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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合成与表征实验》实验教学大纲 

(实验课程) 

◆课程编号：111077 

◆课程英文名称：Experiment of organic synthesis and characterization 

◆学分/学时：1.5学分/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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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化学，基础有机制备实验 

 

一、课程简介与教学目标 

有机合成与表征实验是有机化学实验的一个重要分支，是在有机化学基本理论的指导下，学

习、探索有机物合成途径和表征的综合性活动，是实现有机化学教学目标的有效途径。该课程以

介绍化学实验原理、实验方法、实验手段和实验操作技能为其主要内容。课程的主要任务是开拓

学生智能，培养学生严肃、严紧、严格的科学态度和良好的实验素养，提高学生的动手及独立工

作能力，培养学生化学实验的基本操作技术。通过实验教学与训练达到以下目的： 

1.  掌握基本操作技能：包括蒸馏与分馏、萃取、柱色谱与薄板层析、结晶与重结晶、升华、

过滤、洗涤和干燥等分离纯化技术的系统训练；加热与回流、分水与转移，搅拌与研磨等化学反

应实现技术的训练和有机物基本物性参数的测定、有机物波谱分析技术及反应性能验证等。这是

有机合成研究的基础和手段，是科技创新之前提，必须严格、准确、可靠、规范地掌握。 

2.  掌握有机合成基本实验方法：包括合成路线的选择、有机合成装置的选择与搭建、化学

反应条件的控制（加料顺序、浓度、温度、压强等）及合成流程的合理组织；反应产物分离纯化

方法与途径的选择与实施；产品组成、结构与性能的表征方法的选择与实施等。 

3.  实现实验方法的继承、集成与创新 通过典型有机物合成实验继承原有的经验，集成已有

方法和技术，实现复杂化合物的合成与制备。为科技创新积累技术和经验。 

重在基本技能训练、经验的学习，善于归纳和总结，不断提高实验技能和学术水平，目标是

建立创新思维和理念。 

 

二、教学方式与方法 

任课教师讲授和演示，学生提前预习，课上操作，教师分别指导。 

三、教学重点与难点 

（一）教学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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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基本操作技能：包括蒸馏与分馏、萃取、柱色谱与薄板层析、结晶与重结晶、升华、过

滤、洗涤和干燥等分离纯化技术的系统训练；加热与回流、分水与转移，搅拌与研磨等化学反应

实现技术的训练和有机物基本物性参数的测定、有机物波谱分析技术及反应性能验证等。 

 （二）教学难点 

掌握有机合成基本实验方法：包括合成路线的选择、有机合成装置的选择与搭建、化学反应

条件的控制（浓度、温度、压强等）及合成流程的合理组织；反应产物分离纯化方法与途径的选

择与实施；产品组成、结构与性能的表征方法的选择与实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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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2,4-二氯苯氧乙酸的制备与核磁共振谱解析 必修 综合性 15 

二 α-苯乙胺的拆分与旋光度测定 必修 综合性 5 

三 对氨基苯酚的制备与液相色谱分析 必修 综合性 5 

四 环己烯的制备、检验与气相色谱分析 必修 综合性 10 

五 环戊酮的制备与红外光谱分析 必修 综合性 5 

六 黄连素的提取及紫外光谱分析 必修 综合性 5 

七 扑炎痛的制备与质谱表征 必修 综合性 10 

八 β,β'-联萘酚的制备 选修 综合性 5 

九 对氨基苯磺酰胺的制备与色谱分析 选修 综合性 5 

合计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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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版。 

（二）教学参考书 

1.《有机化学实验》，王清廉，沈凤嘉，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2.《有机化学实验》，兰州大学、复旦大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3.《实用有机化学手册》，李述文，范如霖编译，上海科技出版社，1981。 

 

六、课程考核与成绩评定 

【考核类型】考试□√考查 

【考核方式】开卷闭卷项目报告/论文 

□√E

A其它：（实验操作） 

【成绩评定】平时的考核成绩占 40%，考试成绩占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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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课程内容概述 

 

实验一 2,4-二氯苯氧乙酸的制备与核磁共振谱解析 

（一）教学要求 

1. 学习威廉逊制醚法、芳烃氯化反应原理及实验方法； 

2. 掌握次氯酸氯化方法； 

3. 巩固搅拌、萃取、重结晶等基本操作； 

4. 核磁共振谱解析 

（二）知识点提示 

2,4-二氯苯氧乙酸(2.4-Dichlorophenoxycetic Acid)又称 2,4-D，纯品为无色无臭晶体，是一种

应用十分广泛的除草剂和植物生长素。低浓度 2.4 一二氯苯氧乙酸对植物生长具有刺激作用，能

促进作物早熟增产，防止果实如蕃茄等早期落花落果，并可以导致无籽果实的形成。而高浓度 2,4–

二氯苯氧乙酸对植物具有灭杀作用，对于双叶子杂草具有良好的防治效果。2,4–二氯苯氧乙酸的

合成方法有多种，本实验是用后氯化法，以苯酚和氯乙酸为原料，在碱性溶液中进行威廉逊反应

而制得苯氧乙酸，然后再氯化制得 2,4-二氯苯氧乙酸。 

（三）教学内容 

1. 苯氧乙酸的制备与纯化 

2. 对-氯苯氧乙酸的制备与纯化 

3. 2,4–二氯苯氧乙酸的制备与纯化 

4. 2,4–二氯苯氧乙酸的核磁共振谱解析 

（四）思考题 

1. 从亲核取代反应、亲电取代反应和产品分离纯化的要求等方面说明本实验中各步反应调节

pH 值的目的和作用。 

2. 如何以苯氧乙酸为原料制备对-溴苯氧乙酸？ 

 

实验二 α-苯乙胺的拆分与旋光度测定 

（一）教学要求 

1. 学习外消旋 α-苯乙胺的合成方法。 

2. 掌握外消旋体的拆分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3. 学习旋光度的测定方法 

（二）知识点提示 

在非手性条件下，由一般合成反应所得的手性化合物为等量的对映体组成的外消旋体，故无

旋光性。利用拆分的方法，把外消旋体的一对对映体分成纯净的左旋体和右旋体，即所谓的消旋

体的拆分。 

拆分外消旋体最常用的方法是利用化学反应把对映体变为非对映体。如果手性化合物分子中

含有一个易于反应的极性基团，如羧基，氨基等，就可以使它与一个纯的旋光化合物（拆解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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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从而把一对对映体变成两种非对映体。由于非对映体具有不同的物理性质，如溶解性，结

晶性等，利用结晶等方法将他们分离、精制，然后再去掉拆解剂，就可以得到纯的旋光化合物，

达到拆分目的。 

常用的拆解剂有马钱子碱、奎宁和麻黄素等旋光纯的生物碱（拆分外消旋的有机酸）以及酒

石酸、樟脑磺酸等旋光纯的有机酸（拆分外消旋的有机碱）。 

外消旋的醇通常先与丁二酸酐或邻苯二甲酸酐形成单酯，用旋光醇的碱把酸拆分，再经碱性

水解得到单个的旋光性的醇。 

对映体的完全分离当然是最理想的，但是实际工作中很难做到这一点，常用光学纯度表示被

拆分后对映体的纯净程度，它等于样品的比旋光除以纯对映体的比旋光。 

光学纯度(op) = 样品的[α]/纯物质的[α]×100%。 

本实验用(+)-酒石酸为拆解剂，它与外消旋 α-苯乙胺形成非对映异构体的盐。 

旋光纯的酒石酸在自然界颇为丰富，它是酿酒过程中的副产物。由于(-)-胺(+)-酸非对映体的

盐比另一种非对映体的盐在甲醇中的溶解度小，故易从溶液中呈结晶析出，经稀碱处理，使(-)-α-

苯乙胺游离出来。母液中含有(+)-胺(+)-酸盐，原则上经提纯后可以得到另一个非对映体的盐，经

稀碱处理后得到(+)-胺。本实验只分离对映异构体之一，即左旋异构体，因右旋异构体的分离对

学生来说显得困难。 

本实验用(+)-酒石酸为拆解剂，它与外消旋 α-苯乙胺形成非对映异构体的盐。 

（三）教学内容 

1.  α-苯乙胺的制备； 

2.  s-(-)-α-苯乙胺的分离； 

3.  比旋光度的测定； 

（四）思考题 

本实验中关键步骤是什么？如何控制反应条件才能分离出纯的旋光异构体？ 

 

实验三  对氨基苯酚的制备与液相色谱分析 

（一）教学要求 

1. 掌握胺的制备方法； 

2. 掌握硝基化合物的还原机理； 

3. 掌握二氧化硫脲的制备方法； 

4.  练习通过薄层层析来跟踪反应的进程； 

5.  练习液相色谱分析与纯度测定。 

（二）知识点提示 

对氨基苯酚(NH2C6H4OH，分子量 109) 为白色或米色结晶颗粒，用作制药中间体扑热息痛、

橡胶防老剂 4010 和照相显影剂、硫化染料的原料等。 

对氨基苯酚的制备方法之一是，用铁粉在盐酸存在下将对硝基苯酚中的硝基还原为氨基，产

率约 80％，但铁泥的处理非常麻烦；另一方法是以苯酚为原料合成对亚硝基苯酚，用 H2S 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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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的产率仅为 70％，且步骤多，污染大。以二氧化硫脲代替传统的还原剂制备对氨基苯酚，

具有产率高、步骤简单、反应条件温和、试剂用量少等特点。二氧化硫脲（Thiourea Dioxide，简

称 TD）有两种互变异构体 A 和 B，在碱性溶液中可释放出次硫酸根，而后者具有很强的还原性，

可将硝基还原为氨基。 

（三）教学内容 

1. 二氧化硫脲（TD）的制备； 

2. 对氨基苯酚的制备； 

3. 薄层层析来跟踪反应进程； 

4. 液相色谱分析 

（四）思考题 

1. 实验中用到的二氧化硫脲为何在碱性条件下具有还原性？ 

2. 对氨基苯酚的合成方法还有哪些？ 

3.  如何跟踪有机反应的进程？ 

 

实验四 环己烯的制备、检验与气相色谱分析 

（一）教学要求 

1.  掌握制备烯烃的原理和方法； 

2. 掌握简单分馏的一般原理及基本操作； 

3. 巩固分液漏斗的使用、液体洗涤、干燥等基本操作； 

4. 掌握共沸理论及其应用。 

5.  掌握烯烃的性质、检验与表征方法。 

（二）知识点提示 

醇的酸催化脱水是一个通过碳正离子中间体进行的单分子消去反应(E1)。醇的脱水速率与醇

的结构有关：叔醇＞仲醇＞伯醇。叔醇在较低的温度下即可脱水。反应是可逆的，为促使反应完

成，须不断地把生成的较低沸点的烯烃蒸出。由于高浓度的酸会导致烯烃聚合、碳架重排及醇分

子间脱水，因此，醇的酸催化脱水反应中常伴有副产物――烯烃的聚合物和醚的生成。当有可能

生成两种以上的烯烃时，反应取向服从 Zaytzeff 规则，主要生成双键上连有较多取代基的烯烃。 

（三）教学内容 

1. 烯烃的制备方法； 

2. 消除反应机理与应用； 

3. 物质的分离与纯化； 

4. 烯烃的的检验与气相色谱分析 

（四）思考题 

1. 在粗制环己烯后处理阶段，加入食盐使水层饱和的目的是什么？ 

2. 在蒸馏终止前，出现的阵阵白雾是什么？ 

3. 写出无水氯化钙吸水后的化学变化方程式，为什么蒸馏前一定要将它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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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五  环戊酮的制备与红外光谱分析 

（一）教学要求 

1. 掌握醛酮的制备方法； 

2. 掌握二元羧酸加热脱羧制备环酮的原理； 

3. 巩固蒸馏等基本操作； 

4. 红外光谱仪的使用与谱图解析 

（二）知识点提示 

1. 总结羰基化合物的制备方法，二元酸脱羧可得环酮； 

2. 羰基化合物的红外特征吸收。 

（三）教学内容 

1. 羰基化合物的制备方法； 

2. 脱酸反应机理与应用； 

3. 物质的分离与纯化； 

4. 羰基化合物的红外表征 

（四）思考题 

1. 在本实验中，氢氯化钡的作用是什么? 

2. 除本实验的方法外，还有什么方法可用来制备环戊酮？写出其反应方程式。 

3. 把己二酸钠盐和碱石灰的混合物碱融，得到的主要产物是什么? 

 

实验六  黄连素的提取及紫外光谱分析 

（一）教学要求 

1. 掌握从植物中提取生物碱的一般原理和方法； 

2. 巩固索氏提取器的操作技术； 

3. 掌握紫外吸收光谱的原理与在有机物结构分析中的应用。 

（二）知识点提示 

黄连为我国特产药材之一，对急性结膜炎、口疮、急性细菌性痢疾、急性肠胃炎等均有很

好的疗效。黄连中含有多种生物碱，以黄连素（俗称小蘖碱 Berberine ）为主要有效成分，随野

生和栽培及产地的不同，黄连中黄连素的含量约 4~10%。含黄连素的植物很多，如黄柏、三颗

针、伏牛花、白屈菜、南天竹等，它们均可作为提取黄连素的原料，其中以黄连和黄柏中的含量

为高。 

黄连素是黄色针状晶体，微溶于水和乙醇，较易溶于热水和热乙醇中，几乎不溶于乙醚，黄

连素存在 3 种互变异构体，自然界中的黄连素多以季铵碱的形式存在。黄连素的盐酸盐、氢碘酸

盐、硫酸盐和硝酸盐均难溶于冷水，易溶于热水。 

分子吸收紫外或可见光后，能在其价电子能级间发生跃迁。有机分子中有三种不同性质的价

电子：σ、n、π 电子。不同分子因电子结构不同而有不同的电子能级和能级差，能吸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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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长的紫外光或可见光，产生特征的紫外吸收光谱。所以，紫外及可见吸收光谱能用于有机化合

物结构鉴定，它主要能提供有机物中电子结构方面的信息。在相同的测定条件下，指定波长处的

吸光度值与物质的浓度成正比，因此紫外吸收光谱也能用于定量分析。一般的紫外可见分光光度

计检测范围在 190~800 nm。由于σ→σ *、n→σ*两种电子跃迁所需的能量较大，只能吸收波

长较短（小于 200 nm）的远紫外光，不能为普通的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所检测。所以紫外光谱有

较大的局限性，绝大部分饱和化合物在紫外和可见区域不产生吸收信号，但具有共轭双键的化合

物或芳香族化合物能产生强吸收，是紫外光谱主要研究对象。黄连素的分子结构中含有取代的苯

环和异喹啉环，所以能用紫外光谱法测定。 

（三）教学内容 

1. 黄连素的提取； 

2. 黄连素的纯化； 

3. 黄连素的紫外光谱测定。 

（四）思考题 

1．黄连素为何种生物碱类的化合物？ 

2．为何要用石灰乳来调节 pH 值，用强碱氢氧化钾（钠）行不行？为什么？ 

 

实验七  扑炎痛的制备与质谱表征 

（一）教学要求 

1. 掌握羧酸的性质； 

2. 掌握酰卤的醇解反应； 

3. 掌握酰氯的制备方法； 

4. 巩固带干燥管的气体吸收装置及重结晶等操作。 

（二）知识点提示 

扑炎痛为一种新型解热镇痛抗炎药，是由阿司匹林和扑热息痛经拼合原理制成，它既保留了

原药的解热镇痛功能，又减小了原药的毒副作用，并有协同作用。适用于急、慢性风湿性关节炎，

风湿痛，感冒发烧，头痛及神经痛等。扑炎痛化学名为 2-乙酰氧基苯甲酸-乙酰胺基苯酯，为白

色结晶性粉末，无臭无味，mp 174~178 ℃；不溶于水，微溶于乙醇，溶于氯仿、丙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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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内容 

1. 乙酰水杨酰氯的制备； 

2. 扑炎痛的制备； 

3. 扑炎痛的精制； 

4. 扑炎痛的结构表征 

（四）思考题 

1．在乙酰水杨酰氯的制备过程中，操作上应注意哪些事项？ 
2．在扑炎痛的制备过程中，为什么采用先制备对乙酰胺基酚钠，再与乙酰水杨酰氯进行酯

化，而不直接酯化？ 

3. 可以采用哪些酰化试剂进行酚的酰化？ 

 

实验八  β,β'-联萘酚的制备 

（一）教学要求 

1. 了解无溶剂合成的基本原理； 

2. 掌握无溶剂合成的基本操作方法;  

3. 掌握氧化偶联反应； 

4. 掌握 β,β'-联萘酚的合成方法。 

（二）知识点提示 

大部分有机反应是在有机溶剂中进行的，多数有机溶剂具有易燃、易爆、易挥发等缺点，无

论是回收还是排放都会对环境造成一定的污染。从经济方面考虑，溶剂的使用不仅增加了生产成

本，同时溶剂的处理也给整个反应过程增加了很多麻烦。 

 20 世纪 90 年代初人们提出“无溶剂有机合成”概念。无溶剂有机反应与传统的反应相比，

具有反应选择性好、转化率高、反应速率快、污染小、能耗低、操作简单等优点。 

 无溶剂反应的机理与溶液中的反应一样，反应发生于两个反应物分子的扩散接触，生成产

物分子。此时，生成的产物分子作为一种杂质和缺陷分散在母体反应物中，当产物分子聚集到一

定程度，出现产物的晶核，从而完成成核过程。此后随着晶核的长大，出现产物的独立晶相。 

 无溶剂有机反应与传统的反应相比，具有反应选择性好、转化率高、反应速率快、污染和

能耗低、操作简单等优点。  

（三）教学内容 

1.β,β'-联萘酚的制备； 

2.β,β'-联萘酚的精制； 

（四）思考题 

1：β,β‘-联萘酚有手性吗？  

2：进行β-萘酚的氧化偶联反应时，除 FeCl3 外还可以选什么氧化剂？ 

 

实验九  对氨基苯磺酰胺的制备与色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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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要求 

1. 掌握芳香族化合物的磺化反应机理； 

2. 掌握磺胺类化合物的制备方法； 

3. 掌握羧酸衍生物水解的机理与操作； 

4. 巩固有毒、腐蚀性气体吸收、重结晶等操作 

1. 液相色谱分析。 

（二）知识点提示 

氯磺酸对皮肤和衣服有强烈的腐蚀姓，暴露在空气中会冒出大量氯化氢气体，遇水会发生猛

烈的放热反应，甚至爆炸，取用时须加小心。所用仪器及药品皆须十分干燥，含氯磺酸的废液不

可倒入水槽，应倒入废液缸中。工业氯磺酸常呈棕黑色，使用前宜进行蒸馏纯化，收集 148~150 ℃

的馏分。 

氯磺酸与乙酰苯胺的反应相当剧烈，将乙酰苯胺凝结成块状可降低反应速度，当反应过于剧

烈时，应适当冷却。氯磺化过程中，有大量氯化氢气体放出。为避免污染室内空气，装置应严密，

导气管的末端要与接受瓶内的水面接近，但不能插入水中，否则可能倒吸而引起严重事故！加入

速度必须缓馒，并充分搅拌，以免局部过热使对乙酰氨基苯磺酰氯水解。这是实验成功与否的关

键。 

 尽量洗去固体所夹杂和吸附的盐酸，否则产物在酸性介质中放置过久，会水解，因此在洗

涤后，应尽量压干，不应久置，需在 1~2 h 内将它转变为成磺胺类化合物。粗制的对氨基苯磺酰

氯久置容易分解，甚至干燥后也不可避免。若要得到纯品，可将粗产物溶于温热的氯仿中，然后

迅速转移到事先温热的分液漏斗中，分出氯仿层，在冰水浴中冷却后即可析出结晶，纯粹对氨基

苯磺酰氯的熔点为 149 ℃。 

对乙酰氨基苯磺酰胺在稀酸中水解成磺胺，后者又与过量的盐酸形成水溶性的盐酸盐，所以

水解完成后，反应液冷却时应无晶体析出。由于水解前溶液中氨的含量不同，加 1.8 mL 盐酸有

时不够，因此，在回流至固体全部消失前，应测一下溶液的酸碱性，若酸性不够，应补加盐酸再

回流一段时间。 

用碳酸钠中和滤液中的盐酸时，有二氧化碳伴生，应控制加入速度并不断搅拌使其逸出。磺

胺是两性化合物，在过量的碱溶液中也易变成盐类而溶解。故中和操作必须仔细，以免降低产量。 

（三）教学内容 

1. 对乙酰氨基苯磺酰氯的制备； 

2. 对乙酰氨基苯磺酰胺的制备； 

3. 对氨基苯磺酰胺(磺胺) 的制备； 

4. 液相色谱分析其纯度 

（四）思考题 

1. 为什么在氯磺化反应完成以后处理反应混合物时，必须移到通风厨内，且在充分搅拌下

缓缓倒入碎冰中? 若在未倒完碎冰就化完了，是否应补加冰块？为什么？ 

2. 为什么苯胺要乙酰化后再氯磺化？直接氯磺化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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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何理解对氨基苯磺酰胺是两性物质？ 

 


	任课教师讲授和演示，学生提前预习，课上操作，教师分别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