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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氧与巴豆醛反应机理研究
田文欣

陕西广播电视大学, 陕西 西安 710119
摘 要: 本文在 B3LYP/6-31+G(d,p)水平上优化了臭氧与巴豆醛反应体系各驻点物种的几何构型，采用 G3//B3LYP方

法对所有驻点进行单点能计算，并构建了 O3+CH3CHCHCHO反应体系的势能剖面。结果表明，巴豆醛的臭氧化反应

符合 Criegee 机理，且存在两种反应路径，其中，生成产物 CH3CHOO 和 HC(O)CHO的反应是臭氧化物中间体(IM)
裂解的优势路径。其 Criegee自由基 syn-CH3CHOO单分子异构化反应具有环化和氢迁移两种反应通道，其中氢迁移

通道为优势通道，anti-CH3CHOO和 HC(O)CHOO只能进行环化异构化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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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Reaction Mechanism of Ozone and Crotonaldehy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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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geometrical configurations of each resident species of the ozone-butaldehyde reaction system
were optimized at the level of B3LYP/6-31+G(d,p), the single point energy of all stationary points was calculated by G3 /
B3LYP method, and the potential energy profile of O3+CH3CHCHCHO reaction system was construc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ozonization reaction of crotonaldehyde was in accord with Criegee mechanism. There were two kinds of reaction paths,
the reaction between CH3CHOO and HC(O)CHO was the dominant pathway for the decomposition of ozonide intermediates
(IM). Monomolecular isomerisation of Criegee free radical syn-CH3CHOO has two reaction channels: cyclizing and
hydrogen migration, the hydrogen migration channel is the dominant channel. Anti-CH3CHOO and HC(O)CHOO can only
be used for cyclization isome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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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豆醛即 2-丁烯醛，具有顺式和反式两种双键异构体，是重要的有机合成中间体，广泛的应用

于工业有机材料和化学制剂的生产过程中，如合成树脂、染料和杀虫剂等[1]，巴豆醛属于α、β不饱

和醛类化合物，同样是大气反应的活性物种，通过生产排放逸入对流层的巴豆醛气体可与臭氧、OH
自由基及 NO3自由基反应而被氧化。目前，针对巴豆醛臭氧化反应的研究仍然有限，理论上，Sato[2]

等人对臭氧与巴豆醛及其甲基衍生物的气相反应动力学进行了讨论，但是没有给出确切的反应机理

和势垒。因此，本文研究臭氧与巴豆醛反应体系的结构和性质，对其反应机理和反应势垒进行分析，

以期为巴豆醛的大气反应提供理论依据。

1 计算方法

本文采用密度泛函理论 B3LYP 方法，在 6-31+G(d,p)基组水平上对 O3+CH3CH=CHCHO 反应路

径上各驻点(反应物、中间体、过渡态和产物)的几何构型进行全参数优化。为了获得更加精确的反应

最小能量路径信息 VMEP(s)，采用 G3//B3LYP 方法(简称 G3B3)对单点能进行精确计算，并且用

B3LYP/6-31+G(d,p)水平上的零点能对 VMEP(s)进行修正，后获得振动绝热基态位能 VaG(s)，即：VaG(s)=
VMEP(s)+ZPE。正反应能垒E由下式求得：E=E0

+(ZPE)TS -(ZPE)R 式中E0
是未考虑零点振动能

时的能垒，(ZPE)TS和(ZPE)R分别是过渡态和反应物的零点振动能。

2 结果与讨论

巴豆醛属烯烃类化合物，其臭氧化反应应符合 Criegee反应机理。由此推断，臭氧与巴豆醛的反

应位点主要集中在臭氧与巴豆醛中的碳-碳双键上。顺反两种结构的反应体系，由于臭氧化物中间体

(IM)中 O-O断裂键的位置不同，存在四种反应路径。IM分解产生的 Criegee自由基可继续进行单分

子异构化反应，确定最终产物的生成。臭氧与巴豆醛双分子反应具有如下所示的机理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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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描述了臭氧与巴豆醛反应所涉及的全部驻点在B3LYP/6-31+G(d,p)水平上优化得到的几何构

型参数及部分文献报道的结构参数。从图 1数据可以看出在 B3LYP/6-31+G(d,p)水平上优化的构型参

数与物种 O3，trans-CH3CHCHCHO，HC(O)CHO，CH3CHO的实验值基本一致，其键长平均相对误

差为 0.56%，键角平均相对误差为 0.62%，误差在可接受的范围内，表明利用本文所选方法优化构型

是合理的。表 1列出了各驻点物种的零点能、电子结构能、经零点能校正后的总能量及相对能。图

2绘出标题反应在 G3B3//B3LYP/6-31+G(d,p)水平上的势能剖面。

图 1 B3LYP/6-31+G(d,p)水平上优化所得的各反应物、产物、中间体和过渡态几何构型

Fig.1Optimizedgeometricalconfigurationsofreactants,products, intermediatesandtransitionstatesonB3LYP/6-31+G(d,p) level
注: 括号内数值为实验值，来自文献[3-5]。Note: The numbers within brackets were experimental value from references 3-5.

图 2 O3+CH3CHCHCHO反应在 G3B3//B3LYP/6-31+G(d,p)水平上计算的势能剖面图

Fig.2 Potential energy profile of the O3+CH3CHCHCHO reaction on the G3B3//B3LYP/6-31+G(d,p)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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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驻点物种的零点能，电子结构能，总能量，相对能/kJ·mol-1
Table 1 The zero point energies, electronic energies, total energies, relative energies at stationary points

物种
Species

零点能
ZPEa

电子结构能
Eb

总能量
ETc

相对能
ER

trans-R+O3 0.096775 -456.377611 -456.280836 0
trans-TS 0.098765 -456.373713 -456.274948 15.46
trans-IM 0.102815 -456.458765 -456.355950 -197.21
trans-TSa 0.099824 -456.439188 -456.339364 -153.66
trans-TSb 0.099920 -456.431289 -456.331369 -132.67
cis-R+O3 0.096844 -456.374632 -456.277788 8.00
cis-TS 0.098793 -456.372151 -456.273358 19.63
cis-IM 0.102776 -456.458353 -456.355577 -196.23
cis-TSa 0.099921 -456.440241 -456.340320 -156.17
cis-TSb 0.099943 -456.431829 -456.331886 -134.03

syn-P1[syn-CH3CHOO]+P5[HC(O)CHO] 0.096466 -456.465077 -456.368611 -230.45
dio1-TSa+P5[HC(O)CHO] 0.094908 -456.427856 -456.332948 -136.82

anti-P1[anti-CH3CHOO]+P5[HC(O)CHO] 0.096162 -456.459439 -456.363277 -216.45
dio2-TSa+P5[HC(O)CHO] 0.094656 -456.435417 -456.340761 -157.33

P2[CH3CHO2]+P5[HC(O)CHO] 0.097457 -456.499620 -456.402163 -318.54
hp1-TSa+P5[HC(O)CHO] 0.092736 -456.437210 -456.344474 -167.08

P3[CH2CHOOH]+P5[HC(O)CHO] 0.096524 -456.494261 -456.397737 -306.92
hp2-TSa+P5[HC(O)CHO] 0.093243 -456.452082 -456.358839 -204.80

P4[CH2OHCHO]+P5[HC(O)CHO] 0.097406 -456.596048 -456.498642 -571.85
P7[HC(O)CHOO]+P6[CH3CHO] 0.096442 -456.462798 -456.366356 -224.53

dio-TSb+P6[CH3CHO] 0.094528 -456.428551 -456.334023 -139.64
P8[HC(O)CHO2]+P6[CH3CHO] 0.096947 -456.499819 -456.402872 -320.40

a在 B3LYP/6-31+G(d,p)水平上计算所得; b采用 G3B3 方法计算所得; c G3B3+ZPE计算所得。
aThe results were calculated on B3LYP/6-31+G(d,p) level; b The results were calculated with G3B3; cThe results were calculated from G3B3+ZPE.

2.1 反应机理

2.1.1 臭氧化物中间体 IM 的生成 巴豆醛因其甲基与醛基位置的不同有顺式和反式两种构型，分别

与臭氧生成臭氧化物中间体(trans-IM, cis-IM)，所经过的过渡态(trans-TS, cis-TS)决定着整个臭氧化反

应过程，所以 TS和 IM的几何构型作为重点讨论。

首先在 trans-TS 中，臭氧的两个端位氧原子进攻双键，与其相互作用，呈类五元环状结构。

C(2)=C(3)键长由反应物 trans-R中的 0.1345 nm增加到 0.1382 nm，在 trans-IM 中拉长至 0.1577 nm。

同时 C(2)-O(1)和 C(3)-O(3)键长分别缩短到 0.1433 nm 和 0.1423 nm (trans-IM 中)，接近正常 C-O 键

长，由 O(1)-O(2)-O(3)-C(3)-C(2)组成的类五元环在 trans-IM 中各键长趋于平均，二面角

∠C(2)C(3)C(4)O(4)由 3.3°变为 96.9°，转化为非平面结构，这主要是由于原有 C=C双键上的两个 C
原子的杂化态改变所致。在巴豆醛中这两个 C原子都采取 sp2杂化，形成 IM 后则采取 sp3杂化，使

分子呈现空间立体结构，相应键长有所增加。在 cis-TS, cis-IM 中，有类似的结构变化。臭氧化物 IM
的生成，标志着环加成过程的结束。

2.1.2 臭氧化物中间体 IM 的裂解 IM 具有两种裂解方式，第一种裂解通过过渡态 TSa 完成，生成

Criegee自由基 CH3CHOO和乙二醛 HC(O)CHO。在 trans-TSa类五元环结构中，C(3)-O(3)和 C(2)-O(1)
原子间键长由 trans-IM 中的 0.1423 nm 和 0.1433 nm缩短为 0.1283 nm 和 0.1347 nm，原子间作用力

增强. O(1)-O(2)互相靠近成键；C(2)-C(3)键长却增加到 0.1906 nm，原子间作用力减弱，同时 O(2)-O(3)
间键长明显拉长，增加了 0.0589 nm。因此发生了 O(2)-O(3)键与 C(2)-C(3)键的同时断裂，生成的自

由基 syn-CH3CHOO，其-COO 与甲基在同侧。在 cis-TSa 中发生了与 trans-TSa 相同的构型变化，而

由于其甲基取代基的位置不同所生成的自由基为 anti-CH3CHOO，其-COO与甲基在异侧。第二种裂

解通过过渡态 TSb完成，在 trans-TSb类五元环结构中，新生成的键是 O(2)-O(3)，键长由 0.1459 nm
(trans-IM 中)缩短到 0.1326 nm。C(2)-O(1)和 C(3)-O(3)原子间作用力增强；而断裂的键是 C(2)-C(3)
和 O(1)-O(2)，其键长分别增加了 0.0340 nm 和 0.0552 nm，同时拉长导致断键，cis-TSb 构型变化同

上。产物均为 Criegee自由基 HC(O)CHOO和乙醛 CH3CHO。
2.1.3 Criegee 自由基的单分子异构化反应 四条反应路径中产生三种 Criegee 自由基，分别是

syn-CH3CHOO，anti-CH3CHOO 和 HC(O)CHOO。实验上曾对巴豆醛臭氧化反应所得的 CH3CH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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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HC(O)CHOO 进行研究，测定它们的最终产物中是否含有羰基化合物[6]，其结果是 CH3CHOO 的

最终产物发现羰基化合物 CH2OHCHO的存在，对于 HC(O)CHOO 则未检测出。根据文献报道[7-9]，

只有具有α-CHn 基团(n=1,2,3)的 Criegee 自由基才可能发生氢迁移异构化反应。syn-CH3CHOO 和

anti-CH3CHOO符合该条件，但是 anti-CH3CHOO的甲基与-COO不在同侧，仍无法进行甲基上的 H
向-COO端位 O的迁移，生成氢过氧化物中间体，所以 syn-CH3CHOO的异构化反应具有环化与氢迁

移两种反应通道，而 anti-CH3CHOO和 HC(O)CHOO只可进行环化异构化反应。

2.2 反应过程的能量变化

图 2给出了反应过程中的反应势能面，表征能量变化趋势。巴豆醛顺式异构体由于位阻效应其

能量相对于反式异构体高出 8 kJ/mol，结构较不稳定。臭氧分别与巴豆醛顺反异构体中的双键进行

加成反应，经过相应的过渡态 trans-TS、cis-TS，所跨越的能垒相近，分别为 15.46 kJ/mol 和 11.63
kJ/mol，生成臭氧化物中间体 trans-IM、cis-IM，放出大量的热，释放的能量相对应为 212.67 kJ/mol
和 215.86 kJ/mol。两个 IM 由于氧-氧键断裂位置的不同，其裂解反应各有两条路径，相对应的能垒

为 43.55 kJ/mol和 64.54 kJ/mol；对于 cis-IM 分别经过能垒为 40.06 kJ/mol的 cis-TSa和能垒为 62.20
kJ/mol的 cis-TSb 完成裂解反应。由此可知，经过 trans-TSa、cis-TSa生成 syn-P1+P5、anti-P1+P5 的

路径是 trans-IM、cis-IM裂解反应的优势路径。

anti-P1即 anti-CH3CHOO，其甲基与-COO在异侧，能量较 syn-P1高 14.00 kJ/mol，syn-CH3CHOO
的甲基与-COO 在同侧，呈平面半环状结构，共轭效应使分子相对稳定，然而其环化反应经过

dio1-TSa，因甲基的位阻效应而使能垒高达 93.63 kJ/mol，比过渡态 dio2-TSa 的能垒(59.12 kJ/mol)高
34.51 kJ/mol，产物均为双氧环状结构的 P2，能量相对于反应物下降了 88.09 kJ/mol至 102.09 kJ/mol。
syn-P1两条异构化反应通道的能量变化，从图 2看出，syn-P1自由基具有环化和氢迁移两种异构化

反应通道，其氢迁移反应第一步(决速步骤)能垒为 63.37 kJ/mol，比环化反应能垒(93.63 kJ/mol)低
30.26 kJ/mol，生成 P3 释放了 139.84 kJ/mol的能量，反应第二步经过 hp2-Tsa，能垒较第一步明显上

升至 102.12 kJ/mol，生成的最终产物 P4，能量相对反应物降低了 341.40 kJ/mol。因此，氢迁移反应

通道是 Criegee自由基 syn-CH3CHOO单分子异构化反应的优势通道。

3 结 论

通过对 O3+CH3CHCHCHO 反应体系的势能面信息和反应机理分析，结论如下：(1)巴豆醛有顺

反两种异构体，顺式异构体较不稳定，然而顺反两种反应体系能量变化相近。(2)臭氧化物中间体的

裂解有两种可能的反应路径，生成自由基 CH3CHOO和乙二醛 HC(O)CHO的路径是臭氧化物中间体

裂解的优势反应路径。(3)Criegee自由基 syn-CH3CHOO单分子异构化反应具有环化和氢迁移两种反

应通道，其中氢迁移通道为优势通道。anti-CH3CHOO和 HC(O)CHOO则只能进行环化异构化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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