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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化学键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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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自由基的标准生成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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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单质及矿石的晶体结构数据
        （1）单质
        （2）硫化物、砷化物、碲化物、硒化物和磺酸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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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密度和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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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水
        （2）汞
    2．不同温度时水的密度
    3．乙醇水溶液的比重
    4．甲醇水溶液的比重
    5．无机物水溶液的比重
    6．某些酸、碱、盐等水溶液的比重
        （1）盐酸水溶液
        （2）硝酸水溶液
        （3）氢氰酸水溶液
        （4）硫酸和发烟硫酸水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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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砷酸水溶液
        （8）氟硅酸水溶液
        （9）甲酸水溶液
        （10）乙酸水溶液
        （11）草酸水溶液
        （12）酒石酸水溶液
        （13）柠檬酸水溶液
        （14）丹宁酸水溶液
        （15）氨水溶液
        （16）氢氧化钾水溶液
        （17）氢氧化钠水溶液
        （18）氯化锌水溶液
        （19）氯化铁水溶液
        （20）硅酸钠水溶液
        （21）亚硫酸氢钠水溶液
        （22）甘油水溶液
        （23）蔗糖水溶液
        （24）蛋白水溶液
    7．不同温度时空气的比重
    8．有机物的密度
十一、表面张力
    1．纯液体的表面张力
        （甲）不同温度时液体的表面张力
            （1）水
            （2）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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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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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三溴化硼
            （16）溴化亚砷
            （17）氟化卤



            （18）五氟化锑
            （19）四氟化硒
            （20）六氟化铀
            （21）磷的卤化物
            （22）三氧化磷
            （23）低温和低沸点流体
            （24）正链烷烃
            （25）链烷烃
            （26）烷基卤
            （27）叔氯化物
            （28）二叔氯化物
            （29）二卤烷烃
            （30）多卤链烷
            （31）卤代烃
            （32）来自二苯基甲烷的烃
            （33）硝基链烷烃和三氯硝基甲烷
            （34）氯十二烷的异构体
            （35）缩醛
            （36）烯烃Ⅰ
            （37）烯烃Ⅱ
            （38）脂环烃及其衍生物
            （39）炔烃
            （40）苯及其烷基衍生物
            （41）卤代苯及其同系物
            （42）硝基苯和某些硝基、卤硝基衍生物
            （43）脂族酸
            （44）卤代乙酸
            （45）脂族醇
            （46）己醇
            （47）叔醇类
            （48）十二烷醇
            （49）二叔甘醇
            （50）多烯属甘醇及衍生物
            （51）氨基醇
            （52）芳族醇
            （53）表氯醇
            （54）醛
            （55）醛（高熔点）
            （56）醚
            （57）芳族酮
            （58）脂族酮
            （59）其他酮
            （60）甲基吡啶基甲酮
            （61）脂族酸的酯类
            （62）芳族酯
            （63）烯属化合物
            （64）脂族卤代酯
            （65）炔酸的酯类
            （66）3-甲氧基丙酸烷基酯
            （67）3-乙氧基丙酸烷基酯
            （68）3-丙氧基丙酸烷基酯
            （69）3-丁氧基丙酸烷基酯
            （70）3-戊氧基丙酸烷基酯
            （71）3-己氧基丙酸烷基酯
            （72）3-庚氧基丙酸烷基酯
            （73）丁氧基乙酸酯
            （74）异构酯
            （75）环丙烷和环丁烷羧酸酯
            （76）原甲酸酯
            （77）3,3-二取代戊二酸酯
            （78）正二元酸酯和取代的丙二酸酯
            （79）烷基黄原酸烷基酯
            （80）环丙烷羧酸和环丁烷羧酸及某些羧酸酯
            （81）碳酸二烷基酯



            （82）草酸二烷基酯
            （83）硫代亚硫酸烷基酯
            （84）硫酸烷基酯
            （85）亚硫酸烷基酯
            （86）亚硝酸酯和硝酸酯
            （87）α,ω-烷基二硝酸酯
            （88）亚磷酸三烷基酯和三个（2-烷氧基乙基）亚磷酸酯
            （89）膦酸酯
            （90）正磷酸酯
            （91）硫氰酸酯
            （92）苯基化合物
            （93）合成甘油酯
            （94）甘油三硝酸酯
            （95）饱和与不饱和氰基酯
            （96）烟酸烷基酯
            （97）异烟酸烷基酯
            （98）皮考啉酸烷基酯
            （99）原锗酸烷基酯
            （100）环戊烷和环己烷的衍生物
            （101）2-丁炔-1,4-二醇的二酯类
            （102）2-丙炔-1-醇及其酯类
            （103）酰胺
            （104）异丙胺
            （105）胺
            （106）酰替苯胺及尿烷
            （107）苯酚和硝基衍生物
            （108）取代苯酚和茴香醚
            （109）苄化苯酚衍生物
            （110）高级苯酚
            （111）取代苯酚和酚醚
            （112）腈
            （113）氰化氢
            （114）吡啶和烷基吡啶
            （115）吡啶醛和吡啶甲醇
            （116）萘、烷基萘和乙烯基萘
            （117）顺式和反式十氢化萘
            （118）其他萘化合物
            （119）1-萘酸和2-萘酸的烷基酯
            （120）1-萘乙酸和2-萘乙酸的烷基酯
            （121）烷基-1-萘基甲酮
            （122）肟
            （123）肼
            （124）噻吩
            （125）烷基噻吩
            （126）2-噻吩羧酸酯
            （127）卤代噻吩
            （128）其他噻吩化合物
            （129）烷基硫
            （130）烷基二硫
            （131）脂族硫醇和硫化物
            （132）苯基硫和苯基硒
            （133）链烷磺酸
            （134）链烷磺酰氯
            （135）二甲亚砜
            （136）烷基-2-噻嗯基甲酮
            （137）联苯
            （138）三苯基化合物
            （139）杂环氮化合物
            （140）异噁唑及衍生物
            （141）偶氮二甲酸酯
            （142）酮吖嗪
            （143）茴香醛的吖嗪
            （144）4,4′-氧化偶氮二苯乙醚
            （145）4,4′-氧化偶氮二苯酸乙酯



            （146）紫罗酮及衍生物
            （147）龙脑烯酸和龙脑酸
            （148）烟碱
            （149）萜烯
            （150）羰基镍
            （151）有机硅化合物
            （152）钯和汞的络合物
            （153）螯合配位化合物
            （154）二氯化二甲基氨基硼
            （155）N-甲替乙酰替苯胺-三氟化硼
            （156）三氟化硼加成物
            （157）三氯化镓及加成物
            （158）二氧化硫加成物
        （乙）某一温度下液体的表面张力
            （1）硅氧烷
            （2）线型聚甲基硅氧烷
            （3）氯甲基硅烷
            （4）酯
            （5）缩醛和醚
            （6）乙醇酸烷基酯
            （7）烷基乙二醇醚
            （8）苯和苯乙烯的烷基衍生物
            （9）非芳族环化合物
            （10）卤代烃
            （11）氟代烃（25℃）
            （12）氟代烃（20℃）
            （13）氟化酯
            （14）硼酸酯
            （15）锗化合物
            （16）卤化硫
            （17）其他化合物
    2．金属和熔盐的表面张力
    3．不同浓度的无机盐水溶液对空气的表面张力
    4．不同浓度的有机物水溶液对空气的表面张力
    5．界面张力
十二、粘度
    1．水的绝对粘度
    2．液体的绝对粘度
    3．20℃时某些无机盐水溶液的绝对粘度
    4．25℃时某些水溶液的比粘度
    5．蔗糖水溶液的绝对粘度
    6．乙醇水溶液的绝对粘度
    7．甘油水溶液的绝对粘度
    8．气体和蒸气的绝对粘度
十三、热导系数
    1．金属和合金的热导系数
    2．固体的热导系数
    3．液体和水溶液的热导系数
    4．气体和蒸气的热导系数
十四、压缩系数
    1．水的压缩系数
    2．液体和水溶液的压缩系数
    3．某些有机液体的压缩系数
十五、热膨胀系数
    1．液体和水溶液的体膨胀系数
    2．固体的体膨胀系数
十六、蒸气压
    1．水的蒸气压
    2．冰的蒸气压
    3．汞的蒸气压
    4．液氨的蒸气压
    5．氨水溶液的分压
    6．各种物质的蒸气压
十七、沸点



    1．水的沸点
        （1）不同毫米汞柱压力下
        （2）不同大气压下
    2．有机溶剂的沸点
    3．有机化合物沸点计算用表
        （1）原子和基团的沸点数
        （2）由分子的沸点数查沸点
    4．共沸混合物
        （1）含水的二元共沸混合物
        （2）含醇的二元共沸混合物
        （3）含有机酸的二元共沸混合物
        （4）含水和醇的三元共沸混合物
        （5）二元共沸混合物
        （6）三元共沸混合物
    5．摩尔沸点升高和摩尔凝固点降低
        （1）摩尔沸点升高常数
        （2）摩尔凝固点降低常数
十八、凝固点
    1．致冷混合物
    2．抗冻水溶液的组成
        （1）乙醇水溶液
        （2）甲醇水溶液
        （3）普列斯通（Prestone）水溶液
        （4）丙二醇水溶液
        （5）甘油水溶液
        （6）氯化钠水溶液
        （7）氯化镁水溶液
十九、溶解度
    1．气体在水中的溶解度
    2．不同温度下无机物在水中的溶解度
    3．蔗糖在水中的溶解度
    4．无机物在有机溶剂中的溶解度
        （1）无水乙醇
        （2）含水乙醇
        （3）无水甲醇
        （4）无水丙酮
        （5）无水甘油
    （6）吡啶
    5．各种物质在水中的溶解度
二十、活度系数
    1．德拜-休格尔极限公式常数A和B的数值（水溶液）
    2．25℃时水溶液中的近似有效离子半径
    3．25℃时水中离子的活度系数
    4．25℃时高离子强度的离子活度系数γ4
    5．25℃时某些1-1价型电解质的渗透系数φ和平均活度系数γ（水溶液）
        （1）HF
        （2）HCl
        （3）HBr
        （4）HI
        （5）HClO4
        （6）HNO3
        （7）LiCl
        （8）LiBr
        （9）LiI
        （10）LiOH
        （11）LiClO4
        （12）LiNO3
        （13）NaF
        （14）NaCl
        （15）NaBr
        （16）NaI
        （17）NaOH
        （18）NaClO3
        （19）NaClO4



        （20）NaBrO3
        （21）NaNO3
        （22）NaH2PO4
        （23）NaH2AsO4
        （24）NaCNS
        （25）KF
        （26）KCl
        （27）KBr
        （28）KI
        （29）KOH
        （30）KClO3
        （31）KBrO3
        （32）KNO3
        （33）KH2PO4
        （34）KH2AsO4
        （35）KCNS
        （36）KPF6
        （37）RbF
        （38）RbCl
    （39）RbBr
        （40）RbI
        （41）RbNO3
        （42）CsF
        （43）CsCl
        （44）CsBr
        （45）CsI
        （46）CsOH
        （47）CsNO3
        （48）AgNO3
        （49）TlCl
        （50）TlClO4
        （51）TlNO3
        （52）TlNO2
        （53）NH4Cl
        （54）NH4ClO4
        （55）NH4NO3
        （56）对甲苯磺酸锂
        （57）对甲苯磺酸钠
        （58）对甲苯磺酸钾
        （59）甲酸钠
        （60）乙酸锂
        （61）乙酸钠
        （62）乙酸钾
        （63）乙酸铷
        （64）乙酸铯
        （65）乙酸铊
        （66）丙酸钠
        （67）丁酸钠
        （68）戊酸钠
        （69）己酸钠
        （70）庚酸钠
        （71）辛酸钠
        （72）壬酸钠
    （73）癸酸钠
        （74）酸式丙二酸钠
        （75）酸式丁二酸钠
        （76）酸式己二酸钠
        （77）酸式丙二酸钾
        （78）酸式丁二酸钾
        （79）酸式己二酸钾
二十一、平衡常数
    1．水的离子积常数
    2．溶度积
    3．离解常数



        （1）无机物在水中+的离解常数
        （2）有机物在水中的离解常数
    4．络合物的形成常数
        （1）无机配体络合物的形成常数
        （2）有机配体络合物的形成常数
二十二、热力学性质
    1．25℃时物质的生成热、生成自由能、熵和热容
        （1）单质和无机化合物
        （2）有机化合物
    2．有机物的标准生成热、标准生成自由能和标准熵
    3．某些有机化合物的标准燃烧热和标准生成热
        （1）脂族烃
        （2）脂环烃
        （3）芳族烃
        （4）脂族醇
        （5）苯酚
        （6）脂族二醇和多+醇
        （7）醚
        （8）醛
        （9）酮
        （10）正脂族酸
        （11）羟基和酮基脂族酸
        （12）不饱和脂族酸
        （13）脂族二羧酸
        （14）羟基和酮基脂族二羧酸
        （15）不饱和脂族二羧酸
        （16）芳族酸和苯代脂族酸
        （17）酸酐
        （18）一元脂族酸甲酯
        （19）一元芳族酸甲酯
        （20）二元脂族酸二甲酯
        （21）二元芳族酸二甲酯
        （22）甘油酯
        （23）甾族化合物
        （24）内酯
        （25）单糖
        （26）双糖
        （27）低聚糖
        （28）杂环氧化合物
        （29）脂族胺
        （30）芳族胺
        （31）脂族酰胺
        （32）芳族酰胺
        （33）脲、胍及其衍生物
        （34）脂族氨基酸
        （35）芳族氨基酸和含苯基的脂族氨基酸
        （36）氨基酸酐（二酮哌嗪）
        （37）肽
        （38）生物碱
        （39）杂环氮化合物
        （40）卟啉
        （41）有机硫化物
        （42）含氮和（或）氧的有机硫化合物
        （43）有机磷化合物
    4．单质和无机物的熔化热和汽化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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