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化学实验—有机化学实验》
有机化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说明
（一）课程名称、所属专业、课程性质、学分
课程名称：大学化学实验—有机化学实验
所属专业：物理院材料化学专业
课程性质：专业基础课
学

分：5 学分（90 学时）

（二）课程简介、目标与任务
课程简介：本课程是为物理院材料化学专业二年级学生开设的专业基础课，
目的在于传授化学知识和基础化学实验技能、训练科学的思想和实验方法、培养
科学的精神和工作能力。本课程设置注重科学性、基础性和综合性。
目标与任务：化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基础化学实验在培养未来化学
工作者的化学学科大学本科教育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基础化学实验课程通
过基本操作、经典实验、研究式实验、设计实验和文献实验等形式的训练，使学
生正确和熟练地掌握化学实验的基本操作；通过学习化学实验的基本知识，使学
生加深对化学基础理论和基础知识的理解和掌握，从而培养学生独立工作和独立
思考的能力，培养细致观察和记录现象的能力，培养正确归纳和综合处理数据的
能力，培养用语言表达实验结果的能力以及一定的组织实验、研究实验的能力，
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细致严谨的科学态度，使学生形成良好的科学习惯及科学的
思维方法，从而逐步掌握科学研究的方法。
（三）先修课程与后续相关课程
先修课程：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等。
后续相关课程：仪器分析、结构化学、高分子基础、物理化学等。
（四）教材与主要参考书
教材：兰州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大学化学实验中心 编著，大学化学实验—基

础化学实验 I（上、下册），兰州大学出版社，2011。
主要参考书：
1. 理科化学专业和应用化学专业教学基本内容，教育部理科化学教学指
导委员会，大学化学，1999，14(2)，9。
2. 武汉大学主编，分析化学实验(第 3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3. 王清廉、李瀛、高坤编，有机化学实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4. 刘约权、李贵深主编。实验化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5. 中山大学编，无机化学实验(第 3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二、课程内容与安排
教学思路：
学生的实验能力可概括为：基本操作能力、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查阅文献能力及总结表达能力。注重基本技能、基本操作的训练，理论
与实验相互验证。
（一）实验名称与学时分配
实验一工业乙醇的蒸馏和沸点的测定 (4 学时)
实验二

萘和乙酰苯胺的重结晶 (4 学时)

实验三

甲醇和水的分馏 (4 学时)

实验四

乙酰乙酸乙酯的减压蒸馏 (4 学时)

实验五

简单有机化合物的薄层色谱和柱色谱 (4 学时)

实验六

正溴丁烷的制备 (7 学时)

实验七

正丁醚的制备 (7 学时)

实验八

环己烯的制备 (7 学时)

实验九

从茶叶中提取咖啡因 (7 学时)

实验十

乙酰基二茂铁的制备 (7 学时)

实验十一

2-硝基-1,3-苯二酚的制备 (7 学时)

实验十二

2-乙基-2-己烯醛的制备 (7 学时)

实验十三

苯甲醇和苯甲酸的制备(7 学时)

实验十四

乙酰乙酸乙酯的制备 (7 学时)

实验十五

肉桂酸的制备 (7 学时)

考核方式：
实验操作成绩采用逐个实验计分法，每个实验中预习占 10%，基本操作占
40%、实验结果、报告占 40%，纪律、卫生占 10%。

（二）实验内容、实验目的难点及注意事项
该课程教学内容包括基本操作训练、分离方法实验、化学反应中各种常数的
测定、有机化合物的合成实验。
实验项目

主要内容及实验目的

难点及注意事项
难点：蒸馏仪器的组装与拆卸，

主要内容：训练蒸馏仪器的安装与拆卸；以工业

蒸馏操作技术；沸点的测定。

1．工业乙醇 乙醇为对象训练蒸馏操作技术。

注意事项：蒸馏过程中注意控制

的蒸馏和沸

实验目的：掌握蒸馏装置的仪器安装及操作方

水浴温度，使馏出液的馏出速度

点的测定

法；了解测定沸点的意义，学会常量法(即蒸馏

为 1~2 滴/秒；注意馏头、馏分和

法)及微量法测定沸点的原理和方法。

馏尾的区分；注意蒸馏装置的稳
定性和美观性。
难点：重结晶溶剂的选择，热过

主要内容：乙酰苯胺用水重结晶，萘用 70%乙醇

滤操作，回流装置的组装与拆卸。

2．萘和乙酰 重结晶。

注意事项：注意安全；加热溶解

苯胺的重结

实验目的：掌握重结晶提纯固态有机化合物的原

时要小火，以防乙酰苯胺或萘形

晶

理；不同溶剂重结晶时的操作方法；掌握乙酰苯

成油滴；热过滤速度要快；掌握

胺和萘的重结晶方法。

溶剂的用量；活性炭绝对不可加
到正在沸腾的溶液中。

难点：简单分馏的原理；蒸馏与
分馏的区别；分馏仪器的安装与
拆卸。
主要内容：甲醇和水的混合物进行分馏，收集不
注意事项：液体沸腾后要注意调
3．甲醇与水 同温度区间的馏分，绘制分馏曲线。
节浴温，使蒸气慢慢上升；控制
的分馏

实验目的：了解分馏的原理和意义；掌握实验室
浴温使蒸出液体的速度为每 2～
里分馏的基本操作方法。
3s 1 滴；控制回流比为 4:1—9:1
之间；分馏速度要适当防止溢沸
或液泛等。
难点：减压蒸馏仪器的组装，减
压蒸馏的操作顺序，毛细管的拉
主要内容：讲解减压蒸馏的原理、装置，对粗乙
制，油泵的使用。

4．乙酰乙酸 酰乙酸乙酯进行减压蒸馏分离
注意事项：整个系统的连接管路
乙酯的减压

实验目的：学习减压蒸馏减压蒸馏的原理；认识

蒸馏

减压蒸馏的主要仪器和设备；学习减压蒸馏乙酰

应尽量粗和短；加热升温前,应检
查减压蒸馏装置的气密性；注意
乙酸乙酯装置具体操作。
操作的顺序，先减压后升温，操
作完毕先停止加热后停止减压。
难点：薄层色谱和柱色谱的原理；
主要内容：利用薄层色谱分离偶氮苯和苏丹 III， 柱色谱操作。
5．简单有机
化合物的薄

计算各物质的 Rf 值；利用柱色谱分离荧光黄和碱

注意事项：注意点样时样品之间

性湖蓝 BB。

的距离、样品与下沿的距离、溶

实验目的：掌握薄层色谱和柱色谱的原理及其操

剂前沿、点样的直径等；色谱柱

作方法。

的安装；柱色谱分离样品时的加

层色谱和柱
色谱分离
样、洗脱等步骤顺序。

主要内容：正丁醇与浓硫酸和溴化钠混合后加热
难点：掌握由醇制备卤代烃的原
回流，得到正溴丁烷粗品。粗产品经洗涤、纯化、
理掌握萃取、洗涤、常压蒸馏等
干燥、蒸馏后根据产物沸点和折光率鉴定纯度。
操作。干燥剂的选择、用量及使

6．正溴丁烷
实验目的：掌握由醇制备卤代烃的原理和操作；
的制备

用方法。
掌握液体化合物的分离提纯方法；掌握液体有机
注意事项： 粗产物蒸馏时终点的
化合物的干燥，其中包括干燥剂的选择、用量及
判断，防止温度过高炸裂温度计。
使用方法。
主要内容：正丁醇在浓硫酸催化下反应制得正丁
醚粗品，然后经萃取、洗涤、干燥、蒸馏得到正
难点：水分离器使用实验操作。

7．正丁醚的
丁醚，并计算产率。
制备

注意事项：反应终点的判断。
实验目的：掌握醇的分子间脱水制备单纯醚的原
理和方法；掌握水分离器使用等实验操作。
主要内容： 环己醇发生消去反应得到粗环己烯；
粗产品经洗涤、萃取、干燥、蒸馏后用折光鉴定

难点：酸催化下的消去反应；分

纯度。

离、萃取、常压蒸馏和干燥操作。

实验目的：掌握醇在浓硫酸催化下脱水制备烯的

注意事项：浓硫酸的作用及正确

原理及方法，加深对有机制备反应中可逆反应移

用法；反应温度及回流比的控制；

向的理解；掌握蒸馏、分馏、分液、液体干燥等

干燥剂的选取、用量及干燥效能。

8．环己烯的
制备

实验技术；掌握折光仪的使用方法。
主要内容：溶剂萃取茶叶，然后过滤得到萃取液，
蒸出溶剂，在蒸发皿中拌入生石灰，在上罩一内
难点： 升华操作技术。
9．茶叶中咖

含有许多小孔的滤纸的长颈漏斗，砂浴升华得到

啡因的提取

咖啡因。

注意事项：石灰加入量及升华前
干燥程度的控制。
实验目的：掌握利用连续萃取装置索氏萃取器从
茶叶中提取咖啡因的方法；掌握升华技术。

主要内容：二茂铁与乙酸酐在磷酸催化下合成乙
难点：电磁搅拌、恒温水浴操作。
酰基二茂铁。粗产物经过中和、冰水浴冷却，抽
旋转蒸发仪操作、有机化合物重
滤得到产物，并经过重结晶提纯。
结晶操作。熔点仪的使用。进一
10.乙酰基二

实验目的：通过制备乙酰基二茂铁的制备，掌握

茂铁的制备

Friedel-Crafts 酰基化法制备芳酮的原理及方法；

步熟悉薄板层析及 Rf 值的计算。
注意事项：注意温度不可太高，
掌握带有滴液、 电磁搅拌、干燥管等装置的安
太高容易烧焦，不但产率低，而
装；掌握冰水浴、酸碱中和、抽滤、重结晶等操
且不易分离提纯。注意安全。
作。学会熔点仪的使用。
主要内容：研细的间苯二酚与浓硫酸反应进行磺
11 ． 2- 硝 基

化，然后降温进行硝化反应，再经过水蒸汽蒸馏

难点： 反应初期温度的控制。

-1,3- 苯 二 酚

得到红色固体产品。

注意事项：防止水蒸气蒸馏时过

的制备

实验目的： 掌握芳环上取代反应定位规律的应

热冲出。

用；巩固水蒸气蒸馏的操作技术。
主要内容：稀碱催化下丁醛发生羟醛缩合反应，
然后粗产物经分液漏斗分离、洗涤，干燥、过滤，
难点： 羟醛缩合反应的一般原
12 ． 2- 乙 基

减压蒸馏得到产物。

-2-己烯醛的

实验目的：掌握 2-乙基-2-己烯醛的制备，熟悉

制备

羟醛缩合反应的一般原理及其在有机合成中的

理，搅拌及减压蒸馏。
注意事项：产物对人有过敏作用，
不要直接接触皮肤。
应用；进一步掌握搅拌、滴加、控温、萃取、干
燥以及减压蒸馏操作技术。
主要内容：苯甲醛与高浓氢氧化钾溶液经过强力
振摇、放置两周后的固体糊状物，经过水溶，萃
难点：苯甲醛制备苯甲醇和苯甲
取分离，干燥蒸馏等得到苯甲醇。液体部分经酸
酸的原理及方法，固体和液体化

13．苯甲醇
化、过滤、重结晶得到苯甲酸。
与苯甲酸的

合物常用的分离纯化方法。
实验目的：掌握由苯甲醛制备苯甲醇和苯甲酸的

制备

注意事项：蒸馏乙醚后，在蒸馏
原理及方法，加深对 Cannizzaro 反应的理解；本
苯甲醇时，放掉冷凝管中的水。
实验得一个固体和一个液体化合物，掌握固体和
液体化合物常用的分离纯化方法。

主要内容：手工制备钠砂，然后加入乙酸乙酯回
流至钠砂消失，经酸化、分液、干燥、水浴蒸出
14．乙酰乙

过量乙酸乙酯后，减压整出产品，并测折光率检

难点： Claisen 酯缩合反应原理。

酸乙酯的制

验纯度。

钠砂的制备。减压蒸馏操作。

备

实验目的：掌握由乙酸乙酯在催化剂存在下通过

注意事项：金属钠的取用安全。

Claisen 酯缩合反应制备乙酰乙酸乙酯的原理和
方法；掌握减压蒸馏的原理及方法。
主要内容：苯甲醛与醋酸酐在碱催化下加热回
流，制得肉桂酸粗品。然后进行水蒸汽蒸馏和重

难点：熟练掌握水蒸气蒸馏操作，

15．肉桂酸

结晶提纯。

学习羧基的测定方法。

的制备

实验目的：掌握 Perkin 反应制备肉桂酸的原理和 注意事项：重结晶时水量控制、
方法；熟练掌握水蒸气蒸馏、回流、重结晶等基 pH 控制及活性炭加入量控制。
本操作；学习羧基的测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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