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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网络教育是依托现代信息技术进行教育资源传播、组织教学

的一种崭新形式,它突破了传统教育传递媒介上的局限性,实现

了时空有限分离条件下的教与学,拓展了教育活动发生的时空范

围。从1998年9月教育部正式批准清华大学等4所高校为国家

现代远程教育第一批试点学校以来,我国网络教育历经了若干年

发展期,目前全国已有68所普通高等学校和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开展现代远程教育。网络教育的实施大大加快了我国高等教育

的大众化进程,使之成为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它

的不断发展,也必将对我国终身教育体系的形成和学习型社会的

构建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华东理工大学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是教育部批

准成立的现代远程教育试点院校之一。华东理工大学网络教育

学院自创建以来,凭借着自身的优质教育教学资源、良好的师资

条件和社会声望,得到了迅速发展。但网络教育作为一种不同于

传统教育的新型教育组织形 式,如 何 有 效 地 实 现 教 育 资 源 的 传

递,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效果,认真探索其内在的规律,是摆在我

们面前的一个新的、亟待解决的课题。为此,我们与华东理工大

学出版社合作,组织了一批多 年 来 从 事 网 络 教 育 课 程 教 学 的 教

师,结合网络教育学习方式,陆续编撰出版了一批包括图书、课件

光盘等在内的远程教育系列 教 材,以 期 逐 步 建 立 以 学 科 为 先 导

的、适合网络教育学生使用的教材结构体系。

掌握学科领 域 的 基 本 知 识 和 技 能,把 握 学 科 的 基 本 知 识 结

构,培养学生在实践中独立地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我们

组织教材编写的一个主要目的。该系列教材包括了计算机应用

基础、大学英语等全国统考科目,也涉及了管理、法学、国际贸易、

机械、化工等多学科领域。

根据网络教育学习方式的特点编写教材,既是网络教育得以

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也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本套教材的编写凝

聚了华东理工大学众多在学科研究和网络教育领域中具有丰富

实践经验的教师、教学策划人员的心血,希望它的出版能对广大

网络教育学习者进一步提高学习效率有帮助和启迪。

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



前 言

化学是一门实验科学,而有机化学实验又是化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学科的学生诸

如化学、应用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能源科学、材料科学、环境科学、生命科学、药学以及相关

学科都将其作为一门必修课程。有机化学实验很强的实践性是对有机化学理论课的有力补

充,同时在现代有机合成技术不断提高和新型有机化合物不断出现和加以应用的情况下,其课

程的重要性又是有机化学理论课所不可替代的。

为了配合目前正在积极推广的网上虚拟实验室的建设和应用,同时使正在接受高等院校

网络教育的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并掌握有机化学实验技能,本书将常见的有机化学实验教材

内容重新进行了设计。本书内容主要分三章。第一章为有机化学实验的基本知识,可以让学

生能够充分理解有机化学实验的基本要求,有机化学实验室的安全制度和操作规程,有机化学

实验室中的仪器和设备的基本配置和常用操作技术,如加热、冷却和干燥方法,有机化学实验

中用到的化学试剂的纯度分级等。同时将学习有机化学实验可能需要用到的常用的工具书、

参考书、相关网站地址罗列出来,便于学生了解并掌握有机化学实验的方法。第二章通过

11个实验介绍了化学物质分离纯化、物性测定技术等知识,使学生能够通过这部分内容理解

并掌握有机化学实验的基本操作原理和应用,提高实验操作基本技能,掌握有机合成的基本技

能和技巧。第三章通过22个实验介绍了化合物的合成与制备等知识,让学生了解天然有机化

学产物的提取方法、有机化合物的制备方法、有机化学反应的合理运用、有机制备常用的技术

手段。第三章中既有常规的有机合成实验,也有通过教学实践证实切实可行的由科研转化而

来的新颖实验;既有利用传统技术进行的有机化合物的合成实验,也有利用现代有机合成手段

来合成制备有机化合物的实验,可以进一步开阔学生的眼界。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存在一定的不足,敬请读者提出宝贵

的意见和建议,以便今后能在修订时给予更正。

编 者

201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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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有机化学实验的基本知识

�
�
	

有机化学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实验科学,为了学好有机化学,不仅需要理解并掌握理论知

识,同时也应该与实践相结合。进行相应的有机化学实验,能帮助学生验证和加深对有机化学

的基本理论、有机化合物和有机反应的认识,正确掌握有机化学实验的基本操作,有机化合物

的合成、分离和鉴定的方法,从而提高学生的实验动手能力,为今后从事与有机化学有关的工

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一、实验室规则

有机化学实验室是从事有机化学实验的场所,为了确保实验能够安全、正常、顺利地进行,
同时也为使学生养成严谨的科学态度和良好的实验习惯,学生必须遵守实验室的相关规章制

度,熟悉实验室中各种设施的位置及使用方法,不违反有关规章制度进行盲目操作,不做未经

允许的实验,并听从实验指导教师的指导和实验室其他工作人员的辅导。

1.学生进入实验室后首先要了解实验室内水、电、煤气开关的位置和消防灭火器材的放

置地点及使用方法。

2.实验前必须认真预习有关实验内容,写好预习报告,并查询好实验涉及的化学试剂和

药品的相关安全数据(MaterialSafetyDataSheet,MSDS)。

3.进入实验室做实验时,必须穿实验服,戴防护眼镜,留长发者须将长发扎起,不得穿拖

鞋、凉鞋,不要穿短裤或短裙,以免试剂不慎倒出溅在裸露的皮肤上,造成伤害。

4.依照实验要求的用量称取指定的药品,不可擅自增加用量,引起浪费和增加化学品污

染;不得将实验室的任何化学药品带出实验室。接触药品必须戴好防护手套,认清标签,用后

及时盖好。

5.可燃有机溶剂严禁用明火直接加热,密闭不通的装置不可加热。使用或生成有毒或有

刺激性气体的反应必须在通风橱中进行。

6.在实验过程中应保持桌面清洁整齐,有条不紊。要认真操作,仔细观察,详细记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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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擅自离开。

7.实验装置必须稳固,搭置好的实验装置应做到“横平、竖直”。装置搭置时遵循“从下到

上、从前到后”的原则,实验结束拆卸装置时按照“从后到前、从上到下”依次进行,高度不够可

用升降台调节,切忌用书本、烧杯等垫高,以免发生装置坍塌、玻璃仪器跌落造成破损等危险

情况。

8.实验时注意:
(1)固体废弃物(玻璃、纸屑、沸石、滤纸等)不得丢入水槽内,应放置在指定的废物箱或废

物桶中;
(2)破碎玻璃器皿应置于特定的碎玻璃回收桶内;
(3)不可将温度计当搅拌棒使用,若水银温度计破损(汞蒸气有毒)应报告教师及时处理;
(4)各类有机溶剂废液必须收集后倒入指定的废液回收桶内,不得倒入水槽;
(5)磨口玻璃仪器装配要妥当,防止实验过程中出现“跑、冒、滴、漏”等化学物质泄漏的

现象。

9.实验时意外事件的处理:
(1)若煤气灯着火,立即关闭煤气开关,迅速覆盖湿抹布。
(2)若酸、碱或腐蚀性药品溅入眼中或皮肤上,立即用水冲洗至少10min以上,情况严重

者,须送医务室治疗。
(3)皮肤若被玻璃或尖锐物体割伤,宜先取出玻璃碴,清洗伤口,涂上红药水并以创可贴

包覆;如出血较多,需立即采取应急止血措施并紧急送医务室救治。
(4)若皮肤被火灼伤,应遵守“冲、脱、泡、盖、送”原则进行处理,即立即用大量水冲洗至不

再感到灼热,情况严重者,立即送校医院治疗。
(5)水银温度计破损时,先收集大颗粒汞于烧杯中,加水降低其蒸气压,防止挥发;残留散

粒汞迅速加硫粉覆盖,使之生成硫化汞,过一段时间收集,由实验室统一处理。

10.实验结束后,必须清理实验桌并将有关仪器归位,个人自管的玻璃仪器必须洗净、放
好,锁好柜门,将柜门钥匙放在指定的地方。洗净双手,确保自己实验桌的水、电、煤气关闭后

经指导教师同意后方可离去。

11.轮值的值日生应在本班全部学生实验结束后,清理、打扫实验室,处理垃圾并清点当

日分发之公用仪器,归还给实验准备室,检查实验室的水、电、煤气、门窗等是否关闭,待检查无

误后经指导教师和实验室负责人员进一步检查确认后方可离开。

12.听从老师的指导,严格按照实验中规定的药品规格、用量和步骤进行实验。若要更

改,须征得指导教师同意后才可实施。

13.爱护实验仪器。自管仪器用后必须洗净,妥善收藏;公用仪器用后放回原处。仪器若

有损坏要及时办理登记、补领手续。公用药品不得任意挪动,用后立即盖好,注意节约。

14.实验结束后须经教师全面检查,待教师在实验本上签字后才能离开实验室。

二、实验室安全防护知识

1.火灾的预防和灭火

在有机化学实验中,常用的有机溶剂多数是易燃的,而且多数有机反应往往需要加热,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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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有机化学实验中防火显得十分重要,要预防火灾的发生,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1)实验装置安装一定要正确,操作必须规范;
(2)在使用和处理易挥发、易燃溶剂时不可存放在敞口容器内,要远离火源,加热时必须

采用具有回流冷凝管的装置,且不能直接用火加热;
(3)实验室内不得存放大量易燃物;
(4)要经常检查煤气开关、煤气橡皮管及煤气灯是否完好。
一旦发生火灾,一定要沉着、冷静。首先要关闭煤气,切断电源,然后迅速移开周围易燃物

质,再用石棉布或沙子覆盖火源或用灭火器灭火。当衣服着火时,应立刻用石棉布覆盖着火处

或赶快脱下衣服,火势大时,应一面呼救,一面卧地打滚以扑灭身上的火焰。

2.爆炸事故的预防

实验中发生爆炸的后果往往是严重的。为了防止爆炸事故的发生,一定要注意以下事项:
(1)仪器装置应安装正确,常压或加热系统一定要与大气相通;
(2)在减压系统中严禁使用不耐压的仪器,如锥形瓶、平底烧瓶等;
(3)在蒸馏醚类化合物如乙醚、四氢呋喃等之前,一定要检查有无过氧化物,若有,必须先

要除去,再进行蒸馏,蒸馏时切勿蒸干;
(4)在使用易燃易爆物如氢气、乙炔等或遇水会发生激烈反应的物质如钾、钠等,要特别

小心,必须严格按照实验规则操作;
(5)对反应过于激烈的实验,应引起特别注意,有些化合物因受热分解,体系热量和气体

体积突然猛增而发生爆炸,对这类反应,应严格控制加料速率,并采取有效的冷却措施,使反应

缓慢进行。

3.中毒事故的预防

(1)反应中产生有毒或腐蚀性气体的实验,应放在通风橱内或应装有吸收装置,实验室要

保持空气流通。
(2)有些有毒物质易渗入皮肤,因此不能用手直接拿取或接触化学药品,更不准在实验室

内吃东西。
(3)剧毒药品应有专人负责保管,不得乱放。使用者必须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实验。

实验中如有头晕、恶心等中毒症状,应立即到空气新鲜的地方休息,严重的应马上送医院。

4.化学灼伤

强酸、强碱和溴等化学药品触及皮肤均可引起烧伤,因此在使用或转移这类药品时要十分

小心。如果被酸、碱或溴灼伤,应立即用大量水冲洗,然后再用以下方法处理:
(1)酸灼伤:皮肤灼伤可用5%碳酸氢钠溶液洗涤,眼睛灼伤可用1%碳酸氢钠溶液清洗;
(2)碱灼伤:皮肤灼伤用1%~2%醋酸溶液洗涤,眼睛灼伤用1%硼酸清洗;
(3)溴灼伤:应立即用酒精洗涤,然后涂上甘油或烫伤油膏。
灼烧严重的经急救后应速送医院治疗。

5.割伤和烫伤

在玻璃工操作或使用玻璃仪器时,因操作或使用不当,常会发生割伤。要预防割伤,玻璃

工操作一定要规范,玻璃仪器使用要正确。如果被割伤,应先要取出玻璃碎片,用蒸馏水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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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氧水洗净伤口,然后涂上红药水,再用消毒纱布包扎。严重割伤,大量出血,应在伤口上方用

纱布扎紧或按住动脉以防止大量出血,并立即送往医院医治。
在玻璃工操作中最容易发生烫伤,要预防烫伤,切勿用手去触摸刚加热过的玻璃管(棒)或

玻璃仪器。若发生烫伤,轻者涂烫伤膏,重者涂烫伤膏后立即送往医院。

6.化学实验室常用安全标志

化学实验室属于特殊工作场所,为了安全警示,在实验室相关场所和部位会有不同的安全

警示标志,熟悉这些标志,对于提高安全意识、注意实验安全规范操作以及事故的防范和处理

都有一定的帮助。
常见的实验室安全警示标志见图1 1。

图1 1 常见的实验室安全警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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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图1 1

三、实验室常用设备及仪器

为了更好地进行有机化学实验,通常有机化学实验室都会配备一定的常规仪器和设备,常
见的有以下几类。

(一) 称量仪器

为了称量实验中所需的药品,需要一定的称量仪器,而称量仪器根据称量的范围和精度一

般有托盘天平、电子天平、精密电子天平,如图1 2所示。

�,�� *��� 1�*���

图1 2 称量仪器

1.托盘天平

托盘天平是一种实验室常用的称量用具,由托盘、横梁、平衡螺母、刻度尺、指针、刀口、底
座、标尺、游码、砝码等组成。精确度一般为0.1g或0.2g,荷载有100g、200g、500g、1000g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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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子天平

用电磁力平衡被称物体重力的天平称为电子天平。其特点是称量准确可靠、显示快速清

晰,且具有自动检测系统、简便的自动校准装置以及超载保护等装置。常量电子天平的最大称

量一般为100~200g,称量精度为0.01克。

3.精密电子天平

这类电子天平是准确度级别为Ⅱ级的电子天平的统称。一般称量精度为0.001mg。

(二) 加热设备

实验室中用于加热的仪器设备很多,有的是提供热浴,使反应温度得到保证,促进反应速

度的提高;也有的是提供热风,使需要干燥的玻璃仪器或反应产物快速脱水得到干燥。这些仪

器设备主要有:电热套、油浴锅、烘箱、气流干燥器等。

1.电热套

电热套是用无碱玻璃纤维作绝缘材料,将铬镍合金丝置于其中,用硅酸铝棉经真空定型的

半球形保温体保温,外壳一次性注塑成型,上盖采用静电喷塑工艺,由于采用球形加热,可使容

器受热面积达到60%以上。加热主要是通过金属丝通电发热,加热容器周围的空气,形成热

的空气浴达到加热容器内物料的作用,其特点是升温快、无明火、加热温度高、操作简便、经久

耐用,是实验室常用的加热设备,如图1 3所示。
电热套的体积可根据容器大小选择,一般有100mL、250mL、500mL等。
有些电热套还设计成磁力搅拌型,以便在加热的同时通过磁力搅拌达到物料混合均匀,如

图1 4所示。

2.油浴锅

油浴锅一般选用优质不锈钢和精密机械加工工艺制造,加热方式是采用电热棒对油浴介

质进行加热,因为容器是浸入油浴介质中,具有耐高温、耐腐蚀、热平衡时间短、温度波动性小、
均匀性好的特点,如图1 5所示。油浴锅广泛用于蒸馏、干燥、浓缩、反应等需要对容器内的

物料加热操作时使用。如果加热温度低于100℃,也可用水做加热介质。

图1 3 普通电热套
   

图1 4 带磁力搅拌的电热套
   

图1 5 油浴锅

3.烘箱

实验室常用烘箱来对实验物品或产品进行干燥处理,以除去水分,得到干燥的器皿或无水

产品等,常见的烘箱有鼓风干燥箱、真空干燥箱、红外干燥箱等,如图1 6所示。
(1)鼓风干燥箱:鼓风干燥箱通过电热丝加热空气,鼓风使空气循环达到热平衡,干燥的

热空气使物质内部的水分溢出而达到干燥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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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真空干燥箱:真空干燥箱是专为干燥热敏性、易分解和易氧化的物质而设计的,工作

时可使箱体内保持一定的真空度,并能够向内部充入惰性气体,特别是一些成分复杂的物品也

能进行快速干燥。
(3)红外干燥箱:红外干燥箱是通过红外线灯泡来加热的,红外线可以直接作用于物质内

部的水分,不用空气流动,因其体积小,故在需要快速烘干物品且缺乏实验场地时它是一种较

好的烘干设备。

TM�'0 ,/�'0 3��'0

图1 6 烘箱

图1 7 气流干燥器

4.气流干燥器

气流干燥器是实验室干燥玻璃仪器的常用设备,采用电热丝加

热,腔体内热空气通过风管导出,加热套在上面的玻璃器皿,使其水分

蒸发,从而达到干燥玻璃仪器的目的,如图1 7所示。其具有使用方

便、干燥快速、节能、无水渍、维修简便等特点。

(三) 其他仪器设备

1.超声波清洗器

超声波清洗器是利用超声波作用于液体时,液体中每个气泡的破裂会产生能量极大的冲

击波,以此来清洗和冲刷工件内外表面,是实验室用来清洗玻璃仪器上顽固污垢的常用设备,
如图1 8所示。

图1 8 超声波清洗器
    

图1 9 循环水真空泵

2.循环水真空泵

循环水真空泵又叫水循环式真空泵,是一种粗真空泵,如图1 9所示,工作原理为离心

式。它所能获得的极限真空为2000~4000Pa,主要适用于实验室需要真空度不高的减压蒸

馏、减压抽滤等操作,具有体积小、重量轻、耐腐蚀、使用方便,水作循环介质无污染且可经常更

换、方便维修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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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旋转蒸发仪

图1 10 旋转蒸发仪

旋转蒸发仪如图1 10所示,通过电子控制,使烧瓶在最适宜速

度下恒速旋转以增大蒸发面积。真空泵使蒸发烧瓶处于负压状态。
蒸发烧瓶在旋转的同时被置于水浴锅中恒温加热,瓶内溶液在负压

下在旋转烧瓶内被加热至蒸发。旋转蒸发器可以密封减压至400~
600mmHg;用加热浴加热蒸馏瓶中的溶剂,加热温度可接近该溶剂

的沸点;同时还可进行旋转,速度为50~160r/min,使溶剂形成薄

膜,增大蒸发面积。此外,在高效冷却器的作用下,可将热蒸气迅速

液化,加快蒸发速率,这种快速蒸发的方式也称为薄膜蒸发。

四、实验室常用玻璃仪器

(一) 常用玻璃仪器

化学实验室中有很多玻璃仪器,在进行实验之前,必须了解和熟悉自己柜中所配置的玻璃

仪器品种和数量,并且在使用之前进行相应的清洗和干燥,以做好实验的准备工作。
玻璃仪器一般是由软质或硬质玻璃按照要求制作而成的,软质玻璃耐温性、硬度、耐腐蚀

性较差,用它制作的玻璃仪器通常不耐温,如试剂瓶、普通漏斗、量筒、吸滤瓶、干燥器等;硬质

玻璃具有较好的耐温性和耐腐蚀性,制成的玻璃仪器可以在温度变化较大的情况下使用,如烧

瓶、烧杯、冷凝器等。除了一般化学实验室常见的烧杯、试管、量筒和玻璃棒外,有机化学实验

室常用的玻璃仪器目前都是采用可以连接的标准磨口仪器和非磨口仪器,具体形状和类型如

图1 11所示。

(1) �	-M��&* (2) �	JM��&* (3) �	�M&*

(4) �	��M&* (5) �	,�M&* (6) �	��&*

图1 11 常用玻璃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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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8) ��&* (9) �M&*

(10) J�* (11) J��"$� (12) $"$�

(13) �!$� (14) &!$�

(16) �$* (17) ��0 (18) �'0

(15) ()I$�

(21) 9N��(75°)(19) 9N� (22) 9N�0(75°�105°)(20) �N�

续图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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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	�0

(28) #�@�0

(33) /!��0 (34) ,���0 (35) )���0 (36) ;���0 (37) ��($")$�

(29) ����0 (30) <	�� (31) ���'0 (32) ����(A�)

(25) ����0(105°) (26) ,/��0 (27) ��'�0(24) ��0

续图1 11

  标准磨口仪器的磨口口径分为10号、14号、19号、24号、29号、34号、40号、50号等,同
样磨口口径的母口和子口可以匹配连接,这样可以用于多个磨口仪器的拼接。当有不同口径

的玻璃仪器需要连接时,可以采用不同编号的子母磨口接头(大小头)。通常实验室采用的磨

口仪器主要是14号、19号和24号磨口仪器。
使用玻璃仪器时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1)使用时要做到轻拿轻放。
(2)不能用明火直接加热玻璃仪器,需要加热时必须垫以石棉网。
(3)不能加热不耐高温的玻璃仪器,如吸滤瓶、量筒、普通漏斗等。
(4)玻璃仪器使用后应及时清洗,尤其是有旋塞及磨口的玻璃仪器,在经历了碱性反应、

酯化反应等过程后,旋塞或磨口处易发生黏结拆不开的现象,可采用热水煮黏结处或用热风吹

母口处,使其膨胀而易于拆开。也可用木槌轻轻敲打黏结处使其振动松开。如果这些仪器长

期不用,建议在磨口连接处或旋塞的活塞部位涂上一层薄薄的凡士林或在旋塞处夹上一小纸

条以避免黏结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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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玻璃仪器的清洗和干燥

化学实验中必须使用干净的仪器,以避免发生不必要的化学物质的相互接触,导致反应

物、产物的纯度降低并影响反应的正常进行。因此实验中应养成对有关玻璃仪器在使用前和

使用后立即清洗的习惯,保证玻璃仪器的清洁和干燥。
在有机实验中,常用的洗涤剂是去污粉或合成洗涤剂,正确的洗涤方法是先把玻璃仪器用

少量水湿润,再用湿的大小合适的毛刷蘸取少量洗涤剂涂在仪器内外壁上,来回刷洗,直到把

污物刷洗掉为止,再用清水冲洗干净。洗净的玻璃仪器倒置时应该不挂水珠,无污物痕迹。
洗涤标准磨口仪器时,尽量采用合成洗涤剂进行洗涤,防止去污粉中可能的粗颗粒磨料

(主要是碳酸钙)划伤磨口面和器壁,造成在使用中碎裂。如果玻璃仪器污渍较重,可以把玻璃

仪器浸泡在洗涤液中一定时间后再清洗。
有时遇到较难洗刷的污垢,可以根据其来源和性质,选择合适的酸、碱溶液或有机溶剂如

乙醇、乙醚、丙酮、苯、甲苯、石油醚等进行洗涤。例如污垢为酸性物质,可以采用稀的氢氧化钠

水溶液浸泡清洗;如果是碱性污垢,可以采用稀盐酸或稀硫酸溶液浸泡清洗;有机污垢可以采

用相似相溶的原则,选择合适的有机溶剂进行浸泡清洗。但是不管选择哪种方法,一定要注意

安全,避免性质不明的污垢和浸泡物质发生化学反应,同时应尽量少用纯净的有机溶剂或采用

回收的有机溶剂,防止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和二次污染以及增加有机溶剂的再处理环节。
也可采用超声波清洗器进行清洗,能有效地去除很多顽固污垢,尤其是焦油状物质,既省

力又方便,是目前有机化学实验室常配备的清洗仪器。
玻璃仪器的干燥一般可以根据实验的具体要求来定,如果反应不需要在无水条件下进行,

玻璃仪器不干燥也可以使用。但是大部分有机实验需要在无水条件下进行,就必须对洗涤完

的玻璃仪器进行干燥处理,常见的干燥仪器有鼓风干燥箱、红外干燥箱、气流干燥器等。干燥

方法为:仪器洗涤干净后,瓶口朝下将水沥干,放在以上设备中烘干。如果时间紧张,需要快速

干燥,可将水沥干后,加入少量95%(体积分数)乙醇或丙酮清洗,再用电吹风吹干即可。

五、实验室常用的加热、冷却和干燥介质

实验时需要进行化学反应,对加热后或反应产物进行冷却结晶提纯,或者需要对产品进行

无水化处理得到干燥的纯净物质,就需要用到加热、冷却和干燥。很多化学实验室都需要用

到,所以也是实验室的通用技术,除了仪器设备的选择,加热、冷却和干燥介质的选择对实验结

果的好坏也有一定影响。

(一) 加热

化学实验室中常用的热源有煤气灯、酒精灯、电热套和电热炉等,为了安全起见,一般不使

用带有明火的加热装置,除非需要,若使用明火加热,则必须做好相应的安全措施。
电热套是最常用的加热装置,另外还可根据所需加热温度的高低进行选择,如水浴、油浴

等。加热温度在80℃以下的采用水浴比较方便,加热温度超过100℃,通常就需要采用电热套

或油浴了,油浴所达到的最高温度取决于所用油的品种,一般加热温度要低于所用油的沸点。
常用加热浴液体的沸点见表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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