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 机 化 学
(第二版)

姜建辉 马小燕 赵俭波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有机化学/姜建辉,马小燕,赵俭波主编.
 

—2版.
 

—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20.12
  ISBN

 

978 7 5628 6344 1

  Ⅰ.①有… Ⅱ.①姜…
 

②马…
 

③赵… Ⅲ.①有机化
学 高等学校 教材 Ⅳ.①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217528号

项目统筹
 

/
 

薛西子

责任编辑
 

/
 

胡慧勤 赵子艳

装帧设计
 

/
 

徐 蓉

出版发行
 

/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市梅陇路130号,200237
电话:

 

021 64250306
网址:

 

www.ecustpress.cn
邮箱:

 

zongbianban@ecustpress.cn
 

印  刷
 

/
 

广东虎彩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
 

23.5
字  数

 

/
 

556千字

版  次
 

/
 

2010年12月第1版

2020年12月第2版

印  次
 

/
 

2020年12月第1次

定  价
 

/
 

8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二版编写组成员

主 编 姜建辉 马小燕 赵俭波

副主编 杨金凤 夏旭东 张越锋

编 者(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海峰(洛阳理工学院)  马小燕(塔里木大学)
李 红(石河子大学) 李元元(石河子大学)
杨金凤(石河子大学) 张 园(塔里木大学)
张越锋(百色学院) 赵俭波(塔里木大学)
姜建辉(塔里木大学) 夏旭东(塔里木大学)



第一版编写组成员

主 编 李炳奇 杨 玲

副主编 杨金凤 李红霞 魏 忠 姜建辉

编 者(按姓氏拼音排序)

高旭红(云南师范大学)  姜建辉(塔里木大学)
孔蜀祥(石河子大学) 李炳奇(石河子大学)
李 红(石河子大学) 李红霞(塔里木大学)
廉宜君(石河子大学) 马小燕(塔里木大学)
石 磊(石河子大学) 魏 忠(石河子大学)
杨金凤(石河子大学) 杨 玲(塔里木大学)
于海峰(塔里木大学) 周忠波(塔里木大学)



第二版前言

有机化学是高等院校一门重要的基础课程,是农业科学、生命科学、食品科学和

环境科学等学科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第一版自2010年面世以来,在塔里

木大学等高校使用效果良好,获得塔里木大学优秀教材二等奖等荣誉。随着教学改

革的不断深入,有机化学教学学时不断减少,学生需要进行大量的自主学习,为使学

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有机化学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该版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召开了数次教材建设研讨会,并结合其他教材的特点

和优点,对第一版教材进行了如下修订和完善:
 

(1)由于近年有机化学领域有了许多新的发现和发展,该版重新修订了“知识拓

展”,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为学好有机化学做好铺垫。
(2)在教学中发现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知识的掌握相对较差,该版对课后习题

和每章小结进行了修订,加强了习题的基础性、全面性、探究性和创新性,使学生能对

已学知识进行系统全面的练习,巩固已学知识;对每章重要概念、理论、典型化学反应

进行归纳总结,有利于学生快速把握有机化学的核心知识点。
(3)在本书最后一章增加了有机化学知识归纳总结,将有机化学的基本知识按

照基本概念和理论、命名、有机化合物的物理性质、有机化合物的化学性质、有机化合

物的鉴别、有机化合物的分离与提纯、有机合成分类等进行总结,有利于学生对知识

点和知识点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解,提升学习效率。
本书由塔里木大学、石河子大学、百色学院、洛阳理工学院合作编写,全书共分为

十五章,参加本书编写的人员有:
 

姜建辉(第一章、第三章、第十五章)、马小燕(第二

章、第七章)、于海峰(第四章)、夏旭东(第五章、第十章)、李红(第六章)、杨金凤(第八

章)、李元元(第九章)、赵俭波(第十一章、第十三章)、张园(第十二章)、张越锋(第十

四章),最后由姜建辉、马小燕、赵俭波统编定稿。本次修订还得到了塔里木大学有机

化学重点课程的资助。
由于编者能力水平有限,加之时间紧促,虽经修订,教材的特色还有待进一步完

善,书中难免存在疏漏和不足,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19年12月





前 言

有机化学是高等院校一门重要的基础课。本课程的学习,可使学生掌握有机化

学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培养独立思考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后续课程

的学习以及从事科技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随着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有机化学教材的种类逐渐增多,虽然每种教材各有特

色,但适合少数民族学生使用的教材却很少。为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
根据母语为非汉语言学生的学习特点,结合作者多年从事少数民族学生有机化学教

学积累的经验,在广泛吸收其他院校有机化学教材优点的基础上,编写了本书。在选

材上,本书既考虑到学科自身的系统性,又注意教学时限和专业需求;在内容上,除了

科学严谨、循序渐进的编写外,叙述时更注重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层次分明;在编排

上,以重要理论为基础,以官能团系统为主线,以结构与性质的关系为重点。同时,加
强习题的基础性、探究性和创新性,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有机化学的基本理论和

基础知识,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除此之外,本书根据章节特点精心挑选

了知识拓展材料,附于每章习题之后。这不仅使全书的结构体系更加完整,更加拓展

了学生的视野,使理论知识延伸到实际应用中。
全书共分为十五章,主要介绍有机化合物的命名、结构、性质、合成及相互转化规

律,并探讨其反应机理,每章后均附有要点梳理、习题及知识拓展内容。本书可作为教

学时数为60学时左右,母语为非汉语言的少数民族本科学生(“民考汉”或“民考民”学
生)的有机化学学习教材,也可作为成人教育相关专业进行有机化学教学时的参考书。

本书由石河子大学、塔里木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的教师合作编写,参加本书编写

的人员及具体分工为:
 

李炳奇(第一章、第九章)、周忠波(第二章)、姜建辉(第三章)、
于海峰(第四章)、魏忠(第五章)、李红(第六章)、马晓燕(第七章)、廉宜君(第八章)、
李红霞(第十章)、杨玲(第十一章)、高旭红(第十二章)、石磊(第十三章)、孔蜀祥(第
十四章)、杨金凤(第十五章),最后由李炳奇、杨玲统编定稿。

本书出版得到了华东理工大学对口支援石河子大学工作的支持和华东理工大学

“优秀教材出版基金”的资助,同时得到了华东理工大学在石河子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挂职副院长曹贵平教授的热情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限于编者水平,加之时间紧促,教材的特色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书中难免存在疏

漏和不足,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1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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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有机化学和有机化合物

一、
 

有机化学的研究对象

有机化学(Organic
 

Chemistry)是化学学科的一个分支,它的研究对象是有机化

合物(简称有机物)。有机化合物(Organic
 

Compound)中都含有碳元素,绝大多数含

有氢元素,许多还含有氮、氧、硫、卤素等元素。因此,有机化合物是碳化合物或者更

确切地说是碳氢化合物及其衍生物(有些简单的碳化合物,如二氧化碳、一氧化碳、碳
酸盐等,由于它们具有无机物的典型性质,不属于有机化合物)。有机化学是研究有

机化合物的组成、结构、性质、制备及变化规律的一门学科。
有机化合物遍布我们周围,它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吃的粮、油、糖、蛋白质

等,穿的棉、麻、毛、丝、化纤织物等,用的塑料、橡胶以及很多化肥、农药、染料、香料、医
药等都是有机化合物,动植物体和人类本身也是由有机化合物组成的。因此,有机化学

是核心的基础学科之一,是许多学科如生命科学、药物科学、食品科学、材料科学、化学

工程、环境工程、高分子科学与工程等的基础,与其他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

二、
 

有机化学的产生与发展

有机化学作为一门学科产生于19世纪初,但是人类制造和使用有机物的历史却

非常悠久,我国在4000多年前就已经掌握了酿酒、造醋等技术。据记载,中国古代

曾制得一些较纯的有机物质,如没食子酸(982—992年)、乌头碱(1522年以前)、甘露

醇(1037—1101年)等。18世纪中叶,人们发现一些从动植物体内得到的物质与从矿

物中发现的物质在性质上有许多不同。由于这些物质都是直接或间接来自动植物体

内,因此,1777年瑞典化学家贝格曼(Bergman)将从动植物体内得到的物质称为有机

物,以区别于来自矿物质中的无机物。1808年瑞典化学家贝采利乌斯(Berzelius)首
先使用了“有机化学”这个名词。当时有机化合物都来自动植物体内,因此人们认为

有机化合物只能在有生机的生物体中制造出来。而生物是具有生命力的,所以人们

认为生命力的存在是制造或合成有机物的必要条件,这就是当时盛行的“生命力”
学说。
1828年,德国科学家魏勒(F.Wöhler)用从非生物体取得的物质氰酸铵合成了

尿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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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H4CNO
60℃
→NH2CNH2

O



(氰酸铵)   (尿素) 

随后,化学家们又陆续合成了不少有机化合物,从此打破了只能从有生机的生物

体中制得有机化合物而不能人为制造的定论,动摇了“生命力”学说,促进了有机化学

的发展,开辟了人工合成有机化合物的新时期。
随着对有机化合物研究的深入,有机化学结构理论也逐步建立起来。1857年,

德国化学家凯库勒(Kekule)提出了碳四价的学说,而且他认为碳原子之间可以互相

结合为碳链。1864年,德国化学家肖莱马(Schorlemmer)在此基础上发展了这个观

点,他认为碳的四个价键除自相连接外,其余的价键与氢结合,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烃,
其他碳化物都是由别的元素取代烃中的氢衍生出来的,因此,他将有机化学定义为研

究烃及其衍生物的化学。
1861年,俄国化学家布特列洛夫(Butlerov)提出了较系统的有机化学结构理论,

他指出分子中各原子以一定化学力按照一定次序结合,并将其称为分子结构;一种有

机化合物具有一定的结构,其结构决定了它的性质,而该化合物的结构又可以由其性

质推导而来。1865年,凯库勒提出了苯的构造式。1874年,荷兰化学家范托夫

(Vant
 

Hoff)和法国化学家勒贝尔(Le
 

Bel)建立了分子的立体概念,阐明了旋光异构

和顺反异构现象。
20世纪初,在物理学一系列新发明的推动下,特别是将量子力学的原理和方法

引入化学,建立了量子化学,阐明了化学键的微观本质,建立了诱导效应、共轭效应、
立体效应等理论。经过众多化学家的努力,有机化学理论得到了不断的发展与完善,
目前已经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有机化学理论体系。

三、
 

有机化合物的特性

与无机化合物相比,有机化合物在性质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有机化合物一般

具有如下特性。
1.

 

数目庞大,结构复杂

组成有机化合物的元素种类不多,只有碳、氢、氧、氮、硫、磷、卤素等少数几种,但
组成有机化合物的数量庞大,据报道目前已达2000多万种。其原因是有机化合物

中的碳原子既可成链,又可成环,还可与氢、氮、氧、硫、卤素、磷等元素结合,形成各式

各样的化合物。
2.

 

容易燃烧

除少数例外,一般有机化合物都含有碳和氢,因此容易燃烧,生成二氧化碳和水

等,同时放出大量的热。有机化合物是能源的重要来源之一,如汽油、柴油、石蜡、酒
精、天然气等都是有机化合物。

3.
 

熔点和沸点低

有机化合物分子之间靠分子间力作用,结合较弱,通常为气体、液体或低熔点的

固体。大多数有机化合物的熔点一般在400℃以下。一般地说,纯净的有机化合物

都有固定的熔点和沸点。因此,熔点和沸点是有机化合物的重要物理性质常数,人们

常利用对熔点和沸点的测定来鉴定有机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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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难溶于水,易溶于有机溶剂

有机化合物一般都是共价化合物,极性很小或无极性,而水是一种强极性物质,
所以大多数有机化合物在水中的溶解度很小,但易溶于极性小的或非极性的有机溶

剂(如乙醚、四氯化碳、苯、烃类等)中,符合“相似相溶”规律。
5.

 

反应速度慢,副反应多

大多数有机化合物之间的反应要历经共价键的断裂和新键的形成,所以反应速

率比较慢。一般需要几小时,甚至几十小时才能完成。因此,常常采用加热、光照、搅
拌或加催化剂等措施来加速有机反应的进行。

有机化合物的分子大多是由多个原子结合而成的复杂分子,所以在有机化学反

应中,反应往往不局限于分子的某一固定部位,而是在不同部位同时发生反应,得到

多种产物。反应生成的初级产物还可继续发生反应,得到进一步的产物。因此,在有

机化学反应中,除了生成主要产物以外,还常常有副产物生成。

第二节 有机化合物的结构理论

化合物的结构决定化合物的性质。理解化合物的结构特点,对推断和掌握化合

物性质具有重要意义,是学好有机化学的基础。
 

化合物是靠化学键结合而成的,常见的化学键有离子键和共价键两种。大多数

无机物的分子都是以离子键结合而成的,而有机化合物分子中的原子主要是靠共价

键结合的。下面主要介绍共价键的有关知识。

一、
 

价键理论

价键理论认为,共价键的形成可以看作是原子轨道的重叠或电子配对的结果。
原子轨道重叠后,两个原子核间的电子云密度较大,因而降低了两核之间的正电排

斥,增加了两核对负电的吸引,使整个体系的能量降低,从而形成稳定的共价键。但

是,只有当两个原子都有一个未成对的电子且自旋方向相反时,它们才能配对成键。
例如,在氯化氢分子中,氯原子和氢原子各有一个未成对的电子且自旋方向相反,当
它们相互靠近时,两个电子就配对,形成一个共价键(图1 1)。

H2+Cl2 →H∶Cl

图1 1 原子轨道重叠情况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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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键理论的要点有三个:
  

①
 

两个成键原子相互接近时,只有自旋方向相反的单

电子才可配对成键;②
 

一个原子有几个单电子,即可形成几个共价键,即共价键具有

饱和性;③
 

成键电子的原子轨道重叠程度越大形成的共价键越稳定,即共价键具有

方向性。

二、
 

杂化轨道理论

本部分以碳原子的杂化为例介绍杂化轨道理论。从碳原子基态的电子构型

(1s22s22p2),可以发现碳原子的价电子层上只有2个未成对电子。按照价键理论,碳
原子应该是二价的。但大量事实证实,有机化合物中的碳原子都是四价的,而且在饱

和化合物中,碳的4个价键都是等同的。为了解决这一矛盾,1931年鲍林(Linus
 

Carl
 

Pauling,
 

1901—1994)提出了轨道杂化理论。
杂化是指在形成分子时,由于原子间的相互影响,若干不同类型但能量相近的原

子轨道混合起来,重新形成一组新轨道的过程。所形成的新轨道称为杂化轨道。
杂化轨道理论认为,碳原子在成键的过程中首先要吸收一定的能量,使2s轨道

的1个电子跃迁到2p空轨道中,形成碳原子的激发态(图1 2)。激发态的碳原子具

有4个单电子,因此碳原子可以是四价的。

图1 2 碳原子的核外电子排布示意图

激发态能量高,不稳定,它一经形成,4个原子轨道就立即进行重组,形成杂化轨

道。杂化轨道的能量稍高于2s轨道的能量,稍低于2p轨道的能量。这种由不同类

型的轨道混合起来重新组合成新轨道的过程,叫作轨道的杂化。杂化轨道的数目等

于参加组合的原子轨道的数目。
根据参与杂化的原子轨道数目不同,碳原子的杂化分为三种形式。
1.

 

sp3 杂化

由1个2s轨道和3个2p轨道杂化形成4个能量相等的新轨道,叫作sp3杂化轨

道,这种杂化方式叫作sp3杂化,图1 3为碳原子的sp3杂化示意图。

图1 3 碳原子的sp3 杂化示意图

sp3杂化轨道的形状及能量既不同于2s轨道,又不同于2p轨道,它含有1/4的s
成分和3/4的p成分。sp3杂化轨道具有更强的方向性,4个sp3 杂化轨道呈正四面

体分布,轨道对称轴之间的夹角均为109°28'。杂化轨道的形状如图1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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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4 轨道形状及甲烷分子示意图

2.
 

sp2 杂化
 

sp2杂化是由1个2s轨道和2个2p轨道进行的杂化。杂化后形成3个能量等

同的sp2杂化轨道(图1 5)。

图1 5 碳原子的sp2 杂化示意图

每个sp2杂化轨道含有1/3的s成分和2/3的p成分。3个sp2杂化轨道在同一

平面上,夹角为120°。未参加杂化的2p轨道,垂直于3个sp2 轨道所在的平面

(图1 6)。

图1 6 碳原子的sp2 杂化轨道示意图

3.
 

sp杂化

由1个2s轨道和1个2p轨道进行的杂化称sp杂化。杂化后形成2个能量等同

的sp杂化轨道(图1 7)。

图1 7 碳原子的sp杂化示意图

sp杂化轨道含有1/2的s成分和1/2的p成分,2个sp杂化轨道伸向碳原子核

的两边,它们的对称轴在一条直线上,互呈180°夹角。碳原子未参与杂化的2个2p
轨道仍保持原来的形状,互相垂直,并且都垂直于sp杂化轨道对称轴所在的直线,碳
原子sp杂化轨道形状示意图如图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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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8 碳原子的sp杂化轨道形状示意图

三、
 

分子轨道理论

分子轨道理论认为,原子组成分子后,电子不是只受某一个或两个核的约束,
而是围绕着整个分子运动。因此,分子轨道是从分子整体出发去研究分子中每一

个电子的运动状态。分子轨道与原子轨道一样,也有特定的空间大小、形状和

能量。
 

分子轨道由原子轨道线性组合而成,有多少原子轨道就可以组成多少分子轨道。
核间电子云密度增大的为成键分子轨道,核间电子云密度减小的为反键分子轨道。
成键分子轨道中的电子云在核间较多,对核间斥力有抵消作用,因此成键分子轨道的

能量比两个原子轨道低。成键后形成稳定的分子,能量降低越多,形成的分子越稳

定。相反,反键分子轨道中核间电子云密度低,而核间的斥力较大,使两个核远离,因
此反键分子轨道的能量比原子轨道的要高。

 

例如,两个氢原子的1s轨道可以组合成两个分子轨道。两个波函数相加得到的

分子轨道,为成键分子轨道;两个波函数相减得到的分子轨道,为反键分子轨道。

成键分子轨道 Ψ1=φ1+φ2     反键分子轨道 Ψ1=φ1+φ2

在基态下,氢分子的两个电子都在成键分子轨道中。

原子轨道要组合形成分子轨道,必须符合能量相近原则、电子云最大重叠原则和

对称性匹配原则。
1.

 

能量相近原则

能量相近的原子轨道才能组成分子轨道。当两个能量相差较大的原子轨道组合

成分子轨道时,成键分子轨道的能量与能量较低的那个原子轨道能量非常接近,生成

的分子轨道不稳定。
2.

 

电子云最大重叠原则

原子轨道相互重叠的程度越大,形成的共价键越稳定。
 

因此原子轨道要么头碰

头重叠,要么肩并肩重叠,其他方向重叠则是无效或很少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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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称性匹配原则

位相相同的原子轨道才能相互匹配组成分子轨道。对称性不同,即位相不同的

原子轨道重叠时会使核间的电子云密度变小,因而不能成键。
分子轨道理论和共价键理论都能定量处理问题,在许多问题上得出的结论也是

相同的。共价键理论是将电子对从属两个原子所有来加以处理的,称为定域。分子

轨道理论则认为分子中的电子运动与所有的原子都有关,称为离域。这两种理论都

是行之有效的。相对而言,共价键理论描述简洁,也较形象化,故用得也更多。但在

某些情况下,用分子轨道理论解释更为合理。

四、
 

共价键的类型

共价键具有方向性。按照成键的方式不同,共价键分为σ键和π键。σ键和π
键是两类重要的共价键。

1.
 

σ键

两个原子轨道沿着对称轴的方向以“头碰头”的方式相互重叠形成的键叫作σ键

(图1 9)。构成σ键的电子称为σ电子,一个σ键包括2个σ电子。
例如,甲烷分子中存在着σC—H 键[图1 9(a)],乙烷分子中,除σC—H 键外,还存

在σC—C 键(CH3—CH3)[图1 9(b)]。

图1 9 σ键示意图

σ键具有如下的特点:
 

(1)
 

轨道间以“头碰头”方式成键,电子云近似圆柱形分布;
(2)

 

σ键可以绕键轴旋转;
(3)

 

σ键较稳定,存在于一切共价键中。
因而,只含有σ键的化合物性质是比较稳定的。
2.

 

π 键

两个原子轨道“肩并肩”重叠形成的键叫作π键。构成π键的电子叫作π电子。
在乙烯分子中,碳原子采取sp2

 

杂化,有1个p轨道未参与杂化。因而除形成5
个σ键外,还可形成另一类型的共价键———π键(图1 10)。

图1 10 乙烯分子中的σ键与π键

π键具有如下的特点:
 

(1)
 

轨道间以“肩并肩”方式成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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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电子云重叠程度不及σ键,较活泼;
(3)

 

π键必须与σ键共存;
(4)

 

π键不能自由旋转。
因而,具有π键的化合物性质较活泼。

五、
 

共价键的基本属性

1.
 

键长

分子中两个原子核间的平均距离称为键长。一般情况下,两个原子之间所形成

的键越短,键越强,越牢固。常见共价键的平均键长如表1 1所示。

表1 1 常见共价键的平均键长

键 型 键长/nm 键 型 键长/nm

C—C 0.154 C—F 0.142

C—H 0.110 C—Cl 0.178

C—N 0.147 C—Br 0.191

C—O 0.143 C—I 0.213

N—H 0.103 O—H 0.097

  2.
 

键角

分子中某一原子与另外两个原子形成的两个共价键在空间形成的夹角,或键轴

之间的夹角称为键角。在不同化合物中,由同样原子形成的键角不一定完全相同,这
是由于分子中各原子或基团的相互影响。键长和键角决定了分子的立体结构。

3.
 

键能

使1mol双原子分子A B(气态)离解成原子(气态)所需吸收的能量称为键能,
或叫解离能。键能可表示化学键牢固的程度,相同类型的化学键中,键能越大,两个

原子结合得越牢固,即键越稳定。表1 2为常见共价键的平均键能。
对多原子分子来说,键能是指分子中几个同类型键的解离能的平均值。

表1 2 常见共价键的平均键能

键 型 键能/(kJ·mol-1) 键 型 键能/(kJ·mol-1)

C—C 347.3 C—F 485.3

C—H 414.2 C—Cl 338.9

C—N 305.4 C—Br 284.5

C—O 359.8 C—I 217.6

N—H 464.4 O—H 389.1

  4.
 

键的极性

成键两原子对键合原子的吸引力不同时,就使键的一端带部分正电荷,另一端带

部分负电荷,这种键称极性键,或者说它有极性。如果成键两原子对键合原子的吸引

力相同,键的正、负电荷中心重合,这种键称非极性键。键的极性主要是由成键原子

的电负性不同引起的。一般说来,两个原子的电负性相差越大,键的极性就越强。
键的极性以偶极矩(Dipole

 

Moment)μ表示,其单位为德拜D,通常用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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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其方向。箭头方向从正电荷部分指向负电荷部分。

偶极矩:
 

μ=
 

q
 

×
 

d

式中,q为正、负电荷中心上的电荷值;d为正、负电荷中心之间的距离。
键的极性是决定分子的物理和化学性质的重要因素之一。
5.

 

分子的极性

分子极性为分子中化学键极性的矢量和。非极性键构成非极性分子;极性键可

构成非极性分子(如甲烷、二氧化碳等对称性分子),也可构成极性分子(如水、硫化氢

等不对称性分子)。

六、
 

共价键的断裂方式

化学反应的发生实际上就是旧键的断裂和新键的生成。有机化合物分子中的化

学键主要是共价键。共价键的断裂方式有两种:
 

均裂和异裂。
1.

 

共价键的均裂

共价键断裂时,组成该键的一对电子由成键的两个原子各保留一个。
 

C∶Y →C·+Y·

均裂产生的带单电子的原子或基团叫游离基(或自由基)。由游离基引起的反

应叫游离基反应。一般游离基反应多在高温或光照或过氧化物存在的条件下

进行。
2.

 

共价键的异裂

共价键断裂时,成键的一对电子保留在一个原子上,叫作异裂。

C∶Y →C++∶Y-  或 C∶Y →C-∶+Y+

共价键异裂产生的是正、负离子。由离子引起的反应叫作离子型反应。它一般

是在酸或碱的催化下,或在极性介质中,通过共价键的异裂形成一个离子型的活性中

间体而完成的。
离子型反应又分为亲电反应和亲核反应。亲电反应是由“亲近”电子的试剂引起

的反应;亲核反应是由能提给电子的试剂引起的反应。

七、
 

酸碱质子理论和酸碱电子理论

有机化学中的酸碱理论是理解有机反应最基本的概念之一,目前广泛应用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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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化学的是布朗斯特(J.
 

N.
 

Brönsted)酸碱质子理论和路易斯(G.
 

N.
 

Lewis)酸碱

电子理论。
1.

 

布朗斯特酸碱质子理论

布朗斯特认为,凡是能给出质子的分子或离子都是酸;凡是能与质子结合的分子

或离子都是碱。酸失去质子,剩余的基团就是它的共轭碱;碱得到质子,生成的物质

就是它的共轭酸。例如,醋酸溶于水的反应可表示如下
 

在共轭酸碱中,一种酸的酸性越强,其共轭碱的碱性就越弱。因此,酸碱的概念

是相对的,某一物质在一个反应中是酸,而在另一反应中可以是碱。例如,H2O对

CH3COO-来说是酸,而对NH+4 来说则是碱。
酸的强度,通常用解离平衡常数Ka或pKa表示,pKa=-lgKa。pKa值越小,

酸性越强,其共轭碱碱性越弱。
碱的强度则用Kb或pKb表示。若pKb值越小,碱性越强,则该碱是强碱,其共

轭酸是弱酸。
在水溶液中,酸的pKa与其共轭碱的pKb之和为14。即:

 

pKb=14-pKa。
2.

 

路易斯酸碱电子理论

布朗斯特酸碱质子理论仅限于得失质子,而路易斯酸碱理论着眼于电子对,认为

酸是能接受外来电子对的电子接受体;碱是能给出电子对的电子给予体。因此,酸和

碱的反应可用下式表示
 

A+∶B A∶B

上式中,A是路易斯酸,它至少有一个原子具有空轨道,具有接受电子对的能力,
在有机反应中常称为亲电试剂;B是路易斯碱,它至少含有一对未共用电子对,具有

给予电子对的能力,在有机反应中常称为亲核试剂。
路易斯酸要比布朗斯特酸概念广泛得多。例如,在AlCl3 分子中,Al的外层电

子只有6个,它可以接受另一对电子。

AlCl3+Cl- AlCl-4

具有孤电子对的化合物,既可以是路易斯碱,也可以是布朗斯特碱,例如:
 

H2O
··

 ··,
 

N
··

H3,
 

RN
··

H2,
 

RO
··

··H,
 

RO
··

··R',
 

RS
··

··H。

第三节 官能团及有机化合物的分类

有机化合物数量庞大,为了便于学习和研究,对有机化合物进行分类是十分必要

的。一般分类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按碳骨架分类,另一种是按官能团分类。

一、
 

官能团

能决定一类化合物主要化学性质的原子或原子团叫作官能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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