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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前言

　

　　凡是学习过金属有机化学的学生或研究者都会将美国耶鲁大学 Robert.

H.Crabtree教授编写的《过渡金属有机化学》一书奉为经典,译者本人也不例

外。该书自1985年出版以来,至今已陆续出版至第六版(2013年)。译者本人

保存了第四至第六版,通过对比可以发现该书涵盖的内容随着金属有机化学

这一学科领域的发展有着较大的变迁,特别是在第六版中补充了许多新兴领

域的内容,更加体现出当今金属有机化学的研究热点。可能限于篇幅,第六版

在对一些经典内容的阐述方面略有删减,但并不影响对内容的理解。对于特

别希望寻根究底的读者,建议可以参阅前几个版本。当然这仅仅是译者自己

的理解。

译者在学生时代因缘际会系统性地上过三次不同深度的《金属有机化学》

课程。进入高校任教以来,也一直教授《金属有机化学》这门课程。因此对

Robert.H.Crabtree教授编写的《过渡金属有机化学》一书有着极深的感情,

每每参阅,都会怀有些许膜拜的心情,感叹Crabtree教授对金属有机化学理论

理解的深度。受邀进行该书第六版的翻译工作,难免诚惶诚恐,毕竟以往只是

阅读英文原文,理解意思即可,而在真正的翻译中,不仅要很好地体现作者的

原意,还要以通顺、符合中文语言习惯的方式进行表达,做到“信、达、雅”。考

虑到本书的专业性,译者在翻译时,以准确表达意思为主,兼顾语句的变换。

此外,Crabtree教授有着比较鲜明的语言特色,断句较多,在翻译时也尽量体

现。尽管如此,由于译者的理论水平和汉语功底有限,难免有翻译不当之处,

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参阅了华南理工大学江焕峰和祝诗发等教授对第

五版的翻译(科学出版社),对译者有很大的帮助,在此向几位老师表示诚挚的

谢意。本组的研究生参与了本书大部分章节的初译和部分校对工作,非常感



谢他们辛勤的付出。他们的具体贡献如下:杨漾(第3章)、胡建文(第4章)、

周洁(第5章)、褚文蕾(第6章、附录和索引)、周海燕(第7章)、刘思思(第8

章)、阚超(第9章)、郭建双(第11章)、张雷(第12章)、罗梦天(第14章)、李

波(第16章)。

马海燕

(haiyanma@ecust.edu.cn)

2017年6月于华东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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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著序言

　

　　本书介绍了金属有机化学的原理及主要应用,为初学者提供了进入该领

域所必需的知识,使他们能发展自己的方法和思想。我希望再次谢谢我的许

多同事以及读者,他们热心地指出了第五版以及其他版本中的错误:Pat
Holland、JackFaller、YaoFu、LinPu、SamuelJohnson、OdileEisenstein、

AnnValentine、GaryBrudvig、AlanGoldman、UlrichHintermair及 Nilay
Hazari等各位教授,以及众多学生,Liam Sharninghausen、NathanSchley、

JasonRowley、William Howard、Joshua Hummel、MengZhou、Jonathan
Graeupner、OanaLuca、AlexandraSchatz和 KariYoung。能源部对我们在

该领域的研究工作给予了经费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RobertH.Crabtree
康涅狄格州,新港

2013年8月





缩写列表

　

[]　　　　　　　　表示配合物分子或离子

▯　 空配位或不稳定配位的配体

℃①　 摄氏度

1°,2°,3°……　 一级,二级,三级……

A　 缔合型取代反应(4.5节)

acac　 乙酰丙酮

AO　 原子轨道

at.　 压力单位,大气压

bipy　 2,2′联吡啶

Bu　 丁基

ca.　 大约,大概

cata　 催化剂

CIDNP　 化学诱导动态核极化(6.4节)

CN　 配位数

cod　 1,5 环辛二烯

coe　 环辛烯

cot　 环辛四烯

Cp,Cp 　 C5H5,C5Me5

Cy　 环己基

D　 解离型取代反应(4.4节)

D C　 涉及弱反馈 M(C——C)键的Dewar-Chatt模型(5.1节)

dn　 电子构型(1.4节)

dσ,dπ　 σ 接受和π 给予金属轨道(1.4节)

diars　 Me2AsCH2CH2AsMe2

dmf　 N,N 二甲基甲酰胺

dmg　 丁二酮肟

① 译者注:原著中用°表示。



dmpe　 Me2PCH2CH2PMe2

DMSO　 二甲基亚砜

dpe或dppe　 Ph2PCH2CH2PPh2

e　 电子,如18e规则

E,E+ 　 泛指亲电试剂,如 H+

e.e.　 对映异构体过量(9.3节)
en　 H2NCH2CH2NH2

EPR　 电子顺磁共振

eq　 当量或赤道的

Et　 乙基

eu　 熵的单位

eV　 电子伏特(1eV=23kcal/mol)

fac　 面式(立体化学)

Fp　 (C5H5)(CO)2Fe
Hal　 卤素

HBpz3　 三吡唑基硼

HOMO　 最高占有分子轨道

hs　 高自旋

I　 核自旋

I　 中间型取代机理

IR　 红外

L　 泛指配体,更常用来表示一个2e配体(关于配体成键的

L模型见2.1节)

LnM　 泛指含有n 个配体的金属片段

lin　 线型

lp　 孤对电子

ls　 低自旋

LUMO　 最低未占有分子轨道

m 　 间位

mr　 约化质量

MCP　 涉及 强 反 馈 M(C ——C)成 键 的 金 属 杂 环 丙 烷 模 型

(5.1节)

Me　 甲基

mer　 经式(立体化学)

MO　 分子轨道

N　 金属的族数(=中性原子的价电子数)

nbd　 降冰片二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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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HC　 N 杂环卡宾(4.3节)

NMR　 核磁共振(10.2~10.7节)

NOE　 核的 Overhauser效应(10.7节)

Np　 新戊基

Nu,Nu- 　 泛指亲核试剂,如 H-

o 　 邻位

OA　 氧化加成

OAc　 乙酸盐

oct　 八面体

OS　 氧化态(2.4节)

oz.　 盎司(28.35g)

p 　 对位

Ph　 苯基

pin　 频哪醇盐

py　 吡啶

RE　 还原消除反应

RF　 射频,无线电频率

SET　 单电子转移(8.6节)

solv　 溶剂

sq.pl.　 平面正方形

sq.py.　 四方锥(图1.5)

T　 T型,指三个配体以字母 T的形式排布的结构

T1　 自旋晶格弛豫时间

tacn　 1,4,7 三氮杂环壬烷

tacn 　 N,N′,N″三甲基 1,4,7 三氮杂环壬烷

tbe　 tBuCH——CH2

TBP或trig.bipy　 三角双锥(图4.4)

tet　 四面体的

thf　 四氢呋喃

TMEDA　 Me2NCH2CH2NMe2

TMS　 三甲基硅基

Tp　 三吡唑基硼盐(5.26)
triphos　 MeC(CH2PPh2)3
Ts　 对甲苯磺酸根(p tolylSO2)

TTP　 三加帽三棱柱体(图2.1)

VB　 价键

X　 泛指1e的阴离子型配体(2.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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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Y型,指三个配体以字母 Y的形式排布的结构

δ+ 　 部分正电荷

δ　 化学位移(NMR)

Δ　 晶体场分裂能(1.6节)

ΔEN　 电负性差异

ΔG≠ ΔH ≠ ΔS≠ 　 一个反应达到过渡态所需要的活化自由能、焓和熵

η　 具有连续配位原子的配体的齿合度(如C2H4,2.1节)

κ　 具 有 非 连 续 配 位 原 子 的 配 体 的 齿 合 度 (如

H2NCH2CH2NH2,2.1节)

μ　 表示“桥”的 符 号,用 上 标 表 述 桥 联 金 属 的 数 目,如

M3(μ3 CO)

ν　 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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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前　言

1.1　为什么学习金属有机化学? ①

金属有机化学家试图了解有机分子或基团与无机元素尤其是金属的化合

物相互作用的机制。这些元素包括元素周期表中s和p 区的主族元素以及d
和f 区的过渡元素。主族金属有机化合物(main-grouporganometallics),例
如n BuLi和PhB(OH)2,在有机合成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这些试剂的主要性

质介绍通常已广泛包含在各类有机化学课程中。这里,我们主要关注过渡金

属,它们的化学涉及了d 和f 轨道的参与,由此实现了元素周期表中其他元素

所不具备的反应途径。主族金属有机化合物主要用作化学计量的反应试剂,而
许多它们的过渡金属类似物作为催化剂使用时最为有效。确实如此,催化应用

的进一步拓展是人们对金属有机化合物兴趣越来越浓厚的主要原因。1975年以

前,大部分的有机合成在任何步骤都不依赖于过渡金属;相比之下,现在过渡金

属经常出现,且几乎总是作为催化剂使用。由于可以避免产生废弃物,诸如使用

化学计量的格氏试剂进行反应时产生的镁盐,催化也成为绿色化学[1]的核心准

则。由此,这一研究领域占据了有机化学和无机化学之间的边界地带。
著名有机化学家、美国《有机化学》杂志副主编 CarstenBolm[2]发表了大

力支持在有机合成中应用金属有机方法的观点:

1989年,OMCOS VI(第六届导向有机合成的金属有机化学国际会议)
在佛罗伦萨举行……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现在或者将来所有重要的化学转

化都能在经充分调整的金属催化剂的帮助下得以实施。今天,可以毫不夸

张地说,那些早期的研究结果是实现近年来有机化学领域概念性革命的关

键发现。金属催化剂随处可见,许多合成的进展都直接与催化化学的发展

相关联……
金属有机催化剂应用于有机化合物和高分子的生产已有很长的工业化历

史。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金属有机化学就已被用于镍的精炼,当时

LudwigMond发现粗镍能与CO反应生成挥发性的 Ni(CO)4,之后再受热分

解而得到纯镍。在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一项催化应用中,Co2(CO)8实现

了氢甲酰化反应,反应中 H2和CO加成到烯烃如1 或2 丁烯上,依据所采用

的条件生成正戊醛或正戊醇。

① 边栏方框内页码为原版图书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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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过渡金属有机催化剂已经开发出了一整套工业化过程。例如,现今

纯手性分子的生产是非常活跃的领域,在生产中利用不对称催化剂可以将外

消旋的反应试剂转化为单一光学纯对映异构产物。这一应用在制药工业领域

最为重要,因为对于药物分子而言,仅其中一种对映异构体具有药理活性,而
另一异构体甚至可能是有害的。其他例子包括烯烃聚合得到聚乙烯和聚丙

烯,利用丁二烯的氢氰化反应生产尼龙,从甲醇和一氧化碳直接合成醋酸,以
及利用氢硅化反应生产硅酮和相关的材料。

除了在工业和学术领域大量应用于有机化学外,金属有机化合物也逐

渐在其他领域得到应用。例如,近期几种用于手机显示的有机发光二极管

(OrganicLight-EmittingDiode,OLED)材料就是基于铱的金属有机化合物。
这些材料也可用于固态发光电化电池(Light-EmittingElectrochemicalCells,

LEC)[3]。自2008年起,三星公司就建立了一家工厂,采用环金属化的铱配

合物作为红光发光材料生产 OLED显示屏。环金属化的铑配合物是潜在的

太阳能电池光敏化剂[4]。此外,金属有机化合物药物也很快就会出现。
传统上人们认为生物无机化学与经典配位化学是相关的,这是因为在

金属酶中典型的是通过 N 或 O 供体与金属离子结合,而配位化学是研究

金属离子与配体如咪唑或醋酸根等的 N或 O原子配位的化学。近期研究

表明,尽管为数很少,但越来越多的具有金属有机配体的金属酶被发现,
这些金属有机配体诸如氢化酶中的 CO 和 CN- 配体、固氮酶中活性 MoFe
簇部位与六个 Fe原子成键的非常特别的中心碳配体。具有医药用途的金

属有机化合物也开始出现,例如基于二茂铁的抗疟药铁奎因以及大量的

诊断成像试剂[5]。
学术界总是被要求解决能够带来实际利益的问题[6]。在这一背景下,气

候变化推动的替代能源研究[7]、环境问题催生的绿色化学成为新兴的领域,它
们也将得益于金属有机催化[8]。太阳能和风能是间歇性能源,于是人们建议

将产生的电能转化为可贮存的燃料。通过水裂解生成 H2和 O2,从而将电能

转化为以 H—H 键形式存在的化学能已广为接受,而金属有机化合物目前被

用作裂解水的催化剂前体[9]。同时,将得到的氢燃料以便捷的方式贮存也吸

引了广泛关注,其中的存储和释放步骤可能都需要催化剂。此外,近期贵金属

价格的快速上涨促使人们迫切寻找[10]“地球丰产”的金属替代目前广泛用于各

类重要反应的贵金属催化剂。

1.2　配位化学

即便在金属有机化合物中,典型配位化学的 N 或 O 配位辅助配体也经常

与C配位配体同时存在。随着这类混合型配体组合的增多,配位化学和金属

有机化学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因此有必要回顾一下构成金属有机化学基础

2　过渡金属有机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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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配位化学原理。金属与配体成键的基本法则最初由配位化学的创始人

AlfredWerner(1866—1919)为配位化合物所建立。他不使用任何标准的光谱

或晶体学技术即能判断出CoL6的优势构型为八面体结构[11]。
我们对配位和金属有机化合物的现代理解,其核心都是d 轨道。主族金

属化合物或者具有太稳定的满填d 轨道(如Sn),或者具有非常不稳定的空d
轨道(如C),这两种形式下d 轨道均不能有效参与成键。部分填充的d 轨道

赋予过渡金属独特的性质。一些不具有d 电子的前过渡金属(如第Ⅳ族

Ti4+)以及一些具有充满10个电子的d 轨道的后过渡金属(如第Ⅻ族Zn2+ ),
其性质更类似于主族金属元素。

过渡金属离子能与配体L结合形成配位化合物或者说配合物 MLn,比如

大家所熟知的水合离子[M(OH2)6]2+ (M=V,Cr,Mn,Fe,Co,Ni)。正如

被认为是有机化学的一个分支,金属有机化学也能被看作是配位化学的一个

分支,只不过这些配合物(如 Mo(CO)6)都至少含有一个 M—C键。除了 M—

C键,金属有机化学还涉及了金属与比N、O以及卤素更具电正性的配体L之

间的 M—L键(如 M—SiR3和 M—H)。这些金属有机化合物的共价键性更明

显,其金属中心与经典配位化合物中的金属离子相比处于更为还原的状态。
通常与更为还原的、价态较低的金属离子成键的典型配体包括CO、烯烃和芳

烯烃,如形成 Mo(CO)6、Pt(C2H4)3和(C6H6)Cr(CO)3。然而,更高价态的金

属中心开始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如 WMe6中的六价钨金属中心以及 O——Ir
(mesityl)3①中的五价铱中心(第15章)。

1.3　Werner配合物

在经典的 Werner配合物中,例如[Co(NH3)6]3+ ,相对较高价态的金

属离子与电负性给电子原子典型如 O、N 和卤素的孤对电子配位。M—L
键具有显著的极性共价键性质,如 LnM—NH3,这里 Ln代表所存在的其他

配体。自由 NH3向金属中心贡献一对孤对电子构成 M—NH3键而形成了

配合物。

　　1.3.1　立体化学

最常见的配合物类型,八面体的 ML6,采取了基于毕达哥拉斯正八面体的

几何构型。通过占据八面体的六个顶点,配体能建立合适的 M—L键长,并且

能使L…L相互之间的非键距离最大化。对于配位化学家而言很不幸,毕达哥

拉斯决定用面的数目而不是顶点的数目来命名他的多面体。1.1中实楔形和

虚楔形分别表示朝向我们以及远离我们的键。

3第1章　前　　言　

① 译者注:mesityl为2,4,6 三甲基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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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和配体组合在一起,也就是我们所称作的配合物,可能带有净离子电

荷,在这种情况下它是配合物离子(如[PtCl4]2- )。与对应的抗衡离子一起则

得到配合物盐(如 K2[PtCl4])。在某些情况中,阳离子和阴离子部分可能都是

配合物,如被形象地命名为 Magnus绿盐的[Pt(NH3)4][PtCl4],这里用方括

号区别两种离子。
当配体的一个配位原子具有多于一对的孤对电子时,该配体能同时与两

个或多个金属离子配位形成多核配合物,如1.2所示(L=PR3)。桥基用希腊

字母μ表示,如[Ru2(μ Cl)3(PR3)6]+ 。双核配合物1.2由两个共享三个氯

桥基所在平面的八面体组成。

　　1.3.2　螯合效应

配体具有多于一个配位原子时,如乙二胺(NH2CH2CH2NH2,或“en”),
能提供它的两对孤对电子与金属离子配位形成螯合环(1.3)。形成五元环时

最为有利,但六元螯合环也很常见。与同类型的单齿配体相比,配合物的螯合

型配体很难被其他配体取代,原因如式1.1所示。

[M(NH3)6]n+ +3en → [M(en)3]n+ +6NH3 (1.1)

4　过渡金属有机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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