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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水器结构对乙酸异戊酯制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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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乙酸异戊酯的制备” 是经典的有机化学教学实验项目， 用分水回流的方法促进反

应正向进行， 分水器是实验中的关键仪器。 比较了两种分水器的结构差异， 并分析了分水器

结构对乙酸异戊酯产率的影响和原因， 指出了新分水器设计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了实验的改

进建议。 通过比较实验， 使学生认识到仪器设计细节对实验结果的重要影响， 加深对实验的

理解和认识， 有助于学生养成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 并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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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酸异戊酯的制备是经典的有机化学实验项

目，不仅训练学生有机化学实验操作技能、提高学生

对理论知识的理解，还可以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创

新能力。 乙酸与异戊醇通过酯化反应生成乙酸异戊

酯和水，采用分水回流的方法将生成的水分离出去，
促使反应正向进行从而提高反应产率［１］。 实验仪

器设计非常巧妙，在此条件下异戊醇理论上全部转

化，乙酸异戊酯的收率很高。 我们通过过程质量法

检查发现，最近学生制备乙酸异戊酯的质量比以前

少，一个重要原因是更换了新的分水仪器［２ － ３ ］。 因

此，我们对比两种分水器，分析其结构对实验结果的

影响。

１　 实验原理和操作步骤

１．１　 实验原理

乙酸异戊酯又称为香蕉水，是一种用途广泛的

化工产品，主要用于医药、日用化工和食品添加剂等

领域［ ４ ］。 实验室制备乙酸异戊酯的方法是以浓硫

酸作为催化剂，乙酸与异戊醇直接进行酯化合成的，
反应方程式如下所示［ ５ ］：

　 （１）

制备乙酸异戊酯的酯化反应是可逆的，为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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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平衡向正向移动，实验采用了分水回流的办法。
实验装置由反应烧瓶、分水器和球形冷凝管组成，如
图 １ 所示。 反应前预先加入一些水至分水器，使液

面低于支管口 ０．５ ～ １ｃｍ，并做好标记。 在加热过程

中，反应物和产物受热形成共沸物，在球形冷凝管中

冷却，回流进入分水器中。 随着反应进行，反应物和

乙酸异戊酯浮在水上，通过溢流又从支管回流到反

应烧瓶，而生成的水进入下层，不再参与反应，因此

使得反应正向进行［ ６ ］。 在此期间水面逐渐升高，因
此需要打开下方旋塞，放出少量的水，使水面维持在

标记处。 一般情况下判断反应终止有两种现象：一
个是分水器中的液面不再上升，表明没有新的水生

成；另一个是收集的水量达到一定数值，粗略地估计

酯化反应完成的程度［ ７ ］。

图 １　 分水回流反应装置

１．２　 操作步骤

在 ５０ｍＬ 圆底烧瓶中，加入 １２． ７ｍＬ 异戊醇

（０ １１７ｍｏｌ）和 ７．２ｍＬ 乙酸（０．１２６ｍｏｌ），再加入 ３ ～ ４
滴浓硫酸，混合均匀。 如图 １ 所示，安装分水器和球

形冷凝管，并在分水器中预先加水至支管口下

０ ５ｃｍ［ ８ ］。 加热回流，反应一段时间后把水逐渐放

出，保持有机相和水相界面维持在标记位置。 反应

结束后，将烧瓶内混合物质和分水器内酯层倒入分

液漏斗。 混合溶液先用 １０ｍＬ 水洗涤，再用 １０ｍＬ 碳

酸钠溶液（ω＝ ０．１０）洗涤，最后用 １０ｍＬ 饱和食盐水

洗涤。 将酯层转移至锥形瓶中，用无水硫酸镁干燥。
将干燥后的乙酸异戊酯加热蒸馏，收集 １３８ ～ １４３℃
的馏分。

２　 实验结果及讨论

图 ２ 左侧为旧式分水器，右侧为新式分水器，我
们用两种分水器所得产物分别为 ８．８ｇ 和 ７．１ｇ。 使

用两种不同仪器获得乙酸异戊酯质量有较大差异，
说明分水器结构对产品收率确实有明显影响。

图 ２　 左为旧分水器，右为新分水器

我们对实验结果进行如下分析：两种分水器结

构最主要的差别在于分水管。 左侧分水器的分水管

在支管口下 １ｃｍ 处迅速收缩，再向下延伸至旋塞

处，支管口下方容纳的体积小，约 ５ｍＬ；右侧分水器

的分水管较粗，并直接连接分水旋塞，支管口下方体

积约 ２７ｍＬ。 分水回流时，水面低于支管口 ０．５ｃｍ，
实际分水管中存有水量分别为 ２ ｍＬ 和 ２４ｍＬ。

如果有机物质与水不相溶，两种分水器的使用

效果是相同的。 但是有些物质极性较强，可溶解在

水中。 以本实验为例，反应物乙酸与水互溶，分水管

处体积越大，溶解在水中并流失的乙酸就越多。 用

氢氧化钠滴定法测定分水器中溶解于水中乙酸的含

量，前者分水器中含有乙酸不足 ０．００５ｍｏｌ，后者含有

乙酸约 ０．０２５ｍｏｌ。 后者由于乙酸流失过多，导致异

戊醇不能全部转化，粗产品中乙酸异戊酯比前者少，
这是现在学生实验产量比以前少的根本原因。 要想

达到以前的实验产率，还需要再加入更多的乙酸，以
补偿流失的乙酸。 使用不同型号的分水器，添加反

应物料的用量应该不完全相同。
分水器构造不合理，对实验的影响不仅仅是产

品收率［ ９ ］。 使用新式分水器，由于一些乙酸流失，
不能参与反应，结果导致异戊醇过量并残留在粗产

品中。 而异戊醇和乙酸异戊酯的沸点相近，蒸馏时

两者还会形成共沸物难以分离，最终影响了乙酸异

戊酯的纯度。 另外，旧式分水器在安装时，不必再用

夹子固定。 而新式分水器支管过长，容易在杠杆作

５



用下损坏仪器，所以还需要单独安装夹子进行保护。
综上所述，分水器是本实验的核心仪器，对实验

结果有明显的影响［ １０－１１ ］。 旧式分水器的设计更加

合理，制作者对分水回流操作有很好的理解，通过设

计减少了实验仪器对实验结果的影响。

３　 结语

化学是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化学知识和化学

方法是构成化学的两大部分。 技术工具就是化学方

法中的硬件，同样是影响实验结果的重要因素。 实

验者需要清楚仪器的构造，根据实验目的选择适合

的操作条件或应对措施。 以往实验教学中偏重于操

作步骤与实验现象，缺少对仪器设计科学性的讲解。
本实验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学生通过比较两种分水

器的结构，了解仪器构造对实验结果的影响，不仅增

强了对实验原理的理解程度，加深了对仪器特点的

认识，还使学生养成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增强了学

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我们应用 ＰＤＣＡ 教学质

量管理方法，发现了学生实验产品收率降低的问题，
并找到产生该问题的原因，提出了解决方法，达到了

良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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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菠菜、黄瓜、卷心菜中甲霜灵、三唑酮、高效氯氟氰

菊酯 ３ 种农药残留的快速定性筛查和定量检测方法。
实验发现，超声波法、清水浸泡（２２℃，３０ｍｉｎ）、

常温水（２２℃）、温水（４２℃）、淘米水 ５ 种清洗方式

中，超声波法是清洗掉四种蔬菜中残留农药最有效

的方法。 此外，清水浸泡、温水、淘米水三种清洗蔬

菜的方式都比常温水干净，清水浸泡、温水都可以使

农药溶解更多，而淘米水呈酸性，有利于清洗多菌灵

等在酸性介质中不稳定的农药。 在日常生活中，可
以多使用清水浸泡、温水、淘米水三种清洗方式代替

常温水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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