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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教师: 刘 培 念

高等有机化学
——反应与机理

电正性、缺电子性、亲电性的区别

1、电正性或电负性是元素本身的性质，与元素的成键方式没有关系。吸引电子能力的

大小确定的。

2、缺电子性是指原子的价电子没有达到8电子结构时的性质。

3、亲电性: 原子有空轨道并且能量低。（可以与亲核试剂反应）

电正性、缺电子、亲电性、形式电荷等性质都是互相独立的

与化学反应性没有必然的关系！

例如：

CH3
+， NH4

+ （形式电荷都是+1价的，C是缺电子的而N不是）

.CH3， BF3 （都具有缺电子性，但都没有形式电荷）

B具有电正性，N具有电负性，BH4
-，NH4

+ 都是富电子原子。

CH3
+，CH3I，H2C=O （C 都具有亲电性，但只有CH3

+ 中的C 是缺电子原子）

MeO+=CH2  中的O 原子具有形式正电荷，但C原子具有亲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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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共振论

1 、共振论：当一个分子，离子或自由基按价键规则可以写出一个以上的Lewis结

构式时，共轭分子的真实结构就是由这些可能的经典结构式的杂化体。这样的

Lewis结构式称为共振式，相应的结构可看作是共振结构。（不同的共振式像是字

母，和在一起才是一个单词）

2.共振式的书写规则：

H3C O HH3C O H X
+

（4）所有共振式一般具有相等的未成对电子数。

（1）共振式间用 连接。

（2）书写共振式时，只允许电子移动，而原子核的位置不动。

（3）所有共振式，都必须符合Lewis结构。

CH2 CH CH2

X

.
CH2 CH2 CH2

.

CH2 CH CH2

.
CH2 CH2 CH2

.. .

CH2 CH CH2

+
CH2 CH CH2

+

CH2 CH CH2

+
CH2 C CH3

+
X

（不等价的共振结构对杂化体的贡献是不同的，越稳定的共振结构对杂化体的贡献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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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共振结构的稳定性规则

（2）所有原子都具有完整价电子层的共振结构比其中有原子具有不完整价电子层的共振结构稳定。如

果共振结构中具有缺电子原子，那这个缺电子原子应该是电正性原子（C，B），而不应该是电

负性原子（N，O，卤素）。

（1）第一周期元素（B，C，N，O）的价电子数绝不可以超过8。

H3C O HH3C O H X
+

MeO CH3 MeO CH2

++..

（3）不带电荷的的共振结构比具有分离电荷的共振结构稳定。

（4）对于带有电荷的共振结构来说，负电荷处在电负性强的原子上，正电荷处在电负性弱

的原子上更稳定。

（以上规则的重要性依次降低）

请判断那个共振结构更稳定：

（规则2 > 规则4）

Me2C O Me2C O
+ -

Me2C O
+-

（规则4）（规则2 ，规则3）

4. 如何画共振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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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画共振结构？

如何画共振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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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画共振结构？

如何画共振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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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画共振结构？

如何画共振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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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画共振结构？

如何画共振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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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反应式

正确了解有机化学反应式的书写规范，对了解反应式的反应机理
有很大的帮助。

1.有机反应式书写的几个特点（常造成混淆）：

(1)、箭头上面有时是剂量的试剂，有时是催化剂，有时是溶剂。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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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机反应常常是不平衡的。一些次要产物如盐、水、气体产物等
经常被省略。

有机反应式

(3). 写在反应式右边的产物通常是经过水处理之后的产物。

有机反应式



10

(4). 反应式箭头上的试剂用分号隔开时，表示反应是分步骤进行
（一锅反应）。

有机反应式

J. Org. Chem. 1995, 60, 5143-5149

有机反应式

(5). 反应式箭头上的试剂被编号时，可以表示反应是分步骤进行的
一锅反应，也可以是分步反应的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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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反应的进行就是化学键的断裂和再重新形成的过程。
因此，写反应机理时，首先要确定是那个化学键断裂了，
是那个化学键形成了。

化学键的断裂与形成

判断方法：(1). 配平反应方程式
(2). 对反应物和产物的所有原子（H除外）

按顺序进行编号！
(3). 写出断裂和形成的σ键。

注意：化学键的数目是指σ键的数目，因为只有σ键 参与化学键的断裂
和形成，π键不参与。如：

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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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trahedron Letters, 1995, 36, 4539-4542.

基本的有机反应种类

1. 加成反应

2.  消去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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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的有机反应的种类

3.  取代反应

4.  重排反应

有机反应机理的类型

1. 离子反应

2. 自由基反应

3. 周环反应

4. 金属催化反应



14

第二章 极性反应的基础知识

亲核试剂是具有能量较高的电子的化合物，能够形成新
的化合键。

具有亲核性的原子可以是中性的，也可以带有负电荷。

极性反应（Polar Reaction）

在极性反应中，亲核试剂与亲电试剂发生反应。

大部分极性反应是在酸性或碱性条件下进行的。

1. 亲核试剂（Nucleoph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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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核试剂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孤对电子亲核试剂；

 σ键亲核试剂；

 π键亲核试剂。

亲核试剂（Nucleophiles）

孤对电
子亲核
试剂

孤对电子亲核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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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键亲核试剂

σ键电子

亲核试
剂

π键亲核试剂

π键亲核
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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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核性

ⅰ.在同族元素中，周期高的原子亲核性大，碱性则降低。

亲核性：I- > Br- > Cl- > F-； RS- > RO-

大多数情况下，碱性增加则亲核性增加。

碱性：I- < Br- < Cl- < F-； RS- < RO-

以下是一些特例：

ⅱ. 当亲核性原子的位阻变大时，亲核性大大下降，而碱性
稍有增加。

碱性：t-BuO- > EtO-;亲核性：t-BuO- << EtO-

亲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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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非质子极性溶剂可以溶解阴离子，因此化合物的碱性和

亲核性都会增加，但亲核性增加得更多。

亲核性

ⅱ. 当亲核性原子的位阻变大时，亲核性大大下降，而碱性
稍有增加。

碱性：t-BuO- > EtO-;亲核性：t-BuO- << EtO-

亲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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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非质子极性溶剂可以溶解阴离子，因此化合物的碱性和

亲核性都会增加，但亲核性增加得更多。

亲核性

非亲核性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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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ier’s Rule

O O-

+

亲电试剂和离去基团

（1）亲电试剂

亲电试剂含有能够形成新的化合键的能量较低的空电子轨道。
亲电试剂可以是中性的，也可以是电正性的。

亲电试剂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路易斯酸亲电试剂；

 π键亲电试剂；

 σ键亲电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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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路易斯酸式亲电性化合物含有价电子数不到8的原子，

具有能量低的空轨道，通常是P轨道。

路易斯酸亲电试剂

ⅱ. π键亲电试剂的亲电原子满足八偶体结构，但是π键与
一个能接受孤对电子的原子或官能团想念。 π键亲电试剂
通常含有C=O，C=N，C≡N。C=C，C≡C键与具有亲电
性的原子相连时具有亲电性。

π键亲电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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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含有σ键的亲电化合物，具有E-X结构。E为亲电性原子，
满足八偶体结构，因其与离去基团X相连，导致E具有亲电
性。

亲电原子为C原子

σ键亲电试剂

亲电原子为杂原子

亲电原子为H原子

离去基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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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去基团

C=C键既可以是亲核性的也可以是亲电性的，它的性质取决于所连的官
能团的性质。一般来说，C=C键连有亲核性官能团如RO–，R2N–，–
CH2MgBr时，这个烯烃或芳香化合物是亲核性的；C=C键连有亲电性官
能团如–COR, –CO2R，–CN，–NO2，–CH2X时，这个烯烃或芳香化
合物是亲电性的。

独特的C=C键（变色龙）

在此要注意两条规则：
ⅰ.在吸电子基团的β位的C原子上具有亲电性。不是α位上的C原子。如：

β

α
β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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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不要把正电荷与亲电性混淆

亲电性的原子是C原子，不是O原子。

CH2-OCH3CH2=OCH3

+ +

Me2N=CH2

+
Me2N-CH2

+

独特的C=C键（变色龙）

酸性条件和碱性条件：pKa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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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性条件下的反应机理：

酸性条件和碱性条件：pKa值

酸性条件下的反应机理：

酸性条件和碱性条件：pKa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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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性条件和碱性条件：pKa值

第三章

碱性条件下的极性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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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p3)-Xσ键的取代反应

C(sp3)-Xσ键的消除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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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2反应机理的亲核取代反应

SN2 和SN2’反应机理的亲核取代反应

区分SN2与SN2׳反应机制的关键在与，化学式中的双键的位置有
没有发生变化， SN2反应机制双键的位置不发生变化。



29

杂原子的SN2反应机理

SN2反应机理中的特例



30

SN2反应机理中的立体化学

β消除反应中的E2反应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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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反应机理的立体化学

E2反应机理的立体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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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p2)-X的E2消除反应机理

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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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消除反应中的E2’反应机理

E2消除反应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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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消除反应中的E1cb反应机理

E1cb反应机理
（特点：两步完成，第一步是碱进攻酸性的H原子，形成碳负离子。第二步是离去基团

离去，形成新的π键。 ）

（H原子的酸性很强，而且离去基团的离去性很弱时发生）

β消除反应中的E1cb反应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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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反应或取代反应的预测

在C(sp3)-X化合物的反应中，以消除反应或取代反应进行主要取决于两
个最主要因素：第一，亲核试剂的亲核性的强弱和含有孤对电子的化
合物的碱性的强弱。第二，反应底物是否Me、Bn或是伯碳，仲碳，叔
碳卤代烷烃。

亲核性和碱性

1. 亲核性强，碱性弱的基团, 如：Br-,  I-,  R2S,  RS,  R3P,  CN-,  丙二酸酯负离

子等基团。

2. 亲核性强，碱性强的基团，如：RO-,  R2N-,  RC≡C-, Cl-。

3. 亲核性弱，碱性强的基团，如：t-BuO,  i-Pr2NLi (LDA), (Me3Si)2NK 
(KHMDS),  i-Pr2NEt，DBU, DBN, T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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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核加成反应

羰基化合物上的加成反应
羰基化合物有两个主要的共振结构式，R2C=O       R2C+-O-, 从第二个共振结构式中，
可以看出碳原子带有正电性，很容易发生羰基上亲核加成反应。

羰基化合物的α位上的氢有一定的弱酸性，在碱性条件下可被夺去，形成碳负离子。
O=CR--CR2           

-O-CR=CR2    碳负离子是一个很好的亲核试剂。

C C

H

R

O

α-氢的反应

碱和亲核试剂进攻缺电子的碳

酸和亲电试剂进攻富电子的氧

羰基化合物的热力学稳定性与共振结构式R2C+-O-的稳定性有直接的

关系，羰基化合物的热力学稳定性顺序：

RCOCl < RCO2COR < RCHO <  R2CO < RCO2R<  RCONR2 < 

ROCO2R < ROCONR2 < R2NCONR2 < RCO2
-。

羰基化合物的热力学稳定性顺序



37

羰基上的加成反应

（CeCl3能促进羰基上的加成反应）

羰基加成反应的立体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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羰基化合物与水和醇的加成反应

形成五元环、六元环的半缩醛有利于反应向右进行。

羰基化合物与水和醇的加成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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羰基化合物与含氮亲核试剂的加成反应

醛、酮与可以与胺发生加成反应，也可以和胺的衍生物（羟氨、肼、苯肼）发生
反应。与一级胺反应，氮上还有氢，加成物失去一份子水，变为亚胺称为西佛碱。
亚胺在稀酸中水解，可得回原来的羰基化合物及其胺，因此可以用来保护羰基化
合物。反应过程如下：

二级胺与羰基化合物反应，可以生成烯胺。反应历程如下：

二级胺与羰基化合物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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氰基负离子的碳可以和醛及多种活泼的酮发生亲核反应，生成α-羟
基腈，它是制备α-羟基酸的原料。

反应历程如下：

羰基化合物和氢氰酸的加成反应

一分子醛或酮，在碱的作用下，形成碳负离子，此碳负离子与另一份子醛
或酮的羰基发生亲核加成反应。

反应历程如下：

羟醛缩合反应（aldol conden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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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ro-aldol 反应

芳香醛经CN-催化为安息香（二芳基乙醇酮）。

P32页

安息香缩合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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羰基化合物和活化的亚甲基化合物在胺催化下的缩合。

P220页

Knoevenagel 缩合反应

Perkin 反应

P305页

芳香醛和乙酐反应合成肉桂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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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轭加成反应

Michael 加成反应

P2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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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inson annulation

Robinson annulation

第一步（ Michael 加成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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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inson annulation

第二步（ Aldol 加成反应）

Robinson annulation

第三步（ 脱水反应）



46

思考题

C(sp2）-X上的亲核取代反应

羰基碳上的取代反应
许多羰基化合物（如：酯、酰氯、酰胺、酸酐）与羰基相连的有离去基团，
羰基碳上带有一定的正电性，有利于亲核试剂的进攻，发生亲核取代反应。

是加成-消除反应机理，不是SN2反应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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酯与胺反应生成酰胺

羰基化合物在进行亲核取代反应中除了会发生加成-消除反应机理之外，
酰氯和酸酐还可以和醇进行消除-加成的反应机理的取代反应。

反应实例：

加成-消除反应机理：

酰氯和醇的酯化反应



48

消除-加成反应机理：没有α氢的羰基化合物不能进行此反应机理。

酰氯和醇的酯化反应

Claisen 缩合反应

P73页

酯在碱的催化下缩合为β-酮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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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ckmann 缩合反应

P110页

Dieckmann 缩合是Claisen 缩合的分子内过程。

逆Dieckmann 缩合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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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试剂、金属负氢试剂对酯基的加成反应

格式试剂对酰胺的加成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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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mmerer重排

α,β-不饱和羰基化合物的烯基碳上的取代反应

α，β-不饱和羰基化合物上的β碳上带有离去基团时，此碳
上可以发生加成——消除反应。

（反应性与酰氯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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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强吸电子基团的芳基环上的取代反应

当苯环上带有强吸电子基团时，芳基碳上也可以发生加
成——消除反应。

烯基和芳基碳上的取代反应

消除——加成反应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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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插入反应

卤代烯烃和卤代芳烃可以与金属（Zn、Mg、Li）发生

插入反应，从C-X生成C-Metal。反应活性顺序：

I>Br>>Cl

反应实例：

反应机理：

金属插入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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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atsky 反应

有机锌试剂对α-卤代羰基化合物的亲核加成反应。

P329页

反应机理：

取代反应中消除-加成机制

在化学反应中由于化学式空间结构的影响，造成了SN2反应

机制无法进行，此时反应可能会按照消除-加成机制进行。

反应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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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反应中消除-加成机理

α-消除反应

在同一个碳原子上，消除两个原子或基团产生活泼中间体“卡宾”的过程，
称为α-消除反应。

卡宾的碳原子最外层仅有六个电子，除与两个氯原子结合外，还剩下两个未成键
电子。两个未成键电子有两种不同的结构，一种是两个未成键电子占据同一个轨
道的单线态卡宾，另一种是两个未成键电子分别占据一个轨道的三线态卡宾。在
此我们主要讲前一种卡宾。

（1）卡宾的产生
例如，氯仿用强碱处理时，失去HCl形成二氯卡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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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消除反应

卡宾体（Carbeno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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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宾的反应

I、卡宾对C=C的加成

烯烃与卡宾可以得到环丙烷衍生物。

反应实例：

卡宾的反应

II、卡宾对C-Hσ键的插入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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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机理：

卡宾的反应

卡宾的反应

III、卡宾与亲核试剂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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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宾的反应

IV、卡宾的1，2-迁移反应

碱促进的重排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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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迁移的重排反应

Favorskii重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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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32页

Favorskii 重排反应

Quasi-Favorskii重排反应

P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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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迁移的重排反应

Wolff 重排

P4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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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ern 氧化反应

P402页

多步反应机理：

Mitsunobu 反应
此反应使用DEAD和PPh3产生的亲核物种将醇进行SN2转化的反应。

P265页



64

第三章 酸性条件下的极性反应

碳正离子中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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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正离子的稳定性

孤对电子对碳正离子的稳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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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π键对碳正离子的稳定作用

σ键对碳正离子的稳定作用



67

芳香性对碳正离子的稳定作用

（可以买到）

烯基、炔基、芳香基碳正离子都极不稳定

碳正离子的稳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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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正离子的生成：质子化的作用

1、R3C-X  → R3C+ + X：

碳正离子的生成：质子化的作用

2、C=X与路易斯酸反应生成碳正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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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正离子的生成：质子化的作用

3、C=C 中的π电子可以与具有路易斯酸性的亲电试剂反应生成碳正离子

碳正离子的典型反应

1、加成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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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正离子的典型反应

碳正离子的典型反应

2、消除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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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正离子的典型反应

3、重排反应

（1，2-烷基迁移） （1，2-负氢迁移）

碳正离子的重排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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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正离子的1，5-负氢迁移

碳正离子的1，2-迁移

1，2-迁移与离去基团的离去是协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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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kmann重排

Pinacol重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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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的重排

加成——消除机理：

C(sp3)-X的取代与β消除反应

通过SN1与SN2机理的取代反应

SN1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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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性条件下SN1机理的反应

酸性条件下SN2机理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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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机理更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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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杂原子的取代反应

一个特例

(R, R) (R, R) (S,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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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E1机理进行的β消除反应



79

对亲核性的C=C的亲电加成反应

（烷基或杂原子取代烯烃）

（与N, O相连的烯烃尤其活泼）

（X：无机酸、有机酸、醇、水）

范例

(Markovnikov’s rule)

Markovnikov’s rule is simply an application of the Hammond postulate: the 
faster reaction is the one that leads to the intermediate lower in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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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π键与含有孤对电子的亲电性杂原子的反应

（X为I, Br时较稳定） （X为Cl时较稳定）



81

亲核性C=Cπ键的取代反应

亲电性苯环取代反应

（与HOCOOH类似）

苯环的取代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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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环的取代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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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亲电性π键的亲核加成与取代反应

杂原子亲核试剂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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酮在酸性或碱性条件下的变化反应

对亲电性π键的亲核加成与取代反应

碳原子亲核试剂的反应：

（Robinson 闭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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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nich 反应

Mannich 反应的另两种可能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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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kayama醛醇反应

逆aldol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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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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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课 周环反应

1、基础知识

A pericyclic reaction is a reaction in which bonds
are formed or broken at the termini of one or more
conjugated systems. The electrons move around in
a circle, all bonds are made and broken
simultaneously, and no intermediates intervene.

Typical reactions

Regioselectivity

Stereoselectivity

Stereospecif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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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Classes of Pericyclic 
Reactions

 Electrocyclic reactions (ring openings or ring 
closings), 

 Cycloadditions
 Sigmatropic rearrangements
 Ene reactions.

Electrocyclic re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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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cloadditions

Cheletropic 
reactions

Cycload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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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matropic 
rearrangements

Sigmatropic rearrang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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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matropic rearrangements

Ene Re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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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周环反应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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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专一性

Polyene MOs

Woodward–Hoffmann rules



96

2、电环化反应

2.1、典型反应

2.1、典型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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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典型反应

2.1、典型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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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4.1

2.1、典型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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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Favorskii rearrangement

2.1、Favorskii rearran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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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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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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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Stereoselectivity

4.3 Cycloadditions

4.3.1 Typical Reactions

4.3.1.1 The Diels–Alder Re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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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t Diels–Alder reactions occur with what is called normal
electron-demand, in which an electron-rich (nucleophilic) diene reacts
with an electronpoor (electrophilic) dienophile.

Normal electron-demand Diels–Alder reactions 

用前线轨道理论解释反应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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炔烃的D-A反应活性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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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drin)

Very electron poor dienes can undergo Diels–Alder reactions with electronrich
dienophiles in the inverse electron-demand Diels–Alder reaction. The dominant
interaction in the TS of inverse electron-demand Diels–Alder reactions is
between the LUMOdiene and the HOMOdienophile.

Inverse electron-demand Diels–Alder re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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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2 Other Cycloadditions

（1）[3+2] Cycload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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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Me2S 使过氧化物还原为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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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erno–Büchi reaction

（2）[2+2] Cycloadditions 

（胸腺嘧啶） （导致皮肤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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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tig reaction

（3）[4+1] Retro-cycload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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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Regioselectivity

定位规则：Diels–Alder reactions proceed to put the most electron donating
substituent on the diene and the most electron withdrawing substituent on the
dienophile either “ortho” or “para” to one another.

(1) Normal electron-demand Diels–Alder re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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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everse electron-demand Diels–Alder reactions 

[4+2]环加成反应的立体定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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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环加成反应的立体定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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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环加成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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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Typical Reactions

4.4 Sigmatropic Rearrang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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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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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4.5 Ene Re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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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自由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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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Free Radicals

5.1.1 Stability

Stabilized by: adjacent lone-pair-bearing heteroatoms and bonds

Order of stability of alkyl radicals: 3o>2o> 1o

alkyl (·CR3)> aminyl (·NR2) > alkoxyl (RO·)

I·>Br·>Cl·>F·

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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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todative effect（推拉效应）

5.1.2 Generation from Closed-Shell Species

 σ-Bond homolysis;

 Photochemical excitation of a π bond; 

 One-electron reduction or oxidation; 

 Cycloaromat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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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Bond homolysis

Photochemical excitation of a π b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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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electron oxidizing agents: Pb(OAc)4, Mn(OAc)3, 
(NH4)2Ce(NO3)6 (ceric ammonium nitrate, CAN)

One-electron reduction or oxi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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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cloaromatization

Bergman cyclization

5.1.3 Typical Reactions

addition to a π bond, 
fragmentation,
atom abstraction (reaction with a bond), 
radical–radical combination, 
disproportionation,
electron transfer, 
addition of a nucleophile, 
loss of a leaving group.

Eight typical re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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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ition to a π bond

Fragmentation

Fragmentation is the microscopic reverse of addition to a πb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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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om abstraction reaction

Common error alert: Abstraction of C (e.g., X + R3C–Y →X–CR3 + Y) does 
not occur in free-radical re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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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Chain vs. Nonchain Mechanisms

• Reactions involving stoichiometric amounts of one-electron
reducing or oxidizing agents such as Li, Na, SmI2, or Mn(OAc)3

always proceed by nonchain mechanisms, as free electrons are
available throughout the reaction to quench the intermediate radicals.

• All chain reactions require an initiator and there are only a few
widely used initiators (O2, peroxides, AIBN, hv), so the presence of
these initiators is a good sign of a chain mechanism.

5.2 Chain Free-Radical Reactions

5.2.1 Substitution Re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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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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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Draw mechanisms for all three steps of the phenol syn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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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Addition and Fragmentation Re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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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Nonchain Free-Radical Reactions

5.3.1 Photochemical Re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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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Reductions and Oxidations with Met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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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uction of C–X Bonds; Reductive Coup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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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谢 谢 各 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