2O3+6HNO3==2Fe(NO3)3+3H2O 现象：红色固体溶解，生成黄色溶液 

CuO+2HNO3==Cu(NO3)2 +H2O   现象：黑色固体溶解，生成蓝色溶液 

Cu(OH)2+2HNO3==Cu(NO3)2+2H2O 现象：蓝色沉淀溶解，生成蓝色溶液 

NaOH(或 KOH)+HNO3==NaNO3+H2O 现象：不明显 

Mg(OH)2+2HNO3==Mg(NO3)2+2H2O  现象：白色沉淀溶解 

CaCO3+2HNO3==Ca(NO3)2+H2O+CO2↑  

Na2CO3+2HNO3==2NaNO3+H2O+CO2↑ 

NaHCO3+HNO3==NaNO3+H2O+CO2↑ 现象：以上三个反应现象同与盐酸反应现象一致 

跟碱有关的化学方程式： 

NaOH+HCl(或 HNO3、H2SO4)==NaCl+H2O 现象：酸碱中和反应，现象不明显 

CaO+H2O==Ca(OH)2  现象：放出大量的热 

NaOH(KOH)＋FeCl3(Fe(NO3)3、Fe2(SO4)3)==Fe(OH)3↓+NaCl 现象：生成红棕色絮状沉淀，括号里反应过程相似，产物对应 

2NaOH(KOH)+FeCl2(Fe(NO3)2、FeSO4)==Fe(OH)2↓+2NaCl 现象：生成白色絮状沉淀，括号里面的反映过程相似，产物相对应 

2NaOH(KOH)+CuCl2(Cu(NO3)2、CuSO4)==Cu(OH)2↓+2NaCl 现象：生成蓝色絮状沉淀，括号里面的反应过程相似，产物对应 

NH4Cl(NH4NO3、(NH4)2SO4)+NaOH(KOH)==NH3↑+H2O+NaCl 现象：有可以使石蕊试纸变蓝的气体生成 

MgCl2(Mg(NO3)2、MgSO4)+NaOH(KOH)==Mg(OH)2↓+NaCl 现象：生成白色沉淀，括号里面的反应过程相似，产物相对应 

2NaOH+CO2==Na2CO3+H2O 现象：无明显现象 此反应的 Na 换成 K 是一样的 

Ca(OH)2+CO2==CaCO3↓+H2O 现象：产生白色沉淀，此反应用于检验二氧化碳 



 

2NaOH+SO2==Na2SO3+H2O    现象：无明显现象 

跟钡盐和钙盐有关的化学方程式： 

BaCl2+Na2SO4==BaSO4↓+2NaCl 现象：有白色的不溶于强酸的沉淀生成 

BaCl2+Na2CO3==BaCO3↓+2NaCl 现象：有白色沉淀生成但可溶于盐酸和硝酸 

CaCl2+Na2CO3==CaCO3↓+2NaCl 现象：生成白色沉淀 

跟几种金属及其盐有关的化学方程式： 

铜： 

CuO+CO
高温
====Cu+CO2 现象：固体由黑色逐渐变成红色，同时有能使纯净的石灰水变浑浊的气体生成 

H2+CuO
△

====Cu+H2O 现象：固体由黑色逐渐变成红色，同时有水珠生成 

Cu+2AgNO3==Cu (NO3)2+2Ag 现象：铜表面慢慢生成了银白色金属 

CuCl2+2NaOH==Cu (OH) 2↓+2NaCl 现象：生成了蓝色絮状沉淀 

CuO+H2SO4==CuSO4+H2O  现象：黑色固体溶解，生成蓝色溶液 

Cu (OH) 2+H2SO4==CuSO4+2H2O 现象：蓝色沉淀溶解，生成蓝色溶液 

Fe(Zn)+CuSO4==FeSO4+Cu   现象：有红色金属生成 

铁： 

Fe+2HCl==FeCl2+H2↑         现象：铁粉慢慢减少，同时有气体生成，溶液呈浅绿色 

FeCl2+2NaOH==Fe(OH)2↓+NaCl 现象：有白色絮状沉淀生成 

Fe (OH) 3+3HCl==FeCl3+3H2O  现象：红棕色絮状沉淀溶解，溶液呈黄色 

Fe (OH) 2+2HCl==FeCl2+2H2O  现象：白色絮状沉淀溶解，溶液呈浅绿色 

Fe+CuSO4==FeSO4+Cu        现象：铁溶解生成红色金属 

Fe+AgNO3==Fe(NO3)2+Ag    现象：铁溶解生成银白色的金属 

Fe2O3+6HCl==2FeCl3+3H2O   现象：红色固体溶解，生成黄色的溶液 

3Fe+2O2

点燃
====Fe3O4         现象：铁剧烈燃烧，火星四射，生成黑色的固体 

Zn+FeCl2==ZnCl2+Fe         现象：锌粉慢慢溶解，生成铁 

银： 

AgNO3+HCl==AgCl↓+HNO3  现象：有白色沉淀生成，且不溶于强酸 

AgNO3+NaCl==AgCl↓+NaNO3 现象：有白色沉淀生成，且不溶于强酸 

Cu+2AgNO3==Cu(NO3)2+2Ag  现象：红色的铜逐渐溶解，同时有银白色的金属生成 

推断题常考的物质颜色和状态： 

黑色固体：MnO2, C, Fe 粉，FeO, Fe3O4, CuO 红色固体：Fe2O3, Cu 

蓝色溶液：Cu2+ 绿色溶液：Fe2+ 

黄色溶液：Fe3+ 无色液体：H2O, H2O2 

地壳中含量最多的金属元素：Al  含量最多的非金属元素：O 

人体中含量最多的金属元素：Ca   人类使用最广泛金属：Fe 

生石灰：CaO;  熟石灰：C a ( O H ) 2  

大理石石灰石：CaCO3   (三者常为建筑材料) 

燃烧产生蓝色火焰的物质： 

CO, H2, CH4, S, C2H5OH 

三大清洁能源：H2, C2H5OH, CH4 

三大气体燃料：CO, H2, CH4 

最简单有机物：CH4 会造成空气污染的气体：CO, SO2,NO,O3,NO2 

三大还原剂： C, CO, H2 暗紫色或紫黑色或紫色： KMnO4 

 



 

根据条件写出下列反应方程式： 

红色固体变成黑色固体的置换反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黑色固体变成红色固体的置换反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气体单质生成的置换反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溶液由蓝色变成浅绿色的置换反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生成使澄清石灰水变浑浊气体的置换反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大基本反应类型： 

1、化合反应：A+B=AB             2、分解反应：AB=A+B 

3、置换反应：A+ BC= B+AC        4、复分解反应：AB+CD=AD+CB 

物质的分类： 
    组成：物质（纯净物）由元素组成 

         原子：金属、稀有气体、碳、硅等。 

物质 构成    分子：如氯化氢由氯化氢分子构成。  H2、O2、N2、Cl2。 

离子：NaCl 等离子化合物，如氯化钠由钠离子（Na
+
）氯离子（Cl

-
）构成 

        混合物（多种物质）：石灰水 、空气、海水、矿泉水 

分类         单质：金属、非金属、稀有气体 

   纯净物  （一种元素） 

（一种物质）  化合物： 有机化合物 CH4、C2H5OH (含 C 的化合物除 CO,CO2,碳酸盐)      

（多种元素）              氧化物  H2O  CuO  CO2 

                       酸   HCl  H2SO4  HNO3 

               无机化合物  碱   NaOH  Ca(OH)2    KOH  

                                            盐   NaCl  CuSO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