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笨環視電性取代反應的定位及反應性

徐實蔣＊ 林泰裁”

緒

京（Benzene）為芳香按化合物（Aromatic Compounds）最基本的結橋物質。從茉各項性質的研

究，可以推測其他芳香旅化合物的性質。欲研究萃的性質，必須對萃的構造有充分的了解。依分子軌道法

(Molecular orbital method）的描述﹔在萃的樣造耍，每個碳原子彼此立l Sp2 的混成軌道（hybridized

orbital）綜合成 σ 鍵的共面環（σ－Bonded Coplanar Ring 〉（間 1 ）再分別和氫原子形成 σ 鍵，

餘下在每個碳原子的一個 2P 電子，互相重疊（Overlap）成非定位性的（ Delocalized ） π電子雲平均

分布於此親的J::·r 。（圖 2 ）。此非是位性的 π電子雲 ’是末璟一切反應的關鍵研控，當茉璟上有取代基

園 1. 茉中碳原子 σ 混成體 團 2. 葉中之 7(﹒分子軌道

( Substituted group 〕存在時，視其為釋電子基（ Electron releasing group ）抑為吸電子基〈

Electron attracting group ）而使茉璟上的電子密度增強或減弱，導致某碳原子上的電子雲密度特別

大或特別小，如此，當茉璟受親電性試劑（ Electrophilic reagent 〉或親核性試劑（ Nucleophilic 

reagent）的侵襲峙，有鄰（Ortho－），對（Para－），間（Meta－）位三種異橋體（Isomer）的產生，

此種定位（Orientation）將依各種取代基之性質而定。本文僅對家璟親電性取代反應的定位提出討論，

從反應機構（Reaction mechanism）的探討，影響分子中電荷分布因素（Factors influencing the 

distribution of electrons in the molecule）的研究，將茉二兌取代物的定位，作一詳細的解析。

- 一
﹔長王震視電性取代反應的機構

一般萃璟親電性取代反應有硝化（Nitration），積酸化（Sulfonation），函化（Halogenq.tion) • 

Friedel-Crafts 酷化（Acylation）及位化（Alkylation）氫交換（Hydrogen exchange）’和﹛闊氣

的配偶反應（Diazo Coupling reaction）等，基於篇輻關係，在此僅就硝化、 E通化、 積酸化， Friedel

Crafts 反應的機繕，作一概括的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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笨預親電位歌代反應的定位及反應主I:

a. 硝化作用

一般硝化反應的親電性試劑ljj吉耐基陽離子（Nitronium ion)NO言，此司El~ vt來11 下i﹔糾正研缸， -J~： ~~lf'r'J

分衍，以及硝墓鹽晶體的 X－射線分析，加且誼賞。硝酸在法硫版(i）灰白的酸，布j總部究中（ii）依 F式如自il

HN03十2II2SO戶可Not十HtO十2HS04 ..。．．．ω

HN03十間Oa~H2NOT＋悶， H2NOt主H20叫Ot· ·(ii) 

動力學（Kinetics）的研究發現，硝基末（ Nitrobenzene）於硫酸中行鞘化反應時，~：反應速率依的基
未及硝酸的濃度而變，是為一二次反應（Second-order reaction) : 

V=k [ ArN02J [;HNOa]

在有棋溶劑中如醋酸（ Acetic acid）及硝基甲位（Nitromethane）等，進行硝化作用時設曰：使用的硝

酸寫過壘，凡末的衍生物其反應性（Reactivity）較未寫文時丑民主E決反應（ Zero-order reaction) : 

V=k 

ap表示反應連字典萃衍生物的濃度無關。此類化合物有甲笨，乙萃，對二甲萃，三甲茉等。當茉衍生物其

反態性較菜為低時如二氧笨， 1.2.4，三氯萃，笨甲酸乙酷等是為一次反應（ First-order reaction ) 

V=k [ ArH]

ap茉衍生 j ﹔ J濃度為反應速窄的唯一變數。基於上述動力學的研究，硝化反應的機構如下：

IIA十 HN03主可H2NOt +A - (1) 五2NOt土耳H20 十 NOt-(2)
+ 

Not十ArH主＝弓ArHN02一（3) ArHN02十A－－→ArN02十日A一－｛4)

1'E上式中， HA 為一種強·~泣如硫授或過氯酸等，硫酸濃度增加，能但進反應式（1）及（2），故能使反應連率

增加 oi絞守主反應性為大的末衍生物，固的基陽離子侵襲芳香按化合物的述卒，較和水粘合的建率為快﹝見

{2)' (3）〕，故的基陽敢于的形成﹔是速率決定步驟（ Rate-determining step ）而興未衍生物的濃度如

悶，是J.T寺次反暉，但反應性較茉為小的萃的衍生物，因硝基陽南fl于和衍生物反應的連卒， i版和水反應的

速率為慢，故和衍生物的濃度有闕，是，為一次反應。

b. i.黃酸化作用

在4商投 ft反應、衷，由於水對反應速率的影響，勁力學研究的結果其親電性劑最可能為 S03 ’其他形

式如 HS03 ’民06 • HaSOt 等也可能存在。其他研究的結果謹現研竣化反應是：可逆的，問時有顯著的氧

周位素炊廳（Hydrogen isotope effect），基於此，硝酸化反應機構可能如下：

2H且so戶可SOa十HtO十fISO;

抉／H＿立快
ArH + S03~ (+ ~r\ so~J 「ii°ArSOii十加了ArS03H

此機構表示此反應的速守主決定步驟在於 Ar-H 鏈的新裂，這是由於此反應有電同位素效應的推論。

c. 由化作用
..+..+.. 

在函化反應衷，大都是由於親電性革的商基陽離子（Halogenonium) ，： ~~I ，：~r ,: t ＋，等的皮書聲笨
璟而產生，而函基陽離子的存在：都是由於動力學的推論而得。於次氯酸（ HOCl）的酸性溶被東進行氧化

作用時，發現活性較小的物質如硝基酌（Nitrophenol）是為三次反應（Third-order reaction) : 

V=k [ ArH][HOCl][H+]

在法性較大的物質如酌（Phenol）是為二次反應，與取代物有lf,眉目。

V=k [ HOCl﹞〔H＋〕一

從I:，面動力！害的研究，指示此反應有看！的化反應類似的機構，問時在二次的氯化反應在是：水中的速率較在

水中為仗，由此可表示 Ar-H 鍵的撕裂非為述爭決定步驟， HOi;C！哀。－Cl 鍵的斷裂方fl-決定速率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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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智織創列說

絮，故河龍芝機構如下：

Hocr~HtOCl±：：：苟且O十 CI＋~竺「＋Ar(C門主笠i\rCI
快－、、＇H _, 

然一直受函化反應常垃l Lewis 般如鐵，鋁的商化物為催化劑而且元素態的國素直接作用，吾人推斷其機械

如下：

AICI3+ X2至＝＝宇AICI3X-+x+

- ~AICI,X-
ArH+X＋』「＋Ar/ Xj 已 ArX+HX+AICI3~'-. H-' 

d. Friedel-Crafts E應 2

此反應包括燒化及種化兩種，並主l Lewis 酸為催化劑，其作用在使齒說及商酪更富親電牲，~！說形成

碳基陽離子（Carbonium ion）或者錯合物（Complex），商酪則形成酷某陽爾巴子（Acylium ion): 

+s -s 
RX+A1Br3一→R······X······A1Br8 或 R+AIBr3x-

RCOX+A1Br3一一→A1Br3X】＋ Rco+

今歧E錯位為例說明鏡化反應之機構如下：

(i）二級或三級商鏡之反應機構：

R2CHC1 + A1Cl3至＝＝主AICI4 + R2CH+ 

.－＋「A1C14
ArH+R2CH出「Ar/CHR2 l →ArCHR2十 HCI+AICI3l. '-.H J一←

(ii）一級商投之反應機構：
+s -s 

RCH2Cl+AIC13企＝亨RCH2 ...... cJ ...... AJCI3 
+s -s 

RCH2 .. ····Cl······AICI3 十ArH字是RCH2Ar十日Cl十 AICI3

因為商銳的活性是三級〉三級〉一級，故有上述機構的不間，此點將於下節論乏。蛻化反應、因有破差陽離

于的生成故常伴有重組（Rearrangement）現象 ，如下所示即其一例：

CH3 ( CH3 \ ( CH3 1 Ar CHa 
I AICI3' I (. + ( ' + I I ArH 1 I 

CH8-C一CH2CI一一→﹔CH3--C-CH2i-JCH3一C-C叫一一→CH3-C-CH2+ffi-C1』

ck. i ck. ! ! cJ寫 i ck 
- l + AlCir / \ - J 

+ 
冒產化反應的機構和蛻化相似，不過它沒有重組現象，但酷萃， R-C=O ，中的 R ，我高度側韓的話，常

有脫數作用（Decarboxylat ion）質生，今舉一例以表示之：

。11 "\ ArH 
(CHa)aC一C一Cl: AIC13一一步（CH3)3C-C+=O一→（CH8)aC＋一→（CH3)3C-Ar

AIC14 +C=O A1C1"4 

此種脫毒農作用是由於三甲萃的電感效應 (Induction-static）所使然 。

-
- 

.’,“. 
影響分子中，電持發動及分布的問于

在東璟親電性的取代反應里，其反應性及定位多可從有機電子說推測乏，故本文:tr：此對其作一簡介。
一般有機分子影響其電荷移動法分布的因子，歸納乏，大概有五種：

1. 電感效應 (Induction-static)

- 92 一



笨環親連性敢代反應的定位及反自ht‘

2. 電誘導炊應（Induction-dynamic)

3. 共振立文應（Resonance)

4. 電動效應（Electromeric effect) 

5. 超共蚯效應（Hyperconjugation)

今絃分述於下：

1. 電感對應＝
有機分子中大部以共價鍵存在著，由於各元素電µ主性（Elec tronega t ivity）的不同，共有的電子不會

被均等的佔有，如是在分子中發生了極化（Polarization）的現象，此種極化稱謂永久經化（Permanent

polarization），也就是前謂電感效應，通話，且 Io 表示之，一般為了表示電感效應之大小，常扭碳氫間

的單鍵當標準： X一→CR3 H一一CRa Y•- CR3 

十 Is效應 標準 -Is效應

電感效應的研究，大都從羚酸（Carboxylic acid）的解離常數著手，下面表1及表2指出釋電子基及

吸電于﹒基產生＋ Is 及一Is 效應影響的解離常數：

在 1. 紅碰車到的首錢種敢且常數

RC OOH PK a RC OOH PK a 

鐵 酸（Formic acid) 3.77 異－T 酸（Iso-Butyric acid) 4.84 

醋 酸（Acetic acid) 4.76 正戊酸（n-Valeric acid) 4.81 

. 丙 酸（Propionic acid) 4.88 已 酸（Caproic arid) 4.85 

正－T 酸（n-Butyric acid) 4.82 主甲基爾酸（Trimethyl acetic acid 5.05 

從上表知由於揖墓的十Is 效應使幣基（Carboxylic group）上的實不易解離，故 PKa 增加，岡時各級

銳基＋ Is 放應的大小河歸納如下：

R8C一＞R2CH一＞RCH2->CH3 ... ···(1) 

在 2. 被取代的提高產的解離常數（× 105)

x I x…OH I …c竺＿J~…00~
-H ! I. 75 I I. 3 4 I I. 50 

I 71. I 9. o I 2. 3 

-CF3 I 100. I 7. ! 

-Br 138. 9.8 2.6 

-Cl 189.7 10.1 3.0 

-COOH 149. 6.4 4.5 

·F 213. 

-CN 342. 10.2 3.7 

能表 2知，上列主取代基由於一Is 效應使COOR 基上的氫易於解轍，故酸度增加，而 Is 效「慮自碳鏈傳

遞，當取代基隔著三個碳原子時 i其效應幾可忽略不計。而函素的一Is 效應如 f:

-F>-Cl>-Br>-I······(2) 

從（1）及｛2）知，依毫感效應的大小，崗位的反應性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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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x夢織創列說

CH3X>C2H仄， n-C3H品，仆C4H品等。

RI>RBr>RCI>RF 

RaCX＞凡CHX>RCH2X （於 Sd 反應裘〉

Is 效憑的大小，基於取代基對電子的吸引能力，而電子的吸引能力和10 原子核中價電子數有闕，凡

價蓮子數念多者其吸引能力念強 ，此推論是由“Screening’，效應研導致。＠和原子序有關，凡原子序愈

大者，因車予層數的l＠多，其吸引力反而減小。

另外有一種自空間傳遞的電感吹自聲稱誌場波戀（ Field effect 〉此可由丁濟二般的解敵指數觀察得

到：

H一C一COOR K1=15 × 10-s H-C-COOH K1=1 × lQ I 3 
I園式 II 反式 II 

H-C一COOH Kz=2.6 × 10-1 日ooc一C←H K2=300 × 10-1 

度式的第二次解離常教主前正l大於1廚式者，即由於順式當第一個氫游離後國兩個緩駛椒的互相靠近，產生

感應效應的結果。

2. 電誘導效應：

電子為帶負電鉤的徵祉 ，於是當帶電體移近原于時，原子核外的價電子（Valence electron）必因靜

電引力而移動，這樣於外力日，電場下，分于中單鍵的電子發生移動，因而有極化的產生，當電場矜閑時 ，極化

現象隨主消失，這種欲.ff/¥.稱為電誘導效應 (Induced dipole），也就是前謂的極化率（Polarizability) , 

通常以 Io 表示主 0 次們可且想像，凡原子其軍陰性愈大時，其 In 效應愈小，問時隨著原子序的增大，

原子核對校外電子的司︱克﹔做弱而 Io 效應則海加。因此，依週期表 Io 效應立大小如次：

一C>-N＞一O>-F ，一I>Br>-Cl>-F

在 Is 放民亨、中我們知道燒起有十 Is 效應，但飽和腔的偶極紋（Dipole moment）為零 ，均表示著無 Is

效應存在，此種差異可能係炭基接於吸電子墓， cCOOH • /:g-f 引發者（見 Is 劫應），如此我們推測燒基

必也有 In 效應其大小應如 Io 效應所示：

R8C一＞ R2CH一＞ RCH2一＞ CH3一

一般飽和歷很難發生硝化反應 ，但其丁﹔院 (Isabutane）於 150。C 進行硝化作用，甜司得到 99%斟

上的 2一甲豆豆－2 硝義丙歧。

HON02 在 150。c
(CH3)3CH一一一一一一一→（CH3)aC-N02

封閉管

此點即可能係 ID 伙還即使然 。

電等欽應﹔至﹛~.jfi,主動的方／ir］’？話，依反應劑的性質而異，放話，以 ±ID 表示。

3. 共攝效應：

共振吹應即介變效應也叫做共蚯效應 ，一般其主主義ITJ述如下：一物質假如僅依電子外布的不間，而呵
！寫出爾種或可種山上不闊的 Lewis 構造式時，貝l]i這物質的情造式，將非：1電任何一稜結橋研儀表示者 ，而

是介力于上述各種結惜之間 ， 這樣稱肘，物質的構造，是上述渚結構的共振混成體（Resonance hybrid) ' 

當離子或分子有共按存在峙，則比分子或離子是、較其他無共振者為安定，此因共振而降低的能量稱為共扳

手益 (Resonance energy) 。

共振敘E亨、詣，和共虹系柏拉i而論，即在不飽和盟及芳香族化合物豆豆甚寫顯著， 對於結構 、反應的平衡及

述，率有決定性的影響 ， F述幾個共振的原則，且期對共振有一個明確的概念 ：

(1) 共振必僅起草子於罔一原子核的移動，而原子的相對位置不變。

如此，了胡竣乙酷的闡式（ Keto-type）及婦醇式（ Enol-type ）非民共振，是一種互變異精效應

(Tautomerism），而其本身均有共振存在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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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長環親電位取代反應的定位及反應佐

'\..o﹔一·a·. 
式CH3一C一CH2COOEt←→CH8一C-CHaCOOEt

+ 

！它﹔ 互變異構效應 :+- 
賭醇式CH3一C: :CH一COOEt•• CH3-C: CHOOEt 

間

﹛2｝當兩個電陰性不同的原子以雙鍵結合時，其中一對電子保持不變，另一對則偏於電陰性較強的一方，

而有部分離子化的牲質。

一些此類的基于lj於下面：

+8 \-8 +8 \-8 +8 \-8 +8 \-8 +8 --.-8 
-C=O •-C=S ，一C==N ，一C=N•-N=O

l I I I .. I 

ω 當含未共有電子對的原子（Unshared electron pair atom）接於碳敲的雙鍵時，則此原子有供給

此電子對形成雙體而原來雙鍵則形成極化態。

真乙病（Vinyl Bromide）及其他乙購基齒化物的安定性即由於下示之共振構造前致。

(. r + :-. 
:(;'1: C:: C-H••: CI:: C: C-H 

J I .. I I 
H H H H 

當（2）前述之基和雙鍵相連時，其部的離子化的現象將更顯著。

丙縣醒（Acrolein）之富反應性，可能係由於下示構造：

ω 

r r + -
H-C=C-C=O：←→H-C-C=C一o:

I I I .. I I I 
H H H H H H 

具有未共有電子對的原子與和（2）研述的基共蜓的雙鍵的碳結合時，其部份敲子化的性質特寫增強。

對一硝基眩，（P-nitroaniline）其鹼性較肢駕弱，即係由於下示共振構造：

的

H
lT
A
V
抖
。

H
T〈υ
μ戶
。

分子的共振，也、額每個原子皆在開平面上。

吾人初看璟辛四縣（Octatetraene）以為其有和葉類似的構造（下國 a.），如此將具有現1家類似的

性質，但其實不然，此因璟半四辦非為平面構造 ， （下間 b.） 不能共振芝故 。

。）

ω出戰型b.CO~皇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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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任何的精構模型，有破壞共平面的傾向時，民IJ劫會失在這的成立，而能﹛延邊共平面的結情則呵但進共掘。

Wheland 氏發現鄰－2 甲百分及鄰～ 5 之可前有著相似的酸度，但其對的萃的衍生物（c) 1支付〉酸

度蚓有顯辛苦之差異 ，此間（ d ）中式兩甲基鄰於的法使其不~共按立拔 。

(a）。H (b) OH 

CH3 ｛ ~1Clh ｛、
~ /) CB3 I!_ ,J CF!a V PKa=l0.60 V PKa=lD.09 

(c) OH (d) OB 

CHs ｛、＼ CHs （~ 
JI .1 CB3 [I ~J CHa 
V PKa ,: 7.16 V PKa斗，24
NO~ N02 

兵旅多〈憶！2.(M手建立，依 Ingold 氏將各系主M法戀列於下：

表 3. 共報效應
+M ~ M 

、戶－～－－－－－－、~ 兩d、’、戶、f》‘~
牛 + 

一。－〉一OR>-OR2 ==NR2>""NR. 
-NR2＞～OR＞「F =O>=NR>=CR2 

=S>=O -1>-IR. 
一OR>-SR＞～SeR 三這N＞歪歪CR.

一F>-Cl>-Br>-I‘

4. 電動教應

於雙鍵參提及﹔其純系l弓，因 7t電子的存在，當帶電體界近時j惑雄、的軸泉，發生電街移動的現象，比種

現象就是電動紋路 （E）。分子中有電感奴應 (ls 〉存在，於反應的瞬間 ，其 E 效應）悔莫繡著，而有黃

酒 M 效慮的趨勢，下面前求是當質予接近府及共輒系時，所產生 E 效應的情形：

？古態電荷苦于布 賀子接近時電1﹔恥于布

一－ ＇卜
( i ）』C一：： C一＋瓦，←一C:C～

I I 
「．一‘ -f. •• ~ ..，.、、、

(ii)~C:: C: C:: C一＋H＋）一~C: C : C:: C一←J～C: C:: C一 j
\ \ \ k、＼ \ \ I I I \ ...... 

‘、﹒年.. - + 
(iii）一 C:: C: Cl :••- C : C : :Cl: H＋十.－：t: C:: <?1: 

l l .. I I .. l l 
E 效應的大小及電荷移動方向，背國反應周圍的情視而異， Ingold 民將各種基的E效應列主如下：

＋芯效 ／曦

﹛0、〉﹛OR＞一＋QR~

{ NRi>-OR ::> ~ F. 

一F＞～Cl>-Br>-!. 

5. 越共輒鼓 應 2

在 4. 電動故應

~E 效應 士E ！次璁

~ C"'=+NR2>-C=NR -C=C一﹔～C""'C-Cd：－﹔

一C=0/-C=NR. C01l5－荒草﹒

一COR＞～COCl＞一COOR

/-CONR2>-CO。可

起共報效應？罵共擴仗憊的～種，也叫做無護共振（No-bond resonance），其現全是叫立於不飽和鐘

或缺電于原于的 C-H （或 C-C）間結合 σ 電子，有移動去佔有穢的原子軌道的趨向。學倒言之，丙購（

Propene 〉內申墓的 C-H 鍾的 σ 電子，可移動去佔有在 C2-Ca 闊的π軌道，而在 C1-C2 闊的雙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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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環親電性取代反應的定位及反應性

則移轉去佔有在 C1 碳原子上的2p原子軌道

H 
'\ .{! - -lo 

CH2=CH-C-H•• C H2一CH=CH2-H·

H 

間樣的， α 位於F改革的政原子上的氫，有被活化（Activated）的情況，亦歸之於起共驅欽應。

C=O 

一已： H
t=b 
I'\•• 

-C: 

C~O: 

II 
-c 

Baker和Nathan 民間住基取代的商化蒂和六氫啦！史（ Piperidine 〉作用時，其反應速率依不闊的說基

而變其大小如下：

CH3一＞CHaCH2一＞ (CHa)2CH一＞ (CHa)aC一

此次序正和 Is 效應前示者相反，即困在此反應起共虹駕主要效應立故。

寸乞〉計〕？之〉卡
起共鈍效應可由氫化熱結合距偶極矩及吸收光譜加自證贅，起共缸效應亦可應用於府屬煜加成的定位，亦

即可解釋 Markownikoff 法則並可做更進一步的推測，至於其在芳香族化合物 t的應用則見後述。

四 視電性取代反應的定位

1. 軍代基的份額 2

從反應、機構的討論，我們發現親電性取代反應是由親電性劑的侵襲家璟土的 'ff電子幸而產生。如此，

凡是一種基其能增加業璟上電子密度者，必念使親電f生試劑更易侵襲，也就是增加了反應連率，此種基稱

搞活化基（Activating group）反乏，能減少東環上電子密度的基，必﹛史反應﹔車率降低，此種基稱為去

活性主（Deactivating group），下面前示是莘衍生物對萃的相對反應速率：

主 5 : 

K ph N02 ph COOEt ph Br ph CI ph F ph CH2 CI ph H ph C(CHa) a ph CH a phOH 

Kee He <10-4 0.037 0.03 0.03 0.15 0.30 I 15.7 25 100 

從上表知末中的 H 為他種基取代時，如﹒扎－CI,-Br. 等反應速率降低，可見－F,-Cl,-Br 10去活性基，而為

-CH a「0日等取代時反應速率增加，可見－CHa ’－0日為活化基。問時當某種基存在於茉環時，第二個取

代基常侵襲鄰對位 ，而當另外一種基存在時，第二個取代革則常侵襲間位，前一種基稱為那對位導向基（

Ortho, para director），而後一種產主稱為間位導向基（Meta director），此種取代基不同的導向，可

自表 5 得到詳細的說明：

一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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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6. 各種草衍生物的捕化反應（C&H5Y)

！鄰位 l 對位 1 鄰位＋對位 問 位

-OH 5。一切 45-50 1”。 微跡

-NHCOCHs HJ 79 。$ 4 

一CH a 58 38 96 2 

I. ”-F 12 88 100 微跡

-Cl 30 70 100 ’, 
一Br 38 62 100 ’, 
一I 41 59 100 龜，

﹛N吋t『CHa)s 。 。 。 100 

-NO~ 6.4 0.3 6.7 93.3 

一CN 一 一 11.5 88.5 
II. 

-SOsH 21 7 28 72 

-COOH 19 1 20 80 

一CHO 一 一 21 79 

從表 6 知 I 旗乏取代基皆為鄰對位導向墓，而 II 按之取代基是間位導向墓，今將各種取代基歸納於

表 7 。

在 7. 各種取代墓的分類 2

1. 法性化，鄰對位導肉基 2. 去活性，間位導向基

} NHt (-NHR' -NR2) ”
。

、
．
，

-0 日
‘,-

a 

HOO ＋
M
了
4一OH
一CN

一OCHs (-OCtH6 ......等〉

-CH a ﹒﹛C~H6 ’，C sH1 ...等）

一COaH

一CHO

一COOH (-COOR) 

一COR（一COCH a ,-CONHi) 
+ 

-NH a 

一C oH6 

為什麼某些基會增進活性而某些基會降低活性？為什麼某些基是鄰對位導府而某些基文是間位導向？這些

理論的闡述將於下節見之。

2. 軍代基影響巨應性及定位的電子幫解釋：
親電性取代反應的速來，主要決定於親電性試劑J侵襲鞏璟形成碳基陽離子的速率，我們說－NH2 基使

東璟活化，其意義就是，NH2基加速了鞏環的反應速率。它是鄰對位導向墓，也就是它使鄰對位的反應遠

率較間位為快，而反應遲率的快慢決定於各種過渡狀態的安定度（Stability of transition state）。如
此，我們將自取代基影響電荷的分布來說明各種過渡狀態的安定性，由此以說明反應性及定位問題。

2a 反應性的解釋：

槌表 7 可知－NH2. ﹒OH’。CHa’‘CH a 等基是一種活化基茲先血，NH2 主義為例說明如下：－NH2 基

依前節的討論，知其具－Is 效應如此將減低茉璟上的電荷密度，但因 N 原子上有一未共享有電于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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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M 效暉，因十M 效應大於一Is 效暉，故反而使笨璟上的電荷密度大為增強，因此話性增加。

其－ Is 及＋M 效應如下：

o~OJ-c0~－6 
同樣的，－OH, -OCH3 ’和－NH2 相似，也具有未共有電子對﹒護生＋M 效應而蓋過，Is 效應故亦增加

活性。當－NH2 上的軍原子為燒墓如－CHa 取代時也於鏡正在的＋ Is 效應，則將使＋M 效應更形加強，

故推測－NR2 之活化龍力必較－NH2 為強。問時在親電性取代反應裝自於1見電牲試劑的侵襲，＋M 效應

可能變成更強力的＋E 效應。燒挂一般自十Is 效應視乏，但常有趣共蜓現象介於其中，故土考！書館義的電

荷影響，常將兩種效應合併考慮定。

cH, cir, cH, en, , 1. I .，＿ λ＋ 
L • L !l - C -;- H H-C'!l lf一 CT H ll-c_ n 

(i) ｛代）／試ι.. ' ~－A .采「人人人υ~ lJ ~~ ~ v (ii) (j-( )J-(( )--l) 
"Y "f.:j 'V' V 夫、 ＃ ~. iv/ 、／

’ V s- "-.? Y } CY "' 

( i ）式要虛線表示＋Is 效應很小，不足以引起正常電荷的移動，只不過感應使帶有微量之電荷而

已。
+ 

表 7 的另一組基如－N02，一CN，一CHO，及一N (CHa)a 等，為去活性基，控以－N02 及

-N+(CHs)a 為倒說明之。－N02 本身具有一Is 效應並且當與鞏璟共輒時發生－M 效應－Is 效應及

一M 效應的互相配合遂使華璟之活性大為降低。

。一ο＋←－ 0 ←－＋6
其他的基如一CN，一CHO 等則發生和一N02 相似的共振構造，故活性降低，－NCCHa) a ，為一帶正
電的基具有強烈的電荷吸引力，故產生強烈的一Is 效應使家璟之活性降低。

沁
人
們
〉
軒

〔

s

〈
〉
軒

＋
川
h

尺U
＋
走U

在菌素裹，由前節的討論知其具有兩種效應即一Is 效應及＋M 效暉，我們發現其為去活性基故知－Is效

應較十M 效應為大：

O·：~Q~＋o .::1s﹒效應 。~Q」（J~－o +M 效種

一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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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甲基一CHa ，本為活性墓，但如氫為氯歇，代的話，則成為去活性基：

][ JI JI Cl 

JI-c-rr lJ-t~cI Cl• C• Cl c1-t• Cl 
i • ? 

。 。 。 。
此因氯之一Is 效應前致

2b 定位的解釋：

通常凡是活化基都是鄰對位導向墓，而除齒素及蘇合香府的衍生物如 C6H5CH =CH COO日， CsH5

CH=CHNO’， CsH5CH=CHS02CI 外一切去活性基都是間位導向基，此點可於反應性的解釋（ 2a ) 

里發現，凡活化基增加東璟的電荷於鄰對位最強，問位次之，而去活性基降低蒙頭的電密度也同一般次序

的緣故。在此再血過渡狀態的安定度對定位加以解析：

令將甲聿於取代基，Y，侵襲於鄰對間，位的過渡狀態列於其下：

&,L~，6」Qy
[ ii) t! N· 援引：

CH, CH, CH, 

（~－－ f"\1 一仆
Y"'H Y~H y F 、 H

！《一的＿＿ () 
＂＇~ －、也A y斗

在鄰f立（a）及對位（b）兩式，其帶正電的碳原子恰好是：帶釋軍基（＋ Is 效應或起共輒效應、〉者，故能中和

一部分正電荷，使過渡狀態更安定，而在間位的共振式里則找不到故馬鄰對位導向墓。當甜、甚業於取代基

Y，侵襲鄰對間位的過泣狀態如下：

自＿（Q-+Q 。，~.o」。（~！）
(a) 

(iii）問你告費：
"hln, NO, 

可Q, J'\U " 

C 八。:r-+Un---UH 

在上面各種過渡狀態裳，對位的（ a ）及鄰位的（ b ）正電荷在帶有吸電子基的碳上， 便起被狀態特別不
+ 

穩定故為間位導向墓。其他的取代基如－N (CHa) a，一CN，一CHO 其間位導向大概有！鞘基業前示相

間。但對於一些活化基如－NH2 ，一OH 及去活性但鄰對位導向的商素則由於＋M 效應促進過沒狀態、安

定，而非由於 Is 效應的影響。今將胺於取代祟 Y 侵襲時，各種過渡狀態示之如下：

『﹒］（）Q 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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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每一。一.Q--Q,.,
(ii〕鄰位侵襲： (iii）問位饒過：

():c-·-·,i｝－σ」 b::,
：可r, :N戶：Nt•

系〉＼＋←，／~－， ｛~ 
︱ r一－的 JV一一→ q j.y 
丸戶 、／：， "'-.,,/ii '<::/H ""11 干叫

在上商的各種過渡狀態式里鄰位的（b ）及對位的（ a ）式，正電荷在究上時，因每個原子都成八隅體（

Octet）故為安定，而在間位時則說不到，故為鄰對位導向墓。間樣地一OH，一OR•-NHR' -NR2 等

墓，都能產生如－NH2 的（a) (b）兩式的共振故皆為鄰對位導向萃，鼠素也是：間樣的情形，不過自於

其強烈的一Is 效應將＋M ＇！｛｛應揖消一部分，故揭去活性鄰對位導向墓。下示肉化業的對間拉過渡狀態：

。，－0-+Q-Q 0.-'6尸。!I
(I) (JI) 

鄰位侵掌聲和對位相似。在對位的過渡狀態襄 (I）式最不安定而（II) 最安定，故總結果對位較沒有（I)

式也沒有（II）式的問位安定，故為鄰對位導向基。

至於蘇合香J時衍生物的特異情形，拉瓜 C6H5CH = CHCOOH 為倒說明如次：通筍，無親電性試劑侵

5堅持 C6H5CH = CHCOOH 應有下列的共振構造，在鄰對位有部分的正電前，應為間位導向。

O一♂《r~O=c日－叫
但是當取代基侵襲萃璟時其過渡狀態如下：

：。一αI=C
：〈二）！CH 品 c(_:H

間位侵襲：

·JO …r-c~~1 
間位的過渡狀態比對位少一個 (I）式，對位多餘的 (I) :rt安定7過渡狀態使其較間位穩定，鄰位和對位

的情形相間，故於此情形是獨鄰對位導向墓。

3. 鄰對位比 例：

鄰對位導向基﹛吏鄰對位的產率增加，但鄰位增強及對位增強立比倒如何？單尼l機會（ Probability ）而

論，產率嘩為鄰： 對＝ 2: 1. 但其實木然，一般影響鄰對位比例的主要因于有二：即立體欽應及感應效曬

立體效種可由下列雨表觀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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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對

y 

在 8. 萃的提基衍生物的單一捕化的鄰對位比例

ph.CH3 

1.57 

phC2Ho 

0.93 

ph.CH(CH3}2 

0.48 

ph.C(CH3)3 

0.22 

表 9. 氣革與不同取代基作用的鄰對位比例

一Cl 一N02 -Br -S03H 

Cl.CaH,.Y 鄰 z 對 0.71 0.43 0.13 。

從表 8知當揖基愈大時其鄰對位比例愈小，表示著由於·tt基的增大而立體效應速形顯著。表 9表示著當侵

襲的取代基愈大時其鄰對位比例亦愈小，也是由於立體效應的緣故。感應、效應當距離愈遠時，其效應愈

小，故其對鄰位的影響自較對位扇大，故當軍璟接有一 Is 革時，其鄰對位的產率對依－ ls 效應的大小而

贅。見表 10.

在 10. 一些正衍生物的鄰對閥位產率

ph F ph Cl ph Br ph I. I ph CHa ph C叭叭 C叫 ph 叫

鄰 2 12 30 38 41 I 57. 32 23 G. 再

對： 87 70 的 59 I 40 54 43 29 

問 z 微跡 3.2 14 34 64 

能表 10. 在 PhX 系里，對位的產率依－F>-CI>-Br＞一I 而變，此正和立體效應之大1J、相反，故

歸之於依感應效應的大小而變，在 PhCRa 采里，其不成規則的現象，歸之感應效應及立體效應棍和的結

果。

4. 其他影審定位的因于 2

除了上述自於各種取代基發生的電荷的影響，立體效應叫及過渡狀態的影響定位外，親電性試劑的強

弱以及溫度亦可成為影響的因子之一。親電性試劑較強者，具有較大反應能力故其選擇性（Selectivity)

較小，反主則選擇性較大。在可逆反應（Reversible reaction）里如一些 Friedel-crafts 反應及磷酸化

反應，溫度是一個很重要的因子。將主意（ Naphthalene）於 80°C 下進行嘖酷化反應時，其產物幾乎為

α－寮醋陵（ α－Naphthalene sulfonic acid）但溫度升高至 160。C 時，其主產物品 β－的異橋物。此

河謂 β 型的話化龍（Activating energy ）較 α 型為高，在高溫時 β 型始能作用，因此反應為可逆

反應，故 β 型形成連率慢，而分解也慢而 α﹒型於高溫時形成速率伏，可逆反應亦快，故於較高溫度

β－型為主產物，而低溫時 β 型能量不足作用，大部為 α 型。

五結 論

本文就業璟親電性取代反應的定位及反應性，以近世的有機電子理論加自解析，史性上，對於定位

及反應性問題，吾人己可得到圓滿的解答，定量上，的＆ Eyring 民會將葉一元取代物的東璟上，全體

電荷分布作一番精確的計算， Hammett 民也會就末衍生妨取代速度與其反應、速度鳴，數間導出有名的

Hammett’s 方程式 ，但由於反應齊！本身，溶媒及催化劑的女互影響，迄今尚無肯定的解答，此縣有賴於

化學家作更進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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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onic Interpretation of Reactivity and Orientation of 

Electrophilic Substitution in the Benzene Nucleus. 

Pao-Ting Hsu菁 Tay-Tzanq Lin昏昏

Summary 

In the study of chemical properties of benzene, a brief presentation of molecular 

orbital structure of benzene has been given in this paper. The reaction mechanism of 

various electrophilic substitutions in the benzene ring in terms of kenetics are then 

discussed. It has ben deducted from this discussion that the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the rate-determining step is ascribed to the electrophile attack on the benzene ring. 

Also different substituting groups in the benzene ring affecting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electronic charge will influence the reaction. The general conception of modern 

organic electronic theory has been introduced. The conclusion is that the factors 

which determine the reactivity and orientation in the reaction can be assessed to: 

(1) Inductive effect, (2) Resonance effect and (3) Steric effect of the molecular 

structure. Interpretations have been given to show how these three effects operate 

in the substitu tion reaction of benzene.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College of Science & Engineering, Taiwan Provinci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村 Junior,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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