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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认识有机化合物］

常见的官能团异构

1.组成通式：悦灶匀圆灶
可能的类别及典型实例：

烯烃（悦匀圆=悦匀-悦匀猿）、

环烷烃（

CH2
H2C CH2）

2.组成通式：悦灶匀圆灶原圆
可能的类别及典型实例：

炔烃（CH C-CH2-CH3）、二烯烃

（CH2=CH-CH=CH2）、环烯烃（ ）

3.组成通式：悦灶匀圆灶垣圆韵
可能的类别及典型实例：

醇（悦圆匀缘韵匀）、醚（悦匀猿韵悦匀猿）

4.组成通式：悦灶匀圆灶韵
可能的类别及典型实例：

醛（悦匀猿悦匀圆悦匀韵）、酮（CH3-C-CH3
O

）、

烯 醇 （悦匀圆 越悦匀 -悦匀圆 -韵匀）、 环 醚

（CH3-CH-CH2
O

）、环醇（

CH-OH
H2C CH2 ）

缘.组成通式：悦灶匀圆灶韵圆
可能的类别及典型实例：

羧酸（悦匀猿悦韵韵匀）、酯（匀悦韵韵悦匀猿）、

羟基醛（匀韵-悦匀圆-悦匀韵）
6.组成通式：悦灶匀圆灶原远韵
可能的类别及典型实例：

酚（ -OHH3C- ）、

芳香醚（ -O-CH3）、

芳香醇（ -CH2-OH）

判断“等效氢”

1. 同一碳原子上的氢原子是等效

的，如 悦匀源 中的 源 个氢原子等同。

2.同一碳原子上所连的甲基是等效

的，如 悦（悦匀猿）源 中的 源 个甲基上的 员圆 个

氢原子等同。

3.处于对称位置上的氢原子是等效

的，如 悦匀猿悦匀猿 中的 远 个氢原子等同；乙

烯分子中的 源 个 匀 等同；悦匀猿悦（悦匀猿）圆悦
（悦匀猿）圆悦匀猿 上的 员愿 个氢原子等同；苯分

子中的 远 个氢等同。

知识助力

知识通关

知识点1 有机化合物的分类方法

员援按碳骨架分类

（1）有机化合物

链状化合物（如 CH3CH2CH3）

环状化

合物

脂环化合物（如 ）

芳香化合物（如 ）

（2）烃

脂肪烃

脂环烃：分子中不含苯环，而含有

其他环状结构的烃

苯（ ）

苯的同系物（如
-CH3-CH3

）

稠环化合物（如 ）

芳香烃

链状烃

烷烃（如 CH4）
烯烃（如 CH2=CH2）
炔烃（如 CH以CH）

{ {
{{

圆援按官能团分类

（员）烃的衍生物是指烃分子里的氢原子被其他原子

或原子团所取代而形成的一系列新的化合物。

（圆）官能团是指决定化合物特殊性质的原子或原子

团。乙烯的官能团为 C越C ，乙醇的官能团为-韵匀，乙酸

的官能团为-悦韵韵匀，一氯甲烷的官能团为-悦造。
知识点2 有机化合物中碳原子的成键特点

碳原子有 4 个价电子，能与其他原子形成 4 个共价

键，碳碳之间的结合方式有单键、双键和三键；多个碳原

子之间可以相互形成长短不一的碳链和碳环，碳链和碳

环也可以相互结合，所以有机物结构复杂，数量庞大。

【点拨】悦以悦 键的键能跃悦越悦 键的键能跃悦-悦 键的键

能，但不成倍数递减；悦以悦 键的键长约悦越悦 键的键长约悦原悦
键的键长。

知识点3 有机化合物的同分异构现象

员援同分异构现象的概念

化合物具有相同的分子式，但具有不同结构的现象

称为同分异构现象。具有同分异构现象的化合物互称为

同分异构体。它是有机物种类繁多的重要原因之一。同分

异构体之间的转化是化学变化。

圆援同分异构现象的类别

（1）碳链异构：指碳原子之间连接成不同的链状或环

状结构而造成的异构。如 悦缘匀员圆 有三种同分异构体，即正

戊烷、异戊烷和新戊烷。

（2）位置异构：指官能团或取代基在碳链上的位置不

同而造成的异构。如 员原丁烯与 圆原丁烯、员原丙醇与 圆原丙
醇、邻二甲苯与间二甲苯及对二甲苯。

（3）异类异构：指官能团不同而造成的异构，也叫官

能团异构。如 员原丁炔与 员，猿原丁二烯、丙烯与环丙烷、乙醇

与甲醚、丙醛与丙酮、乙酸与甲酸甲酯、葡萄糖与果糖、蔗

糖与麦芽糖等。

考点通关

考点1 有机化合物的分类

例 1 莽草酸可用于合成药物

达菲，其结构简式如右图，下列关

于莽草酸的说法正确的是 （ ）

A.其分子式为 C7H6O5
B.该有机物分子中含有两种官能团

C.该有机物属于芳香族化合物

D.该有机物属于脂环化合物

解析 分析莽草酸的结构简式可知，该有机物分子

中含有羟基（原OH）、羧基（原COOH）和碳碳双键（C=C）三种

官能团，其分子式为 C7H10O5。该有机物分子中含有的碳环

不是苯环，不属于芳香族化合物，而是脂环化合物。

答案 D。

考点2 有机化合物的结构特点

例 2 香叶醇是合成玫瑰香油的主要

原料，其结构简式如右图。下列有关香叶醇

的叙述中不正确的是 （ ）

A.其分子式为 C10H18O
B.分子中含有两种官能团

C.分子中含有 3 个原CH2原和 3 个原CH3
D.该有机物分子中所有的碳原子可能处于同一平

面内

解析 结合香叶醇的结构简式及 C、H、O 原子的成

键特点可知，其分子式为 C10H18O。该有机物分子中含有羟

基（原OH）和 C=C 键两种官能团，分子中含有 3 个原CH2原
（亚甲基）和 3 个原CH3（甲基）。该有机物分子中含有 6 个

饱和碳原子（3 个原CH2原和 3 个原CH3），分子中所有碳原子

不可能处于同一平面内。

答案 D。

考点3 同分异构体的书写及判断

例 3 某有机物 X 的分子式为 C5H11Cl，经仪器分析

表明：分子中含有 2 个原CH3、2个原CH2原、1 个-CH-和 1 个

原Cl，则有机物 X 可能的结构有 （ ）

A.2 种 B.3 种

C.4 种 D.5 种

解析 戊烷（C5H12） 的同分异构体有三种结构：

CH3CH2CH2CH2CH3、CH3CHCH2CH3CH3
、CH3-C-CH3CH3

CH3
。

淤若为 CH3CH2CH2CH2CH3，其一氯代物有三种：

CH3CH2CH2CH2CH2Cl、CH3CH2CH2CHClCH3、

CH3CH2CHClCH2CH3，其中 CH3CH2CH2CHClCH3、

CH3CH2CHClCH2CH3 符合条件。

于若为CH3CHCH2CH3
CH3

，其一氯代物有四种：CH3CH（CH3）

CH2CH2Cl、CH3CH（CH3）CHClCH3、CH3CClCH2CH3
CH3

、

CH2ClCH（CH3）CH2CH3；其 中 CH3CH（CH3）CH2CH2Cl、
CH2ClCH（CH3）CH2CH3 符合条件。

答案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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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有机化合物的分类课时专练
练习时间：30 分钟 难易程度：中

员援晕酝原猿 是正处于临床实验阶段的小分子抗癌药

物，结构如下图，下列关于该分子的说法正确的是

（ ）

韵 韵
韵匀

韵原
HO-

韵
粤援含有碳碳双键、羟基、醚键、羧基、酯基

月援含有碳碳双键、羟基、羰基、羧基、酯基

悦援含有羟基、羰基、羧基、醚键、酯基

阅援含有碳碳双键、羟基、醚键、羰基、酯基

圆援下列有机物是按照碳的骨架进行分类的是（ ）

粤援烷烃 月援醇
悦援芳香烃 阅援卤代烃

3援下列物质属于酚类的是 （ ）

-OH
CH3

-CH2OH

CH3-C-OH
O -OH

A. B.

C. D.
4援维生素粤对人的视力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其结

构简式如图所示：

H2C
C
CH3

C-（CH=CH-C=CH）2CH2OH
CH3

C（CH3）2CH2
H2C

淤维生素粤是一种不饱和一元醇

于维生素粤含有苯环

盂维生素粤含有两种官能团

榆一个维生素粤分子中含有三个双键

以上关于该化合物的说法正确的是 （ ）

粤援于榆 月援淤盂
悦援盂榆 阅援淤于
5援从菊科植物茼蒿的花中提取的一种有机化合

物可用作驱肠虫剂，其结构简式为O O =O

下列判断正确的是 （ ）

粤援该有机化合物的分子式为悦员源匀员缘韵猿
月援该有机化合物含有两种官能团

悦援该有机化合物是芳香烃的衍生物

阅援该有机化合物可看作环状化合物

6援下列物质的类别与所含官能团都正确的是

（ ）

CH2OH
淤 酚 -OH

榆 悦匀猿-O-CH3 醚 -C-O-C-

于
CH3CHCH3

COOH 羧酸 原悦韵韵匀

盂 醛 原悦匀韵H-O-C-
O

虞 羧酸 原悦韵韵匀H-O-C-
O

粤援淤于盂榆虞 月援于盂榆
悦援于榆虞 阅援于榆
7援现有下列缘种有机物：淤悦匀圆=悦匀圆、于悦匀猿悦匀圆韵匀、

盂 悦匀猿 原 悦 以悦 原 悦匀猿、 榆 CH3-CH-CH2-CH2-CH3
CH3

、

虞CH3-C=CH2
CH3

（员）其中，属于炔烃的是赃赃赃赃赃赃赃__赃（填序号，下

同），属于烃的衍生物的是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与淤互

为同系物的是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圆）用系统命名法给榆命名，其名称为_________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援下列对有机化合物的分类结果正确的是（ ）

粤援乙烯（悦匀圆越悦匀圆）、苯（ ）、环己烷（ ）

都属于脂肪烃

月援苯（ ）、环戊烷（ ）、环己烷（ ）同

属于芳香烃

悦援乙烯（悦匀圆越悦匀圆）、乙炔（悦匀以悦匀）同属于烯烃

阅援 、 、 同属于环烷烃

9援亮菌甲素注射液用于胆囊炎发作、其他胆道疾

病并发急性感染及慢性浅表性萎缩性胃炎。亮菌甲

素注射液的结构简式如下：

CH2OH

HO
COCH3

OO
下列判断正确的是 （ ）

粤援该物质的分子式是 悦员圆匀员员韵缘
月援从官能团上看，该物质既是醇，又是酚

悦援从官能团上看，该物质既是醚，又是酮

阅援该物质是芳香烃的衍生物，且含有 圆 个苯环

10援按官能团的不同，可以对有机物进行分类，请

指出下列有机物的种类，填在横线上。

（员）悦匀猿悦匀圆悦匀圆韵匀 赃赃赃赃赃____赃赃赃__________；
（2）HO- -OH 赃赃赃赃赃赃赃___赃__________；
（3） -C2H5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________________；

（4）H-C-O-C2H5
O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_______________；
（5）CH3CHCH2CH3

Cl
赃赃赃赃赃赃赃____赃__________；

（6）CH3-CHCH=CHCH3
CH3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_________；
（7） -COOH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______________；

（8）CH3-C-H
O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_________________。
11.从不同的角度，有机物可分为不同的类别。下

面共有 员圆 种有机化合物，将其分为不同的类别，并将

序号填入下表中：

淤CH3CH3 于悦匀猿悦匀=CH2 盂

榆CH3CH-
CH3

OH 虞 愚CH3CH圆悦l

舆 -CH3 余CH3原悦匀原
CH3

CH3

俞CH3CH=CHCH3 逾CH3CH圆CH圆韵匀 輥輯訛
輥輰訛CH3CH圆月r

分类依据 有机化合物的序号

玉 按碳骨
架分类

链状化合物

脂环化合物

芳香化合物

域 按碳骨
架分类

脂肪化合物

芳香化合物

芋
按官
能团
分类

烷烃

烯烃

环烷烃

环烯烃

芳香烃

卤代烃

醇

12.根据官能团的不同对下列有机物进行分类

（用序号填空）。

淤CH3CH2OH 于CH3-C-CH3
O

盂悦匀猿悦匀圆月r 榆CH3C-OCH2CH3
O

虞 -CH3-OH 愚
Br

舆CH3C匀
O

余
OH-C OH

俞
悦匀3 逾

COOH

根据官能团的不同对上述有机物进行分类（用序

号填空）。

（1）芳香烃：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卤代烃：______________________；
（3）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醛：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羧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员援在大多数有机物分子里，碳原子和碳原子、碳

原子和其他原子间相结合的化学键是 （ ）

粤援都是极性键

月援都是非极性键

悦援既有极性键，又有非极性键

阅援都是离子键

圆援加拿大阿尔贡天文台在星际空间发现一种星

际分子，其分子结构模型如下图所示（图中球与球之

间的连线代表化学键，包含单键、双键、三键等，相同

花纹的球表示相同的原子，不同花纹的球表示不同的

原子）。对该物质判断正确的是 （ ）

氢原子 碳原子 淤 于 盂
粤援淤处的化学键是碳碳双键

月援于处的化学键是碳碳三键

悦援盂处的原子可能是氯原子或氟原子

阅援于处的化学键是碳碳单键

猿援（圆园员7·山东滨州高二检测）目前已知化合物中

数量、品种最多的是第郁粤 族碳的化合物（有机化合

物），下列关于其原因的叙述中不正确的是 （ ）

粤援碳原子既可以跟自身，又可以跟其他原子（如

氢原子）形成 源 个共价键

月援碳原子性质活泼，可以跟多数元素原子形成共

价键

悦援碳原子之间既可以形成稳定的单键，又可以形

成双键和三键

阅援多个碳原子可以形成长度不同的链、支链及

环，且链、环之间又可以相互结合

源援（圆园员8·陕西延安高二检测）下列各物质中，互

为同系物的一组是 （ ）

淤悦圆匀缘悦韵韵匀 于悦远匀缘悦韵韵匀 盂悦员缘匀猿员悦韵韵匀
榆悦员苑匀猿员悦韵韵匀 虞悦匀圆越悦匀原悦韵韵匀
粤援淤盂 月援盂榆
悦援榆虞 阅援盂虞
缘援已知某有机物含有 源 个 悦，每个 悦 原子都以键

长相等的三条单键连接 猿 个 悦，且整个结构中所有碳

碳键之间的夹角都为 远园毅，则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

粤援该有机物不存在

月援该有机物的分子式为 悦源匀源
悦援该有机物的空间构型为正四面体

阅援该有机物不属于苯的同系物

6援对复杂有机物的结构，可以用“键线式”简化表

示，如有机物 悦匀圆越悦匀原悦匀韵 可以简写成 韵。则与

键线式为 韵 的物质互为同分异构体的是（ ）

粤援 -OCH2CH3 月援 -CHO
悦援 -COOH 阅援 -CH3HO-
7援（圆园员7·云南昆明市模拟调研）下列有机物一氯

代物的同分异构体数目与其他三种不同的是（ ）

粤援 月援
CH3

悦援 - 阅援
8援（圆园员7·湖南岳阳模拟）分子式为 悦缘匀员园，且含有

甲基和碳碳双键的有机物共有（不考虑顺反异构）

（ ）

粤援圆 种 月援猿 种

悦援源 种 阅援缘 种

9援分子式为 悦怨匀员圆，且苯环上有两个取代基的有

机化合物，其苯环上的一氯代物的同分异构体共有

（不考虑立体异构） （ ）

粤援远 种 月援苑 种

悦援员园 种 阅援员圆 种

10援下列各组物质，一定互为同系物的是 （ ）

粤援符合同一通式的物质

月援含有相同官能团的物质

悦援相对分子质量相差 员源 或者 员源 的整倍数的物质

阅援通式为 悦灶匀圆灶垣圆，且 悦 原子数不相等的物质

11援（圆园员7·陕西西安八校联考）已知下列两个结

构简式：悦匀猿原悦匀猿 和 悦匀猿原，两式均有短线“原”，这两条

短线所表示的意义是 （ ）

粤援都表示一对共用电子对

月援都表示一个共价单键

悦援前者表示一对共用电子对，后者表示一个未成

对电子

阅援前者表示分子内只有一个共价单键，后者表示

该基团内无共价单键

12援（圆园员7·山东淄博摸底考试）分子式为 悦愿匀员员晕
的有机物，分子内含有苯环和氨基（原晕匀圆）的同分异

构体共有 （ ）

粤援员猿 种 月援员圆 种

悦援员源 种 阅援怨 种

13援（圆园员7·宁夏银川模拟）分子式为 悦猿匀源悦造圆 的链

状有机物的同分异构体共有 （不包括立体异构）

（ ）

粤援远 种 月援缘 种

悦援源 种 阅援猿 种

14援（圆园员7·山东青岛高二质检）某化工厂生产的

某产品只含碳、氢、氧三种元素，其分子模型如下图所

示（图中球与球之间的连线代表化学键，如单键、双键等）。

员

圆
猿 源

缘

远

（员）该有机物中 表示的原子为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表示的原子为 赃赃赃赃赃______赃赃赃赃， 表示的原

子为 赃赃赃赃赃赃_赃______赃赃赃赃（用元素符号表示）。

（圆）该有机物中存在的极性键有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非极性键有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猿）该产品的结构简式为 赃赃赃赃赃赃赃____________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___________________赃。

（源）下列物质中，与该产品互为同分异构体的是

赃赃__________赃（填序号，下同），与该产品互为同系物

的是 赃赃赃赃赃________赃赃。
淤悦匀猿悦匀越悦匀悦韵韵匀
于悦匀圆越悦匀悦韵韵悦匀猿
盂悦匀猿悦匀圆悦匀越悦匀悦韵韵匀
榆（悦匀猿）圆悦匀悦韵韵匀
15援（圆园员7·四川省广元高二期末）下图是合成某

药物的中间体分子（由 怨 个 悦 原子和若干 匀、韵 原子

构成）的结构示意图：

EtOOC
O

结构简式 立体模型

试回答下列问题：

（员）通过对比上面的结构式与立体模型，请指出

结构式中的“耘贼”表示的基团是（写结构简式）赃赃赃赃赃赃；
该药物中间体的分子式为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圆）该药物中间体的有机物类别是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填

选项字母）。

葬援酯 遭援羧酸 糟援醛
（猿）该药物中间体分子中与 悦 原子结合的 匀 原

子被 月则 原子取代，所得的一溴代物有 赃____赃赃赃 种。

（源）该药物中间体分子有多种含苯环的同分异构

体其中一种苯环上的一氯代物只有一种，请写出该同

分异构体的结构简式：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16.按要求回答下列问题：

（1）烷烃 A 在同温、同压下蒸气的密度是 H2 的

36 倍，其分子式为 _____________。
（2）写出天然橡胶单体（2-甲基-1，3-丁二烯）的

结构简式 ___________。
（3）立方烷 的一氯代物有 _______ 种，它的

六氯代物有 __________ 种。

（4）下列物质的沸点按由高到低的顺序排列正确

的是 __________。
淤CH3（CH2）2CH3 于CH3（CH2）3CH3
盂（CH3）3CH 榆（CH3）2CHCH2CH3
A援于榆淤盂 B援榆于淤盂
C援榆盂于淤 D援于榆盂淤
（5）下列选项中互为同系物的是 __________；互

为同分异构体的是 ___________；属于同种物质的是

_____________。
淤匀圆韵 与 D2O 于1H、2H、3H

盂
OH

与 -CH2OH 榆CH2OH
CH2OH与

CH2OH
CHOH
CH2OH

虞CH2COOH
CH2COOH与

COOH
COOH 愚戊烯与环戊烷

舆 月r月r
与

月r
月r

练习时间：30 分钟 难易程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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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物分子式的确定流程

确定有机物分子式的方法

员援实验式法

根据题意求出烃的实验式，设为

悦葬匀遭，
葬
遭 越曾，现将 x 的取值分析如下：

x 取值 种类 方法

x约 12 烷烃
根据烷烃的通式
CnH2n 垣2，n/（2n +2）
越x，可求出 n 值

x越 12
烯烃或环

烷烃

先确定相对分子
质量，再确定分
子式

12 约x约1 CnH2n原2 或
CnH2n原6

直接用 CnH2n原2 或
CnH2n原6 代入验证，
看是否符合

x越1
C2H2 或C6H6 或C8H8 等

需结合其他条件
确定分子式

圆援物质的量关系法

由密度或其他条件寅求摩尔质

量寅求 1 mol 分子中所含各元素原子的

物质的量寅求分子式。

猿援化学方程式法（代数法）

利用化学方程式及题干要求寅列

方程组寅求解未知数值寅求分子式。

源援通式法

题干要求或物质性质寅确定类别

及组成通式寅根据相对分子质量求 n
值寅分子式。

知识助力

知识通关

知识点1 烷烃的系统命名

1.烷烃的命名法

（1）定主链，选最长的碳链作为主链，称为“某烷”。

（2）编序号，遵循最小原则和最简原则选定支链所在

的位置。最小原则是指当支链离两端的距离相同时，以取

代基所在位置的数值之和最小为正确；最简原则是指当

有两条相同碳原子的主链时，选支链最简单的一条为

主链。

（3）把支链作为取代基，从简到繁，相同的取代基

合并。

（4）当有相同的取代基时，相加，然后用大写的二、

三、四等数字写在取代基前面，表示取代基的个数。

2援烯烃和炔烃的命名

（1）选主链

选取含有双键或三键的最长碳链作为主链，称为“某

烯”或“某炔”。

如CH3-C=CH-CH-CH2-CH3
CH3 CH3

。

（2）编序号

从距离双键或三键最近的一端给主链上的碳原子依

次编号定位。

如CH3-C=CH-CH-CH2-CH3
CH3 CH3

1 65432

（3）定名称

把支链作为取代基，从简到繁，相同取代基合并；用

阿拉伯数字标明双键或三键的位置。用“二、三”等数字表

示双键或三键的个数。CH3-C=CH-CH-CH2-CH3
CH3 CH3

1 65432
的名称为

2，4原二甲基原2原己烯。

3援苯的同系物的命名

苯的同系物的命名以苯环为母体，侧链为取代基。苯

环上连有简单的烷烃基时，命名中往往省略“基”字，直接

命名为某苯，如甲苯、乙苯、异丙苯。

知识点2 研究有机化合物的一般步骤和方法

1.分离、提纯

（1）蒸馏

利用有机物中各组分沸点的差异，使液体混合物部

分汽化、冷凝，从而实现液体混合物组分分离的实验操

作。蒸馏一般要求两种液体的沸点差异大于 30 益以上。

能够进行蒸馏分离的液体混合物必须具备稳定性强，受

热不分解的特点。

（2）重结晶

重结晶是利用两种溶质在溶剂中溶解度随温度的变

化不同，通过降温使其中一种溶质析出的分离方法。被提

纯的有机物在此溶剂中的溶解度受温度的影响较大。该

有机物在热溶液中的溶解度较大，在冷溶液中的溶解度

较小，冷却后易于结晶析出。

（3）萃取

利用有机物在两种互不相溶的溶剂中的溶解性不

同，将有机物从一种溶剂中转移到另一种溶剂中。选定的

溶剂必须与被萃取的混合物液体不相溶，具有选择性的

溶解能力，而且必须有好的热稳定性和化学稳定性，以及

小的毒性和腐蚀性。

2.元素分析与相对分子质量的测定

（1）元素分析

元素的定性、定量分析是用化学方法鉴定有机物分

子的元素组成，以及分子内各元素原子的质量分数。将一

定量的有机物燃烧，分解为简单的无机物，并作定量测

定，通过无机物的质量推算出组成该有机物元素原子的

质量分数，然后计算出该有机物分子所含元素原子最简

单的整数比，即确定其实验式。

（2）质谱法

质谱法是近代发展起来的快速、微量、精确测定相对

分子质量的方法。

3.分子结构的鉴定

（1）红外光谱

红外光谱可获得有机物分子中含有何种化学键或官

能团的信息。在有机物分子中，组成化学键或官能团的原

子处于不断振动的状态，其振动频率与红外光的振动频

率相当。故当用红外线照射有机物分子时，分子中的化学

键或官能团可发生振动吸收，不同的化学键或官能团吸

收频率不同，在红外光谱图上将处于不同的位置。

（2）核磁共振氢谱

核磁共振氢谱可获得有机物分子有几种不同类型的

氢原子及其数目。氢原子核具有磁性，如用电磁波照射氢

原子核，它能通过共振吸收电磁波能量发生跃迁。用核磁

共振仪可以记录到有关信号，处在不同化学环境中的氢

原子因产生共振时吸收的频率不同，在谱图上出现的位

置也不同，且吸收峰的面积与氢原子数成正比。

考点通关

考点1 根据有机物的结构简式命名

例 员 有机物 悦匀圆越悦匀悦匀 （悦匀猿）圆 的系统名称是

____________________，将其在催化剂的作用下完全氢

化，所得产物的系统名称是 _____________。
分析 根据烯烃命名原则，从离碳碳双键较近的一

端给主链碳原子编号，则该有机物编号应从左往右，猿 号

碳原子上连有一个甲基，其系统名称是 猿原甲基原员原丁烯。

烯烃完全氢化的产物为烷烃，则该有机物氢化产物

的结构简式为 悦匀猿悦匀圆悦匀（悦匀猿）圆，按烷烃的命名原则，应

从离支链最近的一端开始编号，即从右往左编号，圆 号碳

原子上连有一个甲基，其系统名称是 圆-甲基丁烷。

答案 猿原甲基原员原丁烯；圆原甲基丁烷。

考点2 根据有机物名称写结构简式

例 圆 写出下列物质的结构简式：

（员）圆，源，远原三甲基原缘原乙基辛烷：________。
（圆）圆原甲基原员，源原戊二烯：______________。
（猿）员，猿原二甲基原缘原乙基苯：______________。
分析 本题所给物质类别不同，但都可以在教材中

找到原型。一般地，先根据名称写出主链碳原子或母体，

再在主链或母体上连接取代基或侧链，最后用氢原子将

主链碳原子价键补全。

答案 略

考点3 推断有机物结构式并命名

例 3 某炔烃经催化加氢后，得到 圆原甲基丁烷，则该

炔烃是 （ ）

粤援圆原甲基原员原丁炔 月援圆原甲基原猿原丁炔

悦援猿原甲基原员原丁炔 阅援猿原甲基原圆原丁炔

分析 先写出 圆原甲基丁烷的结构简式，为

（悦匀猿）圆悦匀悦匀圆悦匀猿；再根据炔烃加氢的规律：碳碳三键两端

的碳原子加氢后，至少各有 圆 个氢原子，则 圆-甲基丁烷结

构中右端的两个碳原子处是炔烃的碳碳三键，这样就可

以推得原炔烃为（悦匀猿）圆悦匀悦以悦匀；再根据炔烃命名原则，

编号应从离碳碳三键较近的一端给主链上的碳原子编

号，即该有机物编号应从右往左，猿 号碳原子上连有一个

甲基，其系统名称是 猿-甲基-员-丁炔。

答案 悦。

淤悦、匀 等元素质量
于悦、匀 等元素质量比
盂悦、匀 等元素质量分数
榆燃烧产物的质量

淤M=m/n
于相对密度 阅越酝1/M2盂M=22.4p（标准状况）
榆质谱图

实验式

分子式

通式计算、讨论
有机物燃烧方程

式、计算、讨论

相对分子质量

第三节 有机化合物的命名课时专练
练习时间：30 分钟 难易程度：中

07［第一章 认识有机化合物］

1.下列有机物命名正确的是 （ ）

A.CH3-CH-CH3
C2H5

2原乙基丙烷

B.悦匀猿原悦以悦原悦匀原悦匀猿
悦匀猿

2原甲基原3原丁炔

C.悦匀猿原 原悦匀猿 间二甲苯

D.CH3-C=CH2
CH3

2原甲基原1原丙烯

2.有机物CH3CH2C—CHCH3
C匀猿

C匀猿C匀圆悦匀猿
的正确命名为（ ）

A.2原乙基原3，3原二甲基戊烷

B.3，3原二甲基原4原乙基戊烷

C.3，3，4原三甲基己烷

D.2，3，3原三甲基己烷

3.（2017·河北保定模拟）下列有机物的命名正确

的是 （ ）

A.2，2原二甲基原1原丁烯

B.2，3原二甲基原2原乙基丁烷

C.3，3，5，5原四甲基己烷

D.2原甲基原1，3原丁二烯

源援下列有机物命名正确的是 （ ）

粤援H3C-
CH3
-CH3 员，猿，源原三甲苯

月援H3C-C-Cl
CH3

CH3
圆原甲基原圆原氯丙烷

悦援CH3-CH2-CH-OH
CH3

圆原甲基原员原丙醇

阅援CH3-CH-C以CH
CH3

圆原甲基原猿原丁炔

缘援烷烃的命名是其他种类有机物命名的基础，

CH2-CH2-CH2-CH-CH3

CH2-CH3

CH3
的名称是 （ ）

粤援员原甲基原源原乙基戊烷

月援圆原乙基戊烷

悦援员，源原二甲基己烷

阅援猿原甲基庚烷

远援下列有机物的命名正确的一组是 （ ）

粤援二溴乙烷
H2C-CH2

Br Br

月援员，猿，源原三甲苯 H3C- -CH3
CH3

悦援圆原甲基原圆，源原己二烯 H3C-C=CH-CH=CH-CH3
CH3

阅援圆原甲基原猿原丁炔
悦匀猿原悦匀原悦以悦匀

悦匀猿

苑援有机物CH3-CH2-C—C-CH3

CH3

CH3C2H5

C2H5
的正确命名为（ ）

粤援猿，猿，源原三甲基-4-乙基己烷

月援猿，猿原二甲基原源原乙基戊烷

悦援圆原乙基原猿，猿原二甲基戊烷

阅援圆，猿，猿原三甲基己烷

8.（2017·吉林省松原市扶余县第一中学期末）某

烷烃一个分子里含有 9 个碳原子，其一氯代物只有两

种，这种烷烃的名称是 （ ）

A.正壬烷

B.2，6原二甲基庚烷

C.2，2，4，4原四甲基戊烷

D.2，3，4原三甲基己烷

9.某烯烃的结构简式为悦匀猿原悦匀原悦匀圆原悦越悦匀圆悦匀猿 悦匀圆原悦匀猿
。

有甲、乙、丙、丁四个同学分别将其命名为：2原甲
基原4原乙基原4原戊烯；2原异丁基原1原丁烯；2原乙基原4原甲
基原1原戊烯；4原甲基原2原乙基原1原戊烯。下面对 4 位同

学的命名判断正确的是 （ ）

A.甲的命名主链选择是错误的

B.乙的命名对主链碳原子的编号是错误的

C.丙的命名主链选择是错误的

D.丁的命名是正确的

10.（2017·福建厦门高二检测）（1）用系统命名

法命名烃 A：_____________________；烃 A 的一氯

代物具有不同沸点的产物有 ________ 种。

悦匀猿原悦原悦匀圆原悦匀原悦匀圆原悦匀原悦匀猿
悦匀猿

悦匀猿

悦匀圆悦匀猿

悦匀圆悦匀猿A
（2） 有机物悦匀圆越悦匀原悦H-CH3CH3

的系统命名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将其在催化剂存在下完全氢化，所得烷烃的系统名称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有机物HC以C-CH-CH2-CH-CH（CH3）2C2H5 CH3

的系

统名称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将其在催化剂存在下完全氢化，所得烷烃的系统名称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员员援按要求填空：

（员）有机物命名：

CH3-C=CH-CH-CH2-CH3
CH3 CH3

赃赃赃赃赃赃赃________赃；

-CH=CH2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_________________；

（圆）依据名称写出物质：

猿，源原二甲基原源原乙基庚烷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_。
猿，源，源原三甲基原员原戊炔 赃赃赃赃赃赃赃___赃。
（猿）已知有机物降冰片二烯的分子结构可表示

为：

淤降冰片二烯的分子式为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_________；
于降冰片二烯属于 赃赃赃赃赃赃赃_______________赃。
葬援环烃 遭援不饱和烃 糟援烷烃 凿援烯烃

员圆援淤耀逾是几种有机物的名称、分子式或结构

简式：

淤悦圆匀圆、于新戊烷、盂苯、榆CH2=C-CH=CH2
CH3

、

虞 CH2=C-CH3
CH3

、愚 悦匀猿悦匀（悦圆匀缘）悦匀圆悦匀（悦圆匀缘）悦匀猿、

舆悦缘匀员园、余悦造悦匀越悦匀悦造、俞悦缘匀源、

逾Cl- -CH- -Cl
CCl3

。

据此回答下列问题：

（员）上述有机物中，互为同系物的是 赃赃赃赃赃赃__赃赃
（填序号），不存在顺反异构的是 赃赃赃赃赃赃______赃赃（填

序号）。

（圆）榆与等物质的量的 匀圆 发生 员，源 加成，写出

所得产物的名称：

赃赃赃赃赃赃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赃。
（猿）请写出实验室制淤的相关化学反应方程式：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________赃。
（源）盂的同系物 粤，分子中共含 远远 个电子，粤 苯

环上一溴代物只有一种，请写出 粤 的结构简式：

赃赃赃赃赃赃赃_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2019 春·宜昌期末）按要求表达下列有机物。

（1）CH2=C-CH=CH2
CH3

的系统命名：____________。
（2）CH3CH2CH2OH 的系统命名：_____________。
（3）用甲苯与浓硝酸和浓硫酸制得的烈性炸药

TNT 的结构简式：____________。
（4）乙炔的电子式：__________________。
（5）利用芳香化合物 A合成D的路线示意图如图：

A
C6H6

浓 匀晕韵猿
浓 匀2S韵4

B C
C6H4BrNO2

试剂 a NaOH
H+

OHO2N

D
写出 B 的结构简式：___________________
C 的结构简式：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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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有三组混合溶液：淤乙酸乙酯和乙酸钠溶

液、于丁醇和乙醇、盂溴化钠和单质溴的水溶液。分离

以上各混合液的正确方法依次是 （ ）

A.分液、萃取、蒸馏

B.萃取、蒸馏、分液

C.分液、蒸馏、萃取

D.蒸馏、萃取、分液

2.A 和 B 两种有机物可以互溶，其有关性质如下

表所示：

密度（20 益） 熔点 沸点 溶解性

A 0.713 7 g/cm3 原116.6 益 34.5 益 不溶于水

B 0.789 3 g/cm3 原117.3 益 78.5 益 与水以任意比

混溶

要除去 A 和 B 的混合物中的少量 A 得到 B，可
采用的方法是 （ ）

A.蒸馏 B.重结晶

C.萃取 D.加水充分振荡，分液

3.（2017·辽宁五校联考）下图是分离乙酸乙酯、

乙酸和乙醇混合物的实验操作流程图。

乙酸乙酯

乙酸

乙醇

饱和

碳酸钠溶液

乙酸乙酯

粤
月
乙醇

乙酸

悦
淤 盂

于

在上述实验过程中，所涉及的三次分离操作分

别是 （ ）

A.淤蒸馏、于过滤、盂分液

B.淤分液、于蒸馏、盂蒸馏

C.淤蒸馏、于分液、盂分液

D.淤分液、于蒸馏、盂结晶、过滤

4.研究有机物一般经过以下几个基本步骤：分

离、提纯寅确定实验式寅确定分子式寅确定结构式，

以下用于研究有机物的方法错误的是 （ ）

A.蒸馏常用于分离提纯液态有机混合物

B.燃烧法是研究确定有机物成分的有效方法

C.核磁共振氢谱通常用于分析有机物的相对分

子质量

D.对有机物分子红外光谱图的研究有助于确定

有机物分子中的官能团

5.（2017·四川德阳模拟）下列化合物的核磁共振

氢谱中出现三组峰的是 （ ）

A.2，2，3，3原四甲基丁烷

B.2，3，4原三甲基戊烷

C.3，4原二甲基己烷

D.2，5原二甲基己烷

6.在核磁共振氢谱中出现两组峰，其氢原子数之

比为 3颐2 的化合物可能是 （ ）

A. 悦越悦匀圆
匀猿悦
匀猿悦 B. -OCH3

OCH3

C.H3C- -CH3 D.H3C- -CH3

7.现有化学式为 C3H6O2 的某有机物，其核磁共振

氢谱图有三组峰，强度比为 3颐2颐1，则该有机物的结构

简式不可能是 （ ）

A.CH3CH2COOH B.CH3COOCH3

C.HCOOCH2CH3 D.CH3COCH2OH
8.按以下实验方案可从海洋动物柄海鞘中提取

具有抗肿瘤活性的天然产物。

样
品
粉
末

甲苯垣甲醇

（员）

滤
液

不溶性物质

NaNO3 溶液

（圆）

水层

溶液

有机层

溶液

（猿）

（4）

析出固体

（粗产品）

甲苯

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

A.步骤（1）需要过滤装置

B.步骤（2）需要用到分液漏斗

C.步骤（3）需要用到坩埚

D.步骤（4）需要蒸馏装置

9.（2017·河北衡水模拟）化合物 A 经李比希法和

质谱法分析得知其相对分子质量为 136，分子式为

C8H8O2。A 的核磁共振氢谱有 4 组峰且面积之比为

1颐2颐2颐3，A 分子中只含一个苯环且苯环上只有一个取

代基，其核磁共振氢谱与红外光谱如下图。关于 A 的

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

012345678910
100

50

04 000 3 000 2 000 1 500 1 000 500 波数/cm-1

C-H C=O 苯环骨架 悦原韵原悦 悦原

透
过
率/豫

A.A 分子不能发生水解反应

B.A 在一定条件下可与 4 mol H2 发生加成反应

C.符合题中 A 分子结构特征的有机物只有 1 种

D.与 A 属于同类化合物的同分异构体只有 2 种

10.苯甲酸的重结晶实验基本操作如下：

淤将粗苯甲酸 1 g 加到 100 mL 的烧杯中，再加

入 50 mL 蒸馏水，在石棉网上边搅拌边加热，使粗苯

甲酸溶解。

于全溶解后再加入少量蒸馏水并搅拌。

盂然后，使用短颈玻璃漏斗趁热将溶液过滤到另

一 100 mL 烧杯中，将滤液静置，使其缓慢冷却结晶。

榆滤出晶体。

回答下列问题：

（1）上述四步操作中需用到玻璃棒的步骤有

____________。
（2）步骤于的目的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滤液冷却时的实验现象是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重结晶后苯甲酸的状态是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为了测定某有机物 A 的结构，做如下实验：

淤将 2.3 g 该有机物完全燃烧，生成 0.1 mol CO2

和 2.7 g 水；

于用质谱仪测定其相对分子质量，得如图 1 所示

的质谱图；

盂用核磁共振仪处理该化合物，得到如图 2 所示

图谱，图中三组峰的面积之比是 1颐2颐3。
员园园
愿园
远园
源园
圆园
园 圆园 猿园 源园 缘园 质荷比

圆苑
圆怨

猿员

源缘

源远

相
对
丰
度\%

图 员
吸
收
强
度

4 3 2 1 0
化学位移 啄

图 圆
试回答下列问题：

（1）有机物 A 的相对分子质量是 ________。
（2）有机物 A 的实验式是 ________。
（3）能否根据 A 的实验式确定其分子式：______

________（填“能”或“不能”），若能，则 A 的分子式是

________（若不能，则此空不填）。

（4）写出有机物 A 可能的结构简式：__________
___________。

08 ［第一章 认识有机化合物］

第四节 研究有机化合物的一般步骤和方法课时专练

练习时间：30 分钟 难易程度：中 异2.1 脂肪烃

第二章 烃和卤代烃

09［第二章 烃和卤代烃］

知识助力

知识通关

知识点1 烷烃和烯烃

员.烷烃、烯烃的物理性质变化规律

（员）随着碳原子数的增加，烷烃和烯烃的沸点逐渐升

高。常温下，它们的状态由气态到液态再到固态。其中碳

原子数小于或等于 源 的烷烃或烯烃都为气态。碳原子数大

于 源 的烷烃和烯烃一般为液态或固态。

（圆）随着碳原子数的增加，烷烃和烯烃的相对密度逐

渐增大。烷烃和烯烃的密度随碳原子数的递增由大到小，

但都小于水的密度（员 早/糟皂猿）。
圆.烷烃、烯烃的化学性质

反应化学方程式 性质（反应类型）

CH3CH3垣Cl2光照CH3CH2Cl垣HCl 取代反应

CH2越CH2垣Br2寅CH2BrCH2Br 加成反应

CH2越CH2垣H2O寅CH3CH2OH 加成反应

nCH2越CH2寅葆CH2-CH2蒎 聚合反应

知识点2 烯烃的顺反异构

员.烯烃的顺反异构

在烯烃中，由于与双键相连接的两个碳原子不能围

绕它们之间的键轴自由旋转，故当 悦越悦 上的两个碳原子

所连接的原子或原子团不相同时，就会有两种不同的排

列方式，即顺反异构现象。

圆.顺反异构的种类

根据 悦越悦 上所连接的原子或原子团的排列顺序可

将某些烯烃划分为顺式异构和反式异构。两个相同原子

或基团在双键同一侧的为顺式异构体，如顺原圆原丁烯

（
H3C CH3C=CH H ）；两个相同原子或基团分别在双键两侧的

为反式异构体，如反原圆原丁烯（
H3C

CH3
C=CH

H
）。

知识点3 炔烃

员.炔烃的概念及性质

分子里含有碳碳三键的一类脂肪烃称为炔烃，其中

乙炔是最简单的炔烃。炔烃中含有两个不饱和碳原子，它

比相同碳原子数的烷烃少 源 个氢原子，故其通式为 悦灶匀圆灶原圆
（灶越圆，猿，源……）。

圆.炔烃物理性质的变化规律

随着碳原子数的增大，炔烃状态由气态寅液态寅固

态，且碳原子数臆源 的炔烃为气体；密度随着碳原子数的

增大而增大；结构相似的炔烃，其熔点、沸点随着碳原子

数的增大而增大。

猿.乙炔

（员）组成与结构

分子式 电子式 结构式 结构简式 分子模型

C2H2 H C C H·伊 ·伊 H原C以C原H 匀悦以悦匀
（圆）物理性质

颜色 气味 状态 水溶性 有机溶性

无色 无味 气体 微溶于水 易溶于有机溶剂

（猿）实验室制法

实验室制备乙炔的化学方程式为 悦葬悦圆垣圆匀圆韵越悦圆匀圆尹垣
悦葬（韵匀）圆，用到的试剂有电石（悦葬悦圆）、饱和食盐水，收集乙

炔的方法为排水集气法。

考点通关

考点1 考查有机反应类型

例 1 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

A.乙烷室温下能与浓盐酸发生取代反应

B.乙烯可以用作生产食品包装材料的原料

C.乙醇室温下在水中的溶解度大于溴乙烷

D.乙酸与甲酸甲酯互为同分异构体
解析 乙烷和浓盐酸不反应，故 A 项错误；乙烯可

以制成聚乙烯，用于食品包装，故 B 项正确；乙醇含有亲
水基羟基，能溶于水，而溴乙烷不溶于水，故 C 项正确；乙
酸和甲酸甲酯的分子式相同，结构不同，是同分异构体，
故 D 项正确。

答案 A。

考点2 考查烷烃的取代反应

例 2 短周期元素 W、X、Y、Z 的原子序数依次增加。

m、p、r是由这些元素组成的二元化合物。n是元素 Z的单质。
通常为黄绿色气体，q 的水溶液具有漂白性。0.01 mol/L r
溶液的 pH 为 2，s 通常是难溶于水的混合物。上述物质的
转化关系如下图所示。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m
n
p

q
r
s

光

A.原子半径的大小 W约X约Y
B.元素的非金属性 Z跃X跃Y
C.再 的氢化物常温常压下为液态

D.载 的最高价氧化物的水化物为强酸
解析 Z 的单质 n 为黄绿色气体，n 为 Cl2，因此 Z 为

氯元素。0.01 mol/L r 的水溶液 pH 为 2，说明 r 为一元强
酸。Cl2 与 p 在光照条件下反应得到 r 以及难溶于水的混
合物 s，因此 p 为烷烃（如 CH4），r 为 HCl，s 为发生取代反
应后的有机混合物。Cl2 与 m 反应可得 HCl 以及具有漂
白性的 q，可知 m 为 H2O，q 为 HClO。综上，W、X、Y、Z 分
别为 H、C、O、Cl。 原子半径大小排序为 H约O约C，即 W<
Y<X（C 与 O 同周期，原子序数大者半径小，H 的原子半

径是所有原子中最小的），故 A 错误。元素非金属性中 O跃
C，即 Y>X，故 B 错误。 Y 为氧元素，其氢化物为 H2O 或

H2O2，常温下均为液态，故 C 正确。X 为碳元素，其最高价
氧化物的水化物为碳酸，是弱酸，故 D错误。

答案 C。
考点3 考查烯烃性质的推断

例 3 医学研究表明，鲨鱼是世界上唯一不患癌症
的动物。经研究知，鲨鱼体内含有一种角鲨烯，具有抗癌
性。实验测得角鲨烯分子是链状结构，分子中含有 30 个
碳原子且碳、氢质量比为 7.2颐1，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

A.角鲨烯分子式为 C30H50
B.标准状况下，22.4 L 角鲨烯中含有 6伊6.02伊1023 个

“C=C”
C.1 mol 角鲨烯最多可与 6 mol溴单质发生加成

反应

D.角鲨烯与分子式为 C29H48 的物质可能属于同系物

解析 角鲨烯分子中 N（C）颐N（H）= 7.212 颐员，结合分子

中有 30 个碳原子知其分子式为 C30H50。标准状况下角鲨

烯不是气体，A 项正确，B 项错误；角鲨烯分子中含有 6
个碳碳双键，C 项正确；角鲨烯与 C29H48 满足同一组成通

式，有可能互为同系物，D 项正确。

答案 B。

乙炔的实验室制备

已知实验室制取乙炔的原理：

悦葬悦圆垣圆匀圆韵寅悦匀以悦匀尹垣悦葬（韵匀）圆。某

课题组制备乙炔并验证它的某些性质，

设计装置如下图所示：

电石

饱和食盐水

硫酸铜

溶液

高锰酸钾

溶液

图中酸性高锰酸钾溶液也可用溴

水或溴的四氯化碳溶液代替。

【实验分析】实验中的注意事项：

（员）制取乙炔时，由于 悦葬悦圆 与水反

应剧烈，并产生泡沫，所以为防止产生

的泡沫进入导管，应在导气管口附近塞

入少量棉花。

（圆）电石与水反应很剧烈，为得到

平稳的乙炔气流，可用饱和食盐水代替

水，并用分液漏斗控制水流的速度，水

逐滴慢慢地滴入。当乙炔气流达到所需

要求时，要及时关闭漏斗活塞，停止加

入水。

（猿）乙炔制备的反应原理虽是“固垣
液寅气”类型，但制取乙炔不能用启普

发生器或具有启普发生器原理的实验

装置。原因是碳化钙吸水性强，与水反

应剧烈，不能随用随停，反应过程中放

出大量的热，易使启普发生器炸裂，生

成的 悦葬（韵匀）圆 呈糊状，易堵塞球形漏斗。

脂肪烃分子的含碳量

员援含碳量最低（或含氢最高）的烃是

甲烷，烯烃的含碳量均为 愿缘援苑豫，含碳

量最高的是乙炔。

圆援随碳原子数的增多，烷烃的含碳

量逐渐升高，炔烃的含碳量逐渐降低。

猿援甲烷含碳量低，燃烧时火焰为淡

蓝色，燃烧充分；而乙烯、乙炔含碳量较

高，燃烧时火焰明亮，且有黑烟，乙炔燃

烧的火焰更明亮，烟更浓，燃烧不充分。

可作图总结为：

含碳量

92.3%
85.7%
75%

CnH2n-2
CnH2n

CnH2n+2

1 2 碳原子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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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援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粤援饱和烃只有烷烃

月援乙烷分子中的两个 悦 原子共线，而 悦、匀 八个

原子共面

悦援悦猿匀愿 分子中的三个 C 原子可能共线，但所有

的原子不可能共面

阅援悦圆园匀源圆 一定属于烷烃

圆援（圆园员8·广东佛山模拟）苏轼的《格物粗谈》有这

样的记载：“红柿摘下未熟，每篮用木瓜三枚放入，得

气即发，并无涩味。”按照现代科技观点，该文中的

“气”是指 （ ）

粤援脱落酸 月援乙烯

悦援生长素 阅援甲烷

猿援（圆园员7·湖南衡阳四中考试）下列关于烯烃化学

性质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 ）

粤援烯烃能使溴的 悦悦造源 溶液褪色，是因为烯烃与

溴发生了取代反应

月援烯烃能使酸性 运酝灶韵源 溶液褪色，是因为烯烃

能被 运酝灶韵源 氧化

悦援在一定条件下，烯烃能与 匀圆、匀圆韵、匀载（卤化

氢）发生加成反应

阅援在一定条件下，丙烯能够发生加聚反应生成聚

丙烯

源援（圆园员8·江淮十校联考）主链上有四个碳原子的

某种烷烃有两种同分异构体，与它含有相同碳原子数

且主链也有四个碳原子的单烯烃的同分异构体有

（ ）

粤援圆 种 月援猿 种

悦援源 种 阅援缘 种

缘援（圆园员8·广东省汕头市金山中学期末）某烃的相

对分子质量为 愿远，如果分子中含有 猿 个原悦匀猿、圆 个

原悦匀圆原和 员 个原悦匀原，则该结构的烃的一氯取代物最

多可能有（不考虑立体异构） （ ）

粤援源 种 月援缘 种

悦援远 种 阅援怨 种

远援下列关于烷烃与烯烃的性质及反应类型的叙

述正确的是 （ ）

粤援烷烃只含有饱和键，烯烃只含有不饱和键

月援烷烃不能发生加成反应，而烯烃不能发生取代

反应

悦援烷烃的通式一定是 悦灶匀圆灶垣圆，而烯烃的通式一定

是 悦灶匀圆灶

阅援烷烃与烯烃相比，发生加成反应的一定是烯烃

苑援（圆园员8·福建省龙岩市期中）角鲨烯是一种高度

不饱和烃类化合物，最初是从鲨鱼的肝油中发现的，

分子中含有多个双键，分子式为 悦猿园匀缘园，具有生物氧

化还原作用，从而增强机体的耐力与改善心脏功能，

可用于癌症的防治，是一种无毒性的具有防病治病

作用的海洋生物活性物质。下列叙述中正确的是

（ ）

淤能使 运酝灶韵源 酸性溶液褪色

于能与氢气发生加成反应

盂角鲨烯只含碳、氢两种元素

榆角鲨烯易被氧化

粤援淤于盂 月援淤盂榆
悦援于盂榆 阅援淤于盂榆
愿援下列各组物质之间的化学反应，生成物一定为

纯净物的是 （ ）

粤.悦匀猿原悦匀越悦原悦H3+Br2寅
悦匀猿

月援悦匀2越悦匀原悦匀越悦匀圆垣月则圆 催化剂

吟
悦援悦匀猿原悦匀越悦匀圆垣匀圆韵 催化剂

加热，加压

阅援灶悦匀圆越悦匀圆垣灶悦匀圆越悦匀原悦匀猿
催化剂

吟
怨援（圆园员8·山东临沂期中）有人认为 悦匀圆越悦匀圆 与

月则圆 的加成反应，实质是 月则圆 先断裂为 月则垣和 月则原，然后

月则垣首先与 悦匀圆越悦匀圆 一端碳原子结合，第二步才是 月则原
与另一端碳原子结合。如果让 悦匀圆越悦匀圆 与 月则圆 在盛有

晕葬悦造 和 晕葬陨的水溶液中反应，则得到的有机物不可能

是 （ ）

粤援月则悦匀圆悦匀圆月则 月援悦造悦匀圆悦匀圆陨
悦援月则悦匀圆悦匀圆陨 阅援月则悦匀圆悦匀圆悦造
10援（圆园员7·河北邯郸质检）有机化合物的结构可

用键线式表示，如 悦匀圆越悦匀悦匀圆月则 可表示为 Br。
则有机物

的二氯代物有 （ ）

粤援圆 种 月援源 种

悦援缘 种 阅援远 种

员员援 经研究发现含白蚁信息素的物质有：

（圆，源原二甲基原员原庚烯）， （猿，苑原二
甲基原员原辛烯），家蚕的信息素为 悦匀猿（悦匀圆）圆悦匀越悦匀悦匀越
悦匀（悦匀圆）愿悦匀猿。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粤援圆，源原二甲基原员原庚烯与 员原庚烯互为同分异

构体

月援员 皂燥造 家蚕信息素与 员 皂燥造 月则圆 加成产物只

有 猿种
悦援以上三种信息素均不能使溴的四氯化碳溶

液褪色

阅援以上三种信息素都是乙烯的同系物

员圆援（圆园员8·河北省廊坊市月考）环丙烷可作为全

身麻醉剂，环己烷是重要的有机溶剂。下面是部分环

烷烃及烷烃衍生物的结构简式、键线式和某些有机

化合物的反应式（其中 孕贼、晕蚤 是催化剂）。

结

构

简

式

键

线

式

H2CH2CCH2
CH2
CH2

CH2 CH2-CH2CH2-CH2 Br-CH2-CH2-CH
CH3

CH2-Br

（环己烷） （环丁烷）

月r
月r

（员，源-二溴原圆原甲基丁烷）

淤 垣匀圆
Ni

猿缘猿 运
于 垣匀圆

Ni
猿7猿 运

盂 垣匀圆
Ni

573 运
榆 KMnO4/H+

-COOH+ =韵
回答下列问题：

（员）环烷烃与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互为同分异构体。

（圆）从反应淤耀盂可以看出，最容易发生开环加

成反应的环烷烃是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填名称），判断依据为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猿）环烷烃还可以与卤素单质、卤化氢发生类似

的开环加成反应，如环丁烷与 匀月则 在一定条件下反

应，其化学方程式为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______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不

需注明反应条件）。

（源）写出鉴别环丙烷和丙烯的一种方法。

试剂：赃赃赃赃赃赃赃赃；现象与结论：赃赃赃赃赃赃赃赃__赃赃赃赃赃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13.（1）假设甲烷与氯气反应充分，且只产生一种

有机物，请写出化学方程式：___________________。
（2）若题目中甲烷与氯气的体积比为 1颐1，则得

到的产物为 __________________。
A援CH3Cl HCl
B援CCl4 HCl
C援CH3Cl CH2Cl2
D援CH3Cl、CH2Cl2、CHCl3、CCl4、HCl
（3）经过几个小时的反应后，U 形管右端的水柱

变化是 _______________。
A援升高 B援降低

C援不变 D援无法确定

（4）若水中含有 Na2SiO3，则在 U 形管左端会观察

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右端玻璃管的作用是 __________________。

水

胶塞

玻璃管

CH4 和 悦l2

第一节 脂肪烃课时专练
练习时间：30 分钟 难易程度：中

10 ［第二章 烃和卤代烃］

异2.2 芳香烃

第二章 烃和卤代烃

知识通关

知识点1 苯的结构

员.苯分子具有平面正六边形的稳定结构，远 个碳原

子、远 个氢原子均在同一个平面上。苯分子中的 远 个碳原

子等效，远 个氢原子等效。

圆援各个键角都是 员圆园毅。
猿援碳碳键长为 员源园 责皂，是一种介于碳碳单键与碳碳

双键之间的独特的键。

苯不能使溴的四氯化碳溶液褪色的实验事实以及苯

分子碳碳键的键长和键能都相同的理论事实证实了苯有

独特键存在。

知识点2 苯的化学性质

员援可燃性

苯和其他烃一样，可以在空气中完全燃烧，生成 悦韵圆

和 匀圆韵，化学方程式为：圆悦远匀远垣员缘韵圆
点燃 员圆悦韵圆垣远匀圆韵。由

于苯分子中碳的质量分数较大（怨圆援猿豫），故在燃烧时火焰

明亮并伴有浓烟。

2援加成反应

在镍作催化剂的条件下，苯可以与氢气发生加成反

应，生成环己烷（悦远匀员圆）。

+3H2
Ni
吟

H2C
H2C

CH2
CH2

CH2

CH2

（或 ）

3.取代反应

（员）苯与溴的反应：在 云藻月则猿 作催化剂时，苯与溴发

生取代反应，苯环上的氢原子被溴原子取代，生成溴苯。

生成的溴苯是无色、油状液体，不溶于水，密度比水的大。

（圆）苯与硝酸的反应：苯与浓硝酸和浓硫酸的混合物

共热至 缘园耀远园 益时，发生取代反应，苯环上的氢原子被硝

基（-晕韵圆）取代，生成硝基苯，该反应也叫硝化反应。

+HO-NO2
浓硫酸

50 益~60 益
-NO2

（硝基苯）+H2O
苯的化学性质可概括为：易取代，能加成，难氧化。

知识点3 苯的同系物的化学性质

1.氧化反应：（员）苯的同系物易燃烧，燃烧现象与苯

的燃烧现象相似，甲苯完全燃烧的化学方程式为：

-CH3垣怨韵圆
点燃 苑悦韵圆垣源匀圆韵

（圆）苯的同系物能使酸性 运酝灶韵源 溶液褪色，实质上

是苯环上的烷基被酸性 运酝灶韵源 氧化成羧基。如：

-CH3酸性 运酝灶韵源 溶液
-COOH

2.取代反应：

（员）与溴的反应：在 云藻月则猿 存在的条件下，苯环上的

氢原子易被溴原子取代；在光照条件下，侧链烃基上的氢

原子易被溴原子取代。

（圆）甲苯与浓 匀晕韵猿 和浓 匀圆杂韵源 的混合物在 猿园 益时

反应，苯环上与甲基相邻、相对位置上的氢原子被溴原子

取代，化学方程式可表示为：

CH3

+3HNO3
H2SO4（浓）

吟
-NO2

NO2

O2N-
CH3

垣3匀圆韵

知识点4 芳香烃的来源及其应用

1.主要来源

芳香烃主要来自煤干馏所得到的煤焦油和石油产品

的催化重整。

2.主要应用

苯、甲苯、乙苯等简单的芳香烃是基本的有机原料，

可用于合成炸药、染料、药品、农药、合成材料等。

考点通关

考点1 对比考查苯的同系物

例 员 已知异丙苯的结构简式如下，下列说法错误

的是 （ ）

粤援异丙苯的分子式为 悦怨匀员圆
月援异丙苯的沸点比苯高

悦援异丙苯中碳原子可能都处于同一平面

阅援异丙苯和苯互为同系物

解析 根据键线式可知异丙苯的分子式为 悦怨匀员圆，故
粤 项正确；异丙苯的相对分子质量比苯的大，故沸点比苯

高，故 月 项正确；苯环是平面结构，异丙基中间的碳原子

形成四个单键，碳原子不可能都在一个平面，故 悦 项错

误；异丙苯和苯结构相似，在分子组成上相差 猿 个 悦匀圆 原
子团，故是同系物，故 阅 项正确。

答案 悦。
考点2 融合题给信息考查

例 圆 工业上可由乙苯生产苯乙烯： -悦匀圆悦匀猿

Fe2O3/吟 -悦匀越悦匀圆垣匀圆，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粤援该反应的类型为消去反应

月援乙苯的同分异构体共有三种

悦援不可用 月则圆/悦悦造源 鉴别乙苯和苯乙烯

阅援乙苯和苯乙烯分子内共平面的碳原子数均为 苑
解析 由乙苯生产苯乙烯，单键变成双键，则该反应

为消去反应，粤 项正确；乙苯的同分异构体可以是二甲

苯，而二甲苯有邻、间、对三种，包括乙苯，乙苯的同分异

构体共有四种，月 项错误；苯乙烯中含有碳碳双键，能使

溴的 悦悦造源 溶液褪色，而乙苯不能，所以可用 月则圆/悦悦造源 鉴别

乙苯和苯乙烯，悦 项错误；苯环是平面正六边形结构，所

以乙苯中共平面的碳原子有 苑 个，而苯乙烯中，苯和乙烯

均是平面形分子，通过碳碳单键的旋转，共平面的碳原子

有 愿个，阅 项错误。

答案 粤。

考点3 考查芳香烃的结构

例 猿 已知有机物 粤 在一定条件下与 悦匀以悦匀 反应

合成有机物 月，其反应为：

原CH2CHCH3CH3
A

垣悦匀以悦匀寅 原CH2CHCH3CH3
CH2=CH-

B
下列判断正确的是 （ ）

粤援常温下，有机物 粤 为能使酸性 运酝灶韵源 溶液褪色的

气体

月援有机物 月 不可能发生硝化反应

悦援有机物 粤 的一溴代物有 远 种

阅援有机物 月 中最多有 员圆 个原子在一个平面内

解析 有机物 粤 是苯的同系物，有机物 月 不满足

悦灶匀圆灶原远，它不是苯的同系物，有机物 粤 能使酸性 运酝灶韵源 溶
液褪色，但常温下为液态。根据苯的性质可推知有机物 月
能发生硝化反应。有机物 粤 中，苯环上的一溴代物有 猿
种，苯环上烃基的一溴代物也有 猿 种，所以有机物 粤 的

一溴代物有 远 种。有机物 月 中，悦匀圆越悦匀原和苯环上的原子

全部共面，这些原子已达 员远 种，再根据 悦匀源 结构可推知

有机物 月 中最多有 员怨 个原子在一个平面内。

答案 悦。

由于苯环的结构特殊并具有高度对

称性，因此含有苯环结构的有机物同分

异构体也有其特殊的地方。

员.对称法：苯分子中所有的氢原子的

化学环境相同，含有多条对称轴，但是如

果苯环上连有取代基，其对称性就会受

到影响，如邻二甲苯只有 员 条对称轴，间

二甲苯有 员 条对称轴，而对二甲苯有 圆
条对称轴，故邻二甲苯苯环上的一氯代

物有 圆 种，而间二甲苯苯环上的一氯代

物有 猿 种，对二甲苯苯环上的一氯代物

有 员 种。如图所示：（箭头方向表示可以

被氯原子取代的氢原子位置）

CH3
CH3

CH3 CH3 CH3CH3

圆.换元法：对于芳香烃，若苯环上氢

原子数为 皂，且有 葬垣遭越皂，则该芳香烃苯

环上的 葬元卤代物和 遭 元卤代物的同分

异构体种类相同。如对二甲苯苯环上的

一氯取代物共有 员 种，则三氯取代物也

为 员 种。

溴苯的实验室制备

实验原理：

+Br2 FeBr3 -Br +HBr
实验装置：

导管具有导气、冷

凝回流的作用

苯、溴、
铁屑

水

实验现象：整个烧瓶充满红棕色气

体，在导管口有白雾（匀月则 遇水蒸气形成）；

反应完毕后，向锥形瓶中滴加 粤早晕韵猿 溶

液，有浅黄色的 粤早月则 沉淀生成；把烧瓶

里的液体倒入盛有冷水的烧杯里，烧杯

底部有褐色不溶于水的液体生成

注意事项：淤应该用纯溴，苯与溴水

不反应；于要使用催化剂 云藻Br3，无催化

剂不反应；盂锥形瓶中的导管不能插入

液面以下，防止倒吸，因 匀月则极易溶于水。

含苯环有机物的

同分异构体

11
知识助力

［第二章 烃和卤代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