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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有机制备实验》实验教学大纲 

(实验课程) 

◆课程编号：111076 

◆课程英文名称：Basic Organic Synthesis Experiment 

◆学分/学时：1.5 学分/55 学时 

◆课程类型：  通识通修课程           通识通选课程 

 □√E

A 学科基础必修课程       学科(跨学科)选修课程 

  专业发展核心课程       专业发展拓展课程          集中实践课程 

◆适用专业（专业类）：化学专业 

◆先修课程：基本操作实验; 无机化学；有机化学 

 

一、课程简介与教学目标 

（一）课程简介 

基础有机制备实验是有机化学教学的重要环节，是化学院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材料化学

专业学生的必修基础课。通过《基础有机制备实验》的学习，训练学生进行有机化学实验的基本

技能和巩固基础知识，验证有机化学理论课中所学的理论，加深对有机化学理论、化合物性质及

反应性能的理解，培养学生正确选择有机化合物的合成、分离与鉴定的方法，以及分析和解决实

验中所遇到问题的思维和动手能力，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严格认真、实事求是的严谨

科学态度，养成细心观察、仔细记录的良好工作习惯。在原有教学大纲的基础上，结合多年的教

学实践经验，对某些教学内容进行调整，通过介绍有机化工生产中的某些实例，拓宽学生的视野

与思路，并结合绿色化学、原子经济性等观念，宣传可持续性发展的战略思想。 

（二）教学目标 

培养学生正确选择有机化合物的合成、分离与鉴定的方法，以及分析和解决实验中所遇到问

题的思维和动手能力，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严格认真、实事求是的严谨科学态度，养

成细心观察、仔细记录的良好工作习惯。 

 

二、教学方式与方法 

实验前学生必须充分复习，并写出预习报告。教师于实验前就实验目的，注意事项进行必要

的提问，检查学生预习情况，未预习者不能进行实验并给以必要的讲解。实验中教师巡回观察，

指导学生的每一步操作，及时纠正错误操作。严格实验室安全管理，启发学生积极思考，开发思

维。实验后认真批阅实验报告，于下次实验前总结前次实验及报告中的情况。根据实验室条件和

实验材料的准备情况，对实验内容进行选择与改进。 

三、教学重点与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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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重点 

学习有机化合物的合成、分离与鉴定的方法，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验中所遇到问题的思维

和动手能力，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严格认真、实事求是的严谨科学态度，养成细心观

察、仔细记录的良好工作习惯。 

 

（二）教学难点 

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验中所遇到问题能力，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严格认真、实

事求是的严谨科学态度。 

 

四、学时分配计划 

 

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实验要求 实验类型 学时 

1 乙酰苯胺的制备 必修 综合性 5 

2 电化学合成碘仿 选修 综合性 5 

3 苯基溴化镁和三苯甲醇制备（上） 必修 综合性 5 

4 苯基溴化镁和三苯甲醇制备（下） 必修 综合性 5 

5 甲基橙的制备 选修 综合性 5 
6 正丁醚的制备 必修 综合性 5 

7 己二酸的制备 必修 综合性 5 

8 阿司匹林的制备 必修 综合性 5 

9 邻苯二甲酸二正丁酯的制备（上） 必修 综合性 5 

10 邻苯二甲酸二正丁酯的制备（下） 必修 综合性 5 

11 扁桃酸的制备 必修 综合性 5 

12 呋喃甲酸和呋喃甲醇的制备 必修 综合性 5 

13 间硝基苯胺制备 选修 综合性 5 

14 尼群地平的合成 选修 综合性 5 

15 环己烯制备检验及表征 选修 综合性 5 

16 苯甲酸乙酯制备 选修 综合性 5 

合计    80 

 

五、教材与教学参考书 

（一）教材 

《基础化学实验》，王书香，翟永清，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年度 2009； 

 

（二）教学参考书 

《有机化学实验》，王清廉，沈凤嘉，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六、课程考核与成绩评定 

【考核类型】 考试       □√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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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方式】 开卷        闭卷          项目报告/论文 

□√E

A 其它：U实验操作考试 

【成绩评定】平时的考核成绩占 70%，考试成绩占 30% 

 

七、课程内容概述 

实验一 乙酰苯胺的制备 

（一）教学要求 

1. 掌握苯胺乙酰化的原理和方法 

2. 掌握重结晶提纯固体有机化合物的原理和方法 

 

（二）知识点提示 

1.了解乙酰化试剂的反应活性及用乙酸做乙酰化试剂制备乙酰苯胺的方法 

2.热过滤和减压过滤操作技术 

 

（三）教学内容 

乙酰化反应在有机化学中的应用，酰化反应实验中的注意事项。 

 

（四）思考题 

1. 用乙酸酰化制备乙酰苯胺方法如何提高产率？ 

2. 反应温度为什么控制在 105 P

o
PC作用？过高或过低对实验有什么影响？ 

 

实验二 电化学合成碘仿 

（一）教学要求 

1.了解电化学方法在有机合成中的应用。 

2. 初步掌握电化学合成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操作。 

（二）知识点提示 

电化学的基本知识及在有机化学中的应用 

（三）教学内容 

  电化学基本知识及在有机化学应用，碘仿的制备原理及实验中注意事项。 

（四）思考题 

1.实验中有多少碘化钾和丙酮转化为碘仿？ 

2.电解过程中，pH值逐渐增大，作出解释. 

 

实验三 苯基溴化镁和三苯甲醇制备（上） 

（一）教学要求 



5 

1.了解 Grigard试剂的制备，应用和进行 Grigard反应的条件。 

2．掌握搅拌、回流等操作。 

3．进一步掌握无水操作技能。 

（二）知识点提示 

Grigard 试剂的制备，应用和进行 Grigard反应的条件。低沸点溶剂回流操作注意事

项，无水操作技能。 

（三）教学内容 

三苯甲醇的制备原理及方法；Grigard 试剂的制备及注意事项以及实验中涉及安全的

注意事项等等。 

（四）思考题 

1、本实验有哪些可能的副反应？如何避免？ 

2、本实验中溴苯加的太快或一次加入有什么不好？ 

 

实验四 苯基溴化镁和三苯甲醇制备（下） 

（一） 教学要求 

1.掌握水蒸气蒸馏的原理及操作 

2.复习蒸馏、过滤，重结晶等操作 

（二）知识点提示 

水蒸气蒸馏的原理及操作注意事项，重结晶的注意事项。 

（三）教学内容 

   乙醚的蒸馏、水蒸气蒸馏的原理及操作以及实验中注意事项。 

（四）思考题 

  什么情况下采取水蒸气蒸馏？ 

 

实验五 甲基橙的制备 

（一）教学要求 

1、通过甲基橙的制备掌握重氮化反应和偶合反应的操作。 

 2、巩固盐析和重结晶的原理和操作。 

（二）知识点提示 

重氮化反应和偶合反应的概念及操作 

（三）教学内容 

重氮化反应和偶合反应的概念及实验操作，甲基橙的变色原理实验中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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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思考题 

1、本实验中重氮盐的制备为什么要控制在 0－5℃中进行？偶合反应为什么要在弱酸介质中

进行？ 

2、甲基橙在酸碱中介质中变色的原因，并用反应式表示之。 

 

实验六 正丁醚的制备 

（一）教学要求 

1、学习以丁醇、浓硫酸制备正丁醚的方法。 

2、掌握带有分水器的回流等操作方法。 

3、掌握普通蒸馏的操作方法。 

（二）知识点提示 

醚的制备方法；分水器带水的原理；简单醚的制备。 

（三）教学内容 

正丁醚的制备方法；分水器带水的原理；简单醚的制备及实验中要注意的安全事项等等。 

（四）思考题 

1 计算理论上应分出的水量，若实验中分出的水量超过理论数值，试分析其原因。 

2 如何得知反应已经比较完全？ 

 

实验七 己二酸的制备 

（一）教学要求 

学习环己醇氧化制备己二酸的原理和了解醇氧化制备羧酸的常用方法； 

（二）知识点提示 

环己醇氧化制备己二酸的原理及操作 

（三）教学内容 

 己二酸制备的原理及方法和实验过程中注意事项。 

（四）思考题 

1、制备羧酸的常用方法有哪些？ 

2、为什么必须控制氧化反应的温度？ 

 

 

实验八 阿司匹林的制备 

（一）教学要求 

1.掌握阿司匹林制备的实验方法，了解其反应原理； 

2.巩固并掌握重结晶提纯法。 

3.掌握酚羟基的检测 

（二）知识点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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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司匹林的制备原理及操作 

（三）教学内容 

 阿司匹林的制备原理及方法、实验过程中注意事项、如何防止副反应的发生，副产物的除

去。 

（四）思考题 

1、在制备阿斯匹林时加入浓硫酸的目的是什么？可以用其它浓酸代替吗？ 

2、在制备阿斯匹林实验中，有少量高聚物生成，用化学方程式表示它的生成。 

3、设计一实验方案，除去上述生成的少量高聚物，使粗产品纯化。 

 

实验九  邻苯二甲酸二正丁酯的制备（上） 

（一）教学要求 

1.学习邻苯二甲酸二正丁酯的制备原理和方法； 

2.掌握分水器的使用方法 

 

（二）知识点提示 

邻苯二甲酸二正丁酯的制备原理及操作，分水器的操作。 

 

（三）教学内容 

邻苯二甲酸二正丁酯的制备原理及方法、实验过程中注意事项、如何提高反应的产率。 

 

（四）思考题 

1、正丁醇在硫酸存在下加热至高温时，可能有哪些反应？若硫酸过多会有什么副反应？ 

2、该反应在加热时必须用小火且缓慢进行，若加热过快过猛有何不良影响？ 

3、为什么要用饱和食盐水洗涤反应混合液和粗产品？ 

 

实验十  邻苯二甲酸二正丁酯的制备（下） 

（一）教学要求 

掌握减压蒸馏的实验原理和操作。 

 

（二）知识点提示 

邻苯二甲酸二正丁酯的减压蒸馏的操作。 

 

（三）教学内容 

邻苯二甲酸二正丁酯的减压蒸馏的方法和实验过程中注意事项。 

 

（四）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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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真空度与化合物沸点的关系？ 

 

实验十一  扁桃酸的制备 

（一）教学要求 

1.通过扁桃酸的合成进一步了解相转移催化剂的应用 

2.学习卡宾的形成和反应。 

 

（二）知识点提示 

相转移催化剂的原理、卡宾的制备原理和操作。 

 

（三）教学内容 

扁桃酸的制备原理和操作方法、卡宾的制备和应用中的注意事项。 

 

（四）思考题 

1、根据相转移催化反应原理，写出本反应中离子的转移和二氯卡宾的产生及反应过程。 

 

实验十二  呋喃甲酸和呋喃甲醇的制备 

（一）教学要求 

1.学习歧化反应制备醇和酸的原理和方法。 

2.了解芳香杂环衍生物的性质。 

 

（二）知识点提示 

歧化反应制备呋喃甲醇和呋喃甲酸的原理和操作。 

 

（三）教学内容 

呋喃甲醇和呋喃甲酸的制备原理和操作方法，实验操作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四）思考题 

1、乙醚为何能从反应液中将呋喃甲醇萃取出来？ 

2、除了用刚果红试纸来判断酸化终点外，还可以用什么方法来判断？如酸性过强会有什么

副反应？ 

实验十三 间硝基苯胺制备 

（一）教学要求 

1.掌握硝基化合物的性质、反应与应用 

2.掌握硝基化合物还原为胺的机理 

3.掌握还原多硝基化合物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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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识点提示 

硝基化合物、胺的性质、反应与应用；硝基化合物还原机理；多硝基化合物选择性还原 

（三）教学内容 

硝基化合物、胺的性质、反应与应用；硝基化合物还原机理；多硝基化合物选择性还原及实

验中需注意的安全事项。 

（四）思考题 

1.反应结束时，为什么要蒸出大部分甲醇？ 

2.如何由间硝基苯胺合成间硝基苯酚、间氟苯胺？ 

 

实验十四 尼群地平的合成 

（一）教学要求 

1.掌握微波促进有机合成反应的原理 

2.了解 hantzch反应的机理 

3.掌握无溶剂反应的操作及特点 

（二）知识点提示 

微波反应的原理，hantzch反应的机理 

（三）教学内容 

微波反应的原理及在有机合成中的应用，hantzch反应的机理及注意事项，实验操作中的注

意事项。 

（四）思考题 

1.写出苯甲醛、乙酰丙酮和碳酸氢铵发生 hantzch反应的产物的结构式？ 

2.写出由 3-氨基巴豆酸酯与芳香醛、乙酰乙酸乙酯制备尼群地平的反应式？ 

 

实验十五 环己烯制备检验及表征 

（一）教学要求 

1.掌握烯烃的制备原理和方法 

2.掌握简单分馏的一般原理及基本操作 

3.掌握共沸理论及其应用 

（二）知识点提示 

烯烃的制备原理和方法、简单分馏的一般原理及基本操作 

（三）教学内容 

烯烃的制备原理和方法；简单分馏的一般原理及基本操作；实验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四）思考题 

1.在粗制环己烯时，加入食盐使水层饱和的目的是什么？ 

2.在蒸馏结束前，出现的阵阵白雾是什么？ 

实验十六 苯甲酸乙酯制备 



10 

（一）教学要求 

1．掌握酯化反应原理及苯甲酸乙酯的制备方法。 

2．复习分水器的使用及液体有机化合物的精制方法。 

（二）知识点提示 

酯类的制备方法，提高收率的措施 

（三）教学内容 

酯化反应原理，分水器的使用及液体有机化合物的精制方法，提高收率的措施，实验中注意

事项。 

（四）思考题 

1、本实验采用何种措施提高酯的产率？ 

2、为什么采用分水器除水？ 

3、何种原料过量？为什么？为什么要加苯？ 

4、浓硫酸的作用是什么？常用酯化反应的催化剂有哪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