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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亲爱的读者!!

时光荏苒!岁月匆匆!"华东师大版一课一练#已经诞生了二十多个年头!最初使用"华东
师大版一课一练#的高年级学生早已为人父母!也许他们的小孩也正在使用着这套书$"华
东师大版一课一练#陪伴着上海一届又一届的学生!从小学到初中!从初中到高中!再延续到
他们的下一代继续使用$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欣慰的事情%

回顾这二十多年来的历程!我们的每一个进步都离不开广大读者的爱护与支持$当然
每当我们取得些许成绩!也最想和广大读者分享$!""#年!本丛书被中国书业权威评选为
&改革开放$"年最具影响力的$""本书之一'!此次评选中获选的教辅图书只有两种$!"%&
年!本丛书第三次被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评为&上海市著名商标'!这是上海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颁发给图书类产品唯一的荣誉$

二十多年来我们专注于教学训练的每一个环节!坚持做学术教辅$这是我们不变的坚
守!这种坚守根植于每一个华东师大出版社人的心中!自始至终贯彻于每一本书中$本丛书
作为同步类辅导材料!编制时坚持做到以下几点(

一)与课时同步$紧扣课本出题!掌握基本知识*变换形式训练!掌握基本方法*进行知
识整合!提高学习能力$

二)避免出现超纲和超前内容$每一道题目的选择都有具体的考核意图!作者充分考虑
学生已学知识出题$

三)遵循学习规律!及时巩固!克服遗忘$人的大脑对新事物的遗忘遵循艾宾浩斯曲线!

只有不断巩固才能将短时记忆转化为长时记忆$

四)紧跟考试和时政实际!编制原创题目!每年都对本丛书做调整和修订$

五)严格审校!内容为王!质量为先!确保优质$

我们不仅关心学生在一段时间内的学习!更关注学生今后长远的发展$考试是衡量学
习成果的一种手段!而学习的最终目的却不是为了考试$本丛书以学生的终身发展为目标!

不拘泥于考试的形式搞题海战术!而在促使学生在深度掌握知识和方法上下功夫!为以后步
入更高级的学段打下良好的基础$

感谢本丛书作者们付出的辛勤劳动!感谢广大读者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我们会一如
既往地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进步$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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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认识碳氢化合物的多样性

11.1!碳氢化合物的宝库!!!石油"一#!有机物

"! 有机物一般是指含!!!!的化合物!它的特点是"!大多数有机物!!!!于水#

!!!!于有机溶剂$"大多数有机物熔%沸点较!!!!%受热!!!!$#大多数有
机物!!!!燃烧$$绝大多数有机物是!!!!&选填'电解质(或'非电解质()$%有
机反应一般条件复杂%反应速率!!!!%副反应多!

"" 被称为'工业的血液(的是!!!!#三大合成材料是指!!!!%!!!!%

!!!!!

"# 石油的炼制主要有!!!!%!!!!%!!!!%!!!!!

"$ 石油主要含有的元素是!!!!%!!!!$石油主要是由!!!!%!!!!%!!!

!!!组成的混合物!

"% 石油经过!!!!#分别得到沸点不同的馏分#在分馏装置中越上层的馏分#它的沸点

!!!!#说明它们所含有机分子中所含的碳原子数!!!!!

"& 被称为'工业血液(的是 &!!)

!"石油 #"天然气 $"沼气 %"煤

"' 不属于化石燃料的是 &!!)

!"木柴 #"石油 $"煤 %"天然气

"( 属于有机物的物质是 &!!)

!"一氧化碳 #"碳酸 $"酒精 %"碳酸钙

") 关于有机物的叙述中正确的是 &!!)

!"有机物都是非电解质

#"熔点低的化合物都是有机物

$"含有碳元素的化合物都是有机物

%"大多数有机物都易溶于有机溶剂

"!* 上海环保部门为了使城市生活垃圾得到合理利用#近年来逐步实施了生活垃圾分类投

放的规定!其中塑料袋%废纸%旧橡胶制品等属于 &!!)

!"无机物 #"有机物 $"盐类 %"非金属单质

"!! 在人类已知的化合物中#种类最多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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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金属元素的化合物 #"卤族元素的化合物

$"&!族元素的化合物 %"'!族元素的化合物

"!"&'('年德国化学家维勒首次用无机物合成的有机物是 &!!)

!"甲烷 #"苯 $"尿素 %"乙醇

"!# 属于化学变化的是 &!!)

!"分馏 #"干馏 $"蒸馏 %"萃取

"!$ 检验固态的有机物是否纯净#可采用的方法是 &!!)

!"测熔点 #"测密度 $"测组成的元素 %"测元素的个数比

"!% 溴在下列溶剂中的溶解度最小的是 &!!)

!"酒精 #"水 $"苯 %"四氯化碳

"!& 不属于石油制品的是 &!!)

!"汽油 #"柴油 $"植物油 %"煤油

"!' 下列各组物质中#前者属于纯净化合物#后者为混合物的是 &!!)

!"汽油%石油 #"甲烷%天然气 $"白酒%酒精 %"氧气%空气

"!( 在相同条件下#对环境污染最小的燃料是 &!!)

!"液化气 #"煤油 $"煤饼 %"木柴

"!) 依据某化合物的组成或性质#可以说明该物质肯定是有机化合物的是 &!!)

!"仅由碳氢两种元素组成

#"仅由碳氢氧三种元素组成

$"熔点低而且难溶于水

%"在氧气中燃烧只生成二氧化碳

""* 蒸馏可用于分离 &!!)

!"混合气体 #"悬浊液里的固体和液体

$"沸点不同且互溶的液体 %"一切混合物

""! 某油井突然起火#在灭火过程中#下列措施中无法实现的是 &!!)

!"设法阻止石油的喷射 #"设法降低火焰的温度

$"设法降低石油的着火点 %"设法使火焰隔绝空气

""" 石油中主要含有的元素是 &!!)

!"碳%氢 #"硫%碳 $"碳%氧 %"铝%铁

""#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大多数有机物的熔点较低

#"大多数有机物是电解质#易导电

$"有机物受热不易分解#且不易燃烧

%"有机物只能从动植物的有机体中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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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于化学变化的是 &!!)

!"用石油炼制汽油 #"用粮食酿酒

$"工业上分离空气制氧气 %"海水晒盐

""% 某化合物)燃烧的化学方程式为")*+,( #$$
点燃

($,(*+-(,#)的化学式是 &!!)

!"$(-. #"$(-., $"$(-/ %"$(-/,

""& 经过处理的原油通过常压分馏#获得的主要产品是!!!!!!!!!要提取润滑油%

石蜡等产品就要将重油进行!!!!#其作用是!!!!!!!!!!!!!!!!
!!!!!!!!

""' 在实验室蒸馏石油时#温度计水银球的位置应该在!!!!!!#这样放的原因是!!

!!!!!!!!!!!!!!冷却水的流向是!!!!!!#其原因是!!!!!
!!!!!!!!

""( 石油的主要成分是 &!!)

!"烷烃%环烷烃和芳香烃 #"烷烃和烯烃

$"烷烃%芳香烃和烯烃 %"烷烃和环烷烃

"") 目前已发现和人工合成的有机物有数千万种#其种类如此众多是由于 &!!)

!"它们都是非电解质

#"它们反应很复杂

$"制取它们的方法很多

%"它们都含有碳#而且碳原子有四个价电子#碳原子间以及碳原子与其他原子间结构
多样

"#* 石油减压分馏的目的是 &!!)

!"使高沸点的重油进一步分离 #"得到更多的重油

$"得到高质量的汽油 %"分离得到汽油%煤油等

"#! 某地石油燃烧时#产生$,(%-(,和0,(#它肯定含有的元素是 &!!)

!"$%,%0 #"-%,%0
$"$%-%0 %"$%-%,%0

"#" 对于石油的叙述中错误的是 &!!)

!"石油中含有一定量的水和无机盐

#"石油是一种深色的纯净液体#它有固定的熔点与沸点

$"石油主要含$%-两种元素#还含有少量的1%,%0等元素

%"石油是远古时代动植物遗体在地壳下经漫长复杂的变化而生成

"## 衣物上沾有动植物油污时#用水很难洗掉#此时可采用两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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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加酶洗衣粉洗涤#这是利用了酶的!!!!!!!!!!!
&()用汽油洗涤#这是因为大多数有机物难溶于!!!!#而易溶于!!!!!

"#$ 加油站和有机化工厂内部及附近严禁烟火#这是因为绝大多数有机物!!!!!

"#% 本节教材'实验与观察(中分馏装置三个塔间温度分布情况是怎样的* 为什么顶部导出

的气体能使酸性234,/溶液褪色*

"#& 甲烷在高温条件下#可分解为乙炔和氢气#分解产物的密度与氧气的密度之比是多少*

&相同状况下)

"#' 高温下一定量甲烷分解得到$(-(%-(及未分解的甲烷的混合气#且该混合气的平均

相对分子质量为&5#则甲烷的分解率为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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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碳氢化合物的宝库+++石油&二)!甲烷

"! 在化学中#把仅含!!!!%!!!!两种元素的!!!!物称为碳氢化合物#又称烃!

最简单的烃是!!!!!

"" 甲烷是!!!!色!!!!味的气体#密度!!!!于空气#!!!!溶于水#但

!!!!溶于$$6/!主要成分是甲烷的自然物有!!!!%!!!!%!!!!等!

"# 甲烷的化学性质"易取代%能分解%难氧化#与强酸%强碱或强氧化剂一般不反应!

! 与氧气反应 !!!
&写化学方程式#下同)

" 取代反应 !!!

# 受热分解 !!!

工业上用这个反应来制炭黑#炭黑可以用来做橡胶填充剂#黑色颜料等!

"$ 取代反应的定义" !!!

"% 属于烃类的物质是 &!!)

!"$(-7,- #"18-$,+ $"$(-( %"$-+1,(

"& 下列甲烷的氯代物中#常温下呈气态的是 &!!)

!"$-+$6 #"$-($6( $"$-$6+ %"$$6/

"' 在一定条件下能跟甲烷发生取代反应的物质是 &!!)

!"溴水 #"溴蒸气 $"氯水 %"氯化氢

"( 完全燃烧一定量的甲烷#燃烧产物先通过浓硫酸#再通过碱石灰#装有碱石灰的玻璃管

增重'9':#则原来的甲烷在标准状况下的体积为 &!!)

!"597.; #"&9&(; $"(9(/; %"/9/';

") 下列叙述中错误的是 &!!)

!"点燃甲烷不必像点燃氢气那样事先验纯

#"甲烷燃烧能放出大量的热#所以是一种很好的气体燃料

$"煤矿的矿井要注意通风和严禁烟火#以防爆炸事故的发生

%"如果隔绝空气#将甲烷加热到&555<以上#甲烷分解生成炭黑和氢气

"!* 主要成分不是甲烷的气体是 &!!)

!"沼气 #"天然气 $"水煤气 %"瓦斯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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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照对下列反应几乎没有影响的是 &!!)

!"氯气和氢气反应 #"氯气跟甲烷反应

$"甲烷跟氧气反应 %"次氯酸分解

"!" 某气体在标准状况下的密度是&9(7:,;#该气体的相对分子质量为 &!!)

!"(. #"(' $"+5 %"+(

"!# 验证某有机物属于烃#应完成的实验内容是 &!!)

!"测定它的$%-原子数之比

#"证明它完全燃烧后产物只有$,(和-(,
$"测定其燃烧产物中$,(和-(,的物质的量之比

%"测定该试样的质量及试样完全燃烧后生成$,(和-(,的质量

"!$ 鉴别甲烷%一氧化碳%氢气三种无色气体的方法是 &!!)

!"将气体分别通入酸性234,/溶液

#"分别点燃气体#在火焰上方罩上涂有澄清石灰水的烧杯

$"分别点燃气体#在火焰上方罩上干冷的烧杯#然后再罩上涂有澄清石灰水的烧杯

%"分别点燃气体#观察火焰颜色

"!% 将等物质的量的甲烷和氯气混合置于漫射日光照射下的试管中#并将试管口浸入水中#

经过充分反应后#试管中物质的量最少的是 &!!)

!"$-+$6 #"$-($6( $"$$6/ %"-$6

"!& 我国的'西气东输(是指从新疆开发天然气#通过管道输送到上海等东部城市#下列有关

天然气的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

!"天然气和沼气的主要成分都是甲烷

#"用主要成分为丙烷的液化石油气的炉具与用天然气的炉具不能通用#需要调整或更换

$"天然气是比燃油更清洁的燃料#产物污染少

%"用天然气替代汽油作为汽车燃料#是因为使用起来更方便

"!' 隔绝空气强热甲烷#可获得$(-(和-(#若&=>6甲烷有'5?按上述形式分解#所得混

合气体的密度是相同条件下氢气密度的 &!!)

!"(倍 #"(9((倍 $"+9/.倍 %"/9//倍

"!( 已知+(:甲烷完全燃烧#生成二氧化碳气体和液态水#放出&@'5AB热量#写出甲烷燃

烧的热化学方程式 !!!

"!) 在室温%&5&AC8下#将(;甲烷和+97;氧气混合#充分燃烧反应物无剩余#再冷却到室

温#混合气体的体积变为!!!!;!如果将反应后的混合气体通过澄清石灰水#现象
是!!!!!!!最后有!!!!气体剩余#体积为!!!!;!

""* 常温常压下$-/%-(和$,的混合气体+5=;#恰好和同条件下+5=;,(完全反应#

则其中含$-/ !!!!=;$当-(为&5=;时#上述混合气体完全燃烧恢复至原来的
状态后生成$,(的体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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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燃冰是一种晶体#其中平均每/.个水分子构建成'个笼#每个笼中可容纳&个$-/

分子或&个游离-(,分子!若晶体中每'个笼只有.个笼容纳了$-/分子#另外(个
笼被游离的-(,分子填充#则可燃冰的平均分子组成可表示为 &!!)

!"$-/-&/-(, #"$-/-'-(, $"$-/-(+,+-(, %"$-/-.-(,

""" 烃分子中的化学键是 &!!)

!"只有极性键 #"只有非极性键

$"同时含有极性键和非极性键 %"可能同时含有极性键和非极性键

""# 甲烷在空气中的爆炸极限是含甲烷7?(&5?&体积百分含量)!如果在相同状况下#

&;甲烷与一定体积的空气混合#在某种情况下使之恰好完全反应#此种情况 &!!)

!"不会爆炸 #"会爆炸

$"加热时才能爆炸 %"加压时会爆炸

""$ 将一定体积的$-/在,(中完全燃烧#将燃烧后生成的气体全部通入足量澄清石灰水

中#使石灰水增重':#并生成&5:白色沉淀#则原甲烷气体在标准状况下的体积是
&!!)

!"(9(/; #"+9+.; $"/9/'; %".9@(;

""% 将,(和$-/的混合气体通入盛有一定量18(,(的密闭容器中#用电火花引燃!反应

结束后#容器内压强在&'5<时约为5C8$将残留物溶于水中#无气体生成!下列叙述
中正确的是 &!!)

!"原混合气体中,(与$-/的体积比为&D+
#"残留物中含18(,(和18,-
$"原混合气体中,(与$-/的体积比为(D&
%"残留物中含18,-和18($,+

""& 在一支试管中盛满甲烷和氯气的混合气体#倒置于盛有饱和食盐水的水槽中#在漫射光

的照射下#产生的现象是 !!$

若要使597=>6$-/完全和氯气发生取代反应#并生成相同物质的量的四种取代物#则
需要氯气的物质的量为!!!!!!!

""' 已知3的分子量为((@#由$%-%,%1四种元素组成#$%-%1的质量分数依次为

&79'.?%(9(5?和&'975?!则3的分子式是 !!!

""( 取标准状况下$-/和过量,(的混合气体'/5=;#点燃#将燃烧后的气体用过量碱石

灰吸收#碱石灰增重59.55:#计算"
&&)碱石灰吸收后所剩气体的体积&标准状况)!
&()原混合气体中$-/和,(的体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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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碳氢化合物的宝库+++石油&三)!烷烃

"! 碳氢化合物又称为!!!!#最简单的有机物是!!!!!

"" 甲烷的分子式!!!!$电子式!!!!$结构式!!!!$空间构型!!!!!

"# 烷烃的定义" !!$

通式为!!!!!!!!!!!!

"$ 常温常压下#碳原子数!!!!的烷烃为气态#碳原子数!!!!的直链烷烃为液态#

碳原子数!!!!的直链烷烃为固态!随着碳原子数的增加#它们的熔沸点依次!!
!!#液态时密度依次!!!!!

"% 能够证明甲烷分子空间结构为正四面体的事实是 &!!)

!"甲烷的四个碳氢键的键能相等 #"甲烷的四个碳氢键的键长相等

$"甲烷的一氯代物只有一种 %"甲烷的二氯代物只有一种

"& 下列表示方法中错误的是 &!!)

!"氮分子的电子式"1%%%
%%%1 #"$6+的离子结构示意图"

$"甲烷分子的比例模型" %"甲烷分子的球棍模型"

"' 烷烃$/-&5中的$+$键和$+-键数目分别是 &!!)

!"/个#&5个 #"+个#&5个 $"/个#'个 %"+个#'个

"( 已知下列烷烃的沸点约是"$-/"E&./<%$(-."E'F<%$/-&5"E&<%$7-&("+.<#

据此可推测$+-'的沸点可能是 &!!)

!"+5< #"E/5< $"EFF< %"E&F/<

") &=>6某种烷烃完全燃烧需要'=>6氧气#则这种烷烃的分子式是 &!!)

!"$+-' #"$/-&5 $"$7-&( %"$.-&/

"!* 已知天然气的主要成分$-/是一种会产生温室效应的气体#等物质的量的$-/和$,(

产生的温室效应#前者大!下面是有关天然气的几种叙述"!天然气与煤%柴油相比是
较清洁的能源$"等质量的$-/和$,(产生的温室效应也是前者大$#燃烧天然气也
是酸雨的成因之一!其中正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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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只有! $"是!和" %"只有#

"!! 关于烷烃性质的叙述中不正确的是 &!!)

!"烷烃同系物随相对分子质量增大#熔点%沸点逐渐升高$常温下的状态由气态递变到
液态#相对分子质量大的则为固态

#"烷烃同系物的密度随相对分子质量增大而逐渐增大

$"烷烃跟卤素单质在光照条件下能发生取代反应

%"烷烃同系物都能使溴水%234,/溶液褪色

"!" 下列各烃中#室温时呈液态的是 &!!)

!"$-+$-($-+ #"$-+&$-()&5$-+

$"$-+&$-()($-+ %"$-+&$-()&.$-+

"!#(557年&&月#成功登陆'土卫六(的'惠更斯(号探测器发回数百张照片和大量数据!分

析指出'土卫六('酷似地球经常下雨(#不过'雨(的成分是液态甲烷!下列说法中错误
的是 &!!)

!"'土卫六(表面温度比地球表面的低 #"'土卫六(上存在有机物

$"'土卫六(表面存在大量液态水 %"'土卫六(上形成了甲烷的气液循环系统

"!$ 已知甲烷分子中的氢原子可被其他原子或原子团代替#如甲烷分子中的氢原子被氯原

子取代可得到四种物质"$-+$6%$-($6(%$-$6+和$$6/#这四种产物的结构能充分说
明甲烷分子是以碳原子为中心的正四面体结构#而不是正方形的平面结构的是 &!!)

!"$-+$6只有一种结构 #"$-($6(只有一种结构

$"$-$6+只有一种结构 %"$$6/只有一种结构

"!% 为测定一种气态烃!的分子式#取一定量的!置于密闭容器中燃烧#定性实验表明产

物是$,(%$,和水蒸气!学生甲%乙设计了如下两个方案#均认为根据自己的方案能
求出!的最简式!他们测得的有关数据如下&图中的箭头表示气体的流向#实验前系
统内的空气已排除)"

甲方案"燃烧
产物

浓-(0,
#$$$$
/ 增重

(97(:
#$$$

碱石灰 增重

&9+(:
#$$
点燃 生成$,(

&9@.:

乙方案"燃烧
产物

#$$$
碱石灰 增重

79.5:
炽热

#$$$$
$G, 减轻

59./:
#$$$

石灰水 增重

/:
试回答"&&)根据两方案#你认为能否求出!的最简式*
&()请根据你选出的方案#通过计算求出!的最简式!
&+)若要确定!的分子式#是否还需要测定其他数据* 如果需要#需测定哪些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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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原子为中心与(个#原子及(个$原子相结合#形成!#($( 分子#下列关于

!#($(同分异构体的叙述中#正确的是 &!!)

!"假如是平面四边形#则有两种同分异构体

#"假如是平面四边形#则没有同分异构体

$"假如是正四面体#则没有同分异构体

%"假如是正四面体#则有两种同分异构体

"!' 下列各组气体的实验室制法中#所选用的制气装置相同的是 &!!)

!"1,%,(%0,( #"$,(%-(0%$-/

$"1-+%,(%$-/ %"-(%-(0%$6(

"!( 在一密闭容器中装有/=>6饱和烃蒸气和+5=>6氧气#引火爆炸后#测得混合气中还有

氧气存在&上述气体体积均在相同条件下测定)#则该有机物的分子式是 &!!)

!"$.-&/ #"$7-&5 $"$7-&( %"$/-&5

"!) 使乙烷和丙烷混合气体完全燃烧后#得到二氧化碳@95/:%水+9F.:#则原混合气体中

乙烷和丙烷的物质的量之比为 &!!)

!"+D( #"(D+ $"&D( %"(D&

""* 已知无水醋酸钠&$-+$,,18)与氢氧化钠固体在强热条件下生成甲烷和碳酸钠!现

有一种盐!#与氢氧化钠微热时反应放出一种气体##再强热又放出一种气体$!在同
温同压下气体#%$的密度相近!将剩余残渣加入盐酸中#又有一种气体%产生#气体

%能使澄清石灰水变浑浊!则!%#%$%%的化学式分别为!!!!!!!!%!!!
!!!!!%!!!!!!!!%!!!!!!!!!

""! $-/在一定条件下催化氧化可以生成$(-/%$(-.&水和其他反应产物忽略不计)#取

一定量$-/经催化氧化后得到一种混合气体#它在标准状况下的密度为59@'5:,;#已
知反应中$-/消耗了(5?#计算混合气体中$(-/ 的体积分数!&保留小数点后面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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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碳氢化合物的宝库+++石油&四)!同分异构体

"! 同系物的定义" !!!

"" 同分异构体的定义" !!!

"# 一般情况下#存在同分异构体的烃分子中#随着支链越多#它们的沸点依次!!!!#密

度依次!!!!!

"$ 若甲%乙两物质互为同系物#则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它们的结构相同

#"它们的组成元素相同

$"它们的化学性质相似

%"它们的相对原子质量相差&/!&!为正整数)

"% 同分异构体具有相同的 &!!)

! 式量!" 分子式!# 结构简式!$ 物理性质!% 化学性质

!"!"# #"!"$ $"!" %""#%

"& 属于烷烃同系物的是 &!!)

!"$7-&5 #"$+-' $"$(-( %"$.-.

"' 以下烷烃中#一氯代物只有一种的是 &!!)

!"乙烷 #"丙烷

$"( 甲基丁烷 %"(#( 二甲基丙烷

"( 引燃密闭容器中的己烷和氧气的混合气体#使其充分反应#在&(5<时测得反应前后气

体的压强分别为+9.H&5/C8和79(H&5/C8!试判断这一燃烧反应可能是按下列哪个
反应方程式进行的* &!!)

!"$.-&/*@, #$$( 7$,*$,(*@-(,

#"$.-&/*', #$$( +$,*+$,(*@-(,
$"$.-&/*F, #$$( $,*7$,(*@-(,
%"($.-&/*&7, #$$( '$,*/$,(*&/-(,

") 下列化学式能表示一种纯净物的是 &!!)

!"$-($6( #"$/-&5 $"$+-' %"$

"!* 在己烷$.-&/的下列同分异构体中#其一氯代产物可能的结构数目最多的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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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基戊烷 #"( 甲基戊烷

$"(#+ 二甲基丁烷 %"(#( 二甲基丁烷

"!! 化学式为$@-&.的烷烃中#其结构式含有+个甲基的同分异构体的数目是 &!!)

!"( #"+ $"/ %".

"!" 平均式量为(+的$-/和$(-.的混合气体#在,(中完全燃烧后生成的-(,和$,(

的物质的量之比为 &!!)

!"&5D+ #"7D+ $"+D( %"&D&

"!# 进行一氯取代后#只生成三种沸点不同的产物的烷烃是 &!!)

!"&$-+)($-$-($-($-+ #"&$-+$-()($-$-+

$"&$-+)($-$-&$-+)( %"&$-+)+$$-($-+

"!$ 天然气%液化石油气&主要成分是$+($/的烷烃)燃烧的化学方程式分别为"

$-/*(, #$$( $,(*(-(,#$+-'*7, #$$( +$,(*/-(,$现有一套以天然气为燃
料的灶具#欲改燃烧液化石油气#应采取的正确措施是 &!!)

!"两种气体进入量都减少 #"增大空气进入量或减少液化气进入量

$"两种气体进入量都增大 %"减小空气进入量或增大液化气进入量

"!% 关于烷烃性质的叙述中#正确的是 &!!)

!"都能使酸性高锰酸钾溶液褪色

#"常温下#戊烷是一种液体

$"密度随碳原子的增多而增大#且都比水大

%"完全燃烧后产物都是$,(%-(,

"!& 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相对分子质量相同的物质是同种物质

#"分子式相同的不同有机物一定是同分异构体

$"分子组成相差若干个$-(的两种有机物互为同系物

%"符合通式$!-(!*(的不同烃一定互为同系物

"!'&=>6乙烷在光照条件下#最多可以与多少$6(发生取代反应 &!!)

!"'=>6 #".=>6 $"/=>6 %"(=>6

"!( 下列各种烃的混合物#只要总质量一定#无论它们按什么比例混合#完全燃烧后生成的

$,(和-(,的量都是恒定的是 &!!)

!"$(-(!$(-/ #"$(-/!$+-. $"$+-'!$+-. %"$(-(!$.-.

"!) 在 下 列 各 组 物 质 中"&!),( 和 ,+#&#)&(.$ 和&+
.$#&$)$-+&$-()($-+ 和

$-$- $$+

$-
&&

+

$-$$ + #&%)
&&
$

-

$$#I
&&
-

$$#I和
&&
$

-

$$#I
&&
#I

$$- #&J)$-/和$-+&$-()7$-+

&&)互为同位素的是!!!!#&()互为同素异形体的是!!!!#&+)属于同系物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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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为同分异构体的是!!!!#&7)属于同一物质的是!!!!!

""* 烷烃$7-&(有+种同分异构体!%#%$!其中!是碳链最长的#其名称是!!!!!$

#是含甲基最多的#其结构简式是!!!!!!$$的结构简式是!!!!!!#名称
是!!!!!!!

""! 现有$-/%$(-.%$+-'%$/-&5%$7-&(五种有机物#等质量的上述物质中#相同状况下体

积最大的是!!!!$等质量的上述物质完全燃烧时#消耗氧气的量最多的是!!!!$

相同状况下同体积的以上五种物质中#完全燃烧时耗去氧气最多的是!!!!$同质量
的上述物质完全燃烧时#生成$,(最多的是!!!!$生成水最多的是!!!!!

""" 已知正丁烷的二氯代物有.种同分异构体#则其八氯代物的同分异构体共有 &!!)

!".种 #"'种 $"&5种 %"&(种

""# 有一类组成最简单的硅化物叫硅烷#它的组成与烷烃相似!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硅烷的分子组成通式可表示为0K!-(!*( #"甲硅烷&0K-/)燃烧生成二氧化硅和水

$"甲硅烷的密度小于甲烷 %"甲硅烷的热稳定性强于甲烷

""$ $.-&/的各种同分异构体中#烷烃所含甲基数和它的一氯取代物的数目与下列叙述相符

的是 &!!)

!"(个+$-+#能生成/种一氯代物 #"+个+$-+#能生成/种一氯代物

$"+个+$-+#能生成7种一氯代物 %"/个+$-+#能生成/种一氯代物

""% 下面五种物质的沸点由高到低的顺序正确的是 &!!)

! 正戊烷!" 正庚烷!#( 甲基己烷!$+#+ 二甲基戊烷!% 异丁烷

!""!#$% #""#$!%
$"#"$!% %"!"#$%

""& 同温同压下对氢气的相对密度为/+的某烷烃#其同分异构体的数目为 &!!)

!"7种 #".种 $"@种 %"'种

""' 一氯取代物的同分异构体有(种#二氯取代物的同分异构体有/种的烷烃是 &!!)

!"乙烷 #"丙烷 $"正丁烷 %"异丁烷

""( 丁烷受热裂解可生成$-/%$(-.%$(-/%$+-.四者的混合气体#此混合气体对-(的

相对密度是 &!!)

!"&5 #"&/97 $"(F %"无定值

"") 从理论上看#碳原子数为&5或小于&5的烷烃分子中#其一卤代烷不存在同分异构体的

烷烃共有/种#它们的结构简式分别是!!!!!!!!%!!!!!!!%!!!!
!!!!和!!!!!!!!!!!!

"#* 烷烃分子中有如下的基团"+$-+%+$-(+% $$
&&

&&
$-%

&&
$$
&&
$$$ #其中的碳原子分别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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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仲%叔%季碳原子#数目分别用!&%!(%!+%!/表示#如 $-+$$$-

$-
&&

+

$$$

$-
&&

+

$-
&&

+

$-$$ + 分子中#

!& "7%!( "5%!+ "&%!/ "&!
&&)烷烃分子中氢原子数!5与!&%!(%!+%!/之间的关系"!5"!!!!!!或!5"

!!!!!!!
&()四种碳原子数之间的关系"!& " !!!!!!!
&+)若分子中!( "!+ "!/ "&#则该分子的结构简式是&写出两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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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碳氢化合物的宝库+++石油&五)!烷烃的命名

"! 烃基的定义"!!!!!!!!!!!!!!!#烷基的通式"!!!!!

"" 烷烃系统命名的基本步骤"

&&) !!$
&() !!$
&+) !!$
&/) !!!

"# &&)一般来说#有机物完全燃烧后#各元素对应产物为"$#$,(#-# -(,#$6#
-$6!某有机物完全燃烧后如果产物只有$,(和-(,#则其组成元素为!!!!
或!!!!!

&()通过计算确定有机物的分子式需要的数据"有机物相对分子质量#I和有机物中各
元素的质量关系"!质量比%"质量分数%#通式等!

"$ !$-+$$$-

$-
&&

+

$$$-

$-
&&

+

$(-
&&

7

的名称是 &!!)

!"(#+ 二甲基 / 乙基丙烷 #"(#+ 二甲基戊烷

$"( 甲基 + 乙基丁烷 %"+#/ 二甲基戊烷

"% 等质量的下列烃完全燃烧时消耗氧气最多的是 &!!)

!"$-/ #"$(-. $"$+-' %"$/-&5

"& 某烷烃的结构简式如下#其主链上的碳原子数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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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F

"' &(5<时&体积某烃和/体积,(混合#完全燃烧后恢复到原来的温度和压强#体积不

变#该烃分子中所含的碳原子数不可能的是 &!!)

!"& #"( $"+ %"/

"( 两种气态烃组成的混合气体平均式量为&'#则混合物中一定有的烷烃是 &!!)

!"$-/ #"$(-. $"$+-' %"$/-&5

") 甲烷和丙烷以等体积混合#其体积为$;#完全燃烧时所需氧气的体积&同温同压)是

&!!)

!"&9(7$; #"(9(7$; $"(97$; %"+97$;

"!* 有机物命名中常使用三套数字#甲%乙%丙..#&%(%+..#一%二%三..!其中'一%

二%三..(指的是 &!!)

!"碳原子数 #"氢原子数 $"碳链位置编号 %"一种基团的数目

"!! 按系统命名法命名下列烷烃#并写出相应的分子式"

&&)$-+ $-$$ ($$$-

$(-
&&

7

$-$$ + &()$-+$$$-

$(-
&&

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
&&

( $-$$ +

$-
&&

( $-$$ ( $-$$ ( $-$$ +

$-$$ ( $-$$ + &.)$&$-+)/

!!!!!!!!!!!#!!!!!!$ !!!!!!!!!!!#!!!!!!!

"!" 某直链烷烃分子中有(5个氢原子#它的分子式是!!!!#名称是!!!!!

"!# 写出下列有机物的结构简式"

&&)在同温同压下与$,(密度相同的烷烃!!!!!!!!!!!!!
&()支链中只有一个乙基#且式量为&55的烷烃!!!!!!!!!!!!!

"!$ 某气态烃/=;与+5=;氧气完全燃烧后冷却至室温#体积为(5=;#再通过足量澄清

石灰水后#气体剩余/=;#求该烃分子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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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状况下#@9'/;甲烷和丙烷的混合气体质量为@:#求混合气体中丙烷的体积分

数* 完全燃烧至少需要多少升氧气&标准状况)*

"!& 下列有机物名称中#正确的是 &!!)

!"( 乙基戊烷 #"(#+ 二甲基 ( 乙基丁烷

$"+#+ 二甲基戊烷 %"(#7#7 三甲基己烷

"!' 由!%#两种烃组成的混合物#当混合物质量一定时#无论!%#以何种比例混合#完全

燃烧消耗氧气的质量为一恒量!对!%#两种烃有下列几种说法"!互为同分异构体$

"互为同系物$#具有相同的最简式$$烃中碳的质量分数相同!其中正确的结论是
&!!)

!"!"#$ #"!#$ $""#$ %"#$

"!( 乙烷和丙烷的混合气体充分燃烧后#所得产物通过浓硫酸#浓硫酸增重+95.:#然后通过盛

足量18(,(的干燥管#管内物质增重+9+.:&提示"(18(,(*($, #$$( (18($,+*,()#则
原混合气体中乙烷和丙烷的物质的量之比为 &!!)

!"+D( #"&D& $"(D+ %"+D7

"!) 丁烷催化裂化时#碳链按两种方式断裂#生成两种烷烃和烯烃#如果丁烷的裂化率为

F5?#且裂化生成的两种烯烃的质量相等#则裂化后得到的相对分子质量最小的气体在
混合气体中的体积分数约为 &!!)

!"&&? #"&F? $"/5? %"/7?

""* 某烃在,(中充分燃烧生成$,(和-(,#反应过程中生成

水的物质的量与消耗氧气的物质的量的关系如图所示#该
烃是 &!!)

!"$-/ #"$(-/

$"$(-( %"$+-.

""! $'-&'经多步裂化#最后完全转化为$/-'%$(-/%$+-.%

$(-.%$-/五种气体的混合物!该混合物的平均相对分
子质量可能是 &!!)

!"(' #"+5 $"+@ %"/5

"""&(5<时#某气态烃和过量氧气的混合物7;#点火反应后#混合气体仍为7;#将此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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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浓硫酸#体积变为+;#再通过18,-固体#气体体积变为&;#求该烃分子式!

""# 一定量的$-/在不足量的,(中燃烧#生成了$,(%$,和-(,&:)#燃烧产物总质量为

/F9.:#将其通过无水$8$6(#固体质量增加(79(:#若将这些甲烷完全燃烧还需补充多
少升氧气&标准状况)*

""$ 某烃的蒸气密度换算到标准状况下为+9(&/:,;#已知@9(:该烃完全燃烧可生成

&&9(;$,(&标准状况)和&59':-(,#又知它进行取代反应时得到的一氯代物只有一
种#试求该烃的结构简式#并用系统命名法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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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石油化工的龙头+++乙烯&一)

"! 裂化的定义" !!$

裂化分为!!!!!!和!!!!!!!

"" 乙烯的分子式!!!!$电子式!!!!$结构式!!!!!!!!$结构简式

!!!!!!!!$分子构型!!!!!!!!!

"# 乙烯是一种!!!!色%!!!!溶于水%!!!!溶于乙醇#其密度比空气!!!!
的气体!

"$ 乙烯的用途" !!!

"% 实验室制乙烯的化学方程式是 !!$

此实验要注意使反应温度迅速升高到!!!!后再收集乙烯气体!

"& 我国环保部门通常指的'白色污染(是 &!!)

!"冶炼厂的白色烟尘 #"石灰窑的白色粉末

$"聚乙烯等塑料垃圾 %"白色建筑废料

"' 实验室制取乙烯的收集方法是 &!!)

!"向上排气法 #"向下排气法

$"排水法 %"排水法或排气法

"( 工业上获得大量乙烯%丙烯常采用的方法是 &!!)

!"石油分馏 #"石油裂化 $"石油裂解 %"干馏

") 关于乙烯分子结构的描述中错误的是 &!!)

!"双键键长小于乙烷分子中碳碳单键的键长

#"分子里所有原子都在同一平面上

$"双键键能是乙烷分子中碳碳单键键能的(倍

%"双键中有一个键易断裂

"!* 通常情况下#乙烯是无色的稍有香甜气味的气体#但实验室制得的乙烯常有刺激性气

味#这是因为乙烯中含有 &!!)

!"二氧化碳 #"二氧化硫 $"乙醚 %"乙醇

"!! 在实验室中通常以加热乙醇和浓硫酸的混合液来制取乙烯#在这个反应里浓硫酸 &!!)

!"既是反应物又是脱水剂 #"既是反应物又是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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