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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有机分析化学的产生发展及应用新进展研究
王 兴
新疆大学 新疆乌鲁木齐
【摘要】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在化学领域的研究也不断进步，现代有机分析化学指的是分
析化学与有机化学交叉出现的内容，二者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在化学的产生发展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在当今社会经济环境日新月异的背景下，现代有机分析化学应该跟随时代的脚步进行发展，扩大其
应用范围，从而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可耻发展。本文对现代有机分析化学的产生发展及应用新进展进行简
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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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our country, the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chemistry is also constantly progressing. Modern organic analytical chemistry refers to the content of analytical
chemistry and organic chemistry. The two have an extremely close relationship. The development of chemistry Play
a vital role. In the context of the ever-changing social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 modern organic analytical
chemistry should follow the pace of the times to develop and expand its scope of application, so as to promote the
shameful development of my country's social economy. This article briefly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modern organic analytical chem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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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当今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各大行业的飞

有机化学产品虽然为人们的生活谋取了福利，也给

速前进，化学已经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

自然界造成了严重污染，破坏了人们赖以生存的生

的一个重要门类，化学这项学科的研究不仅在科技

活环境。为了能够降低现代有机化学带来的危害，

方面提供了启迪还为人们的生活工作带来了便捷。

绿色化学理念由此而生，研究人员应该科学开发化

然而化学在为人们谋取福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有害物

学的巨大潜力，降低化学产品带来的污染，改善化

质，极大的破坏了人们的生态平衡，使人们赖以生

学产品给社会生活带来的危害，从而达到保护环境

存的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对于这种现象的发生，

的根本目的[1]。

研究人员提出了绿色化学的概念，不仅能够为人们

所谓绿色化学指的是对环境不构成破坏的无害

提供安全可靠的化学产品，还能降低化学污染。绿

化学，其概念指的是在生产化学公用品的同时采用

色化学理念的提出引起了研究界的高度重视。

绿色环保理念，从而生产出绿色环保无污染的绿色

1 现代化学的概述

化学产品，并确保绿色化工产品能够符合经济层面

化学是自然学科中的一门基础性学科，在自然

与技术层面的要求。绿色化学产品的设计环节其中

界中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为社会的发展带来了

包含了多种物质，而这些物质都要保证在保护环境

贡献的同时也为人们生活带来了便利。但是，现代

的前提下进行生产设计。近几年，我国化学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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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稳步前进，有关科研人员已经对绿色化学理念

剂作为化学合成的一种基础溶剂，能够在碳水化合

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且提出来相关方案。

物产生的状态下，防止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从而

2 探讨现代有机化学中绿色化学的应用

形成保护，有效防止污染物的外泄等。

2.1 绿色原料的应用

其次，离子溶体容积的应用。一般情况下，离

当科研人员开始实行绿色化学的理念时，首先

子熔体溶剂在化学生产中具有较多优势，其中包含

需要运用绿色原料作为化工产品生产的动力，这也

了适应温度广泛、溶解程度较高、成本较低、重复

是实行绿色化学理念的重要前提。例如，在我国有

利用等，通过这些优势，得到了化学界的高度认可，

机化工进行生产时，所采用的基础原料是石油化工

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溶剂。例如，在以往的溶剂环境

原料，而运用绿色化工理念后，所采用的是绿色生

中，难以实现这种溶剂的，而利用催化作用反而生

物原料。绿色化工中绿色生物原料不仅作为生产的

产效率更高。

基础，还是保护环境的重要方式。对于绿色生物原

3 现代有机化学的作用

料，其中的主要成本是由淀粉与纤维所组成的，其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经济的进步，

中淀粉是可以通过化学反应转化为葡萄糖的，并且

人们对绿色环保意识越来越重视，并开始广泛关注

在木质素与结晶的相互作用下，使纤维素间接的转

绿色化学，传统化学在生产的过程中会产生对人体

[2]

变为葡萄糖 。在葡萄糖的基础原料充足后，就可

健康生态环境有危害的气体，造成环境的污染[4]。

以将葡萄糖作为绿色化工的基本原料，在借助酶的

而绿色化学能够有效降低生产过程中的有害气体，

形式获取己二酸，与传统的提取方式相比较，不仅

减少环境污染的问题。因此，在化学产品生产的过

排除了有害物质，还大大提高了环保价值。

程中，应该全面贯彻落实绿色化工理念，确保生产

2.2 绿色催化剂的作用

的每个环节都是无污染的，使生产化工产品不会威

在绿色化学的实际生产过程中，在具体要求方

胁到人们的正常生活，科研人员还应加强产品的设

面，对化学反应的有效速度要求相对较高，并且严

计研究，促进化工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然而在实际

格把控因化学反应而产生副产物的多少，从而确保

的生活中，应该考虑多方面因素，在准备化学材料

在绿色化学理念下做到废弃物排放过少的根本目

以及设施方面进行严格检查与管理，对其质量问题

的。相对于传统的化学反应而言，绿色化学的生产

进行把控，将绿色化工理念落实到每个环节。

方式更具高效化、多元化等特点，对于环境保护具

科研人员为了达到绿色化学的根本目的，首先，

有重要的意义。

需要将绿色化学理念传输到现代有机化学中，根据

对于绿色催化剂的研发，存在了两种不同的合

具体情况分析，需要在产品生产的过程中采用绿色

成反应：首先，催化的不对称合成，这种合成方法

原料、绿色催化剂等多种绿色理念产品，才能实现

相对使用并且价值较高，它可以提取一些化学反应

绿色化学的目标，使有机化学的研究达到对环境无

中农药领域所需的物质，并且将绿色合成技术运用

污染的目的[5]。
4 结束语

在环境保护的基础上。例如，在化学生产中经常需
[3]

要采用的酶化反应也可以称之为不对称反应 。另

总而言之，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当今有

一种是新型催化反应。为了能够合理解决人们日常

关化工行业的发展也随着传来能源紧缺、生态平衡

所需的碱和液体酸所引发的高腐蚀问题，科学人员

被破坏的问题，人们在受到有机化学带来福利的同

开始深入研究绿色催化剂，并开发出了分子筛催化

时也要为其承担相应的后果，特别是生态平衡的破

剂，为化工生产的发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用价值。

坏，导致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活环境遭到严重威胁。

2.3 绿色溶剂的有效应用

绿色有机化学的开发已经成为了化学研究界广泛关

首先，水溶剂的主要作用。在当今的社会生产

注的重要项目，其中绿色原料、绿色溶剂、绿色催

中，水作为科学界中的一种无危害、无污染、低成

化剂等绿色理念产品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

本的溶剂，在开展水中化学实验时，能够有效避免

仅使能源紧缺的问题得以改善，还保护了生态环境。

爆炸、着火此类事件的发生。试验溶剂中有机铟试

因此，我国现代有机化学领域应该深入研究绿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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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应用，并将其落实到有机化学化工生产的每个

窦敏航,陈友文,王成,沈浩然,姜艳艳,刘斌. 中药化学理

环节中，大力加强环境保护力度，促进经济循环，

论课程教学问卷调查分析[J]. 药学教育,2019, 35(02):

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环境保护意识，提倡低碳生活，

75-79.

从而促进我国绿色环保、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全面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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