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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00091003                        课程学分：1.5 

课程名称（中/英）：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Inorganic & Analyt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s 

课程学时： 54                             实验学时：54 

适用专业：临床、影像、法医、检验、口腔、预防、放医、新能源、 

轻化工程等专业 

实验室名称：公共化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加强对所学基本理论、知识的理解；学会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的基本方法和常用

仪器的操作技能；提高细致观察和记录实验现象，归纳、综合处理实验数据的能力；

培养严谨的科学态度和良好的实验作风，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试剂取用和试管操作 验证性 3 1 必开 

2 分析天平的使用 验证性 3 1 必开 

3 酸碱溶液的配制和比较滴定 验证性 3 1 必开 

4 盐酸溶液的标定 验证性 3 1 必开 

5 硫酸铜中铜含量的测定 验证性 3 1 必开 

6 高锰酸钾溶液的配制与标定 验证性 3 1 必开 

7 过氧化氢含量的测定（高锰酸钾法） 验证性 3 1 必开 

8 水中钙、镁含量的测定 验证性 3 1 必开 

9 铵盐中含氮量的测定 验证性 3 1 必开 

10 氯化钠的提纯 综合性 3 1 必开 

11 水溶液中的解离平衡 验证性 3 1 必开 

12 醋酸标准解离常数和解离度的测定 综合性 3 1 必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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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3 醋酸的电位滴定 综合性 3 1 必开 

14 配合物的生成和性质 验证性 3 1 必开 

15 氧化还原 验证性 3 1 必开 

16 铁的比色测定 验证性 3 1 必开 

17 化学反应速度和活化能 验证性 3 1 必开 

18 碳酸氢钠的制备及组成测定 综合性 3 1 必开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试剂取用和试管操作 

1.教学内容 

“三色杯”实验，“蓝瓶子”实验，硫酸铜脱水实验和“无色管”实验。 

2.教学目标 

（1）了解固体和液体试剂取用的规则 

（2）熟悉试管操作的规则 

（3）掌握固体和液体试剂的取用方法，振荡试管和加热试管中固体和液体的方法。 

实验项目 2：分析天平的使用 

1.教学内容 

练习测定分析天平的零点、灵敏度以及用差减法称量样品。用减量法从称量瓶中

准确称量出规定量的固体试样（称准到小数后第四位）。 

2.教学目标 

（1）了解分析天平的结构 

（2）熟悉分析天平使用规则 

（3）掌握分析天平的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3：酸碱溶液的配制和比较滴定 

1.教学内容 

配制 0.1mol/L HCl 溶液; 配制 0.1mol/L NaOH 溶液;酸碱溶液的比较滴定。 

2.教学目标 

（1）了解数理统计原理在分析化学中的应用 

（2）熟悉滴定分析的基本原理 

（3）掌握酸碱溶液的配制方法；练习滴定的基本操作和终点的判断。 

实验项目 4：盐酸溶液的标定 

1.教学内容 

用碳酸钠作为基准物质标定盐酸溶液的浓度。 

2.教学目标 

（1）了解基准物质的概念 

（2）熟悉数理统计处理在分析化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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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用基准物质标定盐酸浓度的方法 

实验项目 5：硫酸铜中铜含量的测定 

1.教学内容 

配制和标定硫代硫酸钠标准溶液，用间接碘量法测定硫酸铜中的铜含量。 

2.教学目标 

（1）了解间接碘量法的原理 

（2）熟悉碘量法的操作 

（3）掌握间接碘量法测定铜含量的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 6：高锰酸钾溶液的配制与标定 

1.教学内容 

间接法配制 0.02mol·L
-1

KMnO4标准溶液，在酸性条件下，使用准确称取的 Na2C2O4

基准物标定高锰酸钾溶液，以高锰酸钾自身为指示剂标定高锰酸钾溶液的浓度。 

2.教学目标 

（1）了解高锰酸钾测定法的原理 

（2）熟悉高锰酸钾法测定的条件 

（3）掌握高锰酸钾标准溶液的配制和标定方法。 

实验项目 7：过氧化氢含量的测定（高锰酸钾法） 

1.教学内容 

在酸性条件下，使用高锰酸钾标准溶液滴定稀释后的双氧水，测定双氧水中 H2O2

的含量（以质量浓度表示）,以高锰酸钾自身为指示剂。 

2.教学目标 

（1）了解高锰酸钾滴定法测定过氧化氢含量的原理 

（2）熟悉移液管、吸量管和容量瓶的正确使用方法 

（3）掌握高锰酸钾滴定法测定过氧化氢含量的方法 

实验项目 8：水中钙、镁含量的测定 

1.教学内容 

测定钙离子的含量；测定钙、镁离子的总量；计算镁离子的含量。 

2.教学目标 

（1）了解配位滴定法的基本原理和水的硬度的测定意义 

（2）熟悉铬黑 T 指示剂的使用条件和终点变化 

（3）掌握配位滴定方法和和常用的硬度表示方法 

实验项目 9：铵盐中含氮量的测定 

1.教学内容 

甲醛溶液的处理和试样中含氮量的测定 

2.教学目标 

（1）了解甲醛法测定的原理 

（2）熟悉甲醛法测定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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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铵盐中含氮量测定的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 10：氯化钠的提纯 

1.教学内容 

粗食盐溶解；除杂质离子；浓缩结晶后检验产品纯度      

2.教学目标 

（1）了解关于化学试剂的基本知识 

（2）熟悉化学试剂制备及提纯的基本方法 

（3）掌握溶解 、加热、过滤、蒸发、结晶和干燥等基本操作  

实验项目 11：水溶液中的解离平衡 

1.教学内容 

同离子效应、缓冲溶液的配制和性质、盐的水解、溶度积原理的应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同离子效应和盐类水解平衡及影响因素 

（2）熟悉沉淀的生成、溶解及转化条件和离心分离操作 

（3）掌握缓冲溶液的配制   

实验项目 12：醋酸标准解离常数和解离度的测定 

1.教学内容 

配制不同浓度的醋酸溶液,用 pH 计测定各溶液的 pH 值，计算醋酸的标准解离常

数和解离度。  
2.教学目标 

（1）了解酸度计的原理 

（2）熟悉标准解离常数和解离度的测定原理 

（3）掌握酸度计测定标准解离常数和解离度的方法和数据处理。 

实验项目 13：醋酸的电位滴定 

1.教学内容 

用 NaOH 标准溶液滴定 HAc 溶液的酸碱电位滴定过程中，以玻璃电极为指示电

极，饱和甘汞电极为参比电极，组成原电池。测定滴定过程中 pH 值,绘制 pH-V 曲线，

计算醋酸的浓度。 

2.教学目标 

（1）了解电位滴定的原理 

（2）熟悉电位滴定曲线绘制的方法 

（3）掌握酸碱电位滴定的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 14：配合物的生成和性质 

1.教学内容 

配离子和简单离子的比较；配离子稳定性的比较；配位离解平衡的移动 

2.教学目标 

（1）了解配合物的一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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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配位离解平衡与其它平衡之间的关系 

（3）掌握影响配离子稳定性的因素。 

实验项目 15：氧化还原 

1.教学内容 

测定原电池的电动势，比较电极电势的高低，常见的氧化剂和还原剂的反应，影

响氧化还原反应的因素。 

2.教学目标 

（1）了解化学电池的电动势 

（2）熟悉常用氧化剂和还原剂的反应 

（3）掌握电极的本性及点对的氧化型或还原型物质的浓度、介质的酸度对电极

电势、氧化还原反应的方向、产物、速率的影响。  

实验项目 16：铁的比色测定 

1.教学内容 

测定总铁和亚铁的浓度 

2.教学目标 

（1）了解分光光度计的性能、结构及使用方法 

（2）熟悉标准曲线的绘制 

（3）掌握比色法测定的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 17：化学反应速度和活化能 

1.教学内容 

试验浓度对化学反应速度的影响并求反应级数，试验温度对化学反应速度的影响

并求活化能，试验催化剂对反应速度的影响。 

2.教学目标 

（1）了解化学反应速度和活化能的概念 

（2）熟悉影响化学反应速度的因素 

（3）掌握测定反应级数、反应速率常数及反应活化能的方法 

实验项目 18：碳酸氢钠的制备及组成测定 

1.教学内容 

碳酸钠的制备；产品含量的测定和数据处理。 

2.教学目标 

（1）了解了解由氯化钠和碳酸氢铵制备碳酸钠的过程 

（2）熟悉利用溶解度的差异来制备和提纯某些无机化合物的方法 

（3）掌握无机制备中常用的某些基本操作。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明确实验目的，写明实验原理、实验步骤，强化实验注意事项，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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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有关实验习题，总结对实验的体会和改进。  

2.考核方式：实验成绩包括平时成绩和考试成绩两部分，各占比重 70%和 30%。

平时成绩按每次实验的预习、实验操作、实验报告、实验结果及卫生值日等综合评定。

考试成绩包括理论考试和操作考试两部分。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常用仪器 台套 

电子分析天平（0.001g） 42 

酸度计 48 

721 分光光度计 20 

循环水真空泵 14 

数字贝克曼温度计 15 

数字恒温控温器 15 

玻璃恒温水浴 15 

台式低速离心机 6 

电子天平（台秤 0.1g）  20 

全自动流水式制冰机 1 

六、教材及参考书 

1、 教材：《基础化学实验》虞虹主编 

2、 参考书：《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南京大学出版社 

 

 

 

 

 

 

 

执 笔 人：朱琴玉   

审 批 人：姚英明    

完 成 时 间：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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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化学实验》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00091005                        课程学分：1 

课程名称（中/英）：有机化学实验/ 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s 

课程学时： 36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临床、影像、法医、检验、口腔、预防、放医、新能源、 

轻化工程等专业 

实验室名称：公共化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使学生掌握有机化学实验的基本技能，熟悉各种官能团的化学性质，培养学生良

好的实验习惯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通过实验，使学生加深对有机化学基本概念和

理论的理解，增强学生独立工作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熔点的测定 验证性 3 1 必修 

2 常压蒸馏及沸点的测定 验证性 3 1 必修 

3 乙酰苯胺的重结晶 验证性 3 1 必修 

4 阿司匹林——乙酰水杨酸的制备 综合性 3 1 必修 

5 
呋喃甲醇和呋喃甲酸的制备（萃

取） 
综合性 6 1 必修 

6 防腐剂——苯甲酸的制备 综合性 3 1 必修 

7 醇、酚、醛、酮的化学性质 验证性 3 1 必修 

8 立体异构模型作业 验证性 3 1 必修 

9 羧酸及其衍生物的化学性质 验证性 3 1 必修 

10 氨基酸的纸色谱 验证性 3 1 必修 

11 乙酸乙酯的制备 综合性 3 1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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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熔点的测定 

1.教学内容 

测定苯甲酸、尿素、苯甲酸-尿素混合物熔点 

2.教学目标 

（1）了解测定熔点的意义 

（2）熟悉影响溶度测定结果的因素 

（3）掌握测定熔点的方法 

实验项目 2：常压蒸馏及沸点的测定 

1.教学内容 

常量法蒸馏工业乙醇；微量法测定丙酮和一未知物的沸点 

2.教学目标 

（1）了解常压蒸馏及沸点测定的原理及意义 

（2）熟悉常量法（即蒸馏法）和微量法测定沸点的操作方法 

（3）掌握利用常压蒸馏来分离和提纯液体有机化合物的操作技术。 

实验项目 3： 乙酰苯胺的重结晶 

1.教学内容 

用重结晶的方法提纯固体乙酰苯胺：溶解和脱色，过滤和结晶，抽滤和洗涤，晶

体收集。 

2.教学目标 

（1）了解重结晶的原理 

（2）熟悉选择重结晶溶剂的原则 

（3）掌握固体有机化合物的重结晶的基本操作  

实验项目 4：阿司匹林——乙酰水杨酸的制备 

1.教学内容 

 利用酰化反应制备阿司匹林，提纯，产品纯度检验。 

2.教学目标 

（1）了解酰化反应制备乙酰水杨酸的原理 

（2）熟悉用混合溶剂进行重结晶的方法 

（3）掌握制备的产品的合成过程，提纯操作和纯度检验  

实验项目 5：呋喃甲醇和呋喃甲酸的制备（萃取） 

1.教学内容 

以呋喃甲醛为原料，通过合成，萃取，蒸馏等操作制备分离出呋喃甲醛和呋喃甲酸 

2.教学目标 

（1）了解芳杂环衍生物的性质 

（2）熟悉从反应产物中分离提取有机醇和酸的一般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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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呋喃甲醛在浓碱作用下进行 Cannizzaro 反应制备呋喃甲醇和呋喃甲酸

的操作过程 

实验项目 6： 防腐剂——苯甲酸的制备 

1.教学内容 

 用高锰酸钾氧化甲苯制备苯甲酸 

2.教学目标 

（1）了解芳烃氧化反应的原理 

（2）熟悉芳烃氧化反应的条件 

（3）掌握用甲苯氧化制备苯甲酸的方法 

实验项目 7： 醇、酚、醛、酮的化学性质 

1.教学内容 

比较醇和酚之间化学性质上的差异，认识烃基与羟基的相互影响；掌握鉴别醛和

酮的化学方法。醇酚的酸性实验;  氧化反应;  醇的脱水反应; 酚与三氯化铁作用;  

苯酚的溴代;  醛、酮与 2,4－二硝基苯肼的加成;  α －H 的活泼性：碘仿反应 

2.教学目标 

（1）了解烃基与羟基的相互影响 

（2）熟悉醇、酚、醛、酮化学性质 

（3）掌握鉴别醛和酮的化学方法  

实验项目 8： 立体异构模型作业 

1.教学内容 

进行模型作业，依次组成各异构体的模型 

2.教学目标 

（1）了解有机物分子的立体异构现象及结构特点 

（2）熟悉有机物异构现象产生的原因 

（3）掌握顺、反异构体及旋光异构体的各自差异。  

实验项目 9：羧酸及其衍生物的化学性质 

1.教学内容 

某些羧酸氧化还原性的比较；酸的酯化反应和羧酸衍生物的水解、醇解、氨解反

应；水杨酸和三氯化铁显色反应；乙酰乙酸乙酯与三氯化铁和溴水作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某些取代羧酸的性质和互变异构现象 

（2）熟悉羧酸及其衍生物的主要化学性质 

（3）掌握羧酸衍生物性质的变化规律   

实验项目 10：氨基酸的纸色谱 

1.教学内容 

学习用纸色谱法分离，鉴定氨基酸 

2.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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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色谱法分离，鉴定氨基酸的原理 

（2）熟悉色谱法分离，鉴定氨基酸的方法 

（3）掌握纸色谱分离和鉴定混合的氨基酸的操作技术  

实验项目 11：乙酸乙酯的制备 

1.教学内容 

由乙醇和乙酸来合成乙酸乙酯；合成产物的精制 

2.教学目标 

（1）了解从有机酸合成酯的一般原理及方法 

（2）熟悉从有机酸合成酯的方法 

（3）掌握液态有机物的蒸馏、洗涤、干燥和分液漏斗的使用等基本操作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明确实验目的，写明实验原理、实验步骤，强化实验注意事项，回

答有关实验习题，总结对实验的体会和改进。  

2.考核方式：实验成绩包括平时成绩和考试成绩两部分，各占比重 70%和 30%。

平时成绩按每次实验的预习、实验操作、实验报告、实验结果及卫生值日等综合评定。

考试成绩包括理论考试和操作考试两部分。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常用仪器 台套 

电子分析天平（0.001g） 42 

酸度计 48 

721 分光光度计 20 

循环水真空泵 14 

数字贝克曼温度计 15 

数字恒温控温器 15 

玻璃恒温水浴 15 

台式低速离心机 6 

电子天平（台秤 0.1g）  20 

全自动流水式制冰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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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基础化学实验》虞虹主编 

2、参考书：《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南京大学出版社 

执 笔 人：朱琴玉   

审 批 人：姚英明    

完 成 时 间：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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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化学实验（上）》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041003                     课程学分：1.5    

课程名称（中/英）：无机化学实验（上）/In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 I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54 

适用专业：化学（英语强化型） 

实验室名称：无机化学实验室（江苏省化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一、课程简介： 

无机化学实验是高校化学化工类专业学生的第一门必修基础实验课，它是一门独

立的课程，也是学习无机化学的一个重要环节。无机化学实验（上）的主要任务是：

使学生掌握基本的化学实验方法和无机化学实验的基本操作技能；通过实验获得感性

认识，加深对无机化学基本概念、原理等理论知识的理解，提高知识应用能力；学习

无机化合物的一般分离和制备方法；正确使用基本仪器，培养学生实验的操作能力、

细致观察和记录现象的能力、准确测定实验数据和表达实验结果的能力；培养实事求

是的科学态度和规范、细致、整洁的进行科学实验的良好习惯以及逻辑思维方法。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1 仪器的认领、洗涤与干燥 演示性 3 1 必修 

2 灯的使用、试剂取用与试管操作 演示性 4 1 必修 

3 气体的发生、净化、干燥和铜原子量的测定 验证性 4 2-3 必修 

4 溶液的配制 验证性 3 1 必修 

5 滴定操作 验证性 4 1 必修 

6 粗盐的提纯 综合性 4 1 必修 

7 电离平衡与沉淀平衡 验证性 4 1 必修 

8 醋酸电离度和电离常数的测定 验证性 4 1 必修 

9 硫酸亚铁铵的制备 综合性 4 1 必修 

10 二氧化碳相对分子量的测定 综合性 4 2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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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11 硫酸铝的制备 综合性 4 1 必修 

12 第一过渡元素（二）（ 铁、钴、镍） 验证性 4 1 必修 

13 过氧化钙的制备及检验 综合性 4 1 必修 

14 一种钴（III）配合物的制备及组成分析 综合性 4 1 选修 

15 明矾的制备 设计性 4 1 选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仪器的认领、洗涤与干燥 

1.教学内容 

学习课程基本要求和实验室安全，认领仪器，洗涤仪器，干燥仪器。 

2.教学目标 

（1）学习和了解课程基本要求和实验室安全规则； 

（2）熟悉和认领无机化学实验常用仪器； 

（3）掌握常用玻璃仪器的洗涤和干燥方法。 

实验项目 2：灯的使用、试剂取用与试管操作 

1.教学内容 

酒精灯和煤气灯的使用，固体和液体试剂的取用方法，试管操作方法，“蓝瓶子”

实验，五色管实验，空气中含氧量实验，三色杯实验。 

2.教学目标 

（1）掌握酒精灯和煤气灯的结构和使用方法； 

（2）了解化学药品的分类，掌握固体和液体试剂的取用方法； 

（3）练习并掌握振荡试管和加热试管中固体和液体的操作方法； 

（4）掌握电子台秤的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3：气体的发生、净化、干燥和铜原子量的测定 

1.教学内容 

装配启普发生器，制备氢气并净化、干燥，测定 Cu 原子量。 

2.教学目标 

（1）掌握启普发生器的结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2）学习并掌握气体的发生、净化、干燥方法； 

（3）练习并掌握氢气验纯和安全操作方法。 

（4）掌握测定 Cu 原子量测定原理。 

实验项目 4：溶液的配制 

1.教学内容 

粗略配制 CuSO4、NaOH 和 H2SO4 等溶液，准确配制醋酸和草酸等标准溶液 

2.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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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电子台秤和电子分析天平的使用方法； 

（2）学习并掌握正确的称量方法，掌握差减称量法； 

（3）练习并掌握配制溶液的方法和基本操作； 

（4）练习并掌握移液管、吸量管、容量瓶的使用方法； 

（5）准确运用有效数字作称量记录和计算。 

实验项目 5：滴定操作 

1.教学内容 

NaOH 溶液浓度的标定 

2.教学目标 

（1）初步掌握酸碱滴定原理和滴定操作； 

（2）学会用基准物质标定标准溶液浓度的方法； 

（3）练习并掌握移液管和滴定管的使用方法； 

（4）初步掌握酸碱指示剂的选择方法。 

实验项目 6：粗盐的提纯 

1.教学内容 

提纯粗盐（海盐） 

2.教学目标 

（1）学习提纯粗盐的原理、方法和有关离子的鉴定； 

（2）巩固电子天平的使用方法； 

（3）练习并掌握 pH 试纸、溶解、加热、蒸发和结晶及干燥等基本操作； 

（4）掌握常压和减压过滤的操作方法。 

实验项目 7：电离平衡与沉淀平衡 

1.教学内容 

电离平衡和沉淀平衡，平衡移动及影响因素，缓冲溶液及配制 

2.教学目标 

（1）掌握缓冲溶液配制并了解其特性； 

（2）通过实验了解同离子效应和盐效应对电离平衡和沉淀平衡的影响； 

（3）认识沉淀的生成、溶解和转化及分步沉淀； 

（4）掌握离心试管、离心机操作方法和 pH 试纸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8：醋酸电离度和电离常数的测定 

1.教学内容 

测定醋酸电离度和电离常数，标定醋酸浓度 

2.教学目标 

（1）学习醋酸电离度和电离常数的测定方法； 

（2）巩固滴定操作和滴定管、移液管、容量瓶的使用； 

（3）掌握 pH 计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9：硫酸亚铁铵的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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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内容 

由铁屑制备硫酸亚铁铵 

2.教学目标 

（1）学习复盐硫酸亚铁铵制备方法及其特性； 

（2）学习并掌握水浴加热； 

（3）巩固减压过滤、溶解、蒸发和结晶等综合基本操作方法； 

（4）掌握学习无机物制备的投料、称量、产率的有关计算。 

实验项目 10：二氧化碳相对分子量的测定 

1.教学内容 

制备、收集二氧化碳，测定二氧化碳相对分子量 

2.教学目标 

（1）掌握利用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和阿伏伽德罗定律测定气体相对分子量的原理和

方法； 

（2）掌握搭建制备干燥二氧化碳气体的装置； 

（3）熟悉、巩固气体的发生、净化、干燥、收集等基本操作。 

实验项目 11：硫酸铝的制备 

1.教学内容 

由金属铝制备硫酸铝 

2.教学目标 

（1）学习并掌握硫酸铝的制备原理和操作； 

（2）练习并掌握金属与碱的反应及安全要求； 

（3）巩固减压过滤、蒸发浓缩和结晶等基本操作。 

实验项目 12：第一过渡元素（二）（ 铁、钴、镍） 

1.教学内容 

实验铁、钴、镍常见化合物和配合物的性质及反应 

2.教学目标 

（1）学习并掌握铁、钴、镍氢氧化物的酸碱性和氧化还原性； 

（2）掌握铁、钴、镍配合物的生成和性质； 

（3）学习并掌握 Fe
2+、Fe

3+、Co
2+、Ni

2+的鉴定方法。 

实验项目 13：过氧化钙的制备及检验 

1.教学内容 

制备过氧化钙，过氧化物的检验 

2.教学目标 

（1）学习并掌握过氧化钙的制备原理和操作； 

（2）练习并掌握低温制备无机化合物的一般方法； 

（3）掌握过氧化物的检验方法及操作。 

实验项目 14：一种钴（III）配合物的制备及组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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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内容 

制备一种钴（III）配合物并分析其组成 

2.教学目标 

（1）学习并掌握一种钴（III）配合物的制备原理和操作； 

（2）学习对配合物的组成进行初步推断； 

（3）学习电导率仪。 

实验项目 15：明矾的制备 

1.教学内容 

制备复盐明矾 

2.教学目标 

（1）提出制备明矾的基本原理； 

（2）设计制备明矾的操作步骤，制备明矾； 

（3）学习并掌握铝和氢氧化铝的两性。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实验完毕应对实验现象进行解释并作出结论，或根据实验数据进行处

理和计算，独立完成完整的实验报告，按时交给实验指导教师批阅。 

 

2、考核方式 

（1） 该实验课的考核方式：平时实验成绩和实验操作考试成绩相结合。 

（2） 该实验课成绩的确定：该实验课程总成绩由平时实验成绩和实验操作考试成绩

组成，平时实验成绩占 70％，实验操作考试成绩占 30％。平时实验成绩由实

验预习、实验操作、实验报告和实验结果四项综合评定。实验操作考试内容为

无机化学实验（上）的基本操作及相关实验。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 电子分析天平  10 台  6、循环水真空泵          25 台 

2、 0.01g 电子天平  20 台  7、磁力搅拌器      120 台 

3、 0.1g 电子天平  5 台   8、pH 计      10 台 

4、 离心机       20 台  9、电烘箱      10 台 

5、 电导率仪   10 台  10、全套常用玻璃仪器每人一套 

六、实验教材及参考书 

1、教  材：《无机化学实验》（第二版），朗建平，卞国庆 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 

2、参考书：《无机化学实验》（第三版），北京师范大学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无机化学》  （第四版），北京师范大学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无机化学》  （第一版），朗建平，陶建清 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 

 



 17 

 

 

 

执 笔 人：贾定先   

审 批 人：姚英明    

完 成 时 间：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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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化学实验（下）》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041004                      课程学分：2   

课程名称（中/英）：无机化学实验（下）/ In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 II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72 

适用专业：化学（英语强化型） 

实验室名称：无机化学实验室（江苏省化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一、课程简介： 

无机化学实验是高校化学化工类专业学生的第一门必修基础实验课，它是一门独

立的课程，也是学习无机化学的一个重要环节。无机化学实验（下）的主要任务是：

通过实验课程使学生进一步掌握基本的化学实验方法，提高无机化学实验的基本操作

技能；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感性知识，经分析、归纳、总结，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

识，加深对无机化学基本概念和理论的理解，提高知识应用能力；进一步熟悉元素及

化合物的重要性质和反应，掌握无机化合物的一般分离和制备方法；掌握基本的化学

实验技术，培养学生查阅资料、设计实验方案、独立准备和操作实验的能力，培养细

致观察和记录现象的能力、准确测定实验数据和表达实验结果的能力，培养学生分析

解决问题、科学研究和创新的能力；培养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规范、细致、整洁的

进行科学实验的良好习惯以及逻辑思维方法，为学生参加科学研究及实际工作打下坚

实的基础。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1 转化法制备氯化铵 综合性 4 1 必修 

2 氧化还原反应和氧化还原反应平衡 验证性 4 1 必修 

3 硫酸锰铵的制备及检验 综合性 4 1 必修 

4 P 区非金属元素（一）（卤素、氧、硫） 验证性 4 1 必修 

5 硫代硫酸钠的制备及性质 综合性 4 1 必修 

6 P 区非金属元素（二）（氮族、硅、硼） 验证性 4 1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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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7 碱金属、碱土金属和 p 区金属元素 验证性 4 1 必修 

8 常见非金属阴离子的分离和鉴定 验证性 4 1 必修 

9 三草酸合铁（III）酸钾的制备和性质 综合性 4 1 必修 

10 I3
- 
= I2 + I

-
 平衡常数的测定 验证性 4 1 必修 

11 纯碱的制备和含量分析 综合性 4 1 必修 

12 第一过渡元素（一）（钛、钒、铬、锰） 验证性 4 1 必修 

13 配合物的生成和性质 验证性 4 1 必修 

14 高锰酸钾的制备 综合性 4 1 必修 

15 醋酸铬（II）水合物的制备 综合性 4 1 必修 

16 由二氧化锰制备碳酸锰 综合性 4 1 必修 

17 碱式碳酸铜的制备 设计性 4 1 必修 

18 
ds 区金属（铜、银、锌、镉、汞）和常见阳

离子的鉴定 
验证性 4 1 选修 

19 
二水合二氯化二（乙二胺）合铜（II）的制备

和铜含量分析 
设计性 4 1 选修 

20 混合阳离子的分离与鉴定 设计性 4 1 选修 

21 无水四碘化锡的制备 创新性 4 1 选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转化法制备氯化铵 

1.教学内容 

以 NaCl 和（NH4）2SO4 为原料，用转化法制备 NH4Cl，检验 NH4Cl 纯度。  

2.教学目标 

（1）学习并掌握用转化法制备 NH4Cl 的原理和操作方法； 

（2）了解利用溶解度差异制备可溶性化合物的一般原理； 

（3）巩固减压过滤、蒸发浓缩和结晶等基本操作。 

实验项目 2：氧化还原反应和氧化还原反应平衡 

1.教学内容 

氧化还原反应和电极电势，酸度、浓度对电极电势的影响，物质的氧化还原性。 

2.教学目标 

（1）掌握电极本性、浓度、酸度对电极电势以及氧化还原反应方向、产物的影

响； 

（2）通过实验，进一步加强对氧化还原平衡的原理、能斯特方程、原电池、电

动势等概念的理解； 

（3）学会装配原电池并测量原电池的电动势； 

（4）了解金属的腐蚀及其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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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3：硫酸锰铵的制备及检验 

1.教学内容 

制备复盐（NH4）2SO4∙MnSO4∙6H2O，定性检验硫酸锰铵。 

2.教学目标 

（1）学习并掌握制备（NH4）2SO4∙MnSO4∙6H2O 的原理和操作方法； 

（2）熟悉用化学还原的方法制备金属盐； 

（3）掌握 NH4
+和 Mn

2+离子的鉴定方法。 

实验项目 4：P 区非金属元素（一）（卤素、氧、硫） 

1.教学内容 

实验卤素单质、次氯酸盐、氯酸盐、H2O2、亚硫酸盐、硫代硫属盐等的重要性质 

2.教学目标 

（1）通过实验掌握卤素单质、卤化物、次氯酸盐、氯酸盐的氧化还原性及其转

化； 

（2）通过实验掌握 H2O2 的氧化还原性； 

（3）通过实验掌握亚硫酸盐、硫代硫属盐等的性质 

实验项目 5：硫代硫酸钠的制备及性质 

1.教学内容 

制备大苏打 Na2S2O3∙5H2O，试验硫代硫酸钠的还原性、稳定性和配位性。 

2.教学目标 

（1）学习并掌握制备 Na2S2O3∙5H2O 的原理和操作方法； 

（2）试验硫代硫酸钠的有关性质； 

（3）了解硫代硫酸钠在生成实际中的应用。 

实验项目 6：P 区非金属元素（二）（氮族、硅、硼） 

1.教学内容 

试验氮、磷、硅、硼主要化合物的重要性质 

2.教学目标 

（1）通过实验掌握氮的不同氧化态化合物的主要性质； 

（2）通过实验掌握磷酸盐的酸碱性和溶解性； 

（3）通过实验掌握硅酸盐、硼酸盐和硼砂主要性质，练习硼砂珠的有关实验操

作。 

实验项目 7：碱金属、碱土金属和 p 区金属元素 

1.教学内容 

试验碱金属、碱土金属及其主要化合物的性质，试验 p 区金属主要化合物的性质 

2.教学目标 

（1）试验并比较碱金属、碱土金属和铝的活泼性； 

（2）试验并比较碱土金属氢氧化物和盐类的溶解性； 

（3）练习焰色反应，熟悉金属钠和钾的安全操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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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试验 Al（III） 和 Sb（III）盐的水解性； 

（5）试验并比较铝、锡、铅、锑、铋氢氧化物的酸碱性和盐类的溶解性； 

（6）试验并掌握 Sn（II）的还原性和 Pb（IV）、Bi（V）的氧化性。 

实验项目 8：常见非金属阴离子的分离和鉴定 

1.教学内容 

常见阴离子的鉴定，混合阴离子的分离 

2.教学目标 

（1）熟悉常见非金属阴离子的特性； 

（2）掌握常见非金属阴离子的分离、鉴定原理及方法； 

（3）试验并掌握混合阴离子的分离方法。 

实验项目 9：三草酸合铁（III）酸钾的制备和性质 

1.教学内容 

制备配合物 K3[Fe（C2O4）3]∙3H2O，试验三草酸合铁（III）酸钾的光敏性。 

2.教学目标 

（1）掌握制备 K3[Fe（C2O4）3]∙3H2O 的原理和操作方法； 

（2）练习并掌握制备配合物的一般实验方法； 

（3）实验并掌握三草酸合铁（III）酸钾的光化学特性； 

（4）练习巩固加热、溶解、过滤、蒸发和结晶等基本操作。 

实验项目 10：I3
- 
= I2 + I

-
 平衡常数的测定 

1.教学内容 

测定 I3
- 
= I2 + I

-
 平衡常数；碘含量的测定。 

2.教学目标 

（1）掌握测定 I3
- 
= I2 + I

-
 平衡常数的原理和操作方法，理解化学平衡的移动； 

（2）掌握用硫代硫属钠标准溶液测定碘含量的滴定方法； 

（3）巩固滴定操作和滴定管、移液管的使用。 

实验项目 11：纯碱的制备和含量分析 

1.教学内容 

制备碳酸钠，测定碳酸钠含量。 

2.教学目标 

（1）掌握制备碳酸钠的原理和操作方法； 

（2）学习并掌握灼烧的操作方法； 

（3）掌握通过复分解反应制取化合物的方法； 

（4）巩固无机合成和滴定分析基本操作。 

实验项目 12：第一过渡元素（一）（钛、钒、铬、锰） 

1.教学内容 

试验钛、钒、铬、锰主要化合物的性质 

2.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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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验并掌握钛、钒、铬、锰化合物的重要化合物的性质； 

（2）试验并掌握 Cr（III）和 Cr（VI） 之间相互转化; 

（3）试验并掌握锰各氧化态之间相互转化及转化条件。 

实验项目 13：配合物的生成和性质 

1.教学内容 

试验配合物与复盐，配位平衡的移动，配位平衡与沉淀平衡，配位平衡与酸碱反

应 

2.教学目标 

（1）比较配合物与简单化合物、复盐的区别； 

（2）掌握配位平衡与沉淀反应、氧化还原反应、溶液酸碱性的关系; 

（3）了解螯合物的形成条件； 

（4）了解利用配合物的掩蔽效应鉴别离子的方法。 

实验项目 14：高锰酸钾的制备 

1.教学内容 

制备 K2MnO4，K2MnO4 歧化转化为 KMnO4，KMnO4 定性检验。 

2.教学目标 

（1）学习并掌握碱熔法制备高锰酸钾的原理和操作方法； 

（2）练习熔融、浸取、抽滤等操作； 

（3）掌握锰的各种氧化态之间的转化关系及转化条件。 

实验项目 15：醋酸铬（II）水合物的制备 

1.教学内容 

制备醋酸铬（II）水合物。 

2.教学目标 

（1）掌握制备醋酸铬（II）水合物的原理和操作方法； 

（2）学习在无氧条件下制备易被氧化的不稳定的化合物的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 16：由二氧化锰制备碳酸锰 

1.教学内容 

通过还原，由二氧化锰制备碳酸锰。 

2.教学目标 

（1）掌握由二氧化锰制备碳酸锰的原理和操作方法； 

（2）了解酸度对二氧化锰氧化还原性的影响； 

（3）培养无机制备实验综合技能。 

实验项目 17：碱式碳酸铜的制备 

1.教学内容 

探求制备碱式碳酸铜的反应条件，制备碱式碳酸铜。 

2.教学目标 

（1）掌握制备碱式碳酸铜的原理和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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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实验探求制备碱式碳酸铜的合理配料比和合适反应温度； 

（3）初步学会设计实验方案，以培养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实验项目 18：ds 区金属（铜、银、锌、镉、汞）和常见阳离子的鉴定 

1.教学内容 

试验铜、银、锌、镉、汞主要化合物的性质，常见阳离子的鉴定 

2.教学目标 

（1）试验并掌握铜、银、锌、镉、汞氢氧化物或氧化物、硫化物、配合物的生

成和性质，铜、银、汞化合物的氧化还原性； 

（2）掌握 Cu（II）、Cu（I）和 Hg（II）、Hg（I）之间相互转化及转化条件; 

（3）熟悉常见阳离子与常用试剂的反应； 

（4）掌握常见阳离子分离和鉴定的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 19：二水合二氯化二（乙二胺）合铜（II）的制备和铜含量分析 

1.教学内容 

制备配合物二水合二氯化二（乙二胺）合铜（II），测定配合物铜含量。 

2.教学目标 

（1）根据相关知识，提出制备二水合二氯化二（乙二胺）合铜（II）和测定铜

含量的基本原理； 

（2）提出制备二水合二氯化二（乙二胺）合铜（II）的操作步骤； 

（3）测定配合物铜含量； 

（3）学习设计实验方案和实验步骤，培养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实验项目 20：混合阳离子的分离与鉴定 

1.教学内容 

混合阳离子的分离与鉴定 

2.教学目标 

（1）了解混合阳离子的分离与鉴定的方法和操作； 

（2）设计实验方案并对混合离子溶液中的每种离子进行逐一分离和检出； 

（3）提高综合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实验项目 21：无水四碘化锡的制备 

1.教学内容 

制备无水四碘化锡 

2.教学目标 

（1）掌握制备无水四碘化锡的原理和操作方法； 

（2）学习并掌握非水溶剂中制备无机物和重结晶的方法； 

（3）培养无机制备实验综合技能。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实验完毕应对实验现象进行解释并作出结论，或根据实验数据进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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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计算，独立完成完整的实验报告，按时交给实验指导教师批阅。 

2、考核方式 

（1） 该实验课的考核方式：平时实验成绩和实验操作考试成绩相结合。 

（2） 该实验课成绩的确定：该实验课程总成绩由平时实验成绩和实验操作考试成绩

组成，平时实验成绩占 70％，实验操作考试成绩占 30％。平时实验成绩由实

验预习、实验操作、实验报告和实验结果四项综合评定。实验操作考试内容为

无机化学实验（下）的基本操作及相关实验。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 电子分析天平  10 台  6、循环水真空泵          25 台 

2、 0.01g 电子天平  20 台  7、磁力搅拌器      120 台 

3、 0.1g 电子天平  5 台   8、pH 计      10 台 

4、 离心机       20 台  9、电烘箱      10 台 

5、 电导率仪   10 台  10、全套常用玻璃仪器每人一套 

六、实验教材及参考书 

1、教  材：《无机化学实验》（第二版），朗建平，卞国庆 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 

2、参考书：《无机化学实验》（第三版），北京师范大学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无机化学》  （第四版），北京师范大学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无机化学》  （第一版），朗建平，陶建清 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 

 

 

 

 

 

 

 

执 笔 人：贾定先   

审 批 人：姚英明    

完 成 时 间：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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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化学实验（上）》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041007         课程学分：2.0 

课程名称（中/英）：分析化学实验（上）/ Analyt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s（Part 1） 

课程学时： 72            实验学时：72 

适用专业：化学（英语强化型） 

实验室名称：分析化学实验室（江苏省化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定量） 

一、课程简介： 

定量分析课是化学专业学生的主要基础课之一，定量分析实验教学是很重要的一

个环节。该实验课主要是利用滴定分析法和重量分析法开展一些常量组分的定量分

析，包括基本操作训练、规范熟练地容量分析（酸碱滴定、配位滴定、氧化还原滴定

及沉淀滴定法）和重量分析的基本操作，同时安排一定的实际样品分析，包括化肥、

无机化工产品、水、矿石、金属等实际样品中主要成分的分析等，实验内容有基础性、

综合性、设计性和创新性等实验类型。目的在于通过实验使学生熟练的掌握容量分析

和重量分析基本操作技能，学会实验数据的统计处理方法，严格树立“量”的概念，

培养严谨的科学作风，加深对分析化学的基本理论及其应用的理解，初步具有应用化

学分析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学时

分配 

实验 

类型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1 分析实验室基本规范及操作培训 4 演示性 1 必修 

2 滴定分析基本操作练习 4 综合性 1 必修 

3 工业纯碱总碱度的测定 4 综合性 1 必修 

4 硫酸铵中含氮量的测定 4 综合性 1 必修 

5 混合碱的分析（双指示剂法） 4 综合性 1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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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学时

分配 

实验 

类型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6 天然水总硬度的测定 4 综合性 1 必修 

7 铅铋混合液中铅、铋的连续测定 4 综合性 1 必修 

8 H2O2 含量的测定 4 综合性 1 必修 

9 铁矿石中铁的测定 4 综合性 1 必修 

10 铜合金中铜的测定 4 综合性 1 必修 

11 石灰石中氧化钙的测定 8 设计性 1 必修 

12 BaCl2•2H2O 中钡的测定 12 综合性 1 必修 

13 鸡蛋壳中碳酸钙含量的测定 8 创新性 1 选修 

14 盐酸溶液浓度的标定及分析实验基本操作考核 4 综合性（考核）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分析实验室基本规范及操作培训 

1.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演示、强调。 

2.教学目标 

（1）使学生全面了解分析化学实验（一）的要求、进度和分组情况。 

（2）通过本节课的教学,让学生了解实验室的安全、卫生规定并在实验中遵守之。 

（3）通过本节课的教学，明确实验预习报告、实验报告的书写要求，实验评分标准。 

实验项目 2：滴定分析基本操作练习 

1. 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演示、强调。 

2. 教学目标 

(1) 明确滴定分析的基本概念以及指示剂选择的原则。 

(2) 了解标准溶液配制的两种方法。 

(3) 学习掌握分析常用仪器的洗涤和正确使用方法。 

(4) 通过练习滴定操作，初步掌握甲基橙、酚酞指示剂终点的确定。 

实验项目 3：工业纯碱总碱度的测定 

1. 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演示、强调。 

2. 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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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了解基准物质 Na2CO3，掌握 HCl 的配制及标定过程。 

(2) 熟悉酸碱滴定法选用指示剂的原理。 

(3) 学习用容量瓶把固体试样制备成试液的方法及定量转移操作的基本要点。 

(4) 掌握工业纯碱总碱度测定的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 4：硫酸铵中含氮量的测定 

1. 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演示、强调。 

2. 教学目标 

（1）了解酸碱滴定法的应用，掌握甲醛法测定铵盐中氮含量的原理和方法。 

（2）学会甲醛溶液的处理方法。 

（3）了解取大样的原则。 

实验项目 5：混合碱的分析（双指示剂法） 

1. 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演示、强调。 

2. 教学目标 

（1）了解用双指示剂法测定混合碱中各组分含量的原理。 

（2）学会混合碱的总碱度测定方法及计算。 

（3）了解混合指示剂的使用及其优点。 

实验项目 6：天然水总硬度的测定 

1. 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演示、强调。 

2. 教学目标 

（1）了解水硬度的测定意义和常用的硬度表示方法。 

（2）掌握 EDTA 法测定水硬度的原理和方法。 

（3）掌握铬黑 T 和钙指示剂的应用，了解金属指示剂的特点。 

实验项目 7：铅铋混合液中铅、铋的连续测定 

1. 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演示、强调。 

2.  教学目标 

(1) 掌握配位滴定法进行 Bi
3+、Pb

2+连续测定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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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习利用控制酸度来分别测定金属离子的基本方法。 

(3) 了解二甲酚橙指示剂的变色特征。 

实验项目 8：H2O2含量的测定 

1. 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演示、强调。 

2. 教学目标 

(1) 学会高锰酸钾标准溶液的配制、保存及标定方法。 

(2) 掌握 KMnO4 法测定 H2O2 的原理及方法。 

(3) 加深对 KMnO4 自动催化反应及自身指示剂的了解及体会。 

实验项目 9：铁矿石中总铁的测定 

1. 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演示、强调。 

2. 教学目标 

(1) 学习矿石试样的溶解法。 

(2) 学习 K2Cr2O7 法测定铁矿石中铁的原理和操作步骤。 

(3) 了解二苯胺磺酸钠指示剂的作用原理。 

(4) 比较有汞盐和无汞盐测铁法的优缺点，增强环保意识。 

实验项目 10：铜合金中铜的测定 

1. 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演示、强调。 

2. 教学目标 

（1） 掌握 Na2S2O3 溶液的配制方法和保存条件。 

（2） 了解标定 Na2S2O3 的原理和方法。 

（3） 了解碘量法测定铜的原理。 

（4） 掌握间接碘量法的操作过程。 

实验项目 11：石灰石中氧化钙的测定（高锰酸钾法） 

1. 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演示、强调。 

2. 教学目标 

(1) 掌握用高锰酸钾法测定石灰石中钙含量的原理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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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熟悉均匀沉淀法原理和方法。 

(3) 进一步巩固重量分析和容量分析操作。 

实验项目 12：BaCl2•2H2O 中钡的测定（重量分析法） 

1. 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演示、强调。 

2. 教学目标 

(1) 掌握晶形沉淀的沉淀条件和沉淀方法。 

(2) 学习沉淀的过滤、洗涤、灼烧的操作技术。 

(3) 掌握硫酸钡重量法测定 BaCl2 中钡含量的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 13：鸡蛋壳中碳酸钙含量的测定 

1. 教学内容 

布置任务，学生自己设计多种方法解决问题。课后进行评议讨论。 

2. 教学目标 

（1）锻炼学生运用相关理论知识自主设计实验的能力。 

（2）培养学生查阅相关资料并加以运用的能力。 

（3）学习利用多种方法测定蛋壳中碳酸钙含量的方法并比较其优缺点。 

实验项目 14：盐酸溶液浓度的标定及分析实验基本操作 

1.教学内容 

考核内容：盐酸溶液浓度的标定及分析实验基本操作考核 

考核方式：以 Na2CO3为基准物标定盐酸，单人操作分批进行（时间 1 小时） 

2.教学目标 

（1）考查学生熟练操作仪器、处理实验数据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综合考查学生对常用分析仪器正确使用方法的掌握程度。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对于学生的实验成绩考核有一套完整的标准： 

考核形式：按平时实验（60%）、考试实验（40%）结合进行总评。 

评分标准： 

1、平时实验：态度 20%、操作 40%、报告 10%、结果 30%； 

2、考试实验：态度 10%、操作 20%、报告 10%、结果 60%。 

每组学生有专门的成绩记录册，对每个学生的每次实验都按评分标准记录实验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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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实验要求学生把原始数据及时记录到专门的原始数据记录册，由指导实验的老师

签字并进行计算核对，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常规玻璃仪器（滴定管、移液管、容量瓶、烧杯、锥形瓶等） 100 套； 

2、精密电子分析天平 40 台套；电子台秤 6 台套；调温电热板 8 台套； 烘箱 6 台； 

3、电热高温马弗炉 6 台套；煤气灯 100 套。 

六、教材及参考书 

1. 《分析化学实验》，南京大学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 

2. 《仪器分析实验》，张剑荣等编，科学出版社。 

3. 《分析化学实验》，武汉大学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执 笔 人：李建国   

审 批 人：姚英明    

完 成 时 间： 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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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化学实验（下）》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041008         课程学分：1.5 

课程名称（中/英）：分析化学实验（下）/ Analyt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s（Part 2）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54 

适用专业：化学（英语强化型） 

实验室名称：分析化学实验室（江苏省化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仪器） 

一、课程简介： 

仪器分析是利用物理或物理化学方法研究物质的化学结构、化学成分及进行组分

的含量测定。实验内容涉及到光谱学、电化学、色谱等分析体系。仪器分析是化学专

业必修的基础课程之一，实验教学的目的是使学生进一步加深对主要仪器与分析方法

的基本原理、仪器结构与主要部件功能的理解，掌握一些比较简单的分析仪器的使用

方法。学习了解大型复杂分析仪器的使用办法。初步具有应用各种仪器分析方法解决

具体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

号 
实验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1 仪器分析实验讲座 实验理论课 3 全体 必修 

2 氟离子选择电极测定自来水中氟 综合性 3 2 必修 

3 电位滴定法测定弱酸离解常数 综合性 3 2 必修 

4 循环伏安法判断电极过程 综合性 3 2 必修 

5 库仑滴定法测定硫代硫酸钠的浓度 综合性 3 1 必修 

6 
气相色谱条件实验及对卤代烃的定

性分析 
综合性 3 2 必修 

7 毛细管气相色谱法条件及定量分析 综合性 3 2 必修 

8 离子色谱法测水中阴离子 综合性 3 2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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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实验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9 萘、联苯的高效液相色谱分析 综合性 3 2 必修 

10 分光光度法测定水中总铁 综合性 3 1 必修 

11 
有机化合物的吸收光谱及溶剂的影

响 
研究性 3 1 必修 

12 荧光物质的荧光特性及其定量分析 综合性 3 2 必修 

13 醛和酮的红外光谱分析 综合性 3 2 必修 

14 
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自来水中钙、

镁 
综合性 3 2 必修 

15 
ICP 原子发射直读光谱法测定微量

铜、铅、锌 
综合性 3 2 必修 

16 核磁共振波谱法分析 研究性（创新性） 
3(+3

) 
2 必修 

17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分析有机物 研究性（创新性） 3 2 选修 

18 仪器分析实验考试 

综合考查学生对各种仪器

分析方法的原理、特点及

其应用范围的掌握程度。 

3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仪器分析实验讲座 

1. 教学内容 

全面介绍仪器分析方法特点和分类，仪器分析实验注意事项和仪器分析实验室管

理要求。 

2. 教学目标 

（1）使学生全面了解分析化学实验（一）的要求、进度和分组情况。 

（2）通过本节课的教学，让学生了解实验室的安全、卫生规定并在实验中遵守之。 

（3）通过本节课的教学，明确实验预习报告、实验报告的书写要求，实验评分标准。 

实验项目 2：氟离子选择电极测定自来水中氟 

1. 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2. 教学目标 

（1） 掌握用标准曲线法测定氟离子未知物质的浓度。 

（2） 学习使用离子计。 



 33 

实验项目 3：电位滴定法测定弱酸离解常数 

1. 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2. 教学目标 

(1) 掌握电位滴定法测定弱酸解离常数。 

(2) 掌握确定电位滴定终点的方法。 

(3) 学习使用自动电位滴定计。 

实验项目 4：循环伏安法判断电极过程 

1. 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2. 教学目标 

（1）掌握用循环伏安法判断电极过程可逆性。 

（2）学习使用电化学工作站。 

（3）学会测量峰电流和峰电位。 

实验项目 5：库仑滴定法测定硫代硫酸钠的浓度 

1. 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2. 教学目标 

（1）掌握库仑滴定法原理。 

（2）熟悉永停终点法指示滴定终点的方法。 

实验项目 6：气相色谱条件实验及对卤代烃的定性分析 

1. 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2. 教学目标 

（1）熟悉理论塔板数及理论塔板高度的概念及计算方法。 

（2）理解柱温的改变对组分保留行为的影响。 

（3）掌握气相色谱仪操作方法与热导检测器的原理。 

（4）熟悉气相色谱定性分析方法。 

实验项目 7：毛细管气相色谱法条件及定量分析 

1.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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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2. 教学目标 

(1) 熟悉色谱分析的原理及色谱工作站的使用方法。 

(2) 掌握气相色谱仪操作方法与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的原理。 

(3) 用保留时间定性；用归一化法定量；用分离度对实验数据进行评价。 

实验项目 8：离子色谱法测水中阴离子 

1. 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2. 教学目标 

(1) 掌握离子色谱法分析的基本原理。 

(2) 掌握常见阴离子的测定方法。 

(3) 掌握离子色谱的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 

实验项目 9：萘、联苯的高效液相色谱分析 

1. 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2. 教学目标 

(1) 理解反相色谱的优点及应用。 

(2) 掌握归一化定量方法。 

(3) 了解高效液相色谱仪的结构，掌握其基本操作。 

实验项目 10：分光光度法测定水中总铁 

1. 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2. 教学目标 

（1）掌握分光光度分析的条件优化及分光光度测定铁的方法。 

（2）掌握分光光度计的性能、结构及其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11：有机化合物的吸收光谱及溶剂的影响 

1. 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2. 教学目标 

(1) 学习紫外吸收光谱的绘制方法，利用吸收光谱进行化合物的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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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了解溶剂的性质对吸收光谱的影响。 

(3) 掌握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的使用。 

实验项目12：荧光物质的荧光特性及其定量分析 

1. 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2. 教学目标 

(1) 测量荧光物质的激发光谱和荧光光谱。 

(2) 掌握荧光物质的定量测定方法。 

(3) 熟悉 F-2500（日立）荧光光谱仪结构及操作。 

实验项目 13：醛和酮的红外光谱分析 

1. 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2. 教学目标 

（1）掌握压片法和液膜法等制样方法； 

（2）熟悉红外光谱仪结构及操作； 

（3）利用所测红外光谱图进行结构分析。 

实验项目 14：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自来水中钙、镁 

1. 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2. 教学目标 

（1）了解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的基本结构，并掌握其使用方法。 

（2）掌握以标准曲线法测定自来水中钙、镁含量的方法。 

实验项目15：ICP原子发射直读光谱法测定微量铜、铅、锌 

1. 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2. 教学目标 

（1）熟悉 ICP 原子发射直读光谱仪的基本结构，并掌握其使用方法。 

（2）掌握原子发射光谱分析法的原理。 

实验项目16：核磁共振波谱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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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2. 教学目标 

（1）掌握核磁共振波谱法测定化合物的结构。 

（2）掌握核磁共振波谱仪的使用方法。 

（3）掌握核磁共振波谱图的解析方法。 

实验项目 17：气相色谱-质谱联用分析有机物 

1. 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2. 教学目标 

（1）通过实验进一步理解两种方法联用以后可以取长补短的实用意义。 

（2）学会色-质联用测定有机物的方法。 

实验项目 18：仪器分析实验考试及分析实验基本操作 

1. 教学内容 

考核内容：分批抽签进行分析仪器基本操作考核 

考核方式：问答、仪器操作、做出实验结果；单人操作分批进行（时间 1 小时） 

2. 教学目标 

（1）考查学生熟练操作仪器、处理实验数据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综合考查学生对常用分析仪器正确使用方法的掌握程度。 

四、考核方式 

对于学生的实验成绩考核有一套完整的标准： 

考核形式：按平时实验（70％）、考试实验（30％）结合进行总评。 

评分标准： 

1、平时实验：态度 20％、操作 40％、报告 10％、结果 30％ 

2、考试实验：态度 10％、操作 30％、报告 10％、结果 50％。 

每组学生有专门的成绩记录册，对每个学生的每次实验都按评分标准记录实验成

绩。每次实验要求学生把原始数据及时记录到专门的原始数据记录册，由指导实验的

老师签字并进行计算核对，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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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析天平及电子天平 40 9、自动电位滴定仪 4 

2、ICP 原子发射光谱仪 2 10、pH 计及离子计 8 

3、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2 11、电化学分析仪 4 

4、可见分光光度计（扫描） 3 12、气相色谱仪 4 

5、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扫描） 3 13、液相色谱仪 2 

6、红外吸收光谱仪 2 14、核磁共振谱仪 2 

7、荧光光谱仪 3 15、离子色谱仪 2 

8、库仑滴定仪 4 16、色－质联用仪 待购 

   

六、实验教材、参考书 

1. 《仪器分析实验》，张剑荣等编，科学出版社。 

2. 《仪器分析实验》，赵文宽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执 笔 人：李建国   

审 批 人：姚英明    

完 成 时 间： 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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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化学实验（上）》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041011                         课程学分：1.5 

课程名称（中/英）：有机化学实验（上）/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s （I） 

课程学时：54 学时                        实验学时：54 学时 

适用专业：化学（英语强化型） 

实验室名称：有机化学实验室（江苏省化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要求学生掌握有机化学的基本操作技术，包括熔点测定、蒸馏、重结晶、

萃取、干燥、层析、减压蒸馏、水蒸气蒸馏和无水操作等；培养学生能以小量规模正

确地进行制备、分离提纯和鉴定产品的能力；培养学生能初步查阅文献资料并写出合

格的实验报告；培养学生良好的实验工作方法和工作习惯，以及实事求是的、严谨的

科学态度。 

通过实验，使学生加深对有机化学基本理论的理解，提高学生动手能力以及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有机化学实验一般知识和安全教育  3  必修 

2 常用玻璃器皿的辨识、洗涤及保养 验证性 2 1 必修 

3 熔点测定 验证性 3 1 必修 

4 蒸馏和沸点的测定 验证性 3 1 必修 

5 水溶剂重结晶 综合性 3 1 必修 

6 有机溶剂重结晶 综合性 3 1 必修 

7 烷、烯、炔烃的性质 验证性 3 1 必修 

8 环己烯的制备（测折光率） 综合性 6 1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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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9 芳烃、卤代烃的性质 验证性 2 1 必修 

10 乙醚的制备 综合性 5 1 选修 

11 正丁醚的制备 综合性 5 1 必修 

12 醇、酚的性质 验证性 2 1 必修 

13 溴乙烷的制备 综合性 5 1 必修 

14 醛、酮的性质 验证性 3 1 必修 

15 二苯醚的制备 综合性 3 1 必修 

16 对甲基苯乙酮的制备 综合性 6 1 必修 

17 基本操作技术综合演练 综合性 2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有机化学实验一般知识和安全教育 

1. 教学内容 

  有机化学实验安全知识；有机化学实验的一般知识，包括基本操作和实验技术；

实验报告的要求和基本格式 

2. 教学目标 

  了解安全知识及紧急事故处理办法； 

  学习有机实验基本操作和实验技术 

实验项目 2：常用玻璃器皿的辨识、洗涤及保养 

1. 教学内容 

  领取、辨识仪器；练习各种洗涤方法 

2. 教学目标 

  识别有机化学实验中常用的玻璃仪器； 

  掌握各种玻璃器皿的洗涤方法 

实验项目 3：熔点测定 

1. 教学内容 

  测定 2 个样品的熔点 

2. 教学目标 

  掌握有机化合物的熔点测定方法 

实验项目 4：蒸馏和沸点的测定 

1. 教学内容 

  蒸馏乙酸乙酯等有机溶剂，并测定沸点 

2. 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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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蒸馏及分离、提纯液体混合物的方法； 

  掌握常量法测沸点 

实验项目 5：水溶剂重结晶 

1. 教学内容 

  水作溶剂，重结晶乙酰苯胺或苯甲酸 

2. 教学目标 

  掌握用水作溶剂的固体有机化合物重结晶的方法 

实验项目 6：有机溶剂重结晶 

1. 教学内容 

      70%乙醇作溶剂，重结晶萘 

2. 教学目标 

      掌握用有机溶剂重结晶固体有机物的方法 

实验项目 7：烷、烯、炔烃的性质 

1. 教学内容 

  烷、烯、炔烃性质实验 

2. 教学目标 

  了解烷、烯、炔烃的性质以及鉴别方法 

实验项目 8：环己烯的制备（测 nd
20） 

1. 教学内容 

  环己醇脱水制备，并分离提纯环己烯，并测定折光率 

2. 教学目标 

  掌握环己烯的制备方法 

  掌握分馏技术 

  掌握折光率的测定方法 

实验项目 9：芳烃、卤代烃的性质 

1. 教学内容 

  芳烃、卤代烃的性质实验 

2. 教学目标 

  了解芳烃、卤代烃的性质以及鉴别方法 

实验项目 10：乙醚的制备 

1. 教学内容 

  通过乙醇的分子间脱水制备乙醚 

2. 教学目标 

  了解低沸点易燃液体的蒸馏方法； 

  掌握乙醚的制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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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1：正丁醚的制备 

1. 教学内容 

  通过正丁醇的分子间脱水制备正丁醚 

2. 教学目标 

  掌握正丁醚的制备原理和方法 

  掌握正确使用分水器 

实验项目 12：醇、酚的性质 

1. 教学内容 

  一级、二级、三级醇和苯酚的性质 

2. 教学目标 

  了解醇、酚的性质 

实验项目 13：溴乙烷的制备 

1. 教学内容 

  用乙醇制备并分离提纯溴乙烷 

2. 教学目标 

  掌握溴乙烷的制备方法 

  掌握低沸点液体蒸馏方法 

实验项目 14：醛、酮的性质 

1. 教学内容 

  醛、酮的性质 

2. 教学目标 

  了解醛、酮的性质 

实验项目 15：二苯醚的制备 

1. 教学内容 

  使用微波反应器，通过苯酚与碘苯的 ullmann 反应制备二苯醚 

2. 教学目标 

  了解有机实验新技术—微波技术 

  掌握薄板层析技术 

实验项目 16：对甲基苯乙酮的制备 

1. 教学内容 

  用甲苯和醋酐反应制备对甲基苯乙酮 

2. 教学目标 

  掌握傅－克反应制备芳酮的原理和方法 

  掌握电磁搅拌器的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17：基本操作技术综合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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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学内容 

包括熔点测定、蒸馏、重结晶、萃取、干燥、层析、测定折光率、油水分离技术

等 

2. 教学目标 

检验学习效果，纠正错误和不规范的操作行为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 实验报告： 

实验报告的内容应包括实验目的、实验原理、实验步骤（流程图）、实验主

要装置图、数据记录与处理、结果与讨论、有关实验习题、总结对实验的体会

和改进等内容。报告版面清晰，条理清楚；图表正确美观，比例协调；数据处

理完整准确；回答问题言简意赅。 

2. 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主要采取平时实验和期终考试相结合。 

（2）实验成绩包括平时成绩和考试成绩两部分，各占比重 70%和 30%。平时

成绩按每次实验的预习 20%、实验操作 40%、实验报告 30%和实验结果 10%

进行综合评定。考试成绩是闭卷操作考试。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 普通玻璃仪器和磨口玻璃仪器 各 120 套 

2. 电热恒温干燥箱 12 台 

3. 循环水泵 24 台 

4. 旋片式真空泵 6 台 

5. 显微熔点测定仪 3 台 

6. 阿贝折光仪 6 台 

7. 旋转薄膜蒸发器 6 台 

8. 紫外分析仪 6 台 

9. 电磁搅拌器 120 台 

10. 层析柱 100 根 

11. 恒速电动搅拌器 60 台 

12. 微波反应器 6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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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 教材：《有机化学实验》（第二版），曹健，郭玲香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 

2. 参考书：《有机化学实验（第四版）》，华南师大、东北师大、苏州大学、广西

师大、上海师大合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 

 

 

 

 

 

 

 

执 笔 人：赵   蓓   

审 批 人：姚英明    

完 成 时 间： 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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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化学实验（下）》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041012                         课程学分：2 

课程名称（中/英）：有机化学实验（下）/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s（II） 

课程学时：72 学时                        实验学时：72 学时 

适用专业：化学（英语强化型） 

实验室名称：有机化学实验室（江苏省化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要求学生掌握有机化学的基本操作技术，包括熔点测定、蒸馏、重结晶、

萃取、干燥、层析、减压蒸馏、水蒸气蒸馏和无水操作等；培养学生能以小量规模正

确地进行制备、分离提纯和鉴定产品的能力；培养学生能初步查阅文献资料并写出合

格的实验报告；培养学生良好的实验工作方法和工作习惯，以及实事求是的、严谨的

科学态度。 

通过实验，使学生加深对有机化学基本理论的理解，提高学生动手能力以及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羧酸衍生物的性质 验证性 4 1 必修 

2 呋喃甲醇和呋喃甲酸的制备 综合性 8 1 必修 

3 乙酰乙酸乙酯的制备 综合性 8 1 必修 

4 己二酸的制备 综合性 4 1 必修 

5 己二酸二乙酯的制备 综合性 5 1 必修 

6 胺的性质 验证性 2 1 必修 

7 邻、对硝基苯胺的制备 设计性 18 1 必修 

8 三苯甲醇的制备 设计性 8 1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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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9 生物碱（咖啡因）的提取 综合性 7 1 必修 

10 聚乙烯醇缩甲醛的制备 综合性 3 1 必修 

11 糖、氨基酸、蛋白质的性质 验证性 3 1 必修 

12 绿色植物色素的色谱分离 综合性 4 1 选修 

13 甲基橙的制备 综合性 4 1 选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羧酸衍生物的性质 

1. 教学内容 

  酰氯、酸酐、酯和酰胺的性质 

2. 教学目标 

  掌握羧酸衍生物的性质； 

  了解肥皂的制备原理和性质 

实验项目 2：呋喃甲醇和呋喃甲酸的制备 

1. 教学内容 

  呋喃甲醛的歧化反应制备呋喃甲醇和呋喃甲酸 

2. 教学目标 

  掌握呋喃甲醇和呋喃甲酸的制备方法； 

  掌握 Cannizzaro 反应 

实验项目 3：乙酰乙酸乙酯的制备 

1. 教学内容 

  利用 Claisen 缩合反应，用乙酸乙酯在金属钠存在下制备乙酰乙酸乙酯 

2. 教学目标 

  掌握乙酰乙酸乙酯的制备； 

  了解减压蒸馏操作 

实验项目 4：己二酸的制备 

1. 教学内容 

  利用硝酸把环己醇氧化成己二酸 

2. 教学目标 

  了解由环己醇氧化制备己二酸的方法； 

  掌握有机氧化反应的一般概念和进行合成的正确操作 

实验项目 5：己二酸二乙酯的制备 

1.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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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己二酸与乙醇发生酸催化酯化反应，制备己二酸二乙酯 

2. 教学目标 

  掌握己二酸二乙酯的制备原理和方法； 

  掌握分水器的使用方法； 

  掌握减压蒸馏等操作 

实验项目 6：胺的性质 

1. 教学内容 

      苯胺，N-甲基苯胺和 N,N-二甲基苯胺的性质 

2. 教学目标 

      掌握脂肪胺和芳香胺化学性质；用简单方法区别第一、第二和第三胺 

实验项目 7：邻、对硝基苯胺的制备 

1. 教学内容 

  设计以乙酰苯胺为原料合成邻硝基苯胺和对硝基苯胺的方法，并分离提纯。 

2. 教学目标 

  掌握邻、对硝基苯胺的制备方法； 

  掌握水蒸气蒸馏； 

  巩固色谱法的原理及操作方法 

实验项目 8：三苯甲醇的制备 

1. 教学内容 

  原位制备苯基溴化镁，并设计合理路线合成三苯甲醇 

2. 教学目标 

  掌握三苯甲醇的制备原理及方法； 

  了解无水操作； 

  掌握低沸点易燃液体的蒸馏 

实验项目 9：生物碱的提取 

1. 教学内容 

  从茶叶中提取咖啡因 

2. 教学目标 

  了解从天然产物中提取有效成分的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 10：聚乙烯醇缩甲醛的制备 

1. 教学内容 

  聚乙烯醇用甲醛改性，制备 107 胶水 

2. 教学目标 

  了解聚乙烯醇缩甲醛的制备原理；掌握电动搅拌机的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11：糖、氨基酸、蛋白质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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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学内容 

  单糖、双糖和多糖的性质；氨基酸和蛋白质的性质 

2. 教学目标 

  验证和巩固糖类物质、氨基酸、蛋白质的主要化学性质； 

  掌握某些常用的鉴别方法 

实验项目 12：绿色植物色素的色谱分离 

1. 教学内容 

  提取菠菜叶中的叶绿素和叶黄素，并用柱层析分离 

2. 教学目标 

  学习并掌握层析技术； 

  练习使用旋转薄膜浓缩仪 

实验项目 13：甲基橙的制备 

1. 教学内容 

  用对氨基苯磺酸与 N,N-二甲基苯胺制备甲基橙 

2. 教学目标 

  学习重氮盐的偶联反应并掌握重氮化低温反应的条件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 实验报告： 

    实验报告的内容应包括实验目的、实验原理、实验步骤（流程图）、实验主

要装置图、数据记录与处理、结果与讨论、有关实验习题、总结对实验的体会和

改进等内容。报告版面清晰，条理清楚；图表正确美观，比例协调；数据处理完

整准确；回答问题言简意赅。 

2. 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主要采取平时实验和期终考试相结合。 

（2）实验成绩包括平时成绩和考试成绩两部分，各占比重 70%和 30%。平时成

绩按每次实验的预习 20%、实验操作 40%、实验报告 30%和实验结果 10%进行

综合评定。考试成绩是闭卷理论考试。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 普通玻璃仪器和磨口玻璃仪器 各 120 套 

2. 电热恒温干燥箱 12 台 

3. 循环水泵 24 台 

4. 旋片式真空泵 6 台 

5. 显微熔点测定仪 3 台 

6. 阿贝折光仪 6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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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旋转薄膜蒸发器 6 台 

8. 紫外分析仪 6 台 

9. 电磁搅拌器 120 台 

10. 层析柱 100 根 

11. 恒速电动搅拌器 60 台 

12. 微波反应器 6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 教材：《有机化学实验》（第二版），曹健，郭玲香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 

2. 参考书：《有机化学实验（第四版）》，华南师大、东北师大、苏州大学、广西

师大、上海师大合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 

 

 

 

 

 

 

执 笔 人：赵   蓓   

审 批 人：姚英明    

完 成 时 间： 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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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化学实验（上）》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041015                      课程学分：2.0 

课程名称（中/英）：物理化学实验（上）Phys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s I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72 

适用专业：化学（英语强化型） 

实验室名称：物理化学实验室（江苏省化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一、课程简介： 

物理化学实验是继无机化学实验、分析化学实验和有机化学实验之后的一门独立

的基础实验课程，其主要目的是使学生了解物理化学研究方法，掌握物理化学的基本

实验技术和技能，常用仪器的构造原理及使用方法，了解现代先进仪器、计算机在物

理化学实验中的应用等。学会重要的物理化学性能测定，熟悉物理化学实验现象的观

察和记录，实验条件的判断和选择，正确测量、处理实验数据和分析实验结果，加深

对物理化学基本理论的理解，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认真观察能力、查阅文献能力、

思维和想象能力、表达和准确记录数据能力，学会对测定原始数据的分析、处理与评

价及计算机在物理化学实验中的应用，使学生得到综合训练，增强解决实际化学问题

的能力。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蔗糖水解反应速率常数的测定 综合性 7 2 必修 

2 双液系气—液平衡相图的绘制 综合性 7 2 必修 

3 燃烧热的测定 综合性 8 2 必修 

4 电导法测定弱电解质电离常数 验证性 7 2 必修 

5 苯甲醛红外光谱的密度泛函理论研究 验证性 7 2 必修 

6 热分析测定水合无机盐的热稳定性 综合性 7 2 必修 

7 溶液法测定极性分子的偶极矩 综合性 7 2 必修 

8 甲基红离解平衡常数的测定 验证性 7 2 必修 

9 液体饱和蒸气压的测定 综合性 7 2 必修 

http://www.baike.com/sowiki/%E8%AE%A1%E7%AE%97%E6%9C%BA?prd=content_doc_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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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0 络合物磁化率的测定 验证性 8 2 必修 

11 二组分固-液相图的绘制 综合性 7 2 选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蔗糖水解反应速率常数的测定 

1.教学内容 

旋光法测定蔗糖在酸性催化条件下的水解反应速率常数和活化能。 

2.教学目标 

（1）了解该反应的反应物浓度与旋光度之间的关系。 

（2）学习旋光仪的使用方法。 

（3）测定蔗糖在酸催化条件下的水解反应速率常数和半衰期。 

实验项目 2：双液系气—液平衡相图的绘制 

1.教学内容 

环己烷-乙醇双液系的气-液平衡相图的测定和绘制。 

2.教学目标 

（1）绘制常压下双液系沸点-组成图。 

（2）掌握测定双组分液体沸点的方法。 

（3）掌握阿贝折射仪的使用方法及用折射率确定二组分液体组成的方法。 

实验项目 3：燃烧热的测定 

1.教学内容 

用氧弹热量计测定萘的燃烧热。 

2.教学目标 

（1）明确燃烧热的定义和了解氧弹量热计原理构造并掌握其使用方法。 

（2）会应用雷诺图解法得到温度的改变值，测定萘的燃烧热。 

（3）了解氧气钢瓶减压阀的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4：电导法测定弱电解质电离常数 

1.教学内容 

电导法测定醋酸的电离常数。 

2.教学目标 

（1）通过醋酸溶液电导率的测定，得到醋酸的电离常数。 

（2）了解电导率测定的原理和方法。 

（3）掌握电导率仪的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5：苯甲醛红外光谱的密度泛函理论研究 

1.教学内容 

密度泛函理论计算苯甲醛红外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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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熟悉使用 Chemoffice 化学工具软件包、Gaussian 计算软件和 EditPlus

编辑软件。 

（2）掌握红外光谱的理论计算方法。 

（3）了解计算机在物理化学实验中的应用。 

实验项目 6：热分析测定水合无机盐的热稳定性 

1.教学内容 

DSC 研究五水硫酸铜的热稳定性。 

2.教学目标 

（1）掌握热分析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2）测定 CuSO4·5H2O 的 DSC 图，分析试验的热稳定性和热反应机理。 

（3）掌握热分析仪的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7：溶液法测定极性分子的偶极矩 

1.教学内容 

测定氯仿在环己烷介质中的介电常数和偶极矩。 

2.教学目标 

（1）测定氯仿在环已烷中的介电常数和偶极矩，了解偶极矩与分子电性的

关系。 

（2）了解 Clansius-Mosotti-Debye 方程的意义及公式的使用范围。 

（3）掌握密度管的使用与电容的测定。 

实验项目 8：甲基红离解平衡常数的测定 

1.教学内容 

分光光度法测定甲基红的离解常数。 

2.教学目标 

（1）学会用分光光度法测定混合物组分的浓度。 

（2）测定甲基红离解平衡常数。 

（3）掌握分光光度计的原理和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9：液体饱和蒸气压的测定 

1.教学内容 

静态法测定环己烷饱和蒸汽压的测定。 

2.教学目标 

（1）明确纯液体的饱和蒸气压、气液平衡的概念，了解蒸气压与温度的关系。 

（2）掌握纯液体的饱和蒸气压，摩尔气化热和沸点的测定方法。 

（3）初步掌握气液平衡技术，真空实验技术。 

实验项目 10：络合物磁化率的测定 

1.教学内容 

FeSO4·7H2O, K4Fe（CN）6·3H2O 络合物的磁化率与电子结构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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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 Gouy 磁天平测物质磁化率的基本原理。 

（2）测定 FeSO4·7H2O, K4Fe（CN）6·3H2O 两种络合物的磁化率推算其

不成对电子数，判断分子的配键类型。 

（3）掌握 Gouy 磁天平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11：电导法测定难溶盐溶解度 

1.教学内容 

电导法测定 PbSO4 饱和溶液的电导率计算 PbSO4 的溶解度。 

2.教学目标 

（1）掌握电导法测定难溶盐溶解度的原理和方法。 

（2）测定难溶盐溶解度。 

（3）学会使用电导率仪。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考核形式：按平时实验（80％）、考试（20％）结合进行总评。 

评分标准：1、平时实验：预习 10%，实验操作 50％、实验报告 40％ 

2、考试：操作考试.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圆盘式旋光仪及附件 4 套,超级恒温水槽 5 套,秒表 5 支，电子台秤 2 台。 

2.沸点仪 4 只,直流稳压电源 4 台,阿贝折射仪 4 台,超级恒温槽 2 套，温度计 4

支 

3.氧弹量热计 4 套,氧气钢瓶（附氧气表）2 套,数字式精密温差测量仪 4 台,

压片机 4 台,万用电表 1 只。 

4.电导率仪（DDS-11A）5 台，温度计，电导池 4 个。  

5.微机 9 台。 

6.热分析仪 DSC（耐驰 F204）1 套，微机（普通配置）9 台。 

7.阿贝折光仪 5 台，PGM-Ⅱ型数字小电容测试仪（含电容池）4 台，超级恒

温槽 4 台，密度管 10 只。  

8.722 型分光光度计 4 台，精密 pH4 计 4 台。 

9.恒温装置 4 套，真空泵及附件 1 套，气压计 1 台，数字式低真空测压仪 4

台。 

10.古埃磁天平 4 台，分析天平 4 台。 

11.金属相图试验仪 4 台，微机 4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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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尔康 张剑荣，《物理化学实验》，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 

2.参考书：  

庄继华等修订，《物理化学实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 

北京大学物理化学教研室，《物理化学实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 

罗鸣 石士考 张雪英，《物理化学实验》，化学工业出版社，2012 年。 

高滋，《 Experimental physical chemistry》，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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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化学实验（下）》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041016                   课程学分：1.5 

课程名称（中/英）：物理化学实验（下）Phys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s II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54 

适用专业：化学（英语强化型） 

实验室名称：物理化学实验室（江苏省化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一、课程简介： 

物理化学实验是继无机化学实验、分析化学实验和有机化学实验之后的一门独立

的基础实验课程，其主要目的是使学生了解物理化学研究方法，掌握物理化学的基本

实验技术和技能，常用仪器的构造原理及使用方法，了解现代先进仪器、计算机在物

理化学实验中的应用等。学会重要的物理化学性能测定，熟悉物理化学实验现象的观

察和记录，实验条件的判断和选择，正确测量、处理实验数据和分析实验结果，加深

对物理化学基本理论的理解，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认真观察能力、查阅文献能力、

思维和想象能力、表达和准确记录数据能力，学会对测定原始数据的分析、处理与评

价及计算机在物理化学实验中的应用，使学生得到综合训练，增强解决实际化学问题

的能力。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1 BZ 化学振荡反应 综合性 5 2 必修 

2 电势-pH 曲线的测定 验证性 4 2 必修 

3 电泳 综合性 6 2 必修 

4 原电池电动势的测定 综合性 5 2 必修 

5 液体表面张力的测定 综合性 6 2 必修 

6 黏度法测定水溶性高聚物的相对分子量 综合性 6 2 必修 

7 凝固点降低法测相对分子量 验证性 6 2 必修 

8 电导法测定乙酸乙酯皂化反应速率常数 验证性 5 2 必修 

http://www.baike.com/sowiki/%E8%AE%A1%E7%AE%97%E6%9C%BA?prd=content_doc_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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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9 铁的极化曲线的测定 验证性 5 2 必修 

10 溶液吸附法测定固体比表面积 综合性 6 2 必修 

11 电导法测定难溶盐溶解度 综合性 6 2 选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BZ 化学振荡反应 

1.教学内容 

测定 BZ 化学振荡反应在不同温度下的诱导时间及振荡周期，计算在实验温

度范围内反应的诱导活化能和振荡活化能。 

2.教学目标 

（1）了解 BZ（Belousov-Zhabotinski）反应的基本原理以及研究化学振荡反

应的方法。 

（2）掌握硫酸介质中以金属铈离子作催化剂时，丙二酸被溴化钾氧化过程

的基本原理，观察化学振荡现象。 

（3）测定不同温度下的诱导时间及振荡周期，计算在实验温度范围内反应

的诱导活化能和振荡活化能，练习用微机处理实验数据和作图。 

实验项目 2：电势-pH 曲线的测定 

1.教学内容 

测定 Fe
3+／Fe

2+－EDTA 络合体系在不同 pH 条件下的电极电势，绘制电势

-pH 曲线。 

2.教学目标 

（1）掌握电极电势、电池电动势和 pH 的测量原理和方法。 

（2）测定 Fe
3+／Fe

2+－EDTA 络合体系在不同 pH 条件下的电极电势，绘制

电势-pH 曲线。 

（3）了解电势-pH 图的意义及应用。 

实验项目 3：电泳 

1.教学内容 

  氢氧化铁溶胶的制备及电泳法测定氢氧化铁溶胶的电动电势。 

2.教学目标 

（1）用电泳法测定氢氧化铁溶胶的电动电势（δ）。 

（2）掌握电泳法测定ζ 电势的原理和技术。 

（3）掌握氢氧化铁溶胶的制备。 

 

实验项目 4：原电池电动势的测定     

1.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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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 Cu-Zn、Cu-甘汞电极、锌-甘汞电极可逆电池的电动势。 

2.教学目标 

（1）掌握可逆电池电动势的测量原理和电位差计操作技术。 

（2）学会铜锌电极的制备方法。 

（3）测定 Cu-Zn 等电池的电动势和 Cu、Zn 电极的电极电位。 

实验项目 5：液体的表面张力的测定 

1.教学内容 

最大泡压法测定不同浓度乙醇水溶液的表面张力，计算溶液表面吸附量和

乙醇分子的横截面积。 

2.教学目标 

（1）掌握最大气泡法测定表面张力的原理和方法。 

（2）测定不同浓度乙醇水溶液的表面张力。 

（3）计算溶液表面吸附量，乙醇分子横截面积。 

实验项目 6：粘度法测定水溶性高聚物的相对分子量 

1.教学内容 

粘度法测定高聚物（右旋糖苷、聚乙二醇、聚乙烯醇）的平均分子量。 

2.教学目标 

（1）测定线型高聚物的相对分子质量的平均值。 

（2）掌握乌氏粘度计测定粘度的方法。 

（3）掌握乌氏粘度计测定粘度的原理。 

实验项目 7：凝固点降低法测定相对分子质量 

1.教学内容 

凝固点降低法测定环己烷和环己烷溶液的凝固点，计算溶质萘的摩尔质量。 

2.教学目标 

（1）用凝固点降低法测定萘的摩尔质量。 

（2）掌握溶液凝固点的测量技术。 

（3）通过本实验加深对稀溶液依数性质的理解。 

实验项目 8：电导法测定乙酸乙酯皂化反应速率常数 

1.教学内容 

电导法测定乙酸乙酯皂化反应的反应速率常数和活化能。 

2.教学目标 

（1）熟悉二级反应的速率公式及动力学特征，学会用图解法求算二级反应

的速率常数。 

（2）掌握电导法测定乙酸乙酯皂化反应速率常数和活化能的原理及方法。 

（3）熟悉电导率仪的使用。 

实验项目 9：铁的极化曲线的测定 

1.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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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纯铁在 1mol·dm
-3 的硫酸中的阴极与阳极极化曲线。 

2.教学目标 

（1）掌握恒电位法测定电极极化曲线的原理和实验技术。 

（2）测定纯铁在 1mol·dm
-3 硫酸中的阴极与阳极极化曲线。 

（3）实验作 lgI－E 图，验证 Tafel 经验公式。 

实验项目 10：溶液吸附法测固体比表面积 

1.教学内容 

用次甲基兰水溶液吸附法测定活性炭比表面积。 

2.教学目标 

（1）用次甲基兰水溶液吸附法测定活性炭比表面积。 

（2）了解朗缪尔单分子层吸附理论及用溶液法测定比表面的基本原理。 

（3）了解分光光度计的基本原理并掌握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11：二组分固-液相图的绘制 

1.教学内容 

热分析方法测绘 Sn-Bi 二元合金相图。 

2.教学目标 

（1）用热分析方法测绘 Sn-Bi 二元合金相图。 

（2）掌握热分析法的测量技术。 

（3）掌握用热电偶测量温度的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考核形式：按平时实验（80％）、考试（20％）结合进行总评。 

评分标准： 

1、平时实验：预习 10%，实验操作 50％、实验报告 40％。 

2、考试：操作考试。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恒温反应器 4 只，超级恒温槽 4 台，磁力搅拌器 4 台，计算机数据采集系

统 4 套。   

2.赛多利斯 PH-10 精密 pH 计 4 台，数字电压表 4 台，超级恒温槽 4 台，恒

温反应器 4 只，磁力搅拌器 4 台，氮气钢瓶 1 套。 

3.高压直流电源 4 台，电泳管 4 支，精密测高仪 4 台，秒表 4 只。 

4.电位差计 4 台，精密稳压电源 4 台，标准电池 4 只。 

5.玻璃恒温浴槽 4 套，DP-A 精密数字微压差计 4 台，超级恒温槽 2 台，数

字阿贝折光仪 4 台。 

6. 玻璃恒温浴槽 4 套，乌氏（乌贝路德）粘度计 4 支，秒表 4 只，烘箱 1

台 。 

7.凝固点测定仪 4 套，SWC-Ⅱ数字式贝克曼温度计 4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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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恒温水浴 4 套，DDSJ-11A 型电导率仪 4 套，秒表 4 块，电导池 4 个。 

9.恒电位仪 4 台，电解池 4 个。 

10.722 型分光光度仪 4 台，康氏振荡器 3 台，烘箱 1 台。 

11.恒温水浴 4 套，DDSJ-11A 型电导率仪 4 套，电导池 4 个。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孙尔康 张剑荣，《物理化学实验》，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 

2.参考书：  

庄继华等修订，《物理化学实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 

北京大学物理化学教研室，《物理化学实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 

罗鸣 石士考 张雪英，《物理化学实验》，化学工业出版社，2012 年。 

高滋，《 Experimental physical chemistry》，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 

 

                                               

 

 

 

 

执 笔 人：李淑瑾   

审 批 人：姚英明   

完 成 时 间：2016 年 3 月  

 

http://202.195.136.14:8080/opac/openlink.php?title=Experimental+physical+chem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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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原理实验》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041018                       课程学分：0.50 

课程名称（中/英）：化工原理实验/Experiments of Unit operation 

课程学时： 18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化学（英语强化型） 

实验室名称：化工原理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化工原理实验是根据教育计划制定的一门独立专业必修课。根据专业不同、培养

计划的不同，设置的学时数有 72 学时、36 学时和 18 学时。化工原理实验的实验内

容涵盖了流体传输、分离过程和传递过程等多个单元操作实验内容。 

化工原理实验课程设置的目的是为各专业的学生在学习化工原理（单元操作）之

外，结合相关的理论知识，学习多种单元操作实践，并在实验基础上能够对单元操作

机及其相关工艺设备有基本了解，甚至能够在实验基础上进行基础性的工艺探索。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1 离心泵性能特性曲线测定实验 验证性 3 2 必修 

2 流体流动阻力测定实验 验证性 3 2 必修 

3 总传热系数测定及换热器基本设计实验 综合性 6 2 必修 

4 对流给热系数测定实验 综合性 6 2 选修 

5 精馏塔效率的测定实验 验证性 6 2 必修 

6 特殊体系特种精馏的操作及塔效率测定实验 综合性 6 2 选修 

7 恒压过滤速率常数测定实验 综合性 6 2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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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 ：离心泵性能特性曲线测定实验 

（1） 实验内容：离心泵的操作和离心泵性能特性曲线的测定 

（2） 实验要求： 

1）．了解离心泵结构与特性，学会离心泵的操作。 

2）．测定恒定转速条件下离心泵的有效扬程（H）、轴功率（N）、以及总效率（η ）

与有效流量（V）之间的曲线关系。 

3）．测定改变转速条件下离心泵的有效扬程（H）、轴功率（N）、以及总效率（η ）

与有效流量（V）之间的曲线关系。 

4）．测定串联、并联条件下离心泵的有效扬程（H）、轴功率（N）、以及总效率

（η ）与有效流量（V）之间的曲线关系。 

5）．掌握离心泵流量调节的方法（阀门、转速和泵组合方式）和涡轮流量传感器

及智能流量积算仪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6）．学会轴功率的两种测量方法：马达天平法和扭矩法。 

7）．了解电动调节阀、压力传感器和变频器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8）．学会化工原理实验软件库（组态软件 MCGS 和 VB 实验数据处理软件系统）

的使用。 

实验项目 2：流体流动阻力测定实验 

（1）实验内容：直管、局部阻力的测定方法 

（2）实验要求： 

    1）．掌握流体流经直管和阀门时阻力损失的测定方法，通过实验了解流体流动中

能量损失的变化规律。  

    2）．测定直管摩擦系数λ 与雷诺准数 Re 的关系，将所得的λ ~Re 方程与经验公

式比较。  

    3）．测定流体流经阀门时的局部阻力系数ξ 。  

    4）．学会倒 U 形差压计、 1151 差压传感器、Pt100 温度传感器和转子流量计的

使用方法。  

    5）．观察组成管路的各种管件、阀门，并了解其作用。 

 6）．掌握化工原理实验软件库（组态软件 MCGS 和 VB 实验数据处理软件系统）

的使用。 

实验项目 3：总传热系数的测定及换热器基本设计实验 

（1） 实验内容：测定冷水-热水在列管式换热器中的总传热系数测定并在给定条件

下进行换热器的基本设计 

（2） 实验要求： 

1）．观察列管式换热器的基本结构，探讨换热器类型对传热系数计算的影响。 

2）．测定冷水和热水在列管式换热器中传热的总传热系数的测定。 

3）．考查冷流体和热流体的相对流量变化对总传热系数的影响。 

4）．在测得总传热系数的基础上，在给定的热流体和冷流体流量和温度的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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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列管式换热器的基本设计。 

5）．掌握热电阻（偶）测温方法； 

6）．掌握涡轮流量传感器和智能流量积算仪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7）．了解电动调节阀、压力传感器和变频器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8）．掌握化工原理实验软件库（组态软件 MCGS 和 VB 实验数据处理软件系统）的

使用。 

实验项目 4：对流给热系数测定实验 

（1） 实验内容：测定水-蒸气和空气-蒸气体系的对流给热系数 

（2） 实验要求： 

1）．观察水蒸气在水平管外壁上的冷凝现象； 

2）．测定空气或水在圆形直管内强制对流给热系数； 

3）．测定蒸汽在水平管外冷凝给热系数； 

4）．掌握热电阻（偶）测温方法； 

5）．掌握计算机自动控制调节流量的方法； 

6）．掌握涡轮流量传感器和智能流量积算仪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7）．了解电动调节阀、压力传感器和变频器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8）．掌握化工原理实验软件库（组态软件 MCGS 和 VB 实验数据处理软件系统）的

使用。 

实验项目 5：精馏塔效率的测定实验 

实验内容：实验内容： 

 1）测定指定条件下，实验用连续精馏塔的全塔效率，部分同学可增加测定塔的

单板效率内容；  

 2）研究回流比改变对塔性能的影响；       

 3）对 10-15％（ m％）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200ml 的塔顶馏出液采出量。 

  实验要求： 

 1）了解精馏装置的基本流程、设备及操作方法；   

 2）学习精馏塔全塔效率及个别塔板效率测定方法；   

 3）理解回流比，温度，蒸汽压力 等对精馏塔性能的影响，观察塔内流体流动的

现象及传质现象。   

实验项目 6：特殊体系特种精馏操作及塔效率、塔板效率的测定实验 

实验内容：实验内容： 

1）测定指定条件下，实验用连续精馏塔的全塔效率和塔板效率  

2）研究回流比改变对塔性能的影响； 

3）对 10-15％（ m％）的乙醇/水进行精馏操作，在全回流，连续进料连续出料

条件下，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200ml 的塔顶馏出液采出量。 

4）对丁醇水（水含量 10%）体系进行共沸精馏，在全回流条件下在塔顶取得 200ml

采出量，塔釜内丁醇的水含量低于 1%。 

5）对乙醇-水-乙二醇三元体系进行萃取精馏，在塔顶获取 200ml 采出量，乙醇

的浓度大于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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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要求： 

1）了解精馏装置，包括筛板式精馏塔、填料精馏塔的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 

2）掌握常规全回流，连续精馏的的基本操作流程。   

    3）学习精馏塔在全回流和连续精馏套件下全塔效率及个别塔板效率测定方法；   

4）理解回流比，温度，蒸汽压力 等对精馏塔性能的影响，观察塔内流体流动的

现象及传质现象。 

5）了解特种精馏（共沸精馏和萃取精馏）的基本原理和应用场合，学会基本的

特种精馏体系的测定。 

实验项目 7：恒压过滤常数的测定实验 

（1）实验内容：在特定条件下，通过过滤分离水中悬浮的碳酸钙的恒压过滤常

数，学习板框式压滤机的结构和操作。。 

   （2）实验要求： 

1）．熟悉板框压滤机的构造和操作方法； 

2）．通过恒压过滤实验,验证过滤基本原理； 

3）．学会测定过滤常数 K、qe、τ e及压缩性指数 S 的方法； 

4）．了解操作压力对过滤速率的影响； 

5）．了解压力定值调节阀和滤液量自动测量仪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6）．学会化工原理实验软件库（组态软件 MCGS 和 VB 实验数据处理软件系统）

的使用。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考核方式分为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两部分内容，平时成绩占 70%，期末考试成绩

占 30%。平时成绩主要是根据平时实验态度、实验操作和实验报告综合评定。实验报

告必须符合要求，内容包括实验名称、实验原理、装置图、操作要点、实验现象与解

释、结果与讨论、意见和建议等。期末考试将以笔试进行，考核对开设各个实验的实

验原理、实验操作、实验注意事项等的掌握情况。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 离心泵性能特性曲线测定实验  4 台 

2. 流体流动阻力测定实验    4 台 

3. 对流给热系数测定实验    2 台 

4. 传热系数测定实验     4 台 

5. 精馏实验        2 台 

6. 萃取实验        2 台 

7. 填料吸收塔及吸收实验    2 台 

8. 过滤实验        4 台 

9. 干燥速率曲线的测定实验    4 台 

10. 演示实验       3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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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化工原理实验. 程振平等，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3 

高分子化学实验 ，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 

2.参考书： 

《化工原理实验》杨祖荣等，化学工业出版社，2010.08 

《化工原理实验》顾静芳,陈桂娥  化学工业出版社，2015.01 

《化工原理实验》梁亮 主编 中国石化出版社。2015.01 

《化工原理实验》，汪学军 李岩梅 ，化学工业出版社，2009 

 

 

                                               

 

 

 

执 笔 人：夏雪伟   

审 批 人：姚英明   

完 成 时 间：2016.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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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实验》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042004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科学研究实验/Scientific research Experiments  

课程学时：  90                           实验学时：90 

适用专业： 化学（英语强化型） 

实验室名称：综合化学实验室（江苏省化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一、课程简介 

《科学研究实验》是为强化班四年级本科生开设的一门独立的实验课程，学生在

1-3 年级经过系统的化学基础理论学习和无机化学实验、有机化学实验、分析化学实

验和物理化学实验的课程训练后，已掌握了化学学科主要的理论知识，具备了基本的

实验操作技能。为加强各个学科之间知识的交叉融合，提高学生综合应用理论知识和

实验技能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学生进入硕士阶段之前开设《科学研究实验》

课程。通过该课程的开设，提高学生阅读科技文献的水平、培养学生撰写科研论文的

能力、使学生了解化学学科发展的新动向，新概念和新技术，同时引导和鼓励学生开

拓思路、勇于创新，为硕士阶段做出开创性的科研成果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3-吡啶-咪唑-[1，5-a]吡啶的合成 创新型 30 1 必修 

2 功能性聚醋酸乙烯酯的精密合成 综合型 30 1 必修 

3 5-异丙基-1,3-环己二酮的制备 创新型 30 1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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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3-吡啶-咪唑-[1，5-a]吡啶的合成 

1. 教学内容 

3-（2-吡啶基）咪唑并[1,5-a]吡啶（HPIP）配体的制备；以 3-（2-吡啶基）咪唑

并[1,5-a]吡啶（HPIP）为配体的配合物的制备。 

2. 教学目标 

（1）学习制备含氮杂环化合物的基本方法； 

（2）巩固用红外光谱法和核磁共振表征有机化合物的实验操作和技能； 

（3）学习用水热合成法制备过渡金属配合物的方法； 

    （4）学习用 X-射线单晶衍射法测定配合物结构的方法。 
 

实验项目 2：功能性聚醋酸乙烯酯的精密合成 

1.教学内容 

利用活性自由基聚合方法，探索通过对调控剂的结构设计，制备具有明确端基结

构和分子量的据醋酸乙烯酯。 

2.教学目标 

（1）了解活性自由基聚合基本原理以及利用活性自由基聚合进行聚合物结构设

计的基本方法和途径； 

（2）熟悉醋酸乙烯酯聚合规律，并通过资料收集，明确可以实现醋酸乙酯活性

自由基聚合的方法； 

（3）掌握一种通过活性自由基聚合方法开展醋酸乙酯聚合物结构设计的方法； 

（4）掌握可以用于醋酸乙酯聚合物结构设计的调控剂结构特点，并开展结构设

计，确定目标化合物结构，进行合成制备； 

（5）掌握聚合物常用结构表征手段。 
 

实验项目 3：5-异丙基-1,3-环己二酮的制备 

1. 教学内容 

了解与熟悉多步有机合成。制备 5-异丙基-1,3-环己二酮。学习和掌握有机合

成的反应监测、后处理以及分离纯化。 

2. 教学目标 

（1）了解有机合成基本原理以及利用多步反应从简单原料合成复杂分子的方法

和途径； 

（2）熟悉羰基化合物的反应性质，通过多个化学反应了解羰基化合物的几个重

要反应； 

（3）熟悉和掌握有机化学反应的监测、后处理及纯化方法； 

（4）理解和掌握多步有机合成反应中需要关注的重点和难点； 

（5）掌握有机化合物常用结构表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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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实验课的考核方式：本课程是通过选课的方式来选修实验项目，考核主要以选修

实验项目的完成情况为依据，包括实验操作技能、实验设计的条理性和完整性、实验

数据、实验报告（论文书写）等，合计 100%。其中，实验报告参照中文期刊的格式

书写，但增加对实验的体会和改进设想。 

本实验课为独立开课，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10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 比表面测定仪 1 套 17 酸度计 3 台 

2 紫外分光光度计 2 台 18 真空油泵 6 台 

3 可见分光光度计 4 台 19 循环水泵 9 台 

4 电子分析天平 4 台 20 紫外分析仪 3 台 

5 电子台秤 5 台 21 薄膜蒸发仪 6 台 

6 电热烘箱 5 台 22 红外光谱仪 1 台 

7 真空干燥箱 2 台 23 毛细管粘度计 15 个 

8 马弗炉 2 台 24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1 台 

9 磁化率仪 1 台 25 气相色谱仪 1 台 

10 学生电位差仪 2 台 26 液相色谱仪 1 台 

11 磁力搅拌器 30 台 27 核磁共振光谱仪 1 台 

12 机械搅拌器 12 套 28 电化学工作站 2 套 

13 调压变压器 12 台 29 旋光仪 2 台 

14 熔点仪 2 台 30 无水无氧操作装置 3 套 

15 磁化率仪 1 台 31 X 射线衍射仪 1 台 

16 粒度仪 1 台 32 学生电位差计 2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本实验课程采用自编教。 

 

 

执 笔 人：刘洪波                  

审 批 人：姚英明   

完 成 时 间： 2016.3  



 67 

《化工原理实验》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045006                       课程学分：2.00 

课程名称（中/英）：化工原理实验/Experiments of Unit operation                

课程学时： 72                          实验学时：72 

适用专业：化学工程与工艺（英语强化型）  

实验室名称：化工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化工原理实验是根据教育计划制定的一门独立专业必修课。根据专业不同、培养

计划的不同，设置的学时数有 72 学时、36 学时和 18 学时。化工原理实验的实验内

容涵盖了流体传输、分离过程和传递过程等多个单元操作实验内容。 

化工原理实验课程设置的目的是为各专业的学生在学习化工原理（单元操作）之

外，结合相关的理论知识，学习多种单元操作实践，并在实验基础上能够对单元操作

机及其相关工艺设备有基本了解，甚至能够在实验基础上进行基础性的工艺探索。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1 离心泵性能特性曲线测定实验 验证性 6 2 必修 

2 流体流动阻力测定实验 验证性 6 2 必修 

3 总传热系数测定及换热器基本设计实验 综合性 6 2 必修 

4 对流给热系数测定实验 综合性 6 2 选修 

5 精馏塔效率的测定 验证性 6 2 必修 

6 特殊体系特种精馏的操作及塔效率测定实验 综合性 12 2 选修 

7 恒压过滤速率曲线测定实验 综合性 6 2 必修 

8 特殊体系恒压过滤速率曲线测定实验 创新性 9 2 选修 

9 干燥速率曲线的测定实验 综合性 6 2 必修 

10 萃取实验 综合性 6 2 必修 

11 演示实验 验证性 9 2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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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 ：离心泵性能特性曲线测定实验 

（1）实验内容：离心泵的操作和离心泵性能特性曲线的测定 

（2）实验要求： 

1）．了解离心泵结构与特性，学会离心泵的操作。 

2）．测定恒定转速条件下离心泵的有效扬程（H）、轴功率（N）、以及总效率（η ）

与有效流量（V）之间的曲线关系。 

3）．测定改变转速条件下离心泵的有效扬程（H）、轴功率（N）、以及总效率（η ）

与有效流量（V）之间的曲线关系。 

4）．测定串联、并联条件下离心泵的有效扬程（H）、轴功率（N）、以及总效率

（η ）与有效流量（V）之间的曲线关系。 

5）．掌握离心泵流量调节的方法（阀门、转速和泵组合方式）和涡轮流量传感器

及智能流量积算仪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6）．学会轴功率的两种测量方法：马达天平法和扭矩法。 

7）．了解电动调节阀、压力传感器和变频器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8）．学会化工原理实验软件库（组态软件 MCGS 和 VB 实验数据处理软件系统）

的使用。 

实验项目 2：流体流动阻力测定实验 

（1） 实验内容：直管、局部阻力的测定方法 

（2） 实验要求： 

    1）．掌握流体流经直管和阀门时阻力损失的测定方法，通过实验了解流体流动中

能量损失的变化规律。  

    2）．测定直管摩擦系数λ 与雷诺准数 Re 的关系，将所得的λ ~Re 方程与经验公

式比较。  

    3）．测定流体流经阀门时的局部阻力系数ξ 。  

    4）．学会倒 U 形差压计、 1151 差压传感器、Pt100 温度传感器和转子流量计的

使用方法。  

    5）．观察组成管路的各种管件、阀门，并了解其作用。 

 6）．掌握化工原理实验软件库（组态软件 MCGS 和 VB 实验数据处理软件系统）

的使用。 

实验项目 3：总传热系数的测定及换热器基本设计实验 

（1）实验内容：测定冷水-热水在列管式换热器中的总传热系数测定并在给定条件

下进行换热器的基本设计 

（2）实验要求： 

1）．观察列管式换热器的基本结构，探讨换热器类型对传热系数计算的影响。 

2）．测定冷水和热水在列管式换热器中传热的总传热系数的测定。 

3）．考查冷流体和热流体的相对流量变化对总传热系数的影响。 

4）．在测得总传热系数的基础上，在给定的热流体和冷流体流量和温度的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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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列管式换热器的基本设计。 

5）．掌握热电阻（偶）测温方法； 

6）．掌握涡轮流量传感器和智能流量积算仪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7）．了解电动调节阀、压力传感器和变频器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8）．掌握化工原理实验软件库（组态软件 MCGS 和 VB 实验数据处理软件系统）的

使用。 

实验项目 4：对流给热系数测定实验 

（1）实验内容：测定水-蒸气和空气-蒸气体系的对流给热系数 

（2）实验要求： 

1）．观察水蒸气在水平管外壁上的冷凝现象； 

2）．测定空气或水在圆形直管内强制对流给热系数； 

3）．测定蒸汽在水平管外冷凝给热系数； 

4）．掌握热电阻（偶）测温方法； 

5）．掌握计算机自动控制调节流量的方法； 

6）．掌握涡轮流量传感器和智能流量积算仪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7）．了解电动调节阀、压力传感器和变频器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8）．掌握化工原理实验软件库（组态软件 MCGS 和 VB 实验数据处理软件系统）的

使用。 

实验项目 5：精馏塔效率的测定实验 

实验内容：实验内容： 

    1）测定指定条件下，实验用连续精馏塔的全塔效率，部分同学可增加测定塔的

单板效率内容；  

    2）研究回流比改变对塔性能的影响；       

    3）对 10-15％（ m％）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200ml 的塔顶馏出液采出量。 

  实验要求： 

    1）了解精馏装置的基本流程、设备及操作方法；   

    2）学习精馏塔全塔效率及个别塔板效率测定方法；   

    3）理解回流比，温度，蒸汽压力 等对精馏塔性能的影响，观察塔内流体流动的

现象及传质现象。   

实验项目 6：特殊体系特种精馏操作及塔效率、塔板效率的测定实验 

实验内容：实验内容： 

1）测定指定条件下，实验用连续精馏塔的全塔效率和塔板效率  

2）研究回流比改变对塔性能的影响； 

3）对 10-15％（ m％）的乙醇/水进行精馏操作，在全回流，连续进料连续出料

条件下，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200ml 的塔顶馏出液采出量。 

4）对丁醇水（水含量 10%）体系进行共沸精馏，在全回流条件下在塔顶取得 200ml

采出量，塔釜内丁醇的水含量低于 1%。 

5）对乙醇-水-乙二醇三元体系进行萃取精馏，在塔顶获取 200ml 采出量，乙醇

的浓度大于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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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要求： 

1）了解精馏装置，包括筛板式精馏塔、填料精馏塔的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 

2）掌握常规全回流，连续精馏的的基本操作流程。   

3）学习精馏塔在全回流和连续精馏套件下全塔效率及个别塔板效率测定方法；   

4）理解回流比，温度，蒸汽压力 等对精馏塔性能的影响，观察塔内流体流动的

现象及传质现象。 

5）了解特种精馏（共沸精馏和萃取精馏）的基本原理和应用场合，学会基本的

特种精馏体系的测定。 

实验项目 7：恒压过滤常数的测定实验 

（1）实验内容：在特定条件下，通过过滤分离水中悬浮的碳酸钙的恒压过滤常

数，学习板框式压滤机的结构和操作。。 

   （2）实验要求： 

1）． 熟悉板框压滤机的构造和操作方法； 

2）． 通过恒压过滤实验,验证过滤基本原理； 

3）．学会测定过滤常数 K、qe、τ e及压缩性指数 S 的方法； 

4）．了解操作压力对过滤速率的影响； 

5）．了解压力定值调节阀和滤液量自动测量仪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6）． 学会化工原理实验软件库（组态软件 MCGS 和 VB 实验数据处理软件系统）

的使用。 

实验项目 8 ：特殊体系恒压过滤速率曲线测定实验 

（1）实验内容： 

1）了解恒压过滤体系的基本原理和操作规程 

2）了解板框式压滤机的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 

3）了解高粘度、低固含量、特殊滤饼条件下恒压过滤体系的基本设计 

   （2）实验要求： 

1）．熟悉板框压滤机的构造和操作方法； 

2）．通过恒压过滤实验,验证过滤基本原理； 

3）．学会测定过滤常数 K、qe、τ e及压缩性指数 S 的方法； 

4）．了解操作压力对过滤速率的影响； 

5）．了解压力定值调节阀和滤液量自动测量仪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6）．对高粘度、低固含量、特殊滤饼过滤体系进行基本设计，并进行试验操作，

测量过滤常数 K、qe、τ e及压缩性指数 S 

7）．学会化工原理实验软件库（组态软件 MCGS 和 VB 实验数据处理软件系统）

的使用。 

实验项目 9：干燥速率曲线的测定 

（1）实验内容： 

在指定的条件下测定热空气对吸水毛毡的干燥速率曲线；了解厢式干燥、流化干燥和

喷雾干燥的基本原理和适用领域 

   （2）实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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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熟悉常压洞道式（厢式）干燥器的构造和操作； 

2）测定在恒定干燥条件（即热空气温度、湿度、流速不变、物料与气流的接

触方式不变）下的湿物料干燥曲线和干燥速率曲线； 

3）测定该物料的临界湿含量 X0； 

实验项目 10：萃取实验 

（1）实验内容：利用振动筛板塔、填料萃取塔，利用水萃取煤油中溶解的苯甲

酸。考察振动筛板塔的振动频率、萃取相和萃余相的流速对萃取效果的影响。 

（2）实验要求： 

1）了解振动筛板塔的结构和萃取操作  

2）了解萃取塔的工作原理和操作要点 

3）掌握萃取过程中各种操作条件对萃取传质效果的影响规律。 

4）掌握传质单元数和传质系数的测定方法，并根据传质系数和传质单元数对萃

取塔进行基本的工艺设计 

实验项目 11： 演示实验 

实验内容： 雷诺演示实验、贝努力实验、旋风分离实验 

实验要求： 

1）学习流体流动过程中的流动类型，对湍流和层流有直观的印象。 

2）了解流体流动时雷诺数对流动类型的影响 

3）了解流体流动过程中静压能和动压能之间的关系及相互转化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考核方式分为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两部分内容，平时成绩占 70%，期末考试成绩

占 30%。平时成绩主要是根据平时实验态度、实验操作和实验报告综合评定。实验报

告必须符合要求，内容包括实验名称、实验原理、装置图、操作要点、实验现象与解

释、结果与讨论、意见和建议等。期末考试将以笔试进行，考核对开设各个实验的实

验原理、实验操作、实验注意事项等的掌握情况。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 离心泵性能特性曲线测定实验  4 台 

2. 流体流动阻力测定实验    4 台 

3. 对流给热系数测定实验    2 台 

4. 传热系数测定实验     4 台 

5. 精馏实验        2 台 

6. 萃取实验        2 台 

7. 填料吸收塔及吸收实验    2 台 

8. 过滤实验        4 台 

9. 干燥速率曲线的测定实验    4 台 

10.演示实验        3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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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化工原理实验. 程振平等，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3 

高分子化学实验 ，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 

2.参考书： 

《化工原理实验》杨祖荣等，化学工业出版社，2010.08 

《化工原理实验》顾静芳,陈桂娥  化学工业出版社，2015.01 

《化工原理实验》梁亮 主编 中国石化出版社。2015.01 

《化工原理实验》，汪学军 李岩梅 ，化学工业出版社，2009 

 

 

 

 

 

 

 

 

 

 

                                               

执 笔 人：夏雪伟   

审 批 人：姚英明   

完 成 时 间：2016.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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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工程实验》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045008                       课程学分：2 

课程名称（中/英）：反应工程实验/ Chemical Reaction Engineering Labs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72 

适用专业：化学工程与工艺（英语强化型） 

实验室名称：化工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化学反应工程是化学工程与技术的一门基础课，以化学工业中的反应过程为主要

研究对象，研究过程速率及其变化规律、传递规律及其对化学反应的影响，以达到反

应器的开发、设计和放大及其优化操作的目的。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较牢固地

掌握化学反应工程最基本的原理和计算方法，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提高对工业反应器

进行设计与分析的能力。由于实际生产中众多计算难以手算完成，因此本课程强化通

过一些计算工具如 Scilab 来实现相关计算。本课程通过 2-3 人小组完成两周一次的作

业，与理论课程并行强化学生的理论应用能力，课程考察方式为实验报告与口头报告。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化学反应动力学 验证性 8 2-3 人 必修 

2 恒温稳态反应器 验证性 8 2-3 人 必修 

3 恒温动态反应器 验证性 8 2-3 人 必修 

4 非恒温稳态反应动力学 综合性 8 2-3 人 必修 

5 非恒温动态反应动力学 综合性 8 2-3 人 必修 

6 催化反应中的传质计算 综合性 8 2-3 人 必修 

7 化工反应器中的流动与混合过程 综合性 8 2-3 人 必修 

8 综合项目 设计性 16 2-3 人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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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反应动力学 

1.教学内容 

结合理论基础介绍化学反应动力学及建模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化学反应动力学数据处理方法 

（2）熟悉数值建模 

（3）掌握基本数值建模方法 

实验项目 2：恒温稳态反应动力学 

1.教学内容 

结合理论基础介绍恒温稳态反应器及模拟关键参数 

2.教学目标 

（1）了解恒温稳态反应器的特征参数 

（2）熟悉恒温稳态反应器建模的方法 

（3）掌握恒温稳态反应器的计算方法 

实验项目 3：恒温动态反应动力学 

1.教学内容 

结合理论基础介绍恒温动态反应器及模拟关键参数 

 

2.教学目标 

（1）了解恒温动态反应器的特征参数 

（2）熟悉恒温动态反应器建模的方法 

（3）掌握恒温动态反应器的计算方法 

实验项目 4：非恒温稳态反应动力学 

1.教学内容 

结合理论基础介绍非恒温稳态反应动力学及模拟关键参数 

2.教学目标 

（1）了解非恒温稳态反应器的特征参数 

（2）熟悉非恒温稳态反应器建模的方法 

（3）掌握非恒温稳态反应器的计算方法 

实验项目 5：非恒温动态反应动力学 

1.教学内容 

结合理论基础介绍非恒温动态反应动力学及模拟关键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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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非恒温动态反应器的特征参数 

（2）熟悉非恒温动态反应器建模的方法 

（3）掌握非恒温动态反应器的计算方法 

实验项目 6：催化反应中的传质计算 

1.教学内容 

结合理论基础介绍催化反应中的传质计算及模拟关键参数 

2.教学目标 

（1）了解催化反应中的传质计算的特征参数 

（2）熟悉催化反应中的传质计算建模的方法 

（3）掌握催化反应中的传质过程的计算方法 

实验项目 7：化工反应器中的流动与混合过程 

1.教学内容 

结合理论基础介绍化工反应器中的流动与混合过程及模拟关键参数 

2.教学目标 

（1）了解化工反应器中的流动与混合过程的特征参数 

（2）熟悉化工反应器中的流动与混合过程计算建模的方法 

（3）掌握化工反应器中的流动与混合过程的计算方法 

实验项目 8：综合项目 

1.教学内容 

综合项目要求学生利用化学反应工程所学理论知识以及实验课程中所掌握的计

算基础，解决一相对复杂化学反应器的设计与计算 

2.教学目标 

（1）了解化学反应器设计所需理论基础，以及相关参数 

（2）熟悉化学反应器综合建模的方法 

（3）掌握化学反应器的计算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实验报告与口头报告综合评分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电脑，20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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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 Finlayson, B.A. Introduction to Chemical Engineering Computing, 2nd Ed, John 

Wiley & Sons, 2014. 

2. Fogler , H.S. Elements of Chemical Reaction Engineering, 4th Ed, Pearson 

Education, 2006. 

3. Smith, J.M., Van Ness, H.C, Abbott, M.M, Introduction to Chemical Engineering 

Thermodynamics, 7th Ed, McGraw Hill, 2014. 

 

 

 

 

 

 

 

 

                                               

执 笔 人：金   鑫   

审 批 人：姚英明   

完 成 时 间： 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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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化学实验》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046002                      课程学分：1.5    

课程名称（中/英）：大学化学实验 / General Chemistry Experiment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54 

适用专业：化学工程与工艺（英语强化型） 

实验室名称：无机化学实验室、分析化学实验室（江苏省化学实验教学 

示范中心）（仪器） 

一、课程简介： 

大学化学是主要基础课之一，它是以实验为基础的一门学科，是加强学生实践能

力的一个重要的教学环节。本实验课程包括无机化学与实验与分析化学实验两部分，

《大学化学实验》课程的无机化学实验部分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实验课程使学生掌握

基本无机化学实验的一般知识，掌握无机化学常用实验仪器的使用方法和常规的实验

操作；能够利用无机化学课程的理论知识解释实验的基本原理，加深对无机化学基本

概念和理论的理解；掌握无机化合物的制备原理和操作方法；按照要求提交实验报告；

培养学生实验的操作能力、观察和记录现象的能力、表达实验结果的能力；培养事实

求实的科学态度和规范、细致、整洁的进行科学实验的良好习惯。 

分析化学实验主要进行分析基本操作训练，学会实验数据的统计处理方法，树立

严格的“量”的概念，培养严谨的科学作风。利用物理或物理化学方法研究物质的化

学结构、化学成分及组分的含量测定。实验内容涉及到光谱学、电化学、色谱等分析

体系。实验教学的目的是使学生进一步加深对主要仪器与分析方法的基本原理、仪器

结构与主要部件功能的理解，掌握一些比较简单的分析仪器的使用方法，学习了解大

型复杂分析仪器的使用办法，初步具有应用各种分析方法解决具体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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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1 灯的使用、试剂取用与试管操作 演示性 3 1 必修 

2 粗盐的提纯 综合性 4 1 必修 

3 二氧化碳相对分子量的测定 综合性 4 2 必修 

4 三草酸合铁（III）酸钾的制备和性质 综合性 4 1 必修 

5 由二氧化锰制备碳酸锰 综合性 4 1 必修 

6 碱式碳酸铜的制备 设计性 4 1 必修 

7 过氧化钙的制备及检验 综合性 4 1 选修 

8 高锰酸钾的制备 综合性 4 1 选修 

9 纯碱的制备 综合性 4 1 选修 

10 混合阳离子的分离与鉴定 设计性 4 1 选修 

11 分析实验室基本规范及操作培训 实验理论课 3 全体 必修 

12 火焰原子吸收法测定金属离子的含量 综合性 3 2 必修 

13 有机化合物的吸收光谱及溶剂的影响 研究性 3 2 必修 

14 荧光物质的荧光特性及其定量分析 综合性 3 2 必修 

15 醛和酮的红外光谱分析 研究性 3 2 必修 

16 电位分析法 综合性 3 2 必修 

17 气相色谱条件实验及对卤代烃的定性分析 综合性 3 2 必修 

18 毛细管气相色谱法条件及定量分析 综合性 3 2 必修 

19 高效液相色谱分析 综合性 3 2 必修 

20 仪器分析实验考试 综合性（考核） 3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灯的使用、试剂取用与试管操作 

1.教学内容 

酒精灯和煤气灯的使用，固体和液体试剂的取用方法，试管操作方法，常用玻璃仪

器的洗涤和干燥方法  

2.教学目标 

实验项目 2：粗盐的提纯 

1.教学内容 

提纯粗盐（海盐） 

2.教学目标 

（1）学习提纯粗盐的原理、方法和有关离子的鉴定； 

（2）巩固电子天平的使用方法； 

（3）练习并掌握 pH 试纸、溶解、加热、蒸发和结晶及干燥等基本操作； 

（4）掌握减压过滤的操作方法。 

 



 79 

实验项目 3：二氧化碳相对分子量的测定 

1.教学内容 

制备、收集二氧化碳，测定二氧化碳相对分子量 

2.教学目标 

（1）掌握利用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和阿伏伽德罗定律测定气体相对分子量的原理和

方法； 

（2）掌握搭建制备干燥二氧化碳气体的装置； 

（3）熟悉、巩固气体的发生、净化、干燥、收集等基本操作。 

实验项目 4：三草酸合铁（III）酸钾的制备和性质 

1.教学内容 

制备配合物 K3[Fe（C2O4）3]∙3H2O，试验三草酸合铁（III）酸钾的光敏性。 

2.教学目标 

（1）掌握制备 K3[Fe（C2O4）3]∙3H2O 的原理和操作方法； 

（2）练习并掌握制备配合物的一般实验方法； 

（3）实验并掌握三草酸合铁（III）酸钾的光化学特性； 

（4）练习巩固加热、溶解、过滤、蒸发和结晶等基本操作。 

实验项目 5：由二氧化锰制备碳酸锰 

1.教学内容 

通过还原，由二氧化锰制备碳酸锰。 

2.教学目标 

（1）掌握由二氧化锰制备碳酸锰的原理和操作方法； 

（2）了解酸度对二氧化锰氧化还原性的影响； 

（3）培养无机制备实验综合技能。 

实验项目 6：碱式碳酸铜的制备 

1.教学内容 

探求制备碱式碳酸铜的反应条件，制备碱式碳酸铜。 

2.教学目标 

（1）掌握制备碱式碳酸铜的原理和操作方法； 

（2）通过实验探求制备碱式碳酸铜的合理配料比和合适反应温度； 

（3）初步学会设计实验方案，以培养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实验项目 7：过氧化钙的制备及检验 

1.教学内容 

制备过氧化钙，过氧化物的检验 

2.教学目标 

（1）学习并掌握过氧化钙的制备原理和操作； 

（2）练习并掌握低温制备无机化合物的一般方法； 

（3）掌握过氧化物的检验方法及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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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8：高锰酸钾的制备 

1.教学内容 

制备 K2MnO4，K2MnO4 歧化转化为 KMnO4，KMnO4 定性检验。 

2.教学目标 

（1）学习并掌握碱熔法制备高锰酸钾的原理和操作方法； 

（2）练习熔融、浸取、抽滤等操作； 

（3）掌握锰的各种氧化态之间的转化关系及转化条件。 

实验项目 9：纯碱的制备 

1.教学内容 

制备碳酸钠（纯碱） 

2.教学目标 

（1）掌握制备碳酸钠的原理和操作方法； 

（2）学习并掌握灼烧的操作方法； 

（3）掌握通过复分解反应制取化合物的方法； 

（4）巩固无机制备基本操作。 

实验项目 10：混合阳离子的分离与鉴定 

1.教学内容 

混合阳离子的分离与鉴定 

2.教学目标 

（1）了解混合阳离子的分离与鉴定的方法和操作； 

（2）设计实验方案并对混合离子溶液中的每种离子进行逐一分离和检出； 

（3）提高综合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实验项目 11：分析实验室基本规范及操作培训 

1.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演示、强调。 

2.教学目标 

（1）使学生全面了解分析化学实验的要求、进度和分组情况。 

（2）通过本节课的教学,让学生了解实验室的安全、卫生规定并在实验中遵守之。 

（3）通过本节课的教学，明确实验预习报告、实验报告的书写要求，实验评分标准。 

实验项目 12：氟离子选择电极测定自来水中氟 

1. 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2. 教学目标 

（1） 掌握用标准曲线法测定氟离子未知物质的浓度。 

（2） 学习使用离子计。  

实验项目 13：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自来水中钙、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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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2. 教学目标 

（1）了解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的基本结构，并掌握其使用方法。 

（2）掌握以标准曲线法测定自来水中钙、镁含量的方法。  

实验项目 14：有机化合物的吸收光谱及溶剂的影响 

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教学目标 

学习紫外吸收光谱的绘制方法，利用吸收光谱进行化合物的鉴定。 

了解溶剂的性质对吸收光谱的影响。 

掌握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的使用。 

实验项目 15：荧光物质的荧光特性及其定量分析 

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教学目标 

测量荧光物质的激发光谱和荧光光谱。 

掌握荧光物质的定量测定方法。 

熟悉 F-2500（日立）荧光光谱仪结构及操作。 

实验项目 16：醛和酮的红外光谱分析 

1.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2.教学目标 

（1）掌握压片法和液膜法等制样方法； 

（2）熟悉红外光谱仪结构及操作； 

（3）利用所测红外光谱图进行结构分析。 

实验项目 17：气相色谱条件实验及对卤代烃的定性分析 

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教学目标 

熟悉理论塔板数及理论塔板高度的概念及计算方法。 

（1）理解柱温的改变对组分保留行为的影响。 

（2）掌握气相色谱仪操作方法与热导检测器的原理。 

（3）熟悉气相色谱定性分析方法。 

实验项目 18：毛细管气相色谱法条件及定量分析 

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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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熟悉色谱分析的原理及色谱工作站的使用方法。 

掌握气相色谱仪操作方法与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的原理。 

用保留时间定性；用归一化法定量；用分离度对实验数据进行评价。 

实验项目 19：萘、联苯的高效液相色谱分析 

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教学目标 

理解反相色谱的优点及应用。 

掌握归一化定量方法。 

了解高效液相色谱仪的结构，掌握其基本操作。 

实验项目 20：仪器分析实验考试及分析实验基本操作 

1.教学内容 

考核内容：分批抽签进行分析仪器基本操作考核 

考核方式：问答、仪器操作、做出实验结果；单人操作分批进行（时间 1 小时） 

2. 教学目标 

（1）考查学生熟练操作仪器、处理实验数据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综合考查学生对常用分析仪器正确使用方法的掌握程度。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一）无机实验部分 

1、实验报告：实验完毕应对实验现象进行解释并作出结论，或根据实验数据进行处

理和计算，独立完成完整的实验报告，按时交给实验指导教师批阅。 

2、考核方式 

（1） 该实验课的考核方式：平时实验成绩和实验操作考试成绩相结合。 

（2） 该实验课成绩的确定：该实验课程总成绩由平时实验成绩和实验操作考试成绩

组成，平时实验成绩占 70％，实验操作考试成绩占 30％。平时实验成绩由实

验预习、实验操作、实验报告和实验结果四项综合评定。实验操作考试内容为

《大学化学实验》无机部分的基本操作及相关实验。 

（二）分析实验部分 

对于学生的实验成绩考核有一套完整的标准： 

考核形式：按平时实验（60％）、考试实验（40％）结合进行总评。 

评分标准： 

1、平时实验：态度 20％、操作 40％、报告 10％、结果 30％ 

2、考试实验：态度 10％、操作 30％、报告 10％、结果 50％。 

每组学生有专门的成绩记录册，对每个学生的每次实验都按评分标准记录实验成

绩。每次实验要求学生把原始数据及时记录到专门的原始数据记录册，由指导实验的

老师签字并进行计算核对，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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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无机实验仪器： 

1、 电子分析天平  10 台  6、循环水真空泵          25 台 

2、 0.01g 电子天平  20 台  7、磁力搅拌器      120 台 

3、 0.1g 电子天平  5 台   8、pH 计      10 台 

4、 离心机       20 台  9、电烘箱      10 台 

5、 电导率仪   10 台  10、全套常用玻璃仪器每人一套 

分析实验仪器： 

1、常规玻璃仪器 60 8、自动电位滴定仪 4 

2、分析天平及电子天平 40 9、pH 计及离子计 6 

3、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10、气相色谱仪 4 

4、可见分光光度计（扫描） 2 11、液相色谱仪 2 

5、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扫描） 3 12、核磁共振谱仪 2 

6、红外吸收光谱仪 3 13、色－质联用仪 待购 

7、荧光光谱仪 2   

 

六、实验教材及参考书 

1、教  材：《无机化学实验》（第二版），朗建平，卞国庆 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 

2、参考书：《无机化学实验》（第三版），北京师范大学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无机化学》  （第四版），北京师范大学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无机化学》  （第一版），朗建平，陶建清 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 

3、《分析化学实验》，南京大学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 

4、《分析化学实验》，成都科技大学、浙江大学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5、《仪器分析实验》，张剑荣等编，科学出版社。 

6、《仪器分析实验》，赵文宽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执 笔 人：贾定先、李建国   

审 批 人：姚英明    

完 成 时 间：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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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化学实验（二）》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046007                         课程学分：2 

课程名称（中/英）：有机化学实验（二）/ 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s  

课程学时：72 学时                        实验学时：72 学时 

适用专业：化学工程与工艺（英语强化型） 

实验室名称：有机化学实验室（江苏省化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要求学生掌握有机化学的基本操作技术，包括熔点测定、蒸馏、重结晶、

萃取、干燥、层析、减压蒸馏、水蒸气蒸馏和无水操作等；培养学生能以小量规模正

确地进行制备、分离提纯和鉴定产品的能力；培养学生能初步查阅文献资料并写出合

格的实验报告；培养学生良好的实验工作方法和工作习惯，以及实事求是的、严谨的

科学态度。 

通过实验，使学生加深对有机化学基本理论的理解，提高学生动手能力以及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有机化学实验一般知识和安全教育  3  必修 

2 常用玻璃器皿的辨识、洗涤及保养 验证性 2 1 必修 

3 熔点测定 验证性 3 1 必修 

4 蒸馏和沸点的测定 验证性 3 1 必修 

5 水溶剂重结晶 综合性 3 1 必修 

6 有机溶剂重结晶 综合性 3 1 必修 

7 环己烯的制备（测折光率） 综合性 6 1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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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8 溴乙烷的制备 综合性 5 1 必修 

9 乙酰基二茂铁的制备 综合性 6 1 必修 

10 三苯甲醇的制备 设计性 7 1 必修 

11 己二酸的制备 综合性 3 1 必修 

12 己二酸二乙酯的制备 综合性 5 1 必修 

13 基本操作技术综合演练 综合性 2 1 必修 

14 正丁醚的制备 综合性 5 1 必修 

15 对甲基苯乙酮的制备 综合性 6 1 必修 

16 二苯醚的制备 综合性 3 1 必修 

17 呋喃甲醇和呋喃甲酸的制备 综合性 7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有机化学实验一般知识和安全教育 

1. 教学内容 

  有机化学实验安全知识；有机化学实验的一般知识，包括基本操作和实验技术；

实验报告的要求和基本格式 

2. 教学目标 

  了解安全知识及紧急事故处理办法； 

  学习有机实验基本操作和实验技术 

实验项目 2：常用玻璃器皿的辨识、洗涤及保养 

1. 教学内容 

  领取、辨识仪器；练习各种洗涤方法 

2. 教学目标 

  识别有机化学实验中常用的玻璃仪器； 

  掌握各种玻璃器皿的洗涤方法 

实验项目 3：熔点测定 

1. 教学内容 

  测定 2 个样品的熔点 

2. 教学目标 

  掌握有机化合物的熔点测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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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4：蒸馏和沸点的测定 

1. 教学内容 

  蒸馏乙酸乙酯等有机溶剂，并测定沸点 

2. 教学目标 

  掌握蒸馏及分离、提纯液体混合物的方法； 

  掌握常量法测沸点 

实验项目 5：水溶剂重结晶 

1. 教学内容 

  水作溶剂，重结晶乙酰苯胺或苯甲酸 

2. 教学目标 

  掌握用水作溶剂的固体有机化合物重结晶的方法 

实验项目 6：有机溶剂重结晶 

1. 教学内容 

      70%乙醇作溶剂，重结晶萘 

2. 教学目标 

      掌握用有机溶剂重结晶固体有机物的方法 

实验项目 7：环己烯的制备（测 nd
20） 

1. 教学内容 

  环己醇脱水制备，并分离提纯环己烯，并测定折光率 

2. 教学目标 

  掌握环己烯的制备方法 

  掌握分馏技术 

  掌握折光率的测定方法 

实验项目 8：溴乙烷的制备 

1. 教学内容 

  用乙醇制备并分离提纯溴乙烷 

2. 教学目标 

  掌握溴乙烷的制备方法 

  掌握低沸点液体蒸馏方法 

实验项目 9：乙酰基二茂铁的制备 

1. 教学内容 

  用二茂铁和醋酐反应制备乙酰基二茂铁，TLC 和柱层析 

2. 教学目标 

  掌握傅－克反应制备芳香酮的原理和方法 

  掌握电磁搅拌器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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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层析技术 

实验项目 10：三苯甲醇的制备 

1. 教学内容 

  原位制备苯基溴化镁，并设计合理路线合成三苯甲醇 

2. 教学目标 

  掌握三苯甲醇的制备原理及方法； 

  了解无水操作； 

  掌握低沸点易燃液体的蒸馏 

实验项目 11：己二酸的制备 

1. 教学内容 

  利用硝酸把环己醇氧化成己二酸 

2. 教学目标 

  了解由环己醇氧化制备己二酸的方法； 

  掌握有机氧化反应的一般概念和进行合成的正确操作 

实验项目 12：己二酸二乙酯的制备 

1. 教学内容 

  己二酸与乙醇发生酸催化酯化反应，制备己二酸二乙酯 

2. 教学目标 

  掌握己二酸二乙酯的制备原理和方法； 

  掌握分水器的使用方法； 

  掌握减压蒸馏等操作 

实验项目 13：基本操作技术综合演练 

1. 教学内容 

  包括熔点测定、蒸馏、重结晶、萃取、干燥、层析、测定折光率、油水分离技

术等 

2. 教学目标 

  检验学习效果，纠正错误和不规范的操作行为 

实验项目 14：正丁醚的制备 

1. 教学内容 

  通过正丁醇的分子间脱水制备正丁醚 

2. 教学目标 

  掌握正丁醚的制备原理和方法 

  掌握正确使用分水器 

实验项目 15：对甲基苯乙酮的制备 

1. 教学内容 

  用甲苯和醋酐反应制备对甲基苯乙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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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学目标 

  掌握傅－克反应制备芳酮的原理和方法 

  掌握电磁搅拌器的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16：二苯醚的制备 

1. 教学内容 

  使用微波反应器，通过苯酚与碘苯的 Ullmann 反应制备二苯醚 

2. 教学目标 

  了解有机实验新技术—微波技术 

  掌握薄板层析技术 

实验项目 17：呋喃甲醇和呋喃甲酸的制备 

1. 教学内容 

  呋喃甲醛的歧化反应制备呋喃甲醇和呋喃甲酸 

2. 教学目标 

  掌握呋喃甲醇和呋喃甲酸的制备方法； 

  掌握 Cannizzaro 反应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 实验报告： 

实验报告的内容应包括实验目的、实验原理、实验步骤（流程图）、实验主要装

置图、数据记录与处理、结果与讨论、有关实验习题、总结对实验的体会和改进等内

容。报告版面清晰，条理清楚；图表正确美观，比例协调；数据处理完整准确；回答

问题言简意赅。 

2. 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主要采取平时实验和期终考试相结合。 

（2）实验成绩包括平时成绩和考试成绩两部分，各占比重 70%和 30%。平时成

绩按每次实验的预习 20%、实验操作 40%、实验报告 30%和实验结果 10%进行综合

评定。考试成绩是闭卷操作考试。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 普通玻璃仪器和磨口玻璃仪器 各 120 套 

2. 电热恒温干燥箱 12 台 

3. 循环水泵 24 台 

4. 旋片式真空泵 6 台 

5. 显微熔点测定仪 3 台 

6. 阿贝折光仪 6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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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旋转薄膜蒸发器 6 台 

8. 紫外分析仪 6 台 

9. 电磁搅拌器 120 台 

10. 层析柱 100 根 

11. 恒速电动搅拌器 60 台 

12. 微波反应器 6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 教材：《有机化学实验》（第二版），曹健，郭玲香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 

2. 参考书：《有机化学实验（第四版）》，华南师大、东北师大、苏州大学、广西

师大、上海师大合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 

 

 

 

 

执 笔 人：赵   蓓   

审 批 人：姚英明    

完 成 时 间： 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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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化学实验（二）》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9046011                     课程学分：1.5 

课程名称（中/英）：物理化学实验（二）Phys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s II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54 

适用专业：化学工程与工艺（英语强化型） 

实验室名称：物理化学实验室（江苏省化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一、课程简介： 

物理化学实验是一门独立的基础实验课程，其主要目的是使学生了解物理化学研

究方法，掌握物理化学的基本实验技术和技能，常用仪器的构造原理及使用方法，了

解现代先进仪器、计算机在物理化学实验中的应用等。学会重要的物理化学性能测定，

熟悉物理化学实验现象的观察和记录，实验条件的判断和选择，正确测量、处理实验

数据和分析实验结果，加深对物理化学基本理论的理解，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认真

观察能力、查阅文献能力、思维和想象能力、表达和准确记录数据能力，学会对测定

原始数据的分析、处理与评价及计算机在物理化学实验中的应用，使学生得到综合训

练，增强解决实际化学问题的能力。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1 电泳 综合性 6 2 必修 

2 原电池电动势的测定 验证性 6 2 必修 

3 液体表面张力的测定 综合性 6 2 必修 

4 黏度法测定水溶性高聚物的相对分子量 验证性 7 2 必修 

5 燃烧热的测定 综合性 8 2 必修 

6 电导法测定乙酸乙酯皂化反应速率常数 综合性 6 2 必修 

7 溶液吸附法测定固体比表面积 综合性 7 2 必修 

8 络合物磁化率的测定 验证性 8 2 必修 

9 凝固点降低法测相对分子量 综合性 8 2 必修 

http://www.baike.com/sowiki/%E8%AE%A1%E7%AE%97%E6%9C%BA?prd=content_doc_search


 91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电泳 

1.教学内容 

氢氧化铁溶胶的制备及用电泳法测定氢氧化铁溶胶的电动电势。 

2.教学目标 

（1）用电泳法测定氢氧化铁溶胶的电动电势（δ）。 

（2）掌握电泳法测定ζ 电势的原理和技术。 

（3）掌握氢氧化铁溶胶的制备。 

实验项目 2：原电池电动势的测定     

1.教学内容 

测定 Cu-Zn、Cu-甘汞电极、锌-甘汞电极可逆电池的电动势。 

2.教学目标 

（1）掌握可逆电池电动势的测量原理和电位差计操作技术。 

（2）学会铜锌电极的制备方法。 

（3）测定 Cu-Zn 等电池的电动势和 Cu、Zn 电极的电极电位。 

实验项目 3：液体的表面张力的测定 

1.教学内容 

最大泡压法测定不同浓度乙醇水溶液的表面张力，计算表面吸附量和乙醇

分子的横截面积。 

2.教学目标 

（1）掌握最大气泡法测定表面张力的原理和方法。 

（2）测定不同浓度乙醇水溶液的表面张力。 

（3）计算表面吸附量，乙醇分子横截面积。 

实验项目 4：粘度法测定水溶性高聚物的相对分子量 

1.教学内容 

粘度法测定高聚物（右旋糖苷、聚乙二醇、聚乙烯醇）的平均分子量。 

2.教学目标 

（1）测定线型高聚物的相对分子质量的平均值。 

（2）掌握乌氏粘度计测定粘度的方法。 

（3）掌握乌氏粘度计测定粘度的原理。 

实验项目 5：燃烧热的测定 

1.教学内容 

用氧弹热量计测定萘的燃烧热。 

2.教学目标 

（1）明确燃烧热的定义和了解氧弹量热计原理构造并掌握其使用方法。 

（2）会应用雷诺图解法校正温度的改变值，测定萘的燃烧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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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了解氧气钢瓶的减压阀的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6：电导法测定乙酸乙酯皂化反应速率常数 

1.教学内容 

电导法测定乙酸乙酯皂化反应的反应速率常数和活化能。 

2.教学目标 

（1）熟悉二级反应的速率公式及动力学特征，学会用图解法求算二级反应

的速率常数。 

（2）掌握电导法测定乙酸乙酯皂化反应速率常数和活化能原理及方法。 

（3）熟悉电导率仪的使用。 

实验项目 7：溶液吸附法测固体比表面积 

1.教学内容 

用次甲基兰水溶液吸附法测定活性炭比表面积。 

2.教学目标 

（1）用次甲基兰水溶液吸附法测定活性炭比表面积。 

（2）了解朗缪尔单分子层吸附理论及用溶液法测定比表面的基本原理。 

（3）了解分光光度计的基本原理并掌握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8：络合物磁化率的测定 

1.教学内容 

FeSO4·7H2O, K4Fe（CN）6·3H2O 络合物的磁化率与电子结构的测定 

2.教学目标 

（1）了解 Gouy 磁天平测物质磁化率的基本原理。 

（2）测定 FeSO4·7H2O, K4Fe（CN）6·3H2O 两种络合物的磁化率推算其

不成对电子数，判断分子的配键类型。 

（3）掌握 Gouy 磁天平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9：凝固点降低法测定相对分子质量 

1.教学内容 

凝固点降低法测定环己烷和环己烷溶液的凝固点，计算溶质萘的摩尔质量。 

2.教学目标 

（1）用凝固点降低法测定萘的摩尔质量。 

（2）掌握溶液凝固点的测量技术。 

（3）通过本实验加深对稀溶液依数性质的理解。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考核形式：按平时实验（80％）、考试（20％）结合进行总评。 

评分标准：1、平时实验：预习 10%，实验操作 50％、实验报告 40％ 

2、考试：操作考试.  



 93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高压直流电源 4 台，电泳管 4 支，精密测高仪 4 台，秒表 4 只。 

2.电位差计 4 台，精密稳压电源 4 台，标准电池 4 只。 

3.玻璃恒温浴槽 4 套，DP-A 精密数字微压差计 4 台，超级恒温槽 2 台，数

字阿贝折光仪 4 台。 

4.玻璃恒温浴槽 4 套，乌氏（乌贝路德）粘度计 4 支，秒表 4 只，烘箱 1 台 。 

5.氧弹量热计 4 套,氧气钢瓶（附氧气表）2 套,数字式精密温差测量仪 4 台,

压片机 4 台,万用电表 1 只。 

6.恒温水浴 4 套，DDSJ-11A 型电导率仪 4 套，秒表 4 块，电导池 4 个。 

7.722 型分光光度仪 4 台，康氏振荡器 3 台，烘箱 1 台。 

8.古埃磁天平 4 台，分析天平 4 台。 

9.凝固点测定仪 4 套，SWC-Ⅱ数字式贝克曼温度计 4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孙尔康 张剑荣，《物理化学实验》，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 

2.参考书：  

庄继华等修订，《物理化学实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 

罗鸣 石士考 张雪英，《物理化学实验》，化学工业出版社，2012 年。 

高滋，《 Experimental physical chemistry》，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 

 

 

 

                                               

执 笔 人：李淑瑾   

审 批 人：姚英明   

完 成 时 间：2016 年 3 月  

 

http://202.195.136.14:8080/opac/openlink.php?title=Experimental+physical+chem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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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材料专业实验》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BFMA2017                 课程学分：2 

课程名称（中/英）：功能材料专业实验/ Special Experiment for FunctionalMaterials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72 

适用专业：功能材料专业 

实验室名称：材料工程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实验课程包括高分子化学与高分子物理两部分。高分子化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

的学科，其理论源于实践，它的每一个进步都离不开科学实验的支撑。高分子物理是

一门对实验依赖很强的自然科学学科，研究高分子物理不能离开实验，也离不了实验。

开设实验课程就是要培养学生的基本实验技能，学会如何去做高分子化学实验和高分

子物理实验，并通过实验去更深入地、更真切地理解高分子化学和高分子物理理论知

识。经过实验环节的训练，完善理论与实验的结合，为创新技能的获得奠定基础。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1 基本实验操作训练与讲座 实验理论课 4 全部 必修 

2 苯乙烯自由基悬浮聚合 设计性 4 2 必修 

3 聚醋酸乙烯酯的溶液聚合 设计性 4 2 必修 

4 醋酸乙烯酯的乳液聚合 设计性 4 2 必修 

5 膨胀计法测定甲基丙烯酸甲酯本体聚合反应速率 设计性 4 2 必修 

6 聚乙烯醇缩甲醛的制备 设计性 4 2 必修 

7 甲基丙烯酸甲酯本体聚合制有机玻璃板 设计性 4 2 必修 

8 粘度法测定聚合物粘均相对分子量 验证性 4 2 选修 

9 功能化学实验 设计性 6 2 必修 

10 光学解偏振光法测定聚合物的结晶速率 设计性 4 2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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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11 热塑性塑料熔体流动速率的测定 验证性 4 2 必修 

12 差示扫描量热分析 设计性 4 2 必修 

13 热重分析 设计性 4 2 必修 

14 偏光显微镜法观察聚合物球晶形态 验证性 4 2 必修 

15 动态热机械分析 设计性 4 2 必修 

16 静电纺丝 创新性 4 2 必修 

17 流变性能分析及应用 创新性 4 4 选修 

18 塑料成型及性能试验 综合性 6 4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基本实验操作训练与讲座 

1.教学内容 

全面介绍高分子物理和高分子化学及材料加工实验的基本要求和实验技术，所

需仪器的认知和使用方法及注意要点。 

2.教学目标 

（1）了解本门实验课程的基本要求 

（2）熟悉仪器的基本操作方式 

（3）掌握实验操作基本流程 

实验项目 2：苯乙烯自由基悬浮聚合 

1.教学内容 

了解自由基悬浮聚合的方法和配方中各组分的作用，了解分散剂，升温速度，

搅拌形式与搅拌速度对悬浮聚合的重要性。 

2.教学目标 

（1）了解自由基悬浮聚合的方法和配方中各组分的作用 

（2）熟悉自由基悬浮聚合的基本原理 

（3）掌握悬浮聚合的操作方法 

实验项目 3：聚醋酸乙烯酯的溶液聚合 

1.教学内容 

通过本实验掌握聚醋酸乙烯酯 PVAc 的溶液聚合方法；了解溶液聚合原理。 

2.教学目标 

（1）了解醋酸乙烯酯制备聚乙烯醇的方法 

（2）熟悉溶液聚合、高分子侧基反应原理 

（3）掌握聚醋酸乙烯酯溶液聚合方法 

实验项目 4：醋酸乙烯酯的乳液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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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内容 

掌握乳液聚合方法，了解乳液聚合机理及乳液聚合中各个组分的作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乳液聚合机理 

（2）熟悉乳液聚合中各个组分的作用 

（3）掌握乳液聚合方法 

实验项目 5：膨胀计法测定甲基丙烯酸甲酯本体聚合反应速率 

1.教学内容 

掌握膨胀计法测定聚合物反应速率的原理和方法；验证聚合速率与单体浓度间

的动力学关系。 

2.教学目标 

（1）了解聚合速率与单体浓度间的动力学关系 

（2）熟悉膨胀计测定聚合反应速率的原理和方法 

（3）掌握计算甲基丙烯酸甲酯本体聚合反应速率的方法 

实验项目 6：聚乙烯醇缩甲醛的制备 

1.教学内容 

通过聚乙烯醇的缩醛化制备胶水，掌握 PVA 缩醛化的实验技术与反应原理。 

2.教学目标 

（1）了解高分子化学反应的原理 

（2）熟悉熟悉 PVA 缩醛化的实验技术 

（3）掌握熟悉 PVA 缩醛化的反应原理 

实验项目 7：甲基丙烯酸甲酯本体聚合制有机玻璃板 

1.教学内容 

了解自由基本体聚合的特点和实验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自由基本体聚合的特点和实验方法 

（2）熟悉有机玻璃的制造和操作技术的特点 

（3）掌握测定制品透光率的方法 

实验项目 8：粘度法测定聚合物粘均相对分子量 

1.教学内容 

掌握粘度法测定粘均相对分子量的实验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粘均相对分子质量的物理意义 

（2）熟悉黏度法测定相对分子质量的实验方法 

（3）掌握“一点法”快速测定粘均相对分子质量 

实验项目 9：功能化学实验 

1.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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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材料功能化方法与工艺，完成材料功能化改性 

2.教学目标 

（1）了解材料化学功能化目的 

（2）熟悉材料功能化的基本方法 

（3）掌握材料功能化改性的原则 

实验项目 10：光学解偏振光法测定聚合物的结晶速率 

1.教学内容 

了解光学解偏振光法测定聚合物结晶速率的原理；掌握测定聚合物等温结晶速

率的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光学解偏振光法测定聚合物结晶速率的原理 

（2）熟悉 GJY-Ⅲ结晶速率仪的使用 

（3）掌握测定聚合物等温结晶速率的方法 

实验项目 11：热塑性塑料熔体流动速率的测定 

1.教学内容 

了解热塑性塑料熔体流动速率的实质及其测定意义。 

2.教学目标 

（1）了解热塑性塑料熔体流动速率的实质及其测定意义 

（2）熟悉并使用熔体流动速率测试仪 

（3）掌握测定聚烯烃树脂的流动速率 

实验项目 12：差示扫描量热法 

1.教学内容 

了解 DSC 的基本原理，通过 DSC 测定聚合物的加热及冷却图谱。 

2.教学目标 

（1）了解 DSC 的基本原理 

（2）熟悉 DSC 测定聚合物的加热及冷却谱图 

（3）掌握 DSC 测定聚合物的玻璃化转变温度、熔点、结晶温度 

实验项目 13：热重分析 

1.教学内容 

了解 TGA 的原理及使用方法并能自主设计实验方案。 

2.教学目标 

（1）了解材料的耐温极限 

（2）熟悉材料的分解原理 

（3）掌握分析方法 

实验项目 14：偏光显微镜法观察聚合物球晶形态 

1.教学内容 

了解偏光显微镜的基本结构和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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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偏光显微镜的基本结构和原理 

（2）熟悉目镜分度尺的标定方法 

（3）掌握偏光显微镜的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15：动态热机械分析 

1.教学内容 

了解 DMA 的原理及使用方法并能自主设计实验方案。 

2.教学目标 

（1）了解线型非晶聚合物的三种力学状态理论 

（2）熟悉 DMA 的测定原理 

（3）掌握测定聚合物温度-形变曲线的方法 

实验项目 16：静电纺丝 

1.教学内容 

掌握静电纺丝技术的原理及自主设计实验方案 

2.教学目标 

（1）了解静电纺丝的基本原理 

（2）熟悉静电纺丝的操作方法 

（3）掌握静电纺丝的工艺 

实验项目 17：流变性能分析及应用 

1.教学内容 

了解哈克流变仪的原理及使用方法，并自主设计实验方案。 

2.教学目标 

（1）了解高分子材料熔体流动特性 

（2）熟悉哈克流变仪的使用 

（3）掌握测定聚合物剪切速率、剪切应力、表观粘度的方法 

实验项目 18：塑料成型及性能试验 

1.教学内容 

了解双螺杆的工作原理及注意事项，理解聚合物材料力学性能测试方法及原理 

2.教学目标 

（1）了解螺杆的基本构造 

（2）熟悉挤出工艺 

（3）掌握配方变化时工艺的调节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在做每一个实验之前，每位同学要做好预习报告；实验结束后要

及时处理实验数据，按时上交实验结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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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核方式 ：按平时实验（70％）、考试实验（30％）结合进行总评。 

评分标准： 

1）平时实验：态度 20％、操作 40％、报告 10％、结果 30％ 

2）考试实验：态度 10％、操作 20％、报告 10％、结果 60％。 

每组学生有专门的成绩记录册，对每个学生的每次实验都按评分标准记录实验成

绩。每次实验要求学生把原始数据及时记录到专门的原始数据记录册，由指导实验的

老师签字并进行计算核对，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常规玻璃仪器 40 13、结晶速率仪 4 

2、分析天平及电子天平 10 14、维卡热变形软化仪 1 

3、电热锅 20 15、万能材料试验机 2 

4、搅拌马达与搅拌棒 20 16、哈克流变仪 1 

5、恒温水槽   20 17、热重分析仪 1 

6、熔体流动速率仪 2 18、手持静电纺丝仪 2 

7、差示扫描量热仪 2 19、冲击试验机 2 

8、乌氏粘度计 20 20、高速离心机 1 

9、偏光显微镜 2 21、双螺杆挤出机 1 

10、单丝强度仪 1 22、注塑机 1 

11、粒径仪 1 23、高混机 1 

12、旋转粘度计 1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韩哲文，《高分子科学实验》，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 年 

2.参考书： 

a. 潘祖仁，《高分子化学》，化学工业出版社，2002 

b. 金日光、华幼卿，《高分子物理》，化学工业出版社，2000 年 

c. 魏无际、俞强、崔益华等《高分子化学与物理基础》，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 年 

d. 史子瑾，《聚合反应工程基础》，化学工业出版社，1991 年 

e. 申开智，《塑料成型模具》，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2 年 

f. 徐佩弦 编著，《塑料制品与模具设计》，北京：轻工业出版社，2001 年 

 

 

执 笔 人：戴礼兴、程丝、孙君   

审 批 人：姚英明   

完 成 时 间：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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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原理》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BIDM1003                      课程学分：4.50 

课程名称（中/英）：化工原理实验 / Experiments of Unit operation 

课程学时：90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生物制药 

实验室名称：化工原理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化工原理实验是根据教育计划制定的一门独立专业必修课。根据专业不同、培养

计划的不同，设置的学时数有 72 学时、36 学时和 18 学时。化工原理实验的实验内

容涵盖了流体传输、分离过程和传递过程等多个单元操作实验内容。 

化工原理实验课程设置的目的是为各专业的学生在学习化工原理（单元操作）之

外，结合相关的理论知识，学习多种单元操作实践，并在实验基础上能够对单元操作

机及其相关工艺设备有基本了解，甚至能够在实验基础上进行基础性的工艺探索。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1 离心泵性能特性曲线测定实验 验证性 3 2 必修 

2 流体流动阻力测定实验 验证性 3 2 必修 

3 总传热系数测定及换热器基本设计实验 综合性 6 2 必修 

4 对流给热系数测定实验 综合性 6 2 选修 

5 精馏塔效率的测定实验 验证性 6 2 必修 

6 特殊体系特种精馏的操作及塔效率测定实验 综合性 6 2 选修 

7 恒压过滤速率常数测定实验 综合性 6 2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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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 ：离心泵性能特性曲线测定实验 

（1） 实验内容：离心泵的操作和离心泵性能特性曲线的测定 

（2） 实验要求： 

1）．了解离心泵结构与特性，学会离心泵的操作。 

2）．测定恒定转速条件下离心泵的有效扬程（H）、轴功率（N）、以及总效率（η ）

与有效流量（V）之间的曲线关系。 

3）．测定改变转速条件下离心泵的有效扬程（H）、轴功率（N）、以及总效率（η ）

与有效流量（V）之间的曲线关系。 

4）．测定串联、并联条件下离心泵的有效扬程（H）、轴功率（N）、以及总效率

（η ）与有效流量（V）之间的曲线关系。 

5）．掌握离心泵流量调节的方法（阀门、转速和泵组合方式）和涡轮流量传感器

及智能流量积算仪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6）．学会轴功率的两种测量方法：马达天平法和扭矩法。 

7）．了解电动调节阀、压力传感器和变频器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8）．学会化工原理实验软件库（组态软件 MCGS 和 VB 实验数据处理软件系统）

的使用。 

实验项目 2：流体流动阻力测定实验 

（1） 实验内容：直管、局部阻力的测定方法 

（2） 实验要求： 

1）．掌握流体流经直管和阀门时阻力损失的测定方法，通过实验了解流体流动中

能量损失的变化规律。  

    2）．测定直管摩擦系数λ 与雷诺准数 Re 的关系，将所得的λ ~Re 方程与经验公

式比较。  

    3）．测定流体流经阀门时的局部阻力系数ξ 。  

    4）．学会倒 U 形差压计、 1151 差压传感器、Pt100 温度传感器和转子流量计的

使用方法。  

    5）．观察组成管路的各种管件、阀门，并了解其作用。 

 6）．掌握化工原理实验软件库（组态软件 MCGS 和 VB 实验数据处理软件系统）

的使用。 

实验项目 3：总传热系数的测定及换热器基本设计实验 

（1） 实验内容：测定冷水-热水在列管式换热器中的总传热系数测定并在给定条件

下进行换热器的基本设计 

（2） 实验要求： 

1）．观察列管式换热器的基本结构，探讨换热器类型对传热系数计算的影响。 

2）．测定冷水和热水在列管式换热器中传热的总传热系数的测定。 

3）．考查冷流体和热流体的相对流量变化对总传热系数的影响。 

4）．在测得总传热系数的基础上，在给定的热流体和冷流体流量和温度的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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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列管式换热器的基本设计。 

5）．掌握热电阻（偶）测温方法； 

6）．掌握涡轮流量传感器和智能流量积算仪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7）．了解电动调节阀、压力传感器和变频器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8）．掌握化工原理实验软件库（组态软件 MCGS 和 VB 实验数据处理软件系统）

的使用。 

实验项目 4：对流给热系数测定实验 

（1） 实验内容：测定水-蒸气和空气-蒸气体系的对流给热系数 

（2） 实验要求： 

1）．观察水蒸气在水平管外壁上的冷凝现象； 

2）．测定空气或水在圆形直管内强制对流给热系数； 

3）．测定蒸汽在水平管外冷凝给热系数； 

4）．掌握热电阻（偶）测温方法； 

5）．掌握计算机自动控制调节流量的方法； 

6）．掌握涡轮流量传感器和智能流量积算仪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7）．了解电动调节阀、压力传感器和变频器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8）．掌握化工原理实验软件库（组态软件 MCGS 和 VB 实验数据处理软件系统）

的使用。 

实验项目 5：精馏塔效率的测定实验 

实验内容：实验内容： 

    1）测定指定条件下，实验用连续精馏塔的全塔效率，部分同学可增加测定塔的

单板效率内容；  

    2）研究回流比改变对塔性能的影响；       

    3）对 10-15％（ m％）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200ml 的塔顶馏出液采出量。 

  实验要求： 

    1）了解精馏装置的基本流程、设备及操作方法；   

    2）学习精馏塔全塔效率及个别塔板效率测定方法；   

    3）理解回流比，温度，蒸汽压力 等对精馏塔性能的影响，观察塔内流体流动的

现象及传质现象。   

实验项目 6：特殊体系特种精馏操作及塔效率、塔板效率的测定实验 

实验内容：实验内容： 

1）测定指定条件下，实验用连续精馏塔的全塔效率和塔板效率  

2）研究回流比改变对塔性能的影响； 

3）对 10-15％（ m％）的乙醇/水进行精馏操作，在全回流，连续进料连续出料

条件下，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200ml 的塔顶馏出液采出量。 

4）对丁醇水（水含量 10%）体系进行共沸精馏，在全回流条件下在塔顶取得 200ml

采出量，塔釜内丁醇的水含量低于 1%。 

5）对乙醇-水-乙二醇三元体系进行萃取精馏，在塔顶获取 200ml 采出量，乙醇

的浓度大于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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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要求： 

1）了解精馏装置，包括筛板式精馏塔、填料精馏塔的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 

2）掌握常规全回流，连续精馏的的基本操作流程。   

3）学习精馏塔在全回流和连续精馏套件下全塔效率及个别塔板效率测定方法；   

4）理解回流比，温度，蒸汽压力 等对精馏塔性能的影响，观察塔内流体流动的

现象及传质现象。 

5）了解特种精馏（共沸精馏和萃取精馏）的基本原理和应用场合，学会基本的

特种精馏体系的测定。 

实验项目 7：恒压过滤常数的测定实验 

（1）实验内容：在特定条件下，通过过滤分离水中悬浮的碳酸钙的恒压过滤常

数，学习板框式压滤机的结构和操作。。 

   （2）实验要求： 

1）．熟悉板框压滤机的构造和操作方法； 

2）．通过恒压过滤实验,验证过滤基本原理； 

3）．学会测定过滤常数 K、qe、τ e及压缩性指数 S 的方法； 

4）．了解操作压力对过滤速率的影响； 

5）．了解压力定值调节阀和滤液量自动测量仪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6）．学会化工原理实验软件库（组态软件 MCGS 和 VB 实验数据处理软件系统）

的使用。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考核方式分为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两部分内容，平时成绩占 70%，期末考试成绩

占 30%。平时成绩主要是根据平时实验态度、实验操作和实验报告综合评定。实验报

告必须符合要求，内容包括实验名称、实验原理、装置图、操作要点、实验现象与解

释、结果与讨论、意见和建议等。期末考试将以笔试进行，考核对开设各个实验的实

验原理、实验操作、实验注意事项等的掌握情况。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 离心泵性能特性曲线测定实验  4 台 

2. 流体流动阻力测定实验    4 台 

3. 对流给热系数测定实验    2 台 

4. 传热系数测定实验     4 台 

5. 精馏实验        2 台 

6. 萃取实验        2 台 

7. 填料吸收塔及吸收实验    2 台 

8. 过滤实验        4 台 

9. 干燥速率曲线的测定实验    4 台 

10.演示实验        3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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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化工原理实验. 程振平等，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3 

高分子化学实验 ，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 

 

2.参考书： 

《化工原理实验》杨祖荣等，化学工业出版社，2010.08 

《化工原理实验》顾静芳,陈桂娥  化学工业出版社，2015.01 

《化工原理实验》梁亮 主编 中国石化出版社。2015.01 

《化工原理实验》，汪学军 李岩梅 ，化学工业出版社，2009 

 

 

                                               

 

 

 

执 笔 人：谢洪德   

审 批 人：姚英明   

完 成 时 间：2016.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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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化学实验（一）（上）》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CHEM2003                     课程学分：1.5    

课程名称（中/英）：无机化学实验（一）（上）/In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 I-1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54 

适用专业：化学（学术型）、应用化学 

实验室名称：无机化学实验室（江苏省化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一、课程简介： 

无机化学实验是高校化学化工类专业学生的第一门必修基础实验课，它是一门独

立的课程，也是学习无机化学的一个重要环节。无机化学实验（一）（上）的主要任

务是：使学生掌握基本的化学实验方法和无机化学实验的基本操作技能；通过实验获

得感性认识，加深对无机化学基本概念、原理等理论知识的理解，提高知识应用能力；

学习无机化合物的一般分离和制备方法；正确使用基本仪器，培养学生实验的操作能

力、细致观察和记录现象的能力、准确测定实验数据和表达实验结果的能力；培养实

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规范、细致、整洁的进行科学实验的良好习惯以及逻辑思维方法。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1 仪器的认领、洗涤与干燥 演示性 3 1 必修 

2 灯的使用、试剂取用与试管操作 演示性 4 1 必修 

3 气体的发生、净化、干燥和铜原子量的测定 验证性 4 2-3 必修 

4 溶液的配制 验证性 3 1 必修 

5 滴定操作 验证性 4 1 必修 

6 粗盐的提纯 综合性 4 1 必修 

7 电离平衡与沉淀平衡 验证性 4 1 必修 

8 醋酸电离度和电离常数的测定 验证性 4 1 必修 

9 硫酸亚铁铵的制备 综合性 4 1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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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10 二氧化碳相对分子量的测定 综合性 4 2 必修 

11 硫酸铝的制备 综合性 4 1 必修 

12 第一过渡元素（二）（ 铁、钴、镍） 验证性 4 1 必修 

13 过氧化钙的制备及检验 综合性 4 1 必修 

14 一种钴（III）配合物的制备及组成分析 综合性 4 1 选修 

15 明矾的制备 设计性 4 1 选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仪器的认领、洗涤与干燥 

1.教学内容 

学习课程基本要求和实验室安全，认领仪器，洗涤仪器，干燥仪器。 

2.教学目标 

（1）学习和了解课程基本要求和实验室安全规则； 

（2）熟悉和认领无机化学实验常用仪器； 

（3）掌握常用玻璃仪器的洗涤和干燥方法。 

实验项目 2：灯的使用、试剂取用与试管操作 

1.教学内容 

酒精灯和煤气灯的使用，固体和液体试剂的取用方法，试管操作方法，“蓝瓶子”

实验，五色管实验，空气中含氧量实验，三色杯实验。 

2.教学目标 

（1）掌握酒精灯和煤气灯的结构和使用方法； 

（2）了解化学药品的分类，掌握固体和液体试剂的取用方法； 

（3）练习并掌握振荡试管和加热试管中固体和液体的操作方法； 

（4）掌握电子台秤的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3：气体的发生、净化、干燥和铜原子量的测定 

1.教学内容 

装配启普发生器，制备氢气并净化、干燥，测定 Cu 原子量。 

2.教学目标 

（1）掌握启普发生器的结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2）学习并掌握气体的发生、净化、干燥方法； 

（3）练习并掌握氢气验纯和安全操作方法。 

（4）掌握测定 Cu 原子量测定原理。 

实验项目 4：溶液的配制 

1.教学内容 

粗略配制 CuSO4、NaOH 和 H2SO4 等溶液，准确配制醋酸和草酸等标准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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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掌握电子台秤和电子分析天平的使用方法； 

（2）学习并掌握正确的称量方法，掌握差减称量法； 

（3）练习并掌握配制溶液的方法和基本操作； 

（4）练习并掌握移液管、吸量管、容量瓶的使用方法； 

（5）准确运用有效数字作称量记录和计算。 

实验项目 5：滴定操作 

1.教学内容 

NaOH 溶液浓度的标定 

2.教学目标 

（1）初步掌握酸碱滴定原理和滴定操作； 

（2）学会用基准物质标定标准溶液浓度的方法； 

（3）练习并掌握移液管和滴定管的使用方法； 

（4）初步掌握酸碱指示剂的选择方法。 

实验项目 6：粗盐的提纯 

1.教学内容 

提纯粗盐（海盐） 

2.教学目标 

（1）学习提纯粗盐的原理、方法和有关离子的鉴定； 

（2）巩固电子天平的使用方法； 

（3）练习并掌握 pH 试纸、溶解、加热、蒸发和结晶及干燥等基本操作； 

（4）掌握常压和减压过滤的操作方法。 

实验项目 7：电离平衡与沉淀平衡 

1.教学内容 

电离平衡和沉淀平衡，平衡移动及影响因素，缓冲溶液及配制 

2.教学目标 

（1）掌握缓冲溶液配制并了解其特性； 

（2）通过实验了解同离子效应和盐效应对电离平衡和沉淀平衡的影响； 

（3）认识沉淀的生成、溶解和转化及分步沉淀； 

（4）掌握离心试管、离心机操作方法和 pH 试纸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8：醋酸电离度和电离常数的测定 

1.教学内容 

测定醋酸电离度和电离常数，标定醋酸浓度 

2.教学目标 

（1）学习醋酸电离度和电离常数的测定方法； 

（2）巩固滴定操作和滴定管、移液管、容量瓶的使用； 

（3）掌握 pH 计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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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9：硫酸亚铁铵的制备 

1.教学内容 

由铁屑制备硫酸亚铁铵 

2.教学目标 

（1）学习复盐硫酸亚铁铵制备方法及其特性； 

（2）学习并掌握水浴加热； 

（3）巩固减压过滤、溶解、蒸发和结晶等综合基本操作方法； 

（4）掌握学习无机物制备的投料、称量、产率的有关计算。 

实验项目 10：二氧化碳相对分子量的测定 

1.教学内容 

制备、收集二氧化碳，测定二氧化碳相对分子量 

2.教学目标 

（1）掌握利用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和阿伏伽德罗定律测定气体相对分子量的原理和

方法； 

（2）掌握搭建制备干燥二氧化碳气体的装置； 

（3）熟悉、巩固气体的发生、净化、干燥、收集等基本操作。 

实验项目 11：硫酸铝的制备 

1.教学内容 

由金属铝制备硫酸铝 

2.教学目标 

（1）学习并掌握硫酸铝的制备原理和操作； 

（2）练习并掌握金属与碱的反应及安全要求； 

（3）巩固减压过滤、蒸发浓缩和结晶等基本操作。 

实验项目 12：第一过渡元素（二）（ 铁、钴、镍） 

1.教学内容 

实验铁、钴、镍常见化合物和配合物的性质及反应 

2.教学目标 

（1）学习并掌握铁、钴、镍氢氧化物的酸碱性和氧化还原性； 

（2）掌握铁、钴、镍配合物的生成和性质； 

（3）学习并掌握 Fe
2+、Fe

3+、Co
2+、Ni

2+的鉴定方法。 

实验项目 13：过氧化钙的制备及检验 

1.教学内容 

制备过氧化钙，过氧化物的检验 

2.教学目标 

（1）学习并掌握过氧化钙的制备原理和操作； 

（2）练习并掌握低温制备无机化合物的一般方法； 

（3）掌握过氧化物的检验方法及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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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4：一种钴（III）配合物的制备及组成分析 

1.教学内容 

制备一种钴（III）配合物并分析其组成 

2.教学目标 

（1）学习并掌握一种钴（III）配合物的制备原理和操作； 

（2）学习对配合物的组成进行初步推断； 

（3）学习电导率仪。 

实验项目 15：明矾的制备 

1.教学内容 

制备复盐明矾 

2.教学目标 

（1）提出制备明矾的基本原理； 

（2）设计制备明矾的操作步骤，制备明矾； 

（3）学习并掌握铝和氢氧化铝的两性。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实验完毕应对实验现象进行解释并作出结论，或根据实验数据进行处

理和计算，独立完成完整的实验报告，按时交给实验指导教师批阅。 

2、考核方式 

（1） 该实验课的考核方式：平时实验成绩和实验操作考试成绩相结合。 

（2） 该实验课成绩的确定：该实验课程总成绩由平时实验成绩和实验操作考试成绩

组成，平时实验成绩占 70％，实验操作考试成绩占 30％。平时实验成绩由实

验预习、实验操作、实验报告和实验结果四项综合评定。实验操作考试内容为

无机化学实验（一）（上）的基本操作及相关实验。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 电子分析天平  10 台  6、循环水真空泵          25 台 

2、 0.01g 电子天平  20 台  7、磁力搅拌器      120 台 

3、 0.1g 电子天平  5 台   8、pH 计      10 台 

4、 离心机       20 台  9、电烘箱      10 台 

5、 电导率仪   10 台  10、全套常用玻璃仪器每人一套 

六、实验教材及参考书 

1、教  材：《无机化学实验》（第二版），朗建平，卞国庆 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 

2、参考书：《无机化学实验》（第三版），北京师范大学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无机化学》  （第四版），北京师范大学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无机化学》  （第一版），朗建平，陶建清 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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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 笔 人：贾定先   

审 批 人：姚英明    

完 成 时 间：2016.3  

 

 



 111 

 

《无机化学实验（一）（下）》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CHEM2004                     课程学分：2   

课程名称（中/英）：无机化学实验（一）（下）/In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 I-2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72 

适用专业：化学（学术型）、应用化学 

实验室名称：无机化学实验室（江苏省化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一、课程简介： 

无机化学实验是高校化学化工类专业学生的第一门必修基础实验课，它是一门独

立的课程，也是学习无机化学的一个重要环节。无机化学实验（一）（下）的主要任

务是：通过实验课程使学生进一步掌握基本的化学实验方法，提高无机化学实验的基

本操作技能；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感性知识，经分析、归纳、总结，从感性认识上升到

理性认识，加深对无机化学基本概念和理论的理解，提高知识应用能力；进一步熟悉

元素及化合物的重要性质和反应，掌握无机化合物的一般分离和制备方法；掌握基本

的化学实验技术，培养学生查阅资料、设计实验方案、独立准备和操作实验的能力，

培养细致观察和记录现象的能力、准确测定实验数据和表达实验结果的能力，培养学

生分析解决问题、科学研究和创新的能力；培养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规范、细致、

整洁的进行科学实验的良好习惯以及逻辑思维方法，为学生参加科学研究及实际工作

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

号 
实验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1 转化法制备氯化铵 综合性 4 1 必修 

2 氧化还原反应和氧化还原反应平衡 验证性 4 1 必修 

3 硫酸锰铵的制备及检验 综合性 4 1 必修 

4 P 区非金属元素（一）（卤素、氧、硫） 验证性 4 1 必修 

5 硫代硫酸钠的制备及性质 综合性 4 1 必修 

6 P 区非金属元素（二）（氮族、硅、硼） 验证性 4 1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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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实验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7 碱金属、碱土金属和 p 区金属元素 验证性 4 1 必修 

8 常见非金属阴离子的分离和鉴定 验证性 4 1 必修 

9 三草酸合铁（III）酸钾的制备和性质 综合性 4 1 必修 

10 I3
- 
= I2 + I

-
 平衡常数的测定 验证性 4 1 必修 

11 纯碱的制备和含量分析 综合性 4 1 必修 

12 第一过渡元素（一）（钛、钒、铬、锰） 验证性 4 1 必修 

13 配合物的生成和性质 验证性 4 1 必修 

14 高锰酸钾的制备 综合性 4 1 必修 

15 醋酸铬（II）水合物的制备 综合性 4 1 必修 

16 由二氧化锰制备碳酸锰 综合性 4 1 必修 

17 碱式碳酸铜的制备 设计性 4 1 必修 

18 
ds 区金属（铜、银、锌、镉、汞）和常见阳离子

的鉴定 
验证性 4 1 选修 

19 
二水合二氯化二（乙二胺）合铜（II）的制备和

铜含量分析 
设计性 4 1 选修 

20 混合阳离子的分离与鉴定 设计性 4 1 选修 

21 无水四碘化锡的制备 创新性 4 1 选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转化法制备氯化铵 

1.教学内容 

以 NaCl 和（NH4）2SO4 为原料，用转化法制备 NH4Cl，检验 NH4Cl 纯度。  

2.教学目标 

（1）学习并掌握用转化法制备 NH4Cl 的原理和操作方法； 

（2）了解利用溶解度差异制备可溶性化合物的一般原理； 

（3）巩固减压过滤、蒸发浓缩和结晶等基本操作。 

实验项目 2：氧化还原反应和氧化还原反应平衡 

1.教学内容 

氧化还原反应和电极电势，酸度、浓度对电极电势的影响，物质的氧化还原性。 

2.教学目标 

（1）掌握电极本性、浓度、酸度对电极电势以及氧化还原反应方向、产物的影响； 

（2）通过实验，进一步加强对氧化还原平衡的原理、能斯特方程、原电池、电动

势等概念的理解； 

（3）学会装配原电池并测量原电池的电动势； 

（4）了解金属的腐蚀及其防护。 

实验项目 3：硫酸锰铵的制备及检验 



 113 

1.教学内容 

制备复盐（NH4）2SO4∙MnSO4∙6H2O，定性检验硫酸锰铵。 

2.教学目标 

（1）学习并掌握制备（NH4）2SO4∙MnSO4∙6H2O 的原理和操作方法； 

（2）熟悉用化学还原的方法制备金属盐； 

（3）掌握 NH4
+和 Mn

2+离子的鉴定方法。 

实验项目 4：P 区非金属元素（一）（卤素、氧、硫） 

1.教学内容 

实验卤素单质、次氯酸盐、氯酸盐、H2O2、亚硫酸盐、硫代硫属盐等的重要性质 

2.教学目标 

（1）通过实验掌握卤素单质、卤化物、次氯酸盐、氯酸盐的氧化还原性及其转化； 

（2）通过实验掌握 H2O2 的氧化还原性； 

（3）通过实验掌握亚硫酸盐、硫代硫属盐等的性质 

实验项目 5：硫代硫酸钠的制备及性质 

1.教学内容 

制备大苏打 Na2S2O3∙5H2O，试验硫代硫酸钠的还原性、稳定性和配位性。 

2.教学目标 

（1）学习并掌握制备 Na2S2O3∙5H2O 的原理和操作方法； 

（2）试验硫代硫酸钠的有关性质； 

（3）了解硫代硫酸钠在生成实际中的应用。 

实验项目 6：P 区非金属元素（二）（氮族、硅、硼） 

1.教学内容 

试验氮、磷、硅、硼主要化合物的重要性质 

2.教学目标 

（1）通过实验掌握氮的不同氧化态化合物的主要性质； 

（2）通过实验掌握磷酸盐的酸碱性和溶解性； 

（3）通过实验掌握硅酸盐、硼酸盐和硼砂主要性质，练习硼砂珠的有关实验操作。 

实验项目 7：碱金属、碱土金属和 p 区金属元素 

1.教学内容 

试验碱金属、碱土金属及其主要化合物的性质，试验 p 区金属主要化合物的性质 

2.教学目标 

（1）试验并比较碱金属、碱土金属和铝的活泼性； 

（2）试验并比较碱土金属氢氧化物和盐类的溶解性； 

（3）练习焰色反应，熟悉金属钠和钾的安全操作措施； 

（4）试验 Al（III） 和 Sb（III）盐的水解性； 

（5）试验并比较铝、锡、铅、锑、铋氢氧化物的酸碱性和盐类的溶解性； 

（6）试验并掌握 Sn（II）的还原性和 Pb（IV）、Bi（V）的氧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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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8：常见非金属阴离子的分离和鉴定 

1.教学内容 

常见阴离子的鉴定，混合阴离子的分离 

2.教学目标 

（1）熟悉常见非金属阴离子的特性； 

（2）掌握常见非金属阴离子的分离、鉴定原理及方法； 

（3）试验并掌握混合阴离子的分离方法。 

实验项目 9：三草酸合铁（III）酸钾的制备和性质 

1.教学内容 

制备配合物 K3[Fe（C2O4）3]∙3H2O，试验三草酸合铁（III）酸钾的光敏性。 

2.教学目标 

（1）掌握制备 K3[Fe（C2O4）3]∙3H2O 的原理和操作方法； 

（2）练习并掌握制备配合物的一般实验方法； 

（3）实验并掌握三草酸合铁（III）酸钾的光化学特性； 

（4）练习巩固加热、溶解、过滤、蒸发和结晶等基本操作。 

实验项目 10：I3
- 
= I2 + I

-
 平衡常数的测定 

1.教学内容 

测定 I3
- 
= I2 + I

-
 平衡常数；碘含量的测定。 

2.教学目标 

（1）掌握测定 I3
- 
= I2 + I

-
 平衡常数的原理和操作方法，理解化学平衡的移动； 

（2）掌握用硫代硫属钠标准溶液测定碘含量的滴定方法； 

（3）巩固滴定操作和滴定管、移液管的使用。 

实验项目 11：纯碱的制备和含量分析 

1.教学内容 

制备碳酸钠，测定碳酸钠含量。 

2.教学目标 

（1）掌握制备碳酸钠的原理和操作方法； 

（2）学习并掌握灼烧的操作方法； 

（3）掌握通过复分解反应制取化合物的方法； 

（4）巩固无机合成和滴定分析基本操作。 

实验项目 12：第一过渡元素（一）（钛、钒、铬、锰） 

1.教学内容 

试验钛、钒、铬、锰主要化合物的性质 

2.教学目标 

（1）试验并掌握钛、钒、铬、锰化合物的重要化合物的性质； 

（2）试验并掌握 Cr（III）和 Cr（VI） 之间相互转化; 

（3）试验并掌握锰各氧化态之间相互转化及转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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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3：配合物的生成和性质 

1.教学内容 

试验配合物与复盐，配位平衡的移动，配位平衡与沉淀平衡，配位平衡与酸碱反应 

2.教学目标 

（1）比较配合物与简单化合物、复盐的区别； 

（2）掌握配位平衡与沉淀反应、氧化还原反应、溶液酸碱性的关系; 

（3）了解螯合物的形成条件； 

（4）了解利用配合物的掩蔽效应鉴别离子的方法。 

实验项目 14：高锰酸钾的制备 

1.教学内容 

制备 K2MnO4，K2MnO4 歧化转化为 KMnO4，KMnO4 定性检验。 

2.教学目标 

（1）学习并掌握碱熔法制备高锰酸钾的原理和操作方法； 

（2）练习熔融、浸取、抽滤等操作； 

（3）掌握锰的各种氧化态之间的转化关系及转化条件。 

实验项目 15：醋酸铬（II）水合物的制备 

1.教学内容 

制备醋酸铬（II）水合物。 

2.教学目标 

（1）掌握制备醋酸铬（II）水合物的原理和操作方法； 

（2）学习在无氧条件下制备易被氧化的不稳定的化合物的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 16：由二氧化锰制备碳酸锰 

1.教学内容 

通过还原，由二氧化锰制备碳酸锰。 

2.教学目标 

（1）掌握由二氧化锰制备碳酸锰的原理和操作方法； 

（2）了解酸度对二氧化锰氧化还原性的影响； 

（3）培养无机制备实验综合技能。 

实验项目 17：碱式碳酸铜的制备 

1.教学内容 

探求制备碱式碳酸铜的反应条件，制备碱式碳酸铜。 

2.教学目标 

（1）掌握制备碱式碳酸铜的原理和操作方法； 

（2）通过实验探求制备碱式碳酸铜的合理配料比和合适反应温度； 

（3）初步学会设计实验方案，以培养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实验项目 18：ds 区金属（铜、银、锌、镉、汞）和常见阳离子的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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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内容 

试验铜、银、锌、镉、汞主要化合物的性质，常见阳离子的鉴定 

2.教学目标 

（1）试验并掌握铜、银、锌、镉、汞氢氧化物或氧化物、硫化物、配合物的生成

和性质，铜、银、汞化合物的氧化还原性； 

（2）掌握 Cu（II）、Cu（I）和 Hg（II）、Hg（I）之间相互转化及转化条件; 

（3）熟悉常见阳离子与常用试剂的反应； 

（4）掌握常见阳离子分离和鉴定的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 19：二水合二氯化二（乙二胺）合铜（II）的制备和铜含量分析 

1.教学内容 

制备配合物二水合二氯化二（乙二胺）合铜（II），测定配合物铜含量。 

2.教学目标 

（1）根据相关知识，提出制备二水合二氯化二（乙二胺）合铜（II）和测定铜含

量的基本原理； 

（2）提出制备二水合二氯化二（乙二胺）合铜（II）的操作步骤； 

（3）测定配合物铜含量； 

（3）学习设计实验方案和实验步骤，培养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实验项目 20：混合阳离子的分离与鉴定 

1.教学内容 

混合阳离子的分离与鉴定 

2.教学目标 

（1）了解混合阳离子的分离与鉴定的方法和操作； 

（2）设计实验方案并对混合离子溶液中的每种离子进行逐一分离和检出； 

（3）提高综合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实验项目 21：无水四碘化锡的制备 

1.教学内容 

制备无水四碘化锡 

2.教学目标 

（1）掌握制备无水四碘化锡的原理和操作方法； 

（2）学习并掌握非水溶剂中制备无机物和重结晶的方法； 

（3）培养无机制备实验综合技能。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实验完毕应对实验现象进行解释并作出结论，或根据实验数据进行处

理和计算，独立完成完整的实验报告，按时交给实验指导教师批阅。 

2、考核方式 

（1） 该实验课的考核方式：平时实验成绩和实验操作考试成绩相结合。 

（2） 该实验课成绩的确定：该实验课程总成绩由平时实验成绩和实验操作考试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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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平时实验成绩占 70％，实验操作考试成绩占 30％。平时实验成绩由实

验预习、实验操作、实验报告和实验结果四项综合评定。实验操作考试内容为

无机化学实验（一）（下）的基本操作及相关实验。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 电子分析天平  10 台  6、循环水真空泵          25 台 

2、 0.01g 电子天平  20 台  7、磁力搅拌器      120 台 

3、 0.1g 电子天平  5 台   8、pH 计      10 台 

4、 离心机       20 台  9、电烘箱      10 台 

5、 电导率仪   10 台  10、全套常用玻璃仪器每人一套 

六、实验教材及参考书 

1、教  材：《无机化学实验》（第二版），朗建平，卞国庆 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 

2、参考书：《无机化学实验》（第三版），北京师范大学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无机化学》  （第四版），北京师范大学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无机化学》  （第一版），朗建平，陶建清 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 

 

 

 

 

 

执 笔 人：贾定先   

审 批 人：姚英明    

完 成 时 间：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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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化学实验（一）上》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CHEM2007       课程学分：2.0 

课程名称（中/英）：分析化学实验（一）（上）/ Analyt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s（1）（Part 1） 

课程学时： 72           实验学时：72 

适用专业：化学（学术型）、应用化学 

实验室名称：分析化学实验室（江苏省化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定量） 

一、课程简介： 

定量分析课是化学专业学生的主要基础课之一，定量分析实验教学是很重要的一

个环节。该实验课主要是利用滴定分析法和重量分析法开展一些常量组分的定量分

析，包括基本操作训练、规范熟练地容量分析（酸碱滴定、配位滴定、氧化还原滴定

及沉淀滴定法）和重量分析的基本操作，同时安排一定的实际样品分析，包括化肥、

无机化工产品、水、矿石、金属等实际样品中主要成分的分析等，实验内容有基础性、

综合性、设计性和创新性等实验类型。目的在于通过实验使学生熟练的掌握容量分析

和重量分析基本操作技能，学会实验数据的统计处理方法，严格树立“量”的概念，

培养严谨的科学作风，加深对分析化学的基本理论及其应用的理解，初步具有应用化

学分析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1 分析实验室基本规范及操作培训 演示性 4 1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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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2 滴定分析基本操作练习 综合性 4 1 必修 

3 工业纯碱总碱度的测定 综合性 4 1 必修 

4 硫酸铵中含氮量的测定 综合性 4 1 必修 

5 混合碱的分析（双指示剂法） 综合性 4 1 必修 

6 天然水总硬度的测定 综合性 4 1 必修 

7 铅铋混合液中铅、铋的连续测定 综合性 4 1 必修 

8 H2O2 含量的测定 综合性 4 1 必修 

9 铁矿石中铁的测定 综合性 4 1 必修 

10 铜合金中铜的测定 综合性 4 1 必修 

11 石灰石中氧化钙的测定 设计性 8 1 必修 

12 BaCl2•2H2O 中钡的测定 综合性 12 1 必修 

13 鸡蛋壳中碳酸钙含量的测定 创新性 8 1 选修 

14 盐酸溶液浓度的标定及分析实验基本操作考核 
综合性（考

核） 
4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分析实验室基本规范及操作培训 

1.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演示、强调。 

2.教学目标 

（1）使学生全面了解分析化学实验（一）的要求、进度和分组情况。 

（2）通过本节课的教学,让学生了解实验室的安全、卫生规定并在实验中遵守之。 

（3）通过本节课的教学，明确实验预习报告、实验报告的书写要求，实验评分标准。 

实验项目 2：滴定分析基本操作练习 

1.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演示、强调。 

2.教学目标 

(1) 明确滴定分析的基本概念以及指示剂选择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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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了解标准溶液配制的两种方法。 

(3) 学习掌握分析常用仪器的洗涤和正确使用方法。 

(4) 通过练习滴定操作，初步掌握甲基橙、酚酞指示剂终点的确定。 

实验项目 3：工业纯碱总碱度的测定 

1.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演示、强调。 

2.教学目标 

(1) 了解基准物质 Na2CO3，掌握 HCl 的配制及标定过程。 

(2) 熟悉酸碱滴定法选用指示剂的原理。 

(3) 学习用容量瓶把固体试样制备成试液的方法及定量转移操作的基本要点。 

(4) 掌握工业纯碱总碱度测定的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 4：硫酸铵中含氮量的测定 

1.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演示、强调。 

2.教学目标 

（1）了解酸碱滴定法的应用，掌握甲醛法测定铵盐中氮含量的原理和方法。 

（2）学会甲醛溶液的处理方法。 

（3）了解取大样的原则。 

实验项目 5：混合碱的分析（双指示剂法） 

1.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演示、强调。 

2.教学目标 

（1）了解用双指示剂法测定混合碱中各组分含量的原理。 

（2）学会混合碱的总碱度测定方法及计算。 

（3）了解混合指示剂的使用及其优点。 

实验项目 6：天然水总硬度的测定 

1.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演示、强调。 

2.教学目标 

（1）了解水硬度的测定意义和常用的硬度表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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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 EDTA 法测定水硬度的原理和方法。 

（3）掌握铬黑 T 和钙指示剂的应用，了解金属指示剂的特点。 

实验项目 7：铅铋混合液中铅、铋的连续测定 

1.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演示、强调。 

2.教学目标 

(1) 掌握配位滴定法进行 Bi
3+、Pb

2+连续测定的基本原理。 

(2) 学习利用控制酸度来分别测定金属离子的基本方法。 

(3) 了解二甲酚橙指示剂的变色特征。 

实验项目 8：H2O2含量的测定 

1.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演示、强调。 

2.教学目标 

(1) 学会高锰酸钾标准溶液的配制、保存及标定方法。 

(2) 掌握 KMnO4 法测定 H2O2 的原理及方法。 

(3) 加深对 KMnO4 自动催化反应及自身指示剂的了解及体会。 

实验项目 9：铁矿石中总铁的测定 

1.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演示、强调。 

2.教学目标 

(1) 学习矿石试样的溶解法。 

(2) 学习 K2Cr2O7 法测定铁矿石中铁的原理和操作步骤。 

(3) 了解二苯胺磺酸钠指示剂的作用原理。 

(4) 比较有汞盐和无汞盐测铁法的优缺点，增强环保意识。 

实验项目 10：铜合金中铜的测定 

1.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演示、强调。 

2.教学目标 

（1）掌握 Na2S2O3 溶液的配制方法和保存条件。 

（2）了解标定 Na2S2O3 的原理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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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了解碘量法测定铜的原理。 

（4）掌握间接碘量法的操作过程。 

实验项目 11：石灰石中氧化钙的测定（高锰酸钾法） 

1.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演示、强调。 

2.教学目标 

(1) 掌握用高锰酸钾法测定石灰石中钙含量的原理和方法。 

(2) 熟悉均匀沉淀法原理和方法。 

(3) 进一步巩固重量分析和容量分析操作。 

实验项目 12：BaCl2•2H2O 中钡的测定（重量分析法） 

1.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演示、强调。 

2.教学目标 

(1) 掌握晶形沉淀的沉淀条件和沉淀方法。 

(2) 学习沉淀的过滤、洗涤、灼烧的操作技术。 

(3) 掌握硫酸钡重量法测定 BaCl2 中钡含量的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 13：鸡蛋壳中碳酸钙含量的测定 

1.教学内容 

布置任务，学生自己设计多种方法解决问题。课后进行评议讨论。 

2.教学目标 

（1）锻炼学生运用相关理论知识自主设计实验的能力。 

（2）培养学生查阅相关资料并加以运用的能力。 

（3）学习利用多种方法测定蛋壳中碳酸钙含量的方法并比较其优缺点。 

实验项目 14：盐酸溶液浓度的标定及分析实验基本操作 

1.教学内容 

考核内容：盐酸溶液浓度的标定及分析实验基本操作考核 

考核方式：以 Na2CO3为基准物标定盐酸，单人操作分批进行（时间 1 小时） 

2.教学目标 

（1）考查学生熟练操作仪器、处理实验数据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综合考查学生对常用分析仪器正确使用方法的掌握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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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对于学生的实验成绩考核有一套完整的标准： 

考核形式：按平时实验（60%）、考试实验（40%）结合进行总评。 

评分标准： 

1、平时实验：态度 20%、操作 40%、报告 10%、结果 30%； 

2、考试实验：态度 10%、操作 20%、报告 10%、结果 60%。 

每组学生有专门的成绩记录册，对每个学生的每次实验都按评分标准记录实验成绩。

每次实验要求学生把原始数据及时记录到专门的原始数据记录册，由指导实验的老师

签字并进行计算核对，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常规玻璃仪器（滴定管、移液管、容量瓶、烧杯、锥形瓶等） 100 套； 

2、精密电子分析天平 40 台套；电子台秤 6 台套；调温电热板 8 台套； 烘箱6台； 

3、电热高温马弗炉 6 台套；煤气灯 100 套。 

六、教材及参考书 

1. 《分析化学实验》，南京大学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 

2. 《仪器分析实验》，张剑荣等编，科学出版社。 

3. 《分析化学实验》，武汉大学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执 笔 人：李建国   

审 批 人：姚英明    

完 成 时 间： 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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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化学实验（一）（下）》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CHEM2008                          课程学分：1.5 

课程名称（中/英）：分析化学实验（一）（下）/ Analyt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s （1）（Part 2）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54 

适用专业：化学（学术型）、应用化学 

实验室名称：分析化学实验室（江苏省化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仪器） 

一、课程简介： 

仪器分析是利用物理或物理化学方法研究物质的化学结构、化学成分及进行组分

的含量测定。实验内容涉及到光谱学、电化学、色谱等分析体系。仪器分析是化学专

业必修的基础课程之一，实验教学的目的是使学生进一步加深对主要仪器与分析方法

的基本原理、仪器结构与主要部件功能的理解，掌握一些比较简单的分析仪器的使用

方法。学习了解大型复杂分析仪器的使用办法。初步具有应用各种仪器分析方法解决

具体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1 仪器分析实验讲座 实验理论课 3 全体 必修 

2 氟离子选择电极测定自来水中氟 综合性 3 2 必修 

3 电位滴定法测定弱酸离解常数 综合性 3 2 必修 

4 循环伏安法判断电极过程 综合性 3 2 必修 

5 库仑滴定法测定硫代硫酸钠的浓度 综合性 3 1 必修 

6 气相色谱条件实验及对卤代烃的定性分析 综合性 3 2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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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7 毛细管气相色谱法条件及定量分析 综合性 3 2 必修 

8 离子色谱法测水中阴离子 综合性 3 2 必修 

9 萘、联苯的高效液相色谱分析 综合性 3 2 必修 

10 分光光度法测定水中总铁 综合性 3 1 必修 

11 有机化合物的吸收光谱及溶剂的影响 研究性 3 1 必修 

12 荧光物质的荧光特性及其定量分析 综合性 3 2 必修 

13 醛和酮的红外光谱分析 综合性 3 2 必修 

14 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自来水中钙、镁 综合性 3 2 必修 

15 ICP 原子发射直读光谱法测定微量铜、铅、锌 综合性 3 2 必修 

16 核磁共振波谱法分析 研究性（创新性） 3(+3) 2 必修 

17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分析有机物 研究性（创新性） 3 2 选修 

18 仪器分析实验考试 综合性（考核） 3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仪器分析实验讲座 

1.教学内容 

全面介绍仪器分析方法特点和分类，仪器分析实验注意事项和仪器分析实验室管

理要求。 

2.教学目标 

（1）使学生全面了解分析化学实验（一）的要求、进度和分组情况。 

（2）通过本节课的教学，让学生了解实验室的安全、卫生规定并在实验中遵守之。 

（3）通过本节课的教学，明确实验预习报告、实验报告的书写要求，实验评分标准。 

实验项目 2：氟离子选择电极测定自来水中氟 

1.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2. 教学目标 

（1） 掌握用标准曲线法测定氟离子未知物质的浓度。 

（2） 学习使用离子计。 

实验项目 3：电位滴定法测定弱酸离解常数 

1.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2. 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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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掌握电位滴定法测定弱酸解离常数。 

(2) 掌握确定电位滴定终点的方法。 

(3) 学习使用自动电位滴定计。 

实验项目 4：循环伏安法判断电极过程 

1.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2. 教学目标 

（1） 掌握用循环伏安法判断电极过程可逆性。 

（2） 学习使用电化学工作站。 

（3） 学会测量峰电流和峰电位。 

实验项目 5：库仑滴定法测定硫代硫酸钠的浓度 

1.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2.教学目标 

（1） 掌握库仑滴定法原理。 

（2） 熟悉永停终点法指示滴定终点的方法。 

实验项目 6：气相色谱条件实验及对卤代烃的定性分析 

1.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2.教学目标 

(1) 熟悉理论塔板数及理论塔板高度的概念及计算方法。 

（2） 理解柱温的改变对组分保留行为的影响。 

（3） 掌握气相色谱仪操作方法与热导检测器的原理。 

（4） 熟悉气相色谱定性分析方法。 

实验项目 7：毛细管气相色谱法条件及定量分析 

1.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2.教学目标 

(1) 熟悉色谱分析的原理及色谱工作站的使用方法。 

(2) 掌握气相色谱仪操作方法与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的原理。 

(3) 用保留时间定性；用归一化法定量；用分离度对实验数据进行评价。 

实验项目 8：离子色谱法测水中阴离子 

1.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2.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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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掌握离子色谱法分析的基本原理。 

(2) 掌握常见阴离子的测定方法。 

(3) 掌握离子色谱的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 

实验项目 9：萘、联苯的高效液相色谱分析 

1.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2.教学目标 

(1) 理解反相色谱的优点及应用。 

(2) 掌握归一化定量方法。 

(3) 了解高效液相色谱仪的结构，掌握其基本操作。 

实验项目 10：分光光度法测定水中总铁 

1.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2.教学目标 

（1） 掌握分光光度分析的条件优化及分光光度测定铁的方法。 

（2） 掌握分光光度计的性能、结构及其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11：有机化合物的吸收光谱及溶剂的影响 

1.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2.教学目标 

(1) 学习紫外吸收光谱的绘制方法，利用吸收光谱进行化合物的鉴定。 

(2) 了解溶剂的性质对吸收光谱的影响。 

(3) 掌握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的使用。 

实验项目12：荧光物质的荧光特性及其定量分析 

1.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2.教学目标 

(1) 测量荧光物质的激发光谱和荧光光谱。 

(2) 掌握荧光物质的定量测定方法。 

(3) 熟悉 F-2500（日立）荧光光谱仪结构及操作。 

实验项目 13：醛和酮的红外光谱分析 

1.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2.教学目标 

（1） 掌握压片法和液膜法等制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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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熟悉红外光谱仪结构及操作； 

（3） 利用所测红外光谱图进行结构分析。 

实验项目 14：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自来水中钙、镁 

1.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2.教学目标 

（1）了解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的基本结构，并掌握其使用方法。 

（2）掌握以标准曲线法测定自来水中钙、镁含量的方法。 

实验项目15：ICP原子发射直读光谱法测定微量铜、铅、锌 

1.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2.教学目标 

（1） 熟悉 ICP 原子发射直读光谱仪的基本结构，并掌握其使用方法。 

（2）掌握原子发射光谱分析法的原理。 

实验项目16：核磁共振波谱法分析 

1.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2.教学目标 

（1）掌握核磁共振波谱法测定化合物的结构。 

（2）掌握核磁共振波谱仪的使用方法。 

（3）掌握核磁共振波谱图的解析方法。 

实验项目 17：气相色谱-质谱联用分析有机物 

1.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2.教学目标 

（1） 通过实验进一步理解两种方法联用以后可以取长补短的实用意义。 

（2）学会色-质联用测定有机物的方法。 

实验项目 18：仪器分析实验考试及分析实验基本操作 

1.教学内容 

考核内容：分批抽签进行分析仪器基本操作考核 

考核方式：问答、仪器操作、做出实验结果；单人操作分批进行（时间 1 小时） 

2. 教学目标 

（1）考查学生熟练操作仪器、处理实验数据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综合考查学生对常用分析仪器正确使用方法的掌握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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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方式 

对于学生的实验成绩考核有一套完整的标准： 

考核形式：按平时实验（70％）、考试实验（30％）结合进行总评。 

评分标准： 

1、平时实验：态度 20％、操作 40％、报告 10％、结果 30％ 

2、考试实验：态度 10％、操作 30％、报告 10％、结果 50％。 

每组学生有专门的成绩记录册，对每个学生的每次实验都按评分标准记录实验成

绩。每次实验要求学生把原始数据及时记录到专门的原始数据记录册，由指导实验的

老师签字并进行计算核对，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分析天平及电子天平 40 9、自动电位滴定仪 4 

2、ICP 原子发射光谱仪 2 10、pH 计及离子计 8 

3、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2 11、电化学分析仪 4 

4、可见分光光度计（扫描） 3 12、气相色谱仪 4 

5、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扫描） 3 13、液相色谱仪 2 

6、红外吸收光谱仪 2 14、核磁共振谱仪 2 

7、荧光光谱仪 3 15、离子色谱仪 2 

8、库仑滴定仪 4 16、色－质联用仪 待购 

   

六、实验教材、参考书 

1. 《仪器分析实验》，张剑荣等编，科学出版社。 

2. 《仪器分析实验》，赵文宽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执 笔 人：李建国   

审 批 人：姚英明    

完 成 时 间： 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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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化学实验（一）（上）》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CHEM2011                     课程学分：1.5 

课程名称（中/英）：有机化学实验（一）（上）/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s（I）  

课程学时：54 学时                       实验学时：54 学时 

适用专业：化学（学术型）、应用化学 

实验室名称：有机化学实验室（江苏省化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要求学生掌握有机化学的基本操作技术，包括熔点测定、蒸馏、重结晶、

萃取、干燥、层析、减压蒸馏、水蒸气蒸馏和无水操作等；培养学生能以小量规模正

确地进行制备、分离提纯和鉴定产品的能力；培养学生能初步查阅文献资料并写出合

格的实验报告；培养学生良好的实验工作方法和工作习惯，以及实事求是的、严谨的

科学态度。 

通过实验，使学生加深对有机化学基本理论的理解，提高学生动手能力以及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有机化学实验一般知识和安全教育  3  必修 

2 常用玻璃器皿的辨识、洗涤及保养 验证性 2 1 必修 

3 熔点测定 验证性 3 1 必修 

4 蒸馏和沸点的测定 验证性 3 1 必修 

5 水溶剂重结晶 综合性 3 1 必修 

6 有机溶剂重结晶 综合性 3 1 必修 

7 烷、烯、炔烃的性质 验证性 3 1 必修 

8 环己烯的制备（测折光率） 综合性 6 1 必修 

9 芳烃、卤代烃的性质 验证性 2 1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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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0 乙醚的制备 综合性 5 1 选修 

11 正丁醚的制备 综合性 5 1 必修 

12 醇、酚的性质 验证性 2 1 必修 

13 溴乙烷的制备 综合性 5 1 必修 

14 醛、酮的性质 验证性 3 1 必修 

15 二苯醚的制备 综合性 3 1 必修 

16 对甲基苯乙酮的制备 综合性 6 1 必修 

17 基本操作技术综合演练 综合性 2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有机化学实验一般知识和安全教育 

1. 教学内容 

有机化学实验安全知识；有机化学实验的一般知识，包括基本操作和实验技术；

实验报告的要求和基本格式 

2. 教学目标 

了解安全知识及紧急事故处理办法； 

学习有机实验基本操作和实验技术 

实验项目 2：常用玻璃器皿的辨识、洗涤及保养 

1. 教学内容 

领取、辨识仪器；练习各种洗涤方法 

2. 教学目标 

识别有机化学实验中常用的玻璃仪器； 

掌握各种玻璃器皿的洗涤方法 

实验项目 3：熔点测定 

1. 教学内容 

测定 2 个样品的熔点 

2. 教学目标 

掌握有机化合物的熔点测定方法 

实验项目 4：蒸馏和沸点的测定 

1. 教学内容 

  蒸馏乙酸乙酯等有机溶剂，并测定沸点 

2. 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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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蒸馏及分离、提纯液体混合物的方法； 

  掌握常量法测沸点 

实验项目 5：水溶剂重结晶 

1. 教学内容 

  水作溶剂，重结晶乙酰苯胺或苯甲酸 

2. 教学目标 

  掌握用水作溶剂的固体有机化合物重结晶的方法 

实验项目 6：有机溶剂重结晶 

1. 教学内容 

      70%乙醇作溶剂，重结晶萘 

2. 教学目标 

      掌握用有机溶剂重结晶固体有机物的方法 

实验项目 7：烷、烯、炔烃的性质 

1. 教学内容 

  烷、烯、炔烃性质实验 

2. 教学目标 

  了解烷、烯、炔烃的性质以及鉴别方法 

实验项目 8：环己烯的制备（测 nd
20） 

1. 教学内容 

  环己醇脱水制备，并分离提纯环己烯，并测定折光率 

2. 教学目标 

  掌握环己烯的制备方法 

  掌握分馏技术 

  掌握折光率的测定方法 

实验项目 9：芳烃、卤代烃的性质 

1. 教学内容 

  芳烃、卤代烃的性质实验 

2. 教学目标 

  了解芳烃、卤代烃的性质以及鉴别方法 

实验项目 10：乙醚的制备 

1. 教学内容 

  通过乙醇的分子间脱水制备乙醚 

2. 教学目标 

  了解低沸点易燃液体的蒸馏方法； 

  掌握乙醚的制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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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1：正丁醚的制备 

1. 教学内容 

  通过正丁醇的分子间脱水制备正丁醚 

2. 教学目标 

  掌握正丁醚的制备原理和方法 

  掌握正确使用分水器 

实验项目 12：醇、酚的性质 

1. 教学内容 

  一级、二级、三级醇和苯酚的性质 

2. 教学目标 

  了解醇、酚的性质 

实验项目 13：溴乙烷的制备 

1. 教学内容 

  用乙醇制备并分离提纯溴乙烷 

2. 教学目标 

  掌握溴乙烷的制备方法 

  掌握低沸点液体蒸馏方法 

实验项目 14：醛、酮的性质 

1. 教学内容 

  醛、酮的性质 

2. 教学目标 

  了解醛、酮的性质 

实验项目 15：二苯醚的制备 

1. 教学内容 

  使用微波反应器，通过苯酚与碘苯的 ullmann 反应制备二苯醚 

2. 教学目标 

  了解有机实验新技术—微波技术 

  掌握薄板层析技术 

实验项目 16：对甲基苯乙酮的制备 

1. 教学内容 

  用甲苯和醋酐反应制备对甲基苯乙酮 

2. 教学目标 

  掌握傅－克反应制备芳酮的原理和方法 

  掌握电磁搅拌器的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17：基本操作技术综合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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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学内容 

  包括熔点测定、蒸馏、重结晶、萃取、干燥、层析、测定折光率、油水分离技

术等 

2. 教学目标 

  检验学习效果，纠正错误和不规范的操作行为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 实验报告： 

实验报告的内容应包括实验目的、实验原理、实验步骤（流程图）、实验主

要装置图、数据记录与处理、结果与讨论、有关实验习题、总结对实验的体会

和改进等内容。报告版面清晰，条理清楚；图表正确美观，比例协调；数据处

理完整准确；回答问题言简意赅。 

2. 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主要采取平时实验和期终考试相结合。 

（2）实验成绩包括平时成绩和考试成绩两部分，各占比重 70%和 30%。平时

成绩按每次实验的预习 20%、实验操作 40%、实验报告 30%和实验结果 10%

进行综合评定。考试成绩是闭卷操作考试。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 普通玻璃仪器和磨口玻璃仪器 各 120 套 

2. 电热恒温干燥箱 12 台 

3. 循环水泵 24 台 

4. 旋片式真空泵 6 台 

5. 显微熔点测定仪 3 台 

6. 阿贝折光仪 6 台 

7. 旋转薄膜蒸发器 6 台 

8. 紫外分析仪 6 台 

9. 电磁搅拌器 120 台 

10. 层析柱 100 根 

11. 恒速电动搅拌器 60 台 

12. 微波反应器 6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 教材：《有机化学实验》（第二版），曹健，郭玲香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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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 参考书：《有机化学实验（第四版）》，华南师大、东北师大、苏州大学、广西

师大、上海师大合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 

 

 

 

 

 

 

执 笔 人：赵   蓓   

审 批 人：姚英明    

完 成 时 间： 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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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化学实验（一）（下）》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CHEM2012                          课程学分：2 

课程名称（中/英）：有机化学实验（一）（下）/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s（II） 

课程学时：72 学时                          实验学时：72 学时 

适用专业：化学（学术型）、应用化学 

实验室名称：有机化学实验室（江苏省化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要求学生掌握有机化学的基本操作技术，包括熔点测定、蒸馏、重结晶、

萃取、干燥、层析、减压蒸馏、水蒸气蒸馏和无水操作等；培养学生能以小量规模正

确地进行制备、分离提纯和鉴定产品的能力；培养学生能初步查阅文献资料并写出合

格的实验报告；培养学生良好的实验工作方法和工作习惯，以及实事求是的、严谨的

科学态度。 

通过实验，使学生加深对有机化学基本理论的理解，提高学生动手能力以及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羧酸衍生物的性质 验证性 4 1 必修 

2 呋喃甲醇和呋喃甲酸的制备 综合性 8 1 必修 

3 乙酰乙酸乙酯的制备 综合性 8 1 必修 

4 己二酸的制备 综合性 4 1 必修 

5 己二酸二乙酯的制备 综合性 5 1 必修 

6 胺的性质 验证性 2 1 必修 

7 邻、对硝基苯胺的制备 设计性 18 1 必修 

8 三苯甲醇的制备 设计性 8 1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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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9 生物碱（咖啡因）的提取 综合性 7 1 必修 

10 聚乙烯醇缩甲醛的制备 综合性 3 1 必修 

11 糖、氨基酸、蛋白质的性质 验证性 3 1 必修 

12 绿色植物色素的色谱分离 综合性 4 1 选修 

13 甲基橙的制备 综合性 4 1 选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羧酸衍生物的性质 

1. 教学内容 

  酰氯、酸酐、酯和酰胺的性质 

2. 教学目标 

  掌握羧酸衍生物的性质； 

  了解肥皂的制备原理和性质 

实验项目 2：呋喃甲醇和呋喃甲酸的制备 

1. 教学内容 

  呋喃甲醛的歧化反应制备呋喃甲醇和呋喃甲酸 

2. 教学目标 

  掌握呋喃甲醇和呋喃甲酸的制备方法； 

  掌握 Cannizzaro 反应 

实验项目 3：乙酰乙酸乙酯的制备 

1. 教学内容 

  利用 Claisen 缩合反应，用乙酸乙酯在金属钠存在下制备乙酰乙酸乙酯 

2. 教学目标 

  掌握乙酰乙酸乙酯的制备； 

  了解减压蒸馏操作 

实验项目 4：己二酸的制备 

1. 教学内容 

  利用硝酸把环己醇氧化成己二酸 

2. 教学目标 

  了解由环己醇氧化制备己二酸的方法； 

  掌握有机氧化反应的一般概念和进行合成的正确操作 

实验项目 5：己二酸二乙酯的制备 

1.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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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己二酸与乙醇发生酸催化酯化反应，制备己二酸二乙酯 

2. 教学目标 

  掌握己二酸二乙酯的制备原理和方法； 

  掌握分水器的使用方法； 

  掌握减压蒸馏等操作 

实验项目 6：胺的性质 

1. 教学内容 

      苯胺，N-甲基苯胺和 N,N-二甲基苯胺的性质 

2. 教学目标 

      掌握脂肪胺和芳香胺化学性质；用简单方法区别第一、第二和第三胺 

实验项目 7：邻、对硝基苯胺的制备 

1. 教学内容 

  设计以乙酰苯胺为原料合成邻硝基苯胺和对硝基苯胺的方法，并分离提纯。 

2. 教学目标 

  掌握邻、对硝基苯胺的制备方法； 

  掌握水蒸气蒸馏； 

  巩固色谱法的原理及操作方法 

实验项目 8：三苯甲醇的制备 

1. 教学内容 

  原位制备苯基溴化镁，并设计合理路线合成三苯甲醇 

2. 教学目标 

  掌握三苯甲醇的制备原理及方法； 

  了解无水操作； 

  掌握低沸点易燃液体的蒸馏 

实验项目 9：生物碱的提取 

1. 教学内容 

  从茶叶中提取咖啡因 

2. 教学目标 

  了解从天然产物中提取有效成分的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 10：聚乙烯醇缩甲醛的制备 

1. 教学内容 

  聚乙烯醇用甲醛改性，制备 107 胶水 

2. 教学目标 

  了解聚乙烯醇缩甲醛的制备原理；掌握电动搅拌机的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11：糖、氨基酸、蛋白质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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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学内容 

  单糖、双糖和多糖的性质；氨基酸和蛋白质的性质 

2. 教学目标 

  验证和巩固糖类物质、氨基酸、蛋白质的主要化学性质； 

  掌握某些常用的鉴别方法 

实验项目 12：绿色植物色素的色谱分离 

1. 教学内容 

  提取菠菜叶中的叶绿素和叶黄素，并用柱层析分离 

2. 教学目标 

  学习并掌握层析技术； 

  练习使用旋转薄膜浓缩仪 

实验项目 13：甲基橙的制备 

1. 教学内容 

  用对氨基苯磺酸与 N,N-二甲基苯胺制备甲基橙 

2. 教学目标 

  学习重氮盐的偶联反应并掌握重氮化低温反应的条件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 实验报告： 

实验报告的内容应包括实验目的、实验原理、实验步骤（流程图）、实验主要装

置图、数据记录与处理、结果与讨论、有关实验习题、总结对实验的体会和改进等内

容。报告版面清晰，条理清楚；图表正确美观，比例协调；数据处理完整准确；回答

问题言简意赅。 

2. 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主要采取平时实验和期终考试相结合。 

（2）实验成绩包括平时成绩和考试成绩两部分，各占比重 70%和 30%。平时成

绩按每次实验的预习 20%、实验操作 40%、实验报告 30%和实验结果 10%进行综合

评定。考试成绩是闭卷理论考试。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 普通玻璃仪器和磨口玻璃仪器 各 120 套 

2. 电热恒温干燥箱 12 台 

3. 循环水泵 24 台 

4. 旋片式真空泵 6 台 

5. 显微熔点测定仪 3 台 

6. 阿贝折光仪 6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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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旋转薄膜蒸发器 6 台 

8. 紫外分析仪 6 台 

9. 电磁搅拌器 120 台 

10. 层析柱 100 根 

11. 恒速电动搅拌器 60 台 

12. 微波反应器 6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 教材：《有机化学实验》（第二版），曹健，郭玲香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 

2. 参考书：《有机化学实验（第四版）》，华南师大、东北师大、苏州大学、广西

师大、上海师大合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 

 

 

 

 

 

 

执 笔 人：赵   蓓   

审 批 人：姚英明    

完 成 时 间： 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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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化学实验（一）（上）》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CHEM2015                     课程学分：2.0 

课程名称（中/英）：物理化学实验（一）（上）Phys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 I-1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72 

适用专业：化学（学术型）、应用化学 

实验室名称：物理化学实验室（江苏省化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一、课程简介： 

物理化学实验是继无机化学实验、分析化学实验和有机化学实验之后的一门独立

的基础实验课程，其主要目的是使学生了解物理化学研究方法，掌握物理化学的基本

实验技术和技能，常用仪器的构造原理及使用方法，了解现代先进仪器、计算机在物

理化学实验中的应用等。学会重要的物理化学性能测定，熟悉物理化学实验现象的观

察和记录，实验条件的判断和选择，正确测量、处理实验数据和分析实验结果，加深

对物理化学基本理论的理解，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认真观察能力、查阅文献能力、

思维和想象能力、表达和准确记录数据能力，学会对测定原始数据的分析、处理与评

价及计算机在物理化学实验中的应用，使学生得到综合训练，增强解决实际化学问题

的能力。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蔗糖水解反应速率常数的测定 综合性 7 2 必修 

2 双液系气—液平衡相图的绘制 综合性 7 2 必修 

3 燃烧热的测定 综合性 8 2 必修 

4 电导法测定弱电解质电离常数 验证性 7 2 必修 

5 苯甲醛红外光谱的密度泛函理论研究 验证性 7 2 必修 

6 热分析测定水合无机盐的热稳定性 综合性 7 2 必修 

7 溶液法测定极性分子的偶极矩 综合性 7 2 必修 

8 甲基红离解平衡常数的测定 验证性 7 2 必修 

9 液体饱和蒸气压的测定 综合性 7 2 必修 

http://www.baike.com/sowiki/%E8%AE%A1%E7%AE%97%E6%9C%BA?prd=content_doc_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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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0 络合物磁化率的测定 验证性 8 2 必修 

11 二组分固-液相图的绘制 综合性 7 2 选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蔗糖水解反应速率常数的测定 

1.教学内容 

旋光法测定蔗糖在酸性催化条件下的水解反应速率常数和活化能。 

2.教学目标 

（1）了解该反应的反应物浓度与旋光度之间的关系。 

（2）学习旋光仪的使用方法。 

（3）测定蔗糖在酸催化条件下的水解反应速率常数和半衰期。 

实验项目 2：双液系气—液平衡相图的绘制 

1.教学内容 

环己烷-乙醇双液系的气-液平衡相图的测定和绘制。 

2.教学目标 

（1）绘制常压下双液系沸点-组成图。 

（2）掌握测定双组分液体沸点的方法。 

（3）掌握阿贝折射仪的使用方法及用折射率确定二组分液体组成的方法。 

实验项目 3：燃烧热的测定 

1.教学内容 

用氧弹热量计测定萘的燃烧热。 

2.教学目标 

（1）明确燃烧热的定义和了解氧弹量热计原理构造并掌握其使用方法。 

（2）会应用雷诺图解法得到温度的改变值，测定萘的燃烧热。 

（3）了解氧气钢瓶减压阀的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4：电导法测定弱电解质电离常数 

1.教学内容 

电导法测定醋酸的电离常数。 

2.教学目标 

（1）通过醋酸溶液电导率的测定，得到醋酸的电离常数。 

（2）了解电导率测定的原理和方法。 

（3）掌握电导率仪的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5：苯甲醛红外光谱的密度泛函理论研究 

1.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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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泛函理论计算苯甲醛红外光谱。 

2.教学目标 

（1）熟悉使用 Chemoffice 化学工具软件包、Gaussian 计算软件和 EditPlus 编

辑软件。 

（2）掌握红外光谱的理论计算方法。 

（3）了解计算机在物理化学实验中的应用。 

实验项目 6：热分析测定水合无机盐的热稳定性 

1.教学内容 

DSC 研究五水硫酸铜的热稳定性。 

2.教学目标 

（1）掌握热分析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2）测定 CuSO4·5H2O 的 DSC 图，分析试验的热稳定性和热反应机理。 

（3）掌握热分析仪的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7：溶液法测定极性分子的偶极矩 

1.教学内容 

测定氯仿在环己烷介质中的介电常数和偶极矩。 

2.教学目标 

（1）测定氯仿在环已烷中的介电常数和偶极矩，了解偶极矩与分子电性的关系。 

（2）了解 Clansius-Mosotti-Debye 方程的意义及公式的使用范围。 

（3）掌握密度管的使用与电容的测定。 

实验项目 8：甲基红离解平衡常数的测定 

1.教学内容 

分光光度法测定甲基红的离解常数。 

2.教学目标 

（1）学会用分光光度法测定混合物组分的浓度。 

（2）测定甲基红离解平衡常数。 

（3）掌握分光光度计的原理和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9：液体饱和蒸气压的测定 

1.教学内容 

静态法测定环己烷饱和蒸汽压的测定。 

2.教学目标 

（1）明确纯液体的饱和蒸气压、气液平衡的概念，了解蒸气压与温度的关系。 

（2）掌握纯液体的饱和蒸气压，摩尔气化热和沸点的测定方法。 

（3）初步掌握气液平衡技术，真空实验技术。 

 

实验项目 10：络合物磁化率的测定 

1.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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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SO4·7H2O, K4Fe（CN）6·3H2O 络合物的磁化率与电子结构的测定 

2.教学目标 

（1）了解 Gouy 磁天平测物质磁化率的基本原理。 

（2）测定 FeSO4·7H2O, K4Fe（CN）6·3H2O 两种络合物的磁化率推算其不成

对电子数，判断分子的配键类型。 

（3）掌握 Gouy 磁天平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11：电导法测定难溶盐溶解度 

1.教学内容 

电导法测定 PbSO4 饱和溶液的电导率计算 PbSO4 的溶解度。 

2.教学目标 

（1）掌握电导法测定难溶盐溶解度的原理和方法。 

（2）测定难溶盐溶解度。 

（3）学会使用电导率仪。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考核形式：按平时实验（80％）、考试（20％）结合进行总评。 

评分标准：1、平时实验：预习 10%，实验操作 50％、实验报告 40％ 

2、考试：操作考试.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圆盘式旋光仪及附件 4 套,超级恒温水槽 5 套,秒表 5 支，电子台秤 2 台。 

2.沸点仪 4 只,直流稳压电源 4 台,阿贝折射仪 4 台,超级恒温槽 2 套，温度计 4 支 

3.氧弹量热计 4 套,氧气钢瓶（附氧气表）2 套,数字式精密温差测量仪 4 台,压片

机 4 台,万用电表 1 只。 

4.电导率仪（DDS-11A）5 台，温度计，电导池 4 个。  

5.微机 9 台。 

6.热分析仪 DSC（耐驰 F204）1 套，微机（普通配置）9 台。 

7.阿贝折光仪 5 台，PGM-Ⅱ型数字小电容测试仪（含电容池）4 台，超级恒温槽

4 台，密度管 10 只。  

8.722 型分光光度计 4 台，精密 pH4 计 4 台。 

9.恒温装置 4 套，真空泵及附件 1 套，气压计 1 台，数字式低真空测压仪 4 台。 

10.古埃磁天平 4 台，分析天平 4 台。 

11.金属相图试验仪 4 台，微机 4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孙尔康 张剑荣，《物理化学实验》，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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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考书：  

庄继华等修订，《物理化学实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 

北京大学物理化学教研室，《物理化学实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 

罗鸣 石士考 张雪英，《物理化学实验》，化学工业出版社，2012 年。 

 

 

 

 

 

 

 

 

                                               

执 笔 人：李淑瑾   

审 批 人：姚英明   

完 成 时 间：2016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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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化学实验（一）（下）》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CHEM2016                     课程学分：1.5 

课程名称（中/英）：物理化学实验（一）（下）Phys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 I-2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54 

适用专业：化学（学术型）、应用化学 

实验室名称：物理化学实验室（江苏省化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一、课程简介： 

物理化学实验是继无机化学实验、分析化学实验和有机化学实验之后的一门独立

的基础实验课程，其主要目的是使学生了解物理化学研究方法，掌握物理化学的基本

实验技术和技能，常用仪器的构造原理及使用方法，了解现代先进仪器、计算机在物

理化学实验中的应用等。学会重要的物理化学性能测定，熟悉物理化学实验现象的观

察和记录，实验条件的判断和选择，正确测量、处理实验数据和分析实验结果，加深

对物理化学基本理论的理解，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认真观察能力、查阅文献能力、

思维和想象能力、表达和准确记录数据能力，学会对测定原始数据的分析、处理与评

价及计算机在物理化学实验中的应用，使学生得到综合训练，增强解决实际化学问题

的能力。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BZ 化学振荡反应 综合性 5 2 必修 

2 电势-pH 曲线的测定 验证性 4 2 必修 

3 电泳 综合性 6 2 必修 

4 原电池电动势的测定 综合性 5 2 必修 

5 液体表面张力的测定 综合性 6 2 必修 

6 黏度法测定水溶性高聚物的相对分子量 综合性 6 2 必修 

7 凝固点降低法测相对分子量 验证性 6 2 必修 

8 电导法测定乙酸乙酯皂化反应速率常数 验证性 5 2 必修 

http://www.baike.com/sowiki/%E8%AE%A1%E7%AE%97%E6%9C%BA?prd=content_doc_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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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9 铁的极化曲线的测定 验证性 5 2 必修 

10 溶液吸附法测定固体比表面积 综合性 6 2 必修 

11 电导法测定难溶盐溶解度 综合性 6 2 选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BZ 化学振荡反应 

1.教学内容 

测定 BZ 化学振荡反应在不同温度下的诱导时间及振荡周期，计算在实验温度

范围内反应的诱导活化能和振荡活化能。 

2.教学目标 

（1）了解 BZ（Belousov-Zhabotinski）反应的基本原理以及研究化学振荡反应

的方法。 

（2）掌握硫酸介质中以金属铈离子作催化剂时，丙二酸被溴化钾氧化过程的基

本原理，观察化学振荡现象。 

（3）测定不同温度下的诱导时间及振荡周期，计算在实验温度范围内反应的诱

导活化能和振荡活化能，练习用微机处理实验数据和作图。 

实验项目 2：电势-pH 曲线的测定 

1.教学内容 

测定 Fe
3+／Fe

2+－EDTA 络合体系在不同 pH 条件下的电极电势，绘制电势-pH

曲线。 

2.教学目标 

（1）掌握电极电势、电池电动势和 pH 的测量原理和方法。 

（2）测定 Fe
3+／Fe

2+－EDTA 络合体系在不同 pH 条件下的电极电势，绘制电势

-pH 曲线。 

（3）了解电势-pH 图的意义及应用。 

实验项目 3：电泳 

1.教学内容 

  氢氧化铁溶胶的制备及电泳法测定氢氧化铁溶胶的电动电势。 

2.教学目标 

（1）用电泳法测定氢氧化铁溶胶的电动电势（δ）。 

（2）掌握电泳法测定ζ 电势的原理和技术。 

（3）掌握氢氧化铁溶胶的制备。 

实验项目 4：原电池电动势的测定     

1.教学内容 

测定 Cu-Zn、Cu-甘汞电极、锌-甘汞电极可逆电池的电动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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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掌握可逆电池电动势的测量原理和电位差计操作技术。 

（2）学会铜锌电极的制备方法。 

（3）测定 Cu-Zn 等电池的电动势和 Cu、Zn 电极的电极电位。 

实验项目 5：液体的表面张力的测定 

1.教学内容 

最大泡压法测定不同浓度乙醇水溶液的表面张力，计算溶液表面吸附量和乙醇

分子的横截面积。 

2.教学目标 

（1）掌握最大气泡法测定表面张力的原理和方法。 

（2）测定不同浓度乙醇水溶液的表面张力。 

（3）计算溶液表面吸附量，乙醇分子横截面积。 

实验项目 6：粘度法测定水溶性高聚物的相对分子量 

1.教学内容 

粘度法测定高聚物（右旋糖苷、聚乙二醇、聚乙烯醇）的平均分子量。 

2.教学目标 

（1）测定线型高聚物的相对分子质量的平均值。 

（2）掌握乌氏粘度计测定粘度的方法。 

（3）掌握乌氏粘度计测定粘度的原理。 

实验项目 7：凝固点降低法测定相对分子质量 

1.教学内容 

凝固点降低法测定环己烷和环己烷溶液的凝固点，计算溶质萘的摩尔质量。 

2.教学目标 

（1）用凝固点降低法测定萘的摩尔质量。 

（2）掌握溶液凝固点的测量技术。 

（3）通过本实验加深对稀溶液依数性质的理解。 

实验项目 8：电导法测定乙酸乙酯皂化反应速率常数 

1.教学内容 

电导法测定乙酸乙酯皂化反应的反应速率常数和活化能。 

2.教学目标 

（1）熟悉二级反应的速率公式及动力学特征，学会用图解法求算二级反应的速

率常数。 

（2）掌握电导法测定乙酸乙酯皂化反应速率常数和活化能的原理及方法。 

（3）熟悉电导率仪的使用。 

实验项目 9：铁的极化曲线的测定 

1.教学内容 

测定纯铁在 1mol·dm
-3 的硫酸中的阴极与阳极极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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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掌握恒电位法测定电极极化曲线的原理和实验技术。 

（2）测定纯铁在 1mol·dm
-3 硫酸中的阴极与阳极极化曲线。 

（3）实验作 lgI－E 图，验证 Tafel 经验公式。 

实验项目 10：溶液吸附法测固体比表面积 

1.教学内容 

用次甲基兰水溶液吸附法测定活性炭比表面积。 

2.教学目标 

（1）用次甲基兰水溶液吸附法测定活性炭比表面积。 

（2）了解朗缪尔单分子层吸附理论及用溶液法测定比表面的基本原理。 

（3）了解分光光度计的基本原理并掌握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11：二组分固-液相图的绘制 

1.教学内容 

热分析方法测绘 Sn-Bi 二元合金相图。 

2.教学目标 

（1）用热分析方法测绘 Sn-Bi 二元合金相图。 

（2）掌握热分析法的测量技术。 

（3）掌握用热电偶测量温度的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考核形式：按平时实验（80％）、考试（20％）结合进行总评。 

评分标准： 

1、平时实验：预习 10%，实验操作 50％、实验报告 40％。 

2、考试：操作考试。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恒温反应器 4 只，超级恒温槽 4 台，磁力搅拌器 4 台，计算机数据采集系统 4

套。   

2.赛多利斯 PH-10 精密 pH 计 4 台，数字电压表 4 台，超级恒温槽 4 台，恒温反

应器 4 只，磁力搅拌器 4 台，氮气钢瓶 1 套。 

3.高压直流电源 4 台，电泳管 4 支，精密测高仪 4 台，秒表 4 只。 

4.电位差计 4 台，精密稳压电源 4 台，标准电池 4 只。 

5.玻璃恒温浴槽 4 套，DP-A 精密数字微压差计 4 台，超级恒温槽 2 台，数字阿

贝折光仪 4 台。 

6. 玻璃恒温浴槽 4 套，乌氏（乌贝路德）粘度计 4 支，秒表 4 只，烘箱 1 台 。 

7.凝固点测定仪 4 套，SWC-Ⅱ数字式贝克曼温度计 4 台。 

8.恒温水浴 4 套，DDSJ-11A 型电导率仪 4 套，秒表 4 块，电导池 4 个。 

9.恒电位仪 4 台，电解池 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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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22 型分光光度仪 4 台，康氏振荡器 3 台，烘箱 1 台。 

11.恒温水浴 4 套，DDSJ-11A 型电导率仪 4 套，电导池 4 个。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孙尔康 张剑荣，《物理化学实验》，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 

2.参考书：  

庄继华等修订，《物理化学实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 

北京大学物理化学教研室，《物理化学实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 

罗鸣 石士考 张雪英，《物理化学实验》，化学工业出版社，2012 年。 

 

                                               

 

 

 

执 笔 人：李淑瑾   

审 批 人：姚英明   

完 成 时 间：2016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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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基础实验》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CHEM2019                      课程学分：0.50 

课程名称（中/英）：化工原理实验 / Experiments of Unit operation  

课程学时： 18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化学（学术型）、应用化学、环境工程 

实验室名称：化工原理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化工原理实验是根据教育计划制定的一门独立专业必修课。根据专业不同、培养

计划的不同，设置的学时数有 72 学时、36 学时和 18 学时。化工原理实验的实验内

容涵盖了流体传输、分离过程和传递过程等多个单元操作实验内容。 

化工原理实验课程设置的目的是为各专业的学生在学习化工原理（单元操作）之

外，结合相关的理论知识，学习多种单元操作实践，并在实验基础上能够对单元操作

机及其相关工艺设备有基本了解，甚至能够在实验基础上进行基础性的工艺探索。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1 离心泵性能特性曲线测定实验 验证性 3 2 必修 

2 流体流动阻力测定实验 验证性 3 2 必修 

3 总传热系数测定及换热器基本设计实验 综合性 6 2 必修 

4 对流给热系数测定实验 综合性 6 2 选修 

5 精馏塔效率的测定实验 验证性 6 2 必修 

6 特殊体系特种精馏的操作及塔效率测定实验 综合性 6 2 选修 

7 恒压过滤速率常数测定实验 综合性 6 2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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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 ：离心泵性能特性曲线测定实验 

（1）实验内容：离心泵的操作和离心泵性能特性曲线的测定 

（2）实验要求： 

1）．了解离心泵结构与特性，学会离心泵的操作。 

2）．测定恒定转速条件下离心泵的有效扬程（H）、轴功率（N）、以及总效率（η ）

与有效流量（V）之间的曲线关系。 

3）．测定改变转速条件下离心泵的有效扬程（H）、轴功率（N）、以及总效率（η ）

与有效流量（V）之间的曲线关系。 

4）．测定串联、并联条件下离心泵的有效扬程（H）、轴功率（N）、以及总效率

（η ）与有效流量（V）之间的曲线关系。 

5）．掌握离心泵流量调节的方法（阀门、转速和泵组合方式）和涡轮流量传感器

及智能流量积算仪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6）．学会轴功率的两种测量方法：马达天平法和扭矩法。 

7）．了解电动调节阀、压力传感器和变频器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8）．学会化工原理实验软件库（组态软件 MCGS 和 VB 实验数据处理软件系统）

的使用。 

实验项目 2：流体流动阻力测定实验 

（1）实验内容：直管、局部阻力的测定方法 

（2）实验要求： 

1）．掌握流体流经直管和阀门时阻力损失的测定方法，通过实验了解流体流动中

能量损失的变化规律。  

    2）．测定直管摩擦系数λ 与雷诺准数 Re 的关系，将所得的λ ~Re 方程与经验公

式比较。  

    3）．测定流体流经阀门时的局部阻力系数ξ 。  

    4）．学会倒 U 形差压计、 1151 差压传感器、Pt100 温度传感器和转子流量计的

使用方法。  

    5）．观察组成管路的各种管件、阀门，并了解其作用。 

 6）．掌握化工原理实验软件库（组态软件 MCGS 和 VB 实验数据处理软件系统）

的使用。 

实验项目 3：总传热系数的测定及换热器基本设计实验 

（1）实验内容：测定冷水-热水在列管式换热器中的总传热系数测定并在给定条件

下进行换热器的基本设计 

（2）实验要求： 

1）．观察列管式换热器的基本结构，探讨换热器类型对传热系数计算的影响。 

2）．测定冷水和热水在列管式换热器中传热的总传热系数的测定。 

3）．考查冷流体和热流体的相对流量变化对总传热系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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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测得总传热系数的基础上，在给定的热流体和冷流体流量和温度的条件下

进行列管式换热器的基本设计。 

5）．掌握热电阻（偶）测温方法； 

6）．掌握涡轮流量传感器和智能流量积算仪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7）．了解电动调节阀、压力传感器和变频器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8）．掌握化工原理实验软件库（组态软件 MCGS 和 VB 实验数据处理软件系统）的

使用。 

实验项目 4：对流给热系数测定实验 

（1）实验内容：测定水-蒸气和空气-蒸气体系的对流给热系数 

（2）实验要求： 

1）．观察水蒸气在水平管外壁上的冷凝现象； 

2）．测定空气或水在圆形直管内强制对流给热系数； 

3）．测定蒸汽在水平管外冷凝给热系数； 

4）．掌握热电阻（偶）测温方法； 

5）．掌握计算机自动控制调节流量的方法； 

6）．掌握涡轮流量传感器和智能流量积算仪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7）．了解电动调节阀、压力传感器和变频器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8）．掌握化工原理实验软件库（组态软件 MCGS 和 VB 实验数据处理软件系统）的

使用。 

实验项目 5：精馏塔效率的测定实验 

实验内容：实验内容： 

    1）测定指定条件下，实验用连续精馏塔的全塔效率，部分同学可增加测定塔的

单板效率内容；  

    2）研究回流比改变对塔性能的影响；       

    3）对 10-15％（ m％）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200ml 的塔顶馏出液采出量。 

  实验要求： 

    1）了解精馏装置的基本流程、设备及操作方法；   

    2）学习精馏塔全塔效率及个别塔板效率测定方法；   

    3）理解回流比，温度，蒸汽压力 等对精馏塔性能的影响，观察塔内流体流动的

现象及传质现象。   

实验项目 6：特殊体系特种精馏操作及塔效率、塔板效率的测定实验 

实验内容：实验内容： 

1）测定指定条件下，实验用连续精馏塔的全塔效率和塔板效率  

2）研究回流比改变对塔性能的影响； 

3）对 10-15％（ m％）的乙醇/水进行精馏操作，在全回流，连续进料连续出料

条件下，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200ml 的塔顶馏出液采出量。 

4）对丁醇水（水含量 10%）体系进行共沸精馏，在全回流条件下在塔顶取得 200ml

采出量，塔釜内丁醇的水含量低于 1%。 

5）对乙醇-水-乙二醇三元体系进行萃取精馏，在塔顶获取 200ml 采出量，乙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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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浓度大于 95%。 

  实验要求： 

1）了解精馏装置，包括筛板式精馏塔、填料精馏塔的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 

2）掌握常规全回流，连续精馏的的基本操作流程。   

3）学习精馏塔在全回流和连续精馏套件下全塔效率及个别塔板效率测定方法；   

4）理解回流比，温度，蒸汽压力 等对精馏塔性能的影响，观察塔内流体流动的

现象及传质现象。 

5）了解特种精馏（共沸精馏和萃取精馏）的基本原理和应用场合，学会基本的

特种精馏体系的测定。 

实验项目 7：恒压过滤常数的测定实验 

（1）实验内容：在特定条件下，通过过滤分离水中悬浮的碳酸钙的恒压过滤常

数，学习板框式压滤机的结构和操作。。 

   （2）实验要求： 

1）．熟悉板框压滤机的构造和操作方法； 

2）．通过恒压过滤实验,验证过滤基本原理； 

3）．学会测定过滤常数 K、qe、τ e及压缩性指数 S 的方法； 

4）．了解操作压力对过滤速率的影响； 

5）．了解压力定值调节阀和滤液量自动测量仪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6）．学会化工原理实验软件库（组态软件 MCGS 和 VB 实验数据处理软件系统）

的使用。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考核方式分为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两部分内容，平时成绩占 70%，期末考试成绩

占 30%。平时成绩主要是根据平时实验态度、实验操作和实验报告综合评定。实验报

告必须符合要求，内容包括实验名称、实验原理、装置图、操作要点、实验现象与解

释、结果与讨论、意见和建议等。期末考试将以笔试进行，考核对开设各个实验的实

验原理、实验操作、实验注意事项等的掌握情况。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 离心泵性能特性曲线测定实验  4 台 

2. 流体流动阻力测定实验    4 台 

3. 对流给热系数测定实验    2 台 

4.传热系数测定实验      4 台 

5. 精馏实验        2 台 

6. 萃取实验        2 台 

7. 填料吸收塔及吸收实验    2 台 

8. 过滤实验        4 台 

9. 干燥速率曲线的测定实验    4 台 

10. 演示实验       3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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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化工原理实验. 程振平等，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3 

高分子化学实验 ，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 

 

2.参考书： 

《化工原理实验》杨祖荣等，化学工业出版社，2010.08 

《化工原理实验》顾静芳,陈桂娥  化学工业出版社，2015.01 

《化工原理实验》梁亮 主编 中国石化出版社。2015.01 

《化工原理实验》，汪学军 李岩梅 ，化学工业出版社，2009 

 

                                               

 

 

 

执 笔 人：夏雪伟   

审 批 人：姚英明   

完 成 时 间：2016.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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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实验（一）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CHEM3003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综合化学实验（一）/Comprehensive chemistry Experiments（I） 

课程学时：  90                        实验学时：90 

适用专业：化学（学术型）、应用化学 

实验室名称：综合化学实验室（江苏省化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一、课程简介 

科学的发展体现了学科间的相互交叉、相互渗透，任何问题都是复杂、综合的问

题。综合化学实验正是适应这一科学的发展观而开设的，使学生在完成基础无机化学

实验、有机化学实验、分析化学实验和物理化学实验的基础上，通过综合实验的训练

将各化学学科的理论知识和实验技能融会贯通、综合运用，从而培养学生分析、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科研能力、创新能力。通过该课程的开设，提高学生阅读科技文

献的水平、培养学生撰写科研论文的能力、使学生了解化学学科发展的新动向，新概

念和新技术，同时引导和鼓励学生开拓思路、勇于创新，为硕士阶段及以后的科学研

究工作中做出开创性的科研成果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1 
Na[Co（ox）2（Me-en）]的合成、异构体的分离及

性能 
创新型 30 1 选修 

2 二茂铁衍生物的合成及物性研究 综合型 60 1 选修 

3 酶的提取、性质及生物传感器的制备和性能 创新型 30 1 选修 

4 （S）-二苯基-2-四氢吡咯基甲醇的合成及其应用 创新型 30 1 选修 

5 酞菁铁（II）的制备及其电化学、光谱学的研究 创新型 30 1 选修 

6 金属有机化合物 Cp2TiCl2 的合成及其催化聚合性能 综合型 30 1 选修 

7 卟啉化合物的合成、理化性质及其应用 综合型 30 1 选修 

8 配合物的分光化学序测定 创新型 15 1 选修 

9 奶粉的理化指标和三聚氰胺的检测 创新型 15 1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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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10 安息香的氧化及二苯基乙醇酸重排 综合型 15 1 选修 

11 γ-Al2O3 的制备、表征及脱水活性评价 创新型 15 1 选修 

12 TiO2 纳米粒子光催化剂的制备和性能表征 创新型 30 1 选修 

13 固体催化剂的制备、表征和催化活性的测定 创新型 15 1 选修 

14 N,N-双羟乙基十二烷基醇酰胺的合成、性能及应用 创新型 60 1 选修 

15 酸性红 G 的合成与分析 创新型 30 1 选修 

16 染料的染色及废水处理 创新型 30 1  

17 铁盐催化的甲基丙烯酸甲酯的 AGET ATRP 创新型 60 1 选修 

18 壳聚糖的制备、性质及其定向聚合产物的性能 创新型 60 1 选修 

19 超高吸水性材料——低交联度聚丙烯酸钠的合成 创新型 15 1 选修 

20 界面缩聚法制备尼龙－66 创新型 15 1 选修 

21 树脂浇注体制备 创新型 90 1 选修 

22 微胶囊合成 创新型 90 1 选修 

23 无水无氧实验技术与实践 综合型 90 1 选修 

24 
手性 BINOL 衍生物的多步合成及其旋光性能测定

实验及理论研究 
创新型 90 1 选修 

25 
基于电响应的超高密度信息存储器件模型制备及测

试实验 
创新型 90 1 选修 

26 新型生物医用石墨烯量子点的制备与表征 创新型 90 1 选修 

27 聚酰亚胺高性能纤维的制备与表征 创新型 90 1 选修 

28 原子力显微镜介绍与应用 综合型 90 1 选修 

29 活性自由基聚合及大分子可控合成 创新型 90 1 选修 

30 基于氢键作用的超分子液晶聚合物的合成和结构研究 创新型 90 1 选修 

31 
智能型高分子药物载体的制备及其对抗癌药物的控

制释放 
创新型 90 1 选修 

32 半导体光转换材料及其发光显示 创新型 90 1 选修 

33 重组蛋白在大肠杆菌中的表达、提取和纯化 创新型 90 1 选修 

34 L929 细胞的培养和观察 创新型 90 1 选修 

35 晶态杂化孔材料的结构和孔形貌表征 创新型 90 1 选修 

36 应用现代量子化学计算方法研究分子的结构和性质 综合型 90 1 选修 

37 超支化聚合物的控制合成及性能研究 创新型 90 1 选修 

38 
氧阴离子聚合法制备 pH/温度敏感性嵌段共聚物及

其 LCST 测定 
创新型 90 1 选修 

39 功能性聚醋酸乙烯酯的精密合成 创新型 30 1 选修 

40 吲哚衍生物的绿色合成方法研究 创新型 30 1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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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Na[Co（ox）2（Me-en）]的合成、异构体的分离及性能 

1. 教学内容 

配体甲基乙二胺及其钴配合物的合成；离子交换法拆分异构体；IR、NMR、UV、

EA 等分析配体和配合物；NMR 法研究氘代反应；液相色谱法研究构型转化的动力学。 

2. 教学目标 

（1）了解异构体的分离手段并运用多种方法研究构型转换的动力学 

（2）掌握无机合成技术的综合运用 

 

实验项目 2：二茂铁衍生物的合成及物性研究 

1.教学内容 

二茂铁的合成；乙酰二茂铁的合成；二茂铁取代的 α,β-不饱和酮的合成；取代的

环状化合物合成；运用现代分析手段（IR、NMR、UV、EA、荧光等）分析、表征各

产物、研究各产物的性质。 

2.教学目标 

（1）熟悉二茂铁及其衍生物的性质 

（2）综合练习有机合成的技术，训练有机物的分离、提纯的方法 

 

实验项目 3：酪氨酸酶的提取、催化活性及生物电化学传感器的构建和应用 

1. 教学内容 

以土豆为原料，提取酪氨酸酶的溶液，以多巴为反应底物，采用分光光度法测定

酶的催化活性。制备碳纳米管修饰电极，利用吸附法固定化酶制备生物电化学传感器，

并应用于酚的测定。 

2. 教学目标 

（1）认识生物体中酶的作用，掌握生物活性物质的提取和保存方法。 

（2）掌握采用仪器分析的方法研究催化反应 

（3）了解纳米材料、性质及在分析化学中的应用 

（4）了解和掌握酶的固定化技术及生物传感器的应用 

 

实验项目 4：（S）-二苯基-2-四氢吡咯基甲醇的合成及其应用 

1.教学内容  

将 L-脯氨酸的 NH 键进行保护；利用格氏试剂将脯氨酸转化为四氢吡咯基甲醇；

将 NH 键脱保护；以获得的手性氨基醇与硼烷组合，实现酮的不对称还原。 

2.教学目标 

采用底物控制法合成手性氨基醇，以此作为催化剂将酮还原制得光学活性二级

醇，在此过程中学生可了解手性化合物的不对称诱导能力和反应机理，练习手性化合

物的合成和分离技术，掌握并熟悉无水操作、溶剂提纯、保护及去保护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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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5：酞菁铁（II）的制备及其电化学、光谱学的研究 

1.教学内容 

氯化亚铁的制备；合成酞菁铁（II）；IR、NMR、EA 等表征化合物；磁化率测定；

电化学法研究其性质；共振拉曼、傅里叶拉曼光谱仪的研究等。 

2.教学目标 

通过酞菁铁（II）的合成，加强无机合成技能的训练，了解电化学工作站、拉曼

光谱仪等现代分析手段的运用及各种谱图分析 

 

实验项目 6: 金属有机化合物 Cp2TiCl2 的合成及其催化聚合性能 

1.教学内容 

CpNa 的制备；Cp2TiCl2 的合成；Cp2TiCl2 的提纯；薄膜浓缩、索氏提取；IR、

磁化率、NMR、电子光谱等测定与分析；催化丙烯腈聚合；测定转化率与时间的关

系。 

2.教学目标 

通过金属有机化合物 Cp2TiCl2 的合成，掌握无水无氧操作的技能、有机物分离提

纯方法以及红外光谱仪、磁化率仪、核磁共振仪等的使用 

 

实验项目 7: 卟啉化合物的合成、理化性质及其应用 

1.教学内容 

卟啉化合物的合成，金属卟啉化合物的合成，IR、紫外、荧光、元素分析、磁化

率测定、拉曼光谱研究、差热、热重分析、电化学法研究其性质。 

2.教学目标 

掌握卟啉化合物、金属卟啉化合物的合成及表征，了解其各种物理化学性质，进

行 IR、紫外、荧光、元素分析、磁化率测定、拉曼光谱研究、差热、热重分析、电

化学行为研究等。 

 

实验项目 8: 配合物的分光化学序测定 

1.教学内容 

查文献、确定实验方案；合成一系列铬配合物；IR、EA 等表征化合物；配置溶

液测定其不同波长的消光值；计算不同配体的分裂能；排列不同配体的分光化学序。 

2.教学目标 

了解不同配体对配合物中心金属离子 d 轨道能级分裂的影响，测定配合物某些配

体的分光化学序。 

 

实验项目 9: 奶粉的理化指标和三聚氰胺的检测 

1.教学内容 

以奶粉作为典型的复杂实际样品，检验蛋白质的含量、重金属和三聚氰胺等理化

指标，让学生了解和掌握复杂实际样品的分析过程，重点为样品的处理和大型分析仪

器原使用。 

2.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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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食品理化指标检验的特点，利用化学方法对食品进行监测和检验 

（2）掌握实际样品的预处理方法和基本操作。 

（3）能够利用多种分析仪器及设备对实际样品进行分析。 

（4）设计痕量重金属离子（如铅、铜）的分析方法。 

 

实验项目 10:安息香的氧化及二苯基乙醇酸重排 

1.教学内容 

以维生素 B1 催化苯甲醛发生安息香缩合反应；所合成得到的安息香以浓硝酸氧

化成二苯基乙二酮，其间采用薄板层析监测反应进度；将二苯基乙二酮用碱处理，使

其发生碳架的重排得到二苯基乙醇酸。 

2.教学目标 

以基本的苯甲醛为原料，通过连续的反应制备得到二苯基乙醇酸，了解以安全的

生物辅酶替代剧毒的氰化物实现目标反应的意义，掌握即时跟踪有机反应的方法及具

体监测手段，熟悉固体后处理的基本过程。 

 

实验项目 11:γ-Al2O3的制备、表征及脱水活性评价 

1.教学内容 

学习 γ-Al2O3 的制备方法；进行固体晶体结构表征、BET 测定比表面积以及固体

催化剂的活性评价。 

2.教学目标 

（1）掌握 γ-Al2O3 的制备方法。 

（2）熟悉 XRD 表征固体晶体结构、BET 测定比表面积以及固体催化剂的活性

评价方法。 

 

实验项目 12: TiO2纳米粒子光催化剂的制备和性能表征 

1.教学内容 

用不同方法制备 TiO2纳米粒子，用 PVP 与 TiO2 纳米粒子制备有机-无机复合薄

膜材料，IR 表征、TEM 测粒径、XRD 测晶型 、BET 测比表面积、热分析测晶型转

变温度，TiO2 纳米粒子的光催化性能测定，复合薄膜材料的紫外-可见吸收光谱，IR、

SEM 分析、接触角测定等 

2.教学目标 

（1）了解多种 TiO2 纳米粒子制备方法的要点。 

（2）学会用 PVP 与 TiO2 纳米粒子制备有机-无机复合薄膜材料。 

（3）掌握多种 TiO2 纳米粒子的表征方法，如 IR 表征、TEM 测粒径、XRD 测晶

型、BET 测比表面积、热分析测晶型转变温度等。 

 

实验项目 13: 固体催化剂的制备、表征和催化活性的测定 

1.教学内容 

制备镁铝尖晶石、制备负载型纳米氧化铁催化剂，用 XRD 表征晶型，SEM、TEM

表征形貌和粒径，BET 测比表面积，用流动法测催化剂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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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纳米粒子和负载型固体催化剂的制备过程。 

（2）掌握流动法测催化剂活性的实验方法。 

（3）熟练掌握用 XRD 表征晶型，SEM、TEM 表征形貌和粒径，BET 测比表面

积等方法。 

 

实验项目 14: N,N-双羟乙基十二烷基醇酰胺的合成、性能及应用 

1.教学内容 

N,N-双羟乙基十二烷基醇酰胺的合成；N,N-双羟乙基十二烷基醇酰胺的性能；

N,N-双羟乙基十二烷基醇酰胺的应用；液体香波的配制。 

2.教学目标 

通过 N,N-双羟乙基十二烷基醇酰胺的合成，了解日常化学用品的制备方法 

 

实验项目 15: 酸性红 G 的合成与分析 

1.教学内容 

由缩合、重氮化、偶合三个步骤合成酸性红 G；对酸性红 G 进行成分分析及紫

外可见吸收光谱测定。 

2.教学目标 

（1）了解染料的概念、分类等概况； 

（2）学习强酸性染料的制备方法； 

（3）用薄层色谱分析染料组成； 

（4）用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测定染料的紫外可见吸收光谱。 

 

实验项目 16: 染料的染色及废水处理 

1.教学内容 

酸性红 G 的染色（包括羊毛毛线预处理、染浴配制、染色）；活性艳红 X-3B 的

染色（包括棉织物预处理、染浴配制、染色）；染色废水的处理。 

2.教学目标 

（1）了解染料的应用及污染治理方法； 

（2）学会测定染料的工作曲线； 

（3）了解强酸性染料或活性染料在羊毛或棉布上的染色机理及方法； 

（4）了解用活性炭吸附等方法处理染料工业废水的方法。 

 

实验项目 17: 铁盐催化的甲基丙烯酸甲酯的 AGET ATRP 

1. 教学内容 

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ATRP）引发剂 1,4-（2-溴-2-异丁酰氧）苯（BMPB2）合

成；甲基丙烯酸甲酯（MMA）的电子转移生成催化剂的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AGET 

ATRP）本体聚合；甲基丙烯酸甲酯的 AGET ATRP 溶液聚合；以聚甲基丙烯酸甲酯

（PMMA）为大分子引发剂引发 MMA 的扩链反应；引发剂 NMR 表征和聚合物的

GPC 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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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学目标 

（1）设计并掌握常用 ATRP 引发剂的有机合成和化合物结构的 NMR 表征方法； 

（2）在了解高分子可控合成国际前沿发展方向的基础上，掌握新发展的 AGET 

ATRP 的原理和方法； 

（3）设计并掌握聚合反应动力学的实验测定和表征方法； 

（4）掌握聚合物分子量及其分布的 GPC 测定方法。 

 

实验项目 18: 壳聚糖的制备、性质及其定向聚合产物的性能 

1.教学内容 

甲壳素提取；壳聚糖制备及性质测定；乳液涂料的制备和相应的性能测试；聚合

物分子设计、合成及结构测定；聚合物的高分子物理性质。 

2.教学目标 

学习和掌握天然产物的提取方法；高分子反应聚合物改性的手段，建立初步的结

构与性能的关系 

 

实验项目 19: 超高吸水性材料——低交联度聚丙烯酸钠的合成 

1.教学内容 

聚合物的合成；吸水材料的制备；吸水性能的测定。 

2.教学目标 

培养学生通过文献检索设计合理的合成路线，合成一种具有超高吸水性能的聚丙

烯酸钠，从而了解反相悬浮聚合的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 20: 界面缩聚法制备尼龙－66 

1.教学内容 

己二酰氯的合成；尼龙－66 的合成；己二酰氯及尼龙－66 的性质表征。 

2.教学目标 

（1）了解缩聚反应的原理 

（2）掌握由己二胺与己二酰氯进行界面缩聚制备尼龙－66 的方法 

 

实验项目 21: 树脂浇注体制备 

1.教学内容 

以环氧树脂为树脂体系，以咪唑为固化剂，固化工艺为：80°C/4h+150°C/2h。 

2.教学目标 

掌握树脂浇注体工艺技术要点及步骤。 

 

实验项目 22: 微胶囊合成 

1.教学内容 

本实验课题以合成聚脲甲醛微胶囊为例，选用尿素、甲醛为壁材原料，以环氧树

脂为囊芯，采用原位聚合化学法合成微胶囊。合成的胶囊可作为增韧、自修复及催化

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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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通过本次实验，可使学生了解微胶囊合成技术、微胶囊的应用领域，掌握相关使

用设备，增强学生实验操作与动手能力。同时可使学生了解有关微胶囊合成过程中涉

及的表征技术。 

 

实验项目 23: 无水无氧实验技术与实践 

1.教学内容 

无水溶剂的纯化；真空线、手套箱的使用，反应原料的纯化；稀土催化的醛类酰

胺化反应；小分子产物的柱层析纯化；小分子产物的分析鉴定；稀土催化的丙交酯开

环聚合反应；聚丙交酯产物处理与表征；无水无氧金属有机专题实验总结与分析。 

2.教学目标 

通过对高活性的金属有机试剂的制备与使用让学生学习无水无氧操作的技能，并

掌握金属有机试剂的应用和反应的条件；学习并掌握实验室常规无水无氧溶剂的制

备；学习并掌握 Schlenk 真空线、手套箱的工作原理与操作技巧；学习并掌握在惰性

气氛下进行金属有机催化反应，反应产物的纯化技术；学习并掌握对小分子化合物或

者聚合物的表征手段原理与技术。 

 

实验项目 24: 手性 BINOL 衍生物的多步合成及其旋光性能测定实验及理论研究 

1.教学内容 

旋光仪的结构、原理和使用；（R）-BINOL 羟基的保护；（R）-3,3'-二碘-2,2'-双

甲氧基甲氧基-1,1'-联萘 3 的合成；Suzuki 交叉偶联反应；酸性条件下脱除 MOM 保

护基。 

2.教学目标 

（1）掌握光学活性的（R）-3,3'-二苯基-1,1'-联萘酚的多步合成方法； 

（2）了解旋光仪的结构、原理和使用方法；测量手性化合物的比旋光； 

（3）了解并掌握如何通过理论计算获得手性化合物的圆二色谱，并进行结构性

质分析。 

 

实验项目 25: 基于电响应的超高密度信息存储器件模型制备及测试实验 

1.教学内容 

有机半导体材料的合成、纯化及结构表征；有机电存储器件制备有机电存储器件

的性能测试； 

2.教学目标 

（1）掌握有机半导体材料的合成、纯化和表征； 

（2）了解有机半导体薄膜的制备方法和表征； 

（3）学会超高密度信息存储器件的制备及性能测试。 

 

实验项目 26: 新型生物医用石墨烯量子点的制备与表征 

1.教学内容 

本实验课题以合成聚脲甲醛微胶囊为例，选用尿素、甲醛为壁材原料，以环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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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为囊芯，采用原位聚合化学法合成微胶囊。合成的胶囊可作为增韧、自修复及催化

剂使用。 

2.教学目标 

（1）学习制备石墨烯量子点，并对其光学性能进行表征； 

（2）了解石墨烯量子点的优异性能； 

（3）了解光谱分析仪器的使用。 

 

实验项目 27: 聚酰亚胺高性能纤维的制备与表征 

1.教学内容 

纺丝液的准备；初生纤维的制备；初生纤维的亚胺化及热牵伸；表征. 

2.教学目标 

了解聚酰亚胺纤维的现状，掌握聚酰亚胺的合成方法及其分子量控制、湿法纺丝

纤维成型、初生纤维的亚胺化及后处理、聚合物溶液和纤维结构与性能的表征方法；

探索聚酰亚胺纤维产业化新途径。 

 

实验项目 28: 原子力显微镜介绍与应用 

1.教学内容 

简要介绍原子力显微镜的基本工作原理、基本功能及举例讲解适用范围；现场介

绍原子力显微镜的部件、探针及使用注意事项；以 tapping mode 成像和力曲线为例，

进行实地操作。 

2.教学目标 

（1）掌握 AFM 的实验成像原理； 

（2）了解仪器的基本组成和功能； 

（3）训练 AFM 成像的基本操作和数据分析。 

 

实验项目 29: 活性自由基聚合及大分子可控合成 

1.教学内容 

活性自由基聚合原理/ATRP 聚合体系/RAFT 聚合体系 

2.教学目标 

掌握活性自由基聚合控制聚合物分子量及分子量分布指数的原理，掌握 ATRP 聚

合体系/RAFT 聚合体系的具体操作 

 

实验项目 30: 基于氢键作用的超分子液晶聚合物的合成和结构研究 

1.教学内容 

小分子氢键给体 4-（3’,4’,5’-三（烷氧基苯甲酰氧基））苯酚的制备；氢键复合物

的制备；超分子复合物的表征。 

2.教学目标 

掌握超分子液晶聚合物的合成和表征，通过对聚合物相结构研究掌握液晶聚合物

的主要表征方法，并深入理解液晶聚合物结构与性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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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31: 智能型高分子药物载体的制备及其对抗癌药物的控制释放 

1. 教学内容 

智能纳米药物载体的制备和抗癌药物的响应性释放；可注射性荧光水凝胶的制备

和抗癌蛋白质药物的控制释放 

2. 教学目标 

（1）通过制备官能化聚乙二醇，学习聚合物的合成和表征（核磁，红外光谱仪

等）； 

（2）掌握水凝胶的制备方法，学习根据需要制备图案化荧光水凝胶； 

（3）掌握水凝胶的物理性能（流变、凝胶时间、凝胶模量等）测试方法，并学

习根据性能测试结果初步分析水凝胶的特征； 

（4）学习用水凝胶包载和控制释放蛋白质药物。 

 

实验项目 32: 半导体光转换材料及其发光显示 

1.教学内容 

本实验采用固相合成法，以钼酸盐、磷酸盐为基质，稀土离子 Eu
3+、Tb

3+、Ce
3+

为主激活剂，以合成、研究新型适用于白光 LED 的红绿蓝三色基发光材料为出发点，

进行 Gd2MoO6：Eu3+红色荧光粉的制备、Gd2MoO6：Tb3+绿色荧光粉的制备、

NaYP2O7:Ce3+蓝色荧光粉的制备及样品测试（包括结构表征、颗粒表面形貌表征、

激发及发射光谱测试和红外光谱测试）。 

2.教学目标 

    （1）了解稀土发光材料的发光原理， 

    （2）熟悉固相法合成半导体光转换材料的制备方法， 

    （3）掌握对发光材料的测试和表征，熟悉相应仪器的操作方法。 

 

实验项目 33: 重组蛋白在大肠杆菌中的表达、提取和纯化 

1.教学内容 

细菌的培养；质粒的提取；分子生物学工具酶的使用；琼脂糖凝胶电泳；蛋白质

表达的诱导；蛋白质的提取；蛋白质纯化。 

2.教学目标 

（1）了解细菌常用培养基及其配置方法，掌握细菌的培养条件，如温度、pH 和

通气要求等； 

（2）了解质粒的生物学意义，掌握操作步骤和仪器使用； 

（3）了解限制性内切酶、连接酶和聚合酶等的作用原理； 

（4）了解 DNA 电泳的原理，掌握电泳凝胶和缓冲液的配制方法； 

（5）掌握蛋白质表达要求的细菌培养条件； 

（6）学会收集细菌蛋白质溶液； 

（7）了解如何获得纯化的表达蛋白质。 

 

实验项目 34: L929 细胞的培养和观察 

1.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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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L929 细胞为对象，介绍细胞培养的无菌要求和操作技术，围绕细胞的复苏、

培养、传代与冻存这几大基本细胞操作流程和技术， 展开教学与实验。在细胞培养

技术的介绍过程中，同时教授细胞的形态观察，计数和相关显微技术的操作。 

2.教学目标 

（1）熟悉细胞培养房的基本结构，了解细胞培养洁净度的意义和维护策略； 

（2）了解细胞培养液的组分及其作用，掌握常见细胞培养液的配置方法及其灭菌

技术； 

（3）了解死活细胞的鉴定方法； 

（4）掌握细胞传代要求和更换培养液的方法，了解细胞冻存的基本原理和步骤； 

（5）掌握光学显微镜的使用方法，了解细胞计数的基本方法，熟悉常见培养细胞

的形态特点。 

 

实验项目 35:晶态杂化孔材料的结构和孔形貌表征 

1.教学内容 

咪唑锌类分子筛晶态孔材料的制备；咪唑锌三维孔骨架的结构确定；晶态多孔材

料吸附测试前的活化处理；孔结构和气体吸附性能表征。 

2.教学目标 

（1）掌握一种经典的无机有机杂化晶态孔材料（咪唑锌类分子筛）的水热溶剂

热合成方法和实验原理。 

（2）了解单晶 X-射线衍射技术以及如何使用 Shelxtl 软件实现晶体结构解析。 

（3）熟悉物理吸附仪的操作和数据分析，并掌握此类孔材料在气体吸附测试前

的活化处理方法。 

 

实验项目 36: 应用现代量子化学计算方法研究分子的结构和性质 

1. 教学内容 

背景知识学习，初步了解常用计算化学软件的使用方法； 优化环辛四烯（COT）

和环辛四烯三羰基铁复合物（COT-Fe（CO）3）及其双环异构体的分子结构，做频

率计算，分析结果并和实验值比较；优化 1,3,5,7-四甲基环辛四烯（TMCOT）和其三

羰基铁复合物（TMCOT-Fe（CO）3）及其双环异构体的分子结构，做频率计算，分

析结果并和不带取代基的结构比较，对实验结果给出合理的解释；优化环辛四烯三羰

基铁复合物流动性的过渡态结构，做频率计算，计算反应能垒，通过理论计算设计新

型环辛四烯三羰基铁衍生物。 

2. 教学目标 

希望通过对本实验的学习，学生能够初步掌握量子化学计算的基本方法和一些常

用计算化学软件的使用方法，激发学生对化学研究的兴趣。 

 

实验项目 37: 超支化聚合物的控制合成及性能研究 

1. 教学内容 

单体纯化处理；链转移剂 VBPT 的合成；利用链转移剂 VBPT 与乙烯基单体进行

RAFT 共聚合反应制备支化聚合物；乙烯类单体自由基聚合反应；测试表征与结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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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2. 教学目标 

（1）掌握乙烯基自缩合聚合（SCVP）和可逆加成-断裂链转移（RAFT）聚合的

基本原理，采用 RAFT-SCVP 合成聚苯乙烯、聚甲基丙烯酸甲酯、聚丙烯酸甲酯等支

化聚合物； 

（2）采用核磁、凝胶渗透色谱-多角度激光光散射联用技术（GPC-MALLS）、粘

度检测器、差示扫描量热仪（DSC）等仪器表征支化聚合物的物理化学性能，并比较

支化聚合物和线型类似物之间的性能差异； 

（3）初步掌握各种大型仪器的测量原理，学会分析聚合物的化学组成、分子量、

分子量分布指数等分子参数和溶液粘度、玻璃化转变温度等性能参数。 

 

实验项目 38: 氧阴离子聚合法制备 pH/温度敏感性嵌段共聚物及其 LCST 测定 

1. 教学内容 

试剂的无水处理; 氧阴离子聚合反应; 溶液配制; LCST 测定。 

2. 教学目标 

（1）掌握实验室常用试剂的无水处理及纯化方法； 

（2）了解氧阴离子聚合法的特点及操作方法； 

（3）掌握测定温敏性聚合物的低临界共溶温度（LCST）的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 39: 功能性聚醋酸乙烯酯的精密合成 

1．教学内容 

利用活性自由基聚合方法，探索通过对调控剂的结构设计，制备具有明确端基结

构和分子量的据醋酸乙烯酯。 

2．教学目标 

（1）了解活性自由基聚合基本原理以及利用活性自由基聚合进行聚合物结构设

计的基本方法和途径； 

（2）熟悉醋酸乙烯酯聚合规律，并通过资料收集，明确可以实现醋酸乙酯活性

自由基聚合的方法； 

（3）掌握一种通过活性自由基聚合方法开展醋酸乙酯聚合物结构设计的方法； 

（4）掌握可以用于醋酸乙酯聚合物结构设计的调控剂结构特点，并开展结构设

计，确定目标化合物结构，进行合成制备； 

（5）掌握聚合物常用结构表征手段。 

 

实验项目 40: 吲哚衍生物的绿色合成方法研究 

1．教学内容 

无溶剂条件下单质碘催化合成双吲哚烷基衍生物；室温水相条件下十二烷基磺酸

铁催化合成双吲哚烷基衍生物；超声波辐射、水相条件下米氏酸催化合成双吲哚烷基

衍生物；无溶剂条件下硝酸铈铵催化合成双吲哚烷基衍生物；产物表征。 

2．教学目标 

（1）学习掌握无溶剂反应技术及其在有机反应中的应用； 

（2）了解双吲哚及三吲哚烷基化合物的合成原理及实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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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习超声波促进的有机反应技术； 

（4）巩固博层色谱检测反应进程的方法和柱色谱分离技术； 

（5）了解水箱中 Lewis 酸和有机小分子催化有机反应的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 实验报告 

参照中文期刊的格式书写，但增加对实验的体会和改进设想。 

2. 考核方式 

实验课的考核方式：本课程是通过选课的方式来选修实验项目，考核主要以选修

实验项目的完成情况为依据，包括实验操作技能、实验设计的条理性和完整性、实验

数据、实验报告（论文书写）、答辩等，合计 100%。 

本实验课为独立开课，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10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 比表面测定仪 1 套 17 酸度计 3 台 

2 紫外分光光度计 2 台 18 真空油泵 6 台 

3 可见分光光度计 4 台 19 循环水泵 9 台 

4 电子分析天平 4 台 20 紫外分析仪 3 台 

5 电子台秤 5 台 21 薄膜蒸发仪 6 台 

6 电热烘箱 5 台 22 红外光谱仪 1 台 

7 真空干燥箱 2 台 23 毛细管粘度计 15 个 

8 马弗炉 2 台 24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1 台 

9 磁化率仪 1 台 25 气相色谱仪 1 台 

10 学生电位差仪 2 台 26 液相色谱仪 1 台 

11 磁力搅拌器 30 台 27 核磁共振光谱仪 1 台 

12 机械搅拌器 12 套 28 电化学工作站 2 套 

13 调压变压器 12 台 29 旋光仪 2 台 

14 熔点仪 2 台 30 无水无氧操作装置 3 套 

15 磁化率仪 1 台 31 X 射线衍射仪 1 台 

16 粒度仪 1 台 32 学生电位差计 2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 教材 

路建美 黄志斌. 《综合化学实验》 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院校化学实验教学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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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规划教材，江苏省高等学校精品教材）2014 年 5 月第二版。 

2. 参考书 

（1）卞国庆 纪顺俊. 《综合化学实验》 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 年。 

（2）王尊本. 《综合化学实验》 科学出版社，2003 年。 

（3）杜志强. 《综合化学实验》 科学出版社，2005 年。 

（4）武汉大学化学系. 《综合化学实验》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年。 

（5）浙江大学等编. 《综合化学实验》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年。 

 

 

 

 

 

执 笔 人：刘洪波                  

审 批 人：姚英明   

完 成 时 间： 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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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化学专业实验》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CHEM3009                 课程学分：2 

课程名称（中/英）：材料化学专业实验/ Special Experiment for Material Chemistry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72 

适用专业：材料化学 

实验室名称：材料化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完整掌握有机光电材料、电子化学品制备的整个工艺流程及相关分析方法。工艺

上包括：纳米材料的制备、发光材料的制备、电子化学品制备。相关分析方法有：粒

度分布、材料的荧光特性、封装材料的自粘附性等。性能表征上有：红外光谱和核磁

共振、紫外可见吸收光谱、荧光光谱；力学表征等。通过实验教学使学生明确工序实

验参数与相关材料性能的关系、产品结构和性能的关系等。并掌握相关实验手段的操

作，使学生成为面对实际生产的应用型人才。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1 实验 1 磁性纳米四氧化三铁粒子的制备与表征 设计性 8 2 必修 

2 
实验 2：纳米二氧化钛的制备与光催化降解甲基橙的

研究 
设计性 8 2 必修 

3 实验 3：轴向 Ni（II）金属配合物的合成 验证性 8 2 必修 

4 实验 4：聚苯胺的电化学合成 设计性 8 2 必修 

5 实验 5 手性化合物合成 
设计性

验证性 
8 2 必修 

6 实验 6 电子化学品用趋净高纯试剂的制备 设计性 8 2 必修 

7 实验 7 液晶屏、电子材料自粘保护膜的表征 设计性 4 2 必修 

8 实验 8 烷氧基苯甲酸的合成及其液晶光学性能研究 验证性 8 2 必修 

9 实验 9 罗丹明 B 的合成 设计性 8 2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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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名称：磁性纳米四氧化三铁粒子的制备与表征 

实验内容：在 N2 气保护下 ，将 1.7 g 的 FeCl 3·6H2O 和 0.16 g FeCl 2·4H2O

加到 150ml 蒸馏水中 ，搅拌至全部溶解。将浓 NH3·H2O 稀释成 1.5 mol /L, 然后

快速滴入上述溶液中 , 强力搅拌 , 调至 pH = 8 . 继续搅拌 1 h . 静置 , 用永久磁

铁吸附生成的 Fe3O4 , 用去离子水洗涤 2 次，在 60 ℃下真空干燥后，研磨即得纳米

Fe3O4 粒子，保存样品待测。 

实验要求：了解磁性纳米四氧化三铁粒子的制备与表征的原理和方法；并对四氧

化三铁纳米粒子制备过程中的团聚问题进行控制。 

实验项目名称：纳米二氧化钛的制备与光催化降解甲基橙的研究 

实验内容：1. 溶胶-凝胶法制备不同晶相的纳米 TiO2 粉体 

（1） 室温下将 10 mL Ti（OC4H9）4 于剧烈搅拌下滴加到 30 mL 无水乙醇中,经

过 15～20 min 的搅拌,得到均匀的淡黄色透明溶液 A; 

（2） 将 5 mL H2O 和 10 mL 无水乙醇配成溶液，向其中缓慢滴加 HNO3 , 搅拌，

得到 pH = 3 的溶液 B ; 

（3） 在剧烈搅拌的条件下将溶液 A 缓慢滴加到溶液 B 中,得到均匀透明的溶胶,

继续搅拌,得到半透明的湿凝胶。 

（4） 将所得湿凝胶放在 60℃的干燥箱中干燥得到凝胶，然后在研钵中磨碎已烘

干好的凝胶，取 5 份相同的样，将其放入坩埚中，分别在马弗炉中 400℃、500℃、

600℃、800℃和 900℃ 煅烧 2h，得到样品 1-5。 

2. Bi 掺杂 TiO2 粉体的制备 

（1） 室温下将 10 mL Ti（OC4H9）4 于剧烈搅拌下滴加到 30 mL 无水乙醇中,经

过 15～20 min 的搅拌,得到均匀的淡黄色透明溶液（A）; 

（2） 将 5 mL H2O 和 10 mL 无水乙醇配成的溶液于搅拌下缓慢滴加 HNO3 ,得

到 pH = 3 的溶液（B） ;  

（3） 按 Bi
3+

-TiO2 中 Bi
3+的掺杂浓度为 0.5wt%、1.0wt%、1.5wt%、2wt%和 2.5wt%

称取相应的 BiCl3，溶于溶液（B）中。 

（4） 在剧烈搅拌的条件下将溶液（A）缓慢滴加到溶液（B） 中,得到均匀透明

的溶胶,继续搅拌,得到半透明的湿凝胶。 

（5） 将所得湿凝胶放在 60℃的干燥箱中干燥得到凝胶，然后在研钵中磨碎烘干

好的凝胶，将其放入坩埚中，在马弗炉中 800℃ 煅烧 2h，得到样品 6-10。 

3. Mn 掺杂 TiO2 粉体的制备 

（1） 室温下将 10 mL Ti（OC4H9）4 于剧烈搅拌下滴加到 30 mL 无水乙醇中,经

过 15～20 min 的搅拌,得到均匀的淡黄色透明溶液（A） ; 

（2） 将 5 mL H2O 和 10 mL 无水乙醇配成的溶液于搅拌下缓慢滴加 HNO3 ,得

到 pH = 3 的溶液（B） ; 

（3） 按Mn
2+

-TiO2中Mn
2+的掺杂浓度为 0.5wt%、1.0wt%、1.5wt%、2wt%和 2.5wt%

称取相应的 MnCl2，溶于溶液（B）中。 

（4） 在剧烈搅拌的条件下将溶液（A）缓慢滴加到溶液（B） 中,得到均匀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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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溶胶,继续搅拌,得到半透明的湿凝胶。 

（5） 将所得湿凝胶放在 60℃的干燥箱中干燥得到凝胶，然后在研钵中磨碎烘干

好的凝胶，将其放入坩埚中，在马弗炉中 800℃ 煅烧 2h，得到样品 11-15。 

4.纳米 TiO2 的结构及形貌分析 

在专职教师的指导下，分别用 X 射线衍射仪以及透射电镜、扫描电镜等作为测

试手段对纳米 TiO2 粉体进行物相和形貌表征。 

5.光催化性能测试 

（1） 称取 0.04
 
g 甲基橙溶于 2 L 去离子水中，配成浓度为 0.02

 
g·L

-1，作为标

准溶液。 

（2） 分别称取 0.2 g 的样品 1-15，加入 200
 
mL 的 0.02

 
g·L

-1 的甲基橙溶液中，

超声震荡两分钟后转入光反应器中。 

（3） 开启旋转开关，以 0.3
 
L/min 速度鼓入空气。打开高压汞灯以后每隔 15min

时间取样，离心分离取上层清液，于 465
 
nm 处测吸光度，记录数据。 

实验要求：学会纳米二氧化钛的制备，并对其应用：光催化降解甲基橙的研究作探讨，

学会光催化反应器的使用，熟悉和了解 X 射线衍射仪以及透射电镜、扫描电镜等作

为测试手段的方法。 

实验项目名称：轴向 Ni（II）金属配合物的合成 

实验内容：配置 100 ml 1.0 mol.L
－1

 HCl 溶液 

1．配置 40 ml 0.2 mol.L
－1

 HCl 溶液和 0.5 mol.L
－1

 KCl 溶液 

2．烧杯中加入 40 ml 1.0 mol.L
－1

 HCl 溶液和 2 ml 苯胺，混合均匀。  

3．按图 1 连接电路。 

4．闭合电路，调节电压为 0.6－0.8 V，通电 10－30 min 后断电，观察工作电极的变

化。 

5．取出两电极并置于盛有 0.2 mol.L
－1

 HCl 溶液和 0.5 mol.L
－1

 KCl 溶液的另一烧杯

中，闭合电路，分别观察在 1.20 V，0.7－0.8 V，0.3－0.4 V 和 0.10－0.20 V 不同

电压下时工作电极的表明变化。 

6．工作电极分别在 0.2 mol.L
－1

 HCl 溶液和 0.5 mol.L
－1

 KCl 溶液和 pH＝7 的磷酸氢

钾和磷酸二氢钾缓冲溶液作循环伏安扫描，扫描速率为 30 mv.s
-1

 , 电压范围为－

0.2 V －1.0 V。观察电极变化和曲线形状变化。 

实验要求：加深对电有机合成过程基本理论的理解；学习轴向 Ni（II）金属配合物的

合成的方法，并进行电极变化和曲线形状变化的观察。 

实验项目名称：轴向 Ni（II）金属配合物的合成与表征 

实验内容：（一）镍配合物的合成 

1、Ni（Et2en）2Cl2H2O 的合成 

准确称取 2.38 克 NiCl2·6H2O 加入到 70mL 乙醇溶液中，不断搅拌使其充分溶

解，得到溶液 A；室温下，将 2.81mL Et2en 加入 A 溶液中，同时不断搅拌。10~20

分钟后，有淡蓝色晶体生成，等到反应完全，然后抽滤出晶体，用无水乙醇洗涤 2~3

次，用抽气的方法在空气中干燥，称量并计算产率，最后所得产品装入样品瓶内在干

燥器里保存，留待后续进行结构表征。 

2、Ni（Et2en）2（SCN）2 的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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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称取 2.91 克 Ni（NO3）2·6H2O 并溶于无水乙醇配得 40mL Ni（NO3）2·6H2O

乙醇溶液 A，同时准确称取 1.62 克 NaNCS 在搅拌下形成 30mL 乙醇溶液 B；然后将

两种溶液 A 和 B 混合，搅拌 10~15 分钟，过滤掉生成的白色沉淀物。在搅拌下往绿

色滤液中加入 4 mL 乙醇和 2.81mL Et2en，几分钟后过滤，得到浅紫色晶体，用无水

乙醇洗涤 2~3 次，用抽气的方法在空气中干燥，称量并计算产率，最后所得产品装入

样品瓶内在干燥器里保存，留待后续进行结构表征。 

3、Ni（Et2en）2（NO3）2 的合成 

准确称取 2.91 克 Ni（NO3）2·6H2O 配成 40 mL 乙醇溶液 A，在搅拌下加入 2.81 

mL Et2en，20 分钟内有橙色晶体生成，等到反应完全，抽滤出晶体，然后用无水乙醇

洗涤 2~3 次，用抽气的方法在空气中干燥，称量并计算产率，最后所得产品装入样品

瓶内在干燥器里保存。 

4、Ni（Et2en）2I2 的合成 

分别制备 40 mL 溶有 2.91 克 Ni（NO3）2·6H2O 的乙醇溶液 A 和 30 mL 溶有 3.00

克 NaI 的乙醇溶液 B，将 A 和 B 溶液在搅拌下混合。几分钟后滤去生成的白色沉淀

物，先加入 5 mL 无水乙醇，然后将 2.81mL Et2en 加入滤液中，立即有红色或橙色晶

体生成。抽滤，并用用无水乙醇洗涤 2~3 次，用抽气的方法在空气中干燥，称量并计

算产率，最后所得产品装入样品瓶内在干燥器里保存，留待后续进行结构表征。 

实验要求：了解和掌握磁力天平的使用原理，掌握轴向 Ni（II）金属配合物的合成与

表征的测定原理和测定方法。 

实验项目名称：手性化合物合成及其旋光性能研究 

实验内容：将 25 克 L-（+）-酒石酸加入带有搅拌的 500ml 烧杯中，加热至完全融化，

当温度正好达到 70℃时加入 40 毫升顺式和反式-1，2-环已二胺的混合物，继续升温

至 90℃时加入 18 毫升冰醋酸，立刻出现白色沉淀。强烈搅拌该混合物，并冷却到室

温，反应两小时。然后经真空抽滤收集产物。依次用 5℃去离子水（20ml）、无水乙

醇（5*20ml）和乙醚（5*20ml）洗涤产物。产物在 40℃真空干燥后得到（R,R）-1,2-

环己二胺-单-（+）-酒石酸盐白色粉末，产率超过 99%。 

将 7.5 克 NaOH 溶解在 50 毫升去离子水中，加入 15 克（（R,R）-1,2-环己二胺-

单-（+）-酒石酸盐。混合物用甲苯提取 24 小时后蒸馏除去甲苯。最后用干燥的戊烷

重结晶两次后得到终产物。[α ]
D
=36°。 

实验要求：了解环已二胺酒石酸盐的合成方法；学习旋光仪的测试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名称：烷氧基苯甲酸的合成及其液晶光学性能研究 

实验内容：合成烷氧基苯甲酸单体 

HO COOCH3

  +  C8H17Br  

C2H5ONa

回流6h    
C8H17O COOH

 

在 250ml 的三颈烧瓶中加入 100ml 重蒸过的无水乙醇，通 N2，磁力搅拌下加入

3g 的金属 Na，待其完全反应后加入称量好的 15g 对羟基苯甲酸甲酯。完全溶解后加

入 19g C8H17Br（逐滴加入），放入油浴中约 85°C 回流 6h, 完全反应后，撤去油浴，

加入配置好的 NaOH 溶液（5g/50ml），室温搅拌过夜，充分水解。加浓盐酸调节 PH

至 3.5 左右。抽滤（水洗）得到白色固体。用丙酮加热溶解后，过滤，滤液冰浴重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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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一至两次，过滤后合并得到白色终产物。 

实验要求：1. 了解液晶的相变及光学特性；2. 了解偏光显微镜的结构及使用方法 

3. 掌握烷氧基苯甲酸的合成方法； 观察和研究烷氧基苯甲酸液晶的相变过程。 

实验项目名称：罗丹明 B 的合成、结构表征及光谱数据的测定 

实验内容：罗丹明 B（1a）的合成 

 

称取 6.60g （40mmol） 的间二乙氨基苯酚、邻苯二甲酸酐 2.96g（20mmol），溶

于 30mL 氯苯中，加入无水 ZnCl2 2.0g，充氮气，190℃反应 6h 后，用层析法（TLC）

跟踪反应的进程。待原料消失后，冷却，过滤，真空干燥。用甲醇/氯仿（1/1）重结

晶，得到紫色固体，测定产物的熔点：文献 210℃，测定产品的红外光谱、核磁共振

氢谱和碳谱、元素分析和质谱。确定产物的结构。 

1、 罗丹明 B 的四氟硼化物（1b）的合成 

 

称取罗丹明 B 4.80g（10mmol），溶于 30mL 无水乙醇中，加入四氟硼酸钾 1mol/L

水溶液 80mL，有沉淀生成，过滤，干燥。用甲醇重结晶，得紫色固体，即为罗丹明

B 的四氟硼酸盐（1b）。 

实验要求：通过本实验了解罗丹明 B 的结构、制备方法；学习用重结晶的方法提出

固体化合物；学习用红外光谱和核磁共振等表征罗丹明 B 的结构；学习用紫外-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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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光光度计测定罗丹明的紫外可见吸收光谱；学习用荧光光谱仪测定罗丹明 B 的荧

光光谱。 

实验项目名称：电子化学品用趋净高纯试剂的制备 

实验内容：（1）在储料罐中配制一定浓度的乙醇水溶液（约 10~20%）。 

（2）待塔全回流操作稳定时，打开进料阀，调节进料量至适当的流量。 

（3）控制塔顶回流和出料两转子流量计，调节回流比 R（R=1~4）。 

（4）当塔顶、塔内温度读数稳定后即可取样。 

3．取样与分析 

（1） 进料、塔顶、塔釜从各相应的取样阀放出。 

（2） 塔板取样用注射器从所测定的塔板中缓缓抽出，取 1ml 左右注入事先洗净烘干

的针剂瓶中，并给该瓶盖标号以免出错，各个样品尽可能同时取样。 

（3） 将样品进行色谱分析。 

实验要求：了解与掌握趋净高纯试剂的制备技术 

实验项目名称：液晶屏、电子材料自粘保护膜的制备 

实验内容：1）吹膜机的清洗   对于吹膜机每次的清洗很重要，如不清洗会使部分原

料常时间停留在机筒、螺杆及加热区，使之碳化，严重时使机器报废。 

2）原料的秤量与准备   对每次实验的用料量，用料品种应该很清楚，然后对设

备的部分参数进行设定。 

3）吹膜机的予热    吹膜机的加热区应首先进行工作，对原料进行加热熔融，

并使螺杆转动。 

4）LDPE 料的加热、吹膜   如采用 LDPE 料进行实验，那么加热区温床应设定

在 160~180 度，使 LDPE 熔融料流入吹膜机的环形槽中，调节压缩空气的吹气的量，

使簿膜吹出，一开始可能不匀，需学生进行配合默契，调螺杆转速—出料量，调吹气

的量。 

5）簿膜的拉伸、铺展、卷装   能否得到均匀、透明的簿膜，簿膜的拉伸、铺展

很重要，需不断调节卷装的速度，卷装的速度快，簿膜的拉伸力就大，簿膜的厚度就

小，就薄，透明度就好，但强力就差，反之亦然。 

6）保护膜的性能测定   得到满意的薄膜材料后需对自粘保护膜的结构、强力、

粘合力等进行测定，作为实验是否成功的判据。 

实验要求：了解与掌握电子封装材料中有关液晶屏、电子材料的自粘保护膜的制备技

术。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实验报告应包括：实验名称，实验目的，实验原理，使用的仪器设备

及原材料，实验步骤，实验结果，实验数据分析及课后习题。 

2、考核方式 

（1） 实验操作及理论考核相结合 

（2） 实验课考核成绩确定：平时成绩包括实验预习情况，实验态度，实验纪律及出

勤情况，占 10%；实验操作包括实验原理的掌握情况，实验操作步骤及注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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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实验数据分析及实验报告的撰写，实验能力和实验结果占 70%；理论考核，

及考察队实验相关理论的掌握情况，占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高剪切乳化机：3 套；      制冰机：1 套；           数字阿贝折射仪：6 台； 

高低压超薄吹膜机：2 套；  熔点测定仪：10 套；      旋转蒸发仪：6 台； 

马弗炉：3 台；            真空干燥箱：4 台；       磁天平：3 套； 

旋转粘度计：3 台；        初粘力测试仪：2 套；     数显热台偏光显微镜：3 台 

梅特勒电子天平：10 台；   剥离强度测试仪：1 台；    烘箱： 5 台 

自动纯水蒸馏器： 2 套；   持粘力测试仪：2 台；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2 台 

冷冻干燥机，   1 台 光反应器，    2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材料化学专业实验》讲义，谢洪德、李艺等编， 2009 

2、参考书：《材料化学专业实验》，曲荣君，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8.3 

        《材料化学专业实验》讲义，南京理工大学 

                                               

 

 

执 笔 人：谢洪德   

审 批 人：姚英明   

完成时间： 201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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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化学实验（二）》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CHET1002                    课程学分：2 

课程名称：有机化学实验（二）/ 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s 

课程学时：72 学时                      实验学时：72 学时 

适用专业：材料类、环境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学术型） 

实验室名称：有机化学实验室（江苏省化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要求学生掌握有机化学的基本操作技术，包括熔点测定、蒸馏、重结晶、

萃取、干燥、层析、减压蒸馏、水蒸气蒸馏和无水操作等；培养学生能以小量规模正

确地进行制备、分离提纯和鉴定产品的能力；培养学生能初步查阅文献资料并写出合

格的实验报告；培养学生良好的实验工作方法和工作习惯，以及实事求是的、严谨的

科学态度。 

通过实验，使学生加深对有机化学基本理论的理解，提高学生动手能力以及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1 有机化学实验一般知识和安全教育  3  必修 

2 常用玻璃器皿的辨识、洗涤及保养 验证性 2 1 必修 

3 熔点测定 验证性 3 1 必修 

4 蒸馏和沸点的测定 验证性 3 1 必修 

5 水溶剂重结晶 综合性 3 1 必修 

6 有机溶剂重结晶 综合性 3 1 必修 

7 环己烯的制备（测折光率） 综合性 6 1 必修 

8 溴乙烷的制备 综合性 5 1 必修 

9 乙酰基二茂铁的制备 综合性 6 1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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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10 三苯甲醇的制备 设计性 7 1 必修 

11 己二酸的制备 综合性 3 1 必修 

12 己二酸二乙酯的制备 综合性 5 1 必修 

13 基本操作技术综合演练 综合性 2 1 必修 

14 正丁醚的制备 综合性 5 1 必修 

15 对甲基苯乙酮的制备 综合性 6 1 必修 

16 二苯醚的制备 综合性 3 1 必修 

17 呋喃甲醇和呋喃甲酸的制备 综合性 7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有机化学实验一般知识和安全教育 

1. 教学内容 

  有机化学实验安全知识；有机化学实验的一般知识，包括基本操作和实验技术；

实验报告的要求和基本格式 

2. 教学目标 

  了解安全知识及紧急事故处理办法； 

  学习有机实验基本操作和实验技术 

实验项目 2：常用玻璃器皿的辨识、洗涤及保养 

1. 教学内容 

  领取、辨识仪器；练习各种洗涤方法 

2. 教学目标 

  识别有机化学实验中常用的玻璃仪器； 

  掌握各种玻璃器皿的洗涤方法 

实验项目 3：熔点测定 

1. 教学内容 

  测定 2 个样品的熔点 

2. 教学目标 

  掌握有机化合物的熔点测定方法 

实验项目 4：蒸馏和沸点的测定 

1. 教学内容 

  蒸馏乙酸乙酯等有机溶剂，并测定沸点 

2. 教学目标 

  掌握蒸馏及分离、提纯液体混合物的方法； 



 179 

  掌握常量法测沸点 

实验项目 5：水溶剂重结晶 

1. 教学内容 

  水作溶剂，重结晶乙酰苯胺或苯甲酸 

2. 教学目标 

  掌握用水作溶剂的固体有机化合物重结晶的方法 

实验项目 6：有机溶剂重结晶 

1. 教学内容 

      70%乙醇作溶剂，重结晶萘 

2. 教学目标 

      掌握用有机溶剂重结晶固体有机物的方法 

实验项目 7：环己烯的制备（测 nd
20） 

1. 教学内容 

  环己醇脱水制备，并分离提纯环己烯，并测定折光率 

2. 教学目标 

  掌握环己烯的制备方法 

  掌握分馏技术 

  掌握折光率的测定方法 

实验项目 8：溴乙烷的制备 

1. 教学内容 

  用乙醇制备并分离提纯溴乙烷 

2. 教学目标 

  掌握溴乙烷的制备方法 

  掌握低沸点液体蒸馏方法 

实验项目 9：乙酰基二茂铁的制备 

1. 教学内容 

  用二茂铁和醋酐反应制备乙酰基二茂铁，TLC 和柱层析 

2. 教学目标 

  掌握傅－克反应制备芳香酮的原理和方法 

  掌握电磁搅拌器的使用方法 

  掌握层析技术 

实验项目 10：三苯甲醇的制备 

1. 教学内容 

  原位制备苯基溴化镁，并设计合理路线合成三苯甲醇 

2. 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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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三苯甲醇的制备原理及方法； 

  了解无水操作； 

  掌握低沸点易燃液体的蒸馏 

实验项目 11：己二酸的制备 

1. 教学内容 

  利用硝酸把环己醇氧化成己二酸 

2. 教学目标 

  了解由环己醇氧化制备己二酸的方法； 

  掌握有机氧化反应的一般概念和进行合成的正确操作 

实验项目 12：己二酸二乙酯的制备 

1. 教学内容 

  己二酸与乙醇发生酸催化酯化反应，制备己二酸二乙酯 

2. 教学目标 

  掌握己二酸二乙酯的制备原理和方法； 

  掌握分水器的使用方法； 

  掌握减压蒸馏等操作 

实验项目 13：基本操作技术综合演练 

1. 教学内容 

  包括熔点测定、蒸馏、重结晶、萃取、干燥、层析、测定折光率、油水分离技

术等 

2. 教学目标 

  检验学习效果，纠正错误和不规范的操作行为 

实验项目 14：正丁醚的制备 

1. 教学内容 

  通过正丁醇的分子间脱水制备正丁醚 

2. 教学目标 

  掌握正丁醚的制备原理和方法 

  掌握正确使用分水器 

实验项目 15：对甲基苯乙酮的制备 

1. 教学内容 

  用甲苯和醋酐反应制备对甲基苯乙酮 

2. 教学目标 

  掌握傅－克反应制备芳酮的原理和方法 

  掌握电磁搅拌器的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16：二苯醚的制备 

1.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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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微波反应器，通过苯酚与碘苯的 Ullmann 反应制备二苯醚 

2. 教学目标 

  了解有机实验新技术—微波技术 

  掌握薄板层析技术 

实验项目 17：呋喃甲醇和呋喃甲酸的制备 

1. 教学内容 

  呋喃甲醛的歧化反应制备呋喃甲醇和呋喃甲酸 

2. 教学目标 

  掌握呋喃甲醇和呋喃甲酸的制备方法； 

  掌握 Cannizzaro 反应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 实验报告： 

实验报告的内容应包括实验目的、实验原理、实验步骤（流程图）、实验主

要装置图、数据记录与处理、结果与讨论、有关实验习题、总结对实验的体会

和改进等内容。报告版面清晰，条理清楚；图表正确美观，比例协调；数据处

理完整准确；回答问题言简意赅。 

2. 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主要采取平时实验和期终考试相结合。 

（2）实验成绩包括平时成绩和考试成绩两部分，各占比重 70%和 30%。平时

成绩按每次实验的预习 20%、实验操作 40%、实验报告 30%和实验结果 10%

进行综合评定。考试成绩是闭卷操作考试。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 普通玻璃仪器和磨口玻璃仪器 各 120 套 

2. 电热恒温干燥箱 12 台 

3. 循环水泵 24 台 

4. 旋片式真空泵 6 台 

5. 显微熔点测定仪 3 台 

6. 阿贝折光仪 6 台 

7. 旋转薄膜蒸发器 6 台 

8. 紫外分析仪 6 台 

9. 电磁搅拌器 120 台 

10. 层析柱 100 根 

11. 恒速电动搅拌器 60 台 

12. 微波反应器 6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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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 教材：《有机化学实验》（第二版），曹健，郭玲香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 

2. 参考书：《有机化学实验（第四版）》，华南师大、东北师大、苏州大学、广西

师大、上海师大合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 

 

 

 

 

执 笔 人：赵   蓓   

审 批 人：姚英明    

完成时间： 201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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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工程实验》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CHET1004                    课程学分：2 

课程名称（中/英）：反应工程实验/Chemical Reaction Engineering Labs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72 

适用专业：化学工程与工艺（学术型） 

实验室名称：化工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化学反应工程是化学工程与技术的一门基础课，以化学工业中的反应过程为主要

研究对象，研究过程速率及其变化规律、传递规律及其对化学反应的影响，以达到反

应器的开发、设计和放大及其优化操作的目的。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较牢固地

掌握化学反应工程最基本的原理和计算方法，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提高对工业反应器

进行设计与分析的能力。由于实际生产中众多计算难以手算完成，因此本课程强化通

过一些计算工具如 Scilab 来实现相关计算。本课程通过 2-3 人小组完成两周一次的作

业，与理论课程并行强化学生的理论应用能力，课程考察方式为实验报告与口头报告。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1 化学反应动力学 验证性 8 2-3 人 必修 

2 恒温稳态反应器 验证性 8 2-3 人 必修 

3 恒温动态反应器 验证性 8 2-3 人 必修 

4 非恒温稳态反应动力学 综合性 8 2-3 人 必修 

5 非恒温动态反应动力学 综合性 8 2-3 人 必修 

6 催化反应中的传质计算 综合性 8 2-3 人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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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化工反应器中的流动与混合过程 综合性 8 2-3 人 必修 

8 综合项目 设计性 16 2-3 人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反应动力学 

1.教学内容 

结合理论基础介绍化学反应动力学及建模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化学反应动力学数据处理方法 

（2）熟悉数值建模 

（3）掌握基本数值建模方法 

实验项目 2：恒温稳态反应动力学 

1.教学内容 

结合理论基础介绍恒温稳态反应器及模拟关键参数 

2.教学目标 

（1）了解恒温稳态反应器的特征参数 

（2）熟悉恒温稳态反应器建模的方法 

（3）掌握恒温稳态反应器的计算方法 

实验项目 3：恒温动态反应动力学 

1.教学内容 

结合理论基础介绍恒温动态反应器及模拟关键参数 

2.教学目标 

（1）了解恒温动态反应器的特征参数 

（2）熟悉恒温动态反应器建模的方法 

（3）掌握恒温动态反应器的计算方法 

实验项目 4：非恒温稳态反应动力学 

1.教学内容 

结合理论基础介绍非恒温稳态反应动力学及模拟关键参数 

2.教学目标 

（1）了解非恒温稳态反应器的特征参数 

（2）熟悉非恒温稳态反应器建模的方法 

（3）掌握非恒温稳态反应器的计算方法 

实验项目 5：非恒温动态反应动力学 

1.教学内容 

结合理论基础介绍非恒温动态反应动力学及模拟关键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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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非恒温动态反应器的特征参数 

（2）熟悉非恒温动态反应器建模的方法 

（3）掌握非恒温动态反应器的计算方法 

实验项目 6：催化反应中的传质计算 

1.教学内容 

结合理论基础介绍催化反应中的传质计算及模拟关键参数 

2.教学目标 

（1）了解催化反应中的传质计算的特征参数 

（2）熟悉催化反应中的传质计算建模的方法 

（3）掌握催化反应中的传质过程的计算方法 

实验项目 7：化工反应器中的流动与混合过程 

1.教学内容 

结合理论基础介绍化工反应器中的流动与混合过程及模拟关键参数 

2.教学目标 

（1）了解化工反应器中的流动与混合过程的特征参数 

（2）熟悉化工反应器中的流动与混合过程计算建模的方法 

（3）掌握化工反应器中的流动与混合过程的计算方法 

实验项目 8：综合项目 

1.教学内容 

综合项目要求学生利用化学反应工程所学理论知识以及实验课程中所掌握的计

算基础，解决一相对复杂化学反应器的设计与计算 

2.教学目标 

（1）了解化学反应器设计所需理论基础，以及相关参数 

（2）熟悉化学反应器综合建模的方法 

（3）掌握化学反应器的计算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实验报告与口头报告综合评分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电脑，20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 Finlayson, B.A. Introduction to Chemical Engineering Computing, 2nd Ed, John 

Wiley & Son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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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ogler , H.S. Elements of Chemical Reaction Engineering, 4th Ed, Pearson 

Education, 2006. 

3. Smith, J.M., Van Ness, H.C, Abbott, M.M, Introduction to Chemical Engineering 

Thermodynamics, 7th Ed, McGraw Hill, 2014. 

                                               

 

 

 

执 笔 人：金   鑫   

审 批 人：姚英明   

完成时间： 201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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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化工实验》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CHET1020                   课程学分：2.00 

课程名称（中/英）：精细化工实验，Fine Chemical Engineering Laboratories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72 

适用专业：化学工程与工艺（学术型） 

实验室名称：工程化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根据教育计划安排，精细化工实验作为一门独立的专业必修课单独设置，共 72

学时。内容的选择结合了精细化工涉及面广的特点，兼顾到精细化工制品（有机玻璃、

白乳胶、酸性红 G 染料、石油采油助剂胶体、粘合剂等）、化学反应类型（本体聚

合反应、乳液聚合反应、悬浮聚合反应、溶液聚合反应、高分子化学反应等）、操作

技术和测试手段等内容。 

本课程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已修课程知识的能力，养成善于观察、思考、

分析问题、敢于创新的良好科研习惯，提高学生的实验操作技能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同时巩固和扩大精细化工专业知识。要求学生在经过本课程培训后，能全面熟练

地掌握各种精细化工品的制备制备原理和相关的实验操作技能，为学生独立设计制备

新型精细化工的制品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1 专业实验的基本操作 演示性 6 2 必修 

2 甲基丙烯酸甲酯铸板聚合 综合性 6+2 2 必修 

3 苯乙烯的悬浮聚合 综合性 6+2 2 必修 

4 环氧树脂的合成 综合性 6+2 2 必修 

5 酸性红 G 的合成 综合性 6 2 必修 

6 酸性红 G 的染色 综合性 6 2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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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7 聚醋酸乙烯乳液的合成 综合性 6 2 必修 

8 聚醋酸乙烯酯乳胶涂料的配制； 综合性 6 2 必修 

9 聚乙烯醇的制备 综合性 6 2 必修 

10 粘合剂聚乙烯醇缩甲醛的合成 综合性 6+2 2 必修 

11 丙烯酰胺的溶液聚合 综合性 6+2 2 必修 

12 
石油采油助剂胶体聚丙烯酰胺的水解及水解度

测定 
综合性 6 2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专业实验的基本操作 

1.教学内容 

精细化工实验涉及到有机化学和高分子化学实验的相关基本操作。在专业实验

基操作教学中，主要讲解反应温度控制，包括水浴加热、油浴加热、电热套加热和冷

却；搅拌，包括电磁搅拌器和机械搅拌；蒸馏，包括普通蒸馏、减压蒸馏和旋转蒸发；

反应监控，包括重量法、化学滴定法、色谱法、光谱法等；以及材料的表征等相关内

容。同时，讲解实验室安全基本知识，包括防火、防电、防中毒以及实验室药品的安

全使用和废料的处理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精细化工实验中的各种反应监控方法； 

（2）熟悉实验室安全基本知识，包括水、电和相关药品的使用知识； 

（3）掌握精细化工实验中涉及到的各种实验基本操作。 

实验项目 2：甲基丙烯酸甲酯的铸板聚合 

1.教学内容 

甲基丙烯酸甲酯的铸板聚合实验可分为几个部分，首先甲基丙烯酸甲酯在引发

剂以及加热作用下进行预聚合，形成粘稠甘油状液体，然后将预聚物灌入事先准备好

的模具中，置于低温烘箱中进行较长时间的聚合，然后进行高温熟化，最后进行脱模，

得到光滑无色透明的有机玻璃。 

2.教学目标 

（1）了解本体聚合的工艺特点； 

（2）掌握用本体聚合的方法来制备有机玻璃棒的步骤以及各步骤的控制要点。 

实验项目 3：苯乙烯的悬浮聚合 

1.教学内容 

不溶于水的单体苯乙烯在搅拌的剪切力作用下分散成小液滴。搅拌速率大小决

定着产品颗粒的大小。在搅拌和分散剂的作用下，单体被分散在水相中，每一个小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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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都是一个微型聚合场所，液滴周围的水介质连续相都是这些微型反应器的热传导

体。因此，尽管每个液滴中单体的聚合与本体聚合无异，但整个聚合反应体系的温度

控制还是比较容易的。 

2.教学目标 

（1）了解苯乙烯的聚合性能； 

（2）掌握悬浮聚合的原理和实验方法； 

（3）比较悬浮聚合与乳液聚合的不同之处。 

实验项目 4：环氧树脂的合成 

1.教学内容 

以双酚 A 作为原料制备环氧树脂，并定性测试它的粘结性能。 

2.教学目标 

（1）学习环氧树脂的实验室制法，了解其性能和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5：酸性红 G 的合成 

1.教学内容 

利用乙酰化、重氮化、偶合三个单元反应合成一种强酸性染料。酰化可以采用

酸、酸酐、酰卤、酯等试剂，本实验采用乙酸酐。重氮化、偶合反应是合成偶氮染料

和颜料的重要反应。苯胺属于碱性较强的芳胺，其重氮化试剂用亚硝酸钠和浓盐酸。

H 酸的羟基和氨基邻位都能发生偶合反应，本实验控制反应体系 pH 值碱性使偶合反

应在羟基邻位进行，生成的酸性染料分子中含有磺酸基，溶于水。 

2.教学目标 

（1）了解酸性染料概况； 

（2）学习偶氮型强酸性染料的制备方法；  

（3）学会控制条件使反应发生在化合物结构的指定位置。 

实验项目 6：酸性红 G 的染色 

1.教学内容 

强酸性染料主要用于羊毛等蛋白质纤维的染色，染色在酸性浴中进行，具有两

性性质的蛋白质纤维在 pH 值低于其等电点的酸浴中首先吸收氢离子，纤维中氨基离

子化，然后与染液中的染料阴离子形成盐键而完成染色。本实验采用实验 15 合成的

染料染羊毛毛线。 

2.教学目标 

（1）了解强酸性染料在羊毛上的染色机理；  

（2）学习强酸性染料染羊毛毛线的方法；  

（3）掌握色度、浴比等染色中常用的概念； 

（4）复习巩固使用容量瓶配制一定浓度溶液的操作。 

实验项目 7：聚醋酸乙烯酯乳液的合成 

1.教学内容 

醋酸乙烯酯乳液聚合的机理与一般乳液聚合相同，采用过硫酸铵为引发剂，

OP-10 为乳化剂，聚乙烯醇-1788 除作为乳化剂外，也起保护胶体和增稠剂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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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机械搅拌和分批滴加单体及引发剂的方法控制反应散热。邻苯二甲酸二丁酯是增

塑剂，用以改善涂膜的柔韧性，在聚合反应结束后加入。所制备的乳液产品留作涂料

配制实验中的成膜物质组分。 

采用十二烷基硫酸钠作乳化剂制备的乳液机械稳定性较好，但化学稳定性不够理

想，与盐类化合物作用易发生破乳凝聚作用。为了改善乳液的化学稳定性，可加入非

离子型乳化剂。常用的非离子型乳化剂有壬基酚聚氧乙烯醚（如 OP-10 等）。 

2.教学目标 

（1）了解乳液聚合的工艺特点，加深对乳液聚合的认识；  

（2）掌握醋酸乙烯乳液聚合方法，学会使用机械搅拌、氮气保护和恒压滴液漏

斗。 

实验项目 8：聚醋酸乙烯酯乳胶涂料的配制 

1.教学内容 

利用乳液聚合得到的聚醋酸乙烯酯乳液作为成膜物质，配以必要的颜料、填料

和成膜助剂，获得类似于工业上常用的水基涂料，进行涂刷实验，评价涂料的性能。

乳胶涂料的优点是克服了传统有机油漆含有易挥发的有机溶剂、易造成污染的缺点。 

2.教学目标 

（1）了解实验配方中各种原料的作用；  

（2）注意加料顺序。 

实验项目 9：聚乙烯醇的制备 

1.教学内容 

聚醋酸乙烯酯在氢氧化钠为催化剂、甲醇为醇解剂的条件下进行醇解反应，并

在较为温和的条件下进行，以适应教学要求。 

2.教学目标 

（1）了解聚乙烯醇的醇解反应原理、特点及影响醇解反应的因素，加深对高分

子反应的认识。 

实验项目 10：聚乙烯醇缩甲醛制备及其缩醛度的测定 

1.教学内容 

利用聚乙烯醇在酸性条件下与甲醛缩合反应，制备聚乙烯醇缩甲醛。聚乙烯醇可

以在酸性条件下加热而水解，定量放出醛。收集并定量测定水解产生出来的醛即可计

算出缩醛度。测定甲醛的方法很多，本实验采用亚硫酸盐法。 

2.教学目标 

（1）加深对高分子化学反应基本概念的理解； 

（2）掌握聚乙烯醇缩醛的制备方法； 

（3）掌握缩醛度的测定方法。 

实验项目 11：丙烯酰胺的溶液聚合 

1.教学内容 

本实验采用水作为溶剂进行丙烯酰胺的溶液聚合，存在无毒、价廉和链转移常

数小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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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掌握溶液聚合的原理和容积选择的原则。 

实验项目 12：石油采油助剂胶体聚丙烯酰胺的合成及水解度测定 

1.教学内容 

聚丙烯酰胺是一种具有良好的降失水、增稠、絮凝和降磨阻等特性的油田化学助

剂。在采油、钻井堵水、酸化、压裂、水处理等方面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还可用作

纸张增强、纤维改性、纺织浆料、纤维糊料、土壤改良、树脂加工、分散等方面。 

本实验采用溶液聚合获得聚丙烯酰胺。再在碱性条件下使部分酰胺基团发生水

解。随着水解反应的进行，有氨气放出，并产生带负电荷的结构单元，使部分水解的

聚丙烯酰胺在水相中呈伸展的构象，体系粘度增大。 

2.教学目标 

（1）熟悉聚丙烯酰胺的溶液聚合；  

（2）掌握聚丙烯酰胺在碱性条件下的水解反应；  

（3）掌握一种测定水解度的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考核方式分为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两部分内容，平时成绩占 70%，期末考试成绩

占 30%。平时成绩主要是根据平时实验态度、实验操作和实验报告综合评定。实验报

告必须符合要求，内容包括实验名称、实验原理、装置图、操作要点、实验现象与解

释、结果与讨论、意见和建议等。期末考试将以笔试进行，考核对开设各个实验的实

验原理、实验操作、实验注意事项等的掌握情况。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电动搅拌器                                  18 台 

2．机械搅拌                                    20 台 

3．精密电子天平                                 2 台 

4．台式天平                                     2 台 

5．旋转蒸发仪                                   2 台 

6．烘箱                                         2 台 

7．循环水泵                                     2 台 

8．表面张力仪                                   1 台 

9．阿贝折光仪                                   1 台 

10．接触角测定仪                                1 台 

11．减压蒸馏装置                                2 套 

12．气流干燥器                                  1 台 

13．调压器                                     25 台 

14．水浴锅                                     20 个 

15. 恒温水浴                                   24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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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精细化工专业实验. 苏州大学材料化学化工学部，2016.3 

高分子化学实验 ，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 

2.参考书： 

精细化工概论，录华，李璟，化学工业出版社，2010.1 

精细化工综合实验，强亮生，王慎敏，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13.8 

精细化工专业实验，王巧纯，化学工业出版社，2008 

精细化工工艺学， 宋启煌，化学工业出版社，2013.9 

精细化工生产技术，徐燏，化学工业出版社，2011.8 

高等学校教材有机化学实验（第一版），化学化工出版社，2007.7 

 

 

 

 

 

 

 

 

 

                                               

执 笔 人：邓   超   

审 批 人：姚英明   

完成时间： 2016 .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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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化学实验（二）》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CHET2003                     课程代码：1.5    

课程名称（中/英）：无机化学实验（二）/ In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s II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54 

适用专业：材料类、环境工程 

实验室名称：无机化学实验室（江苏省化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一、 课程简介： 

无机化学实验是高校化学化工类各专业学生的第一门必修基础实验课，它是一门

独立的课程，也是学习无机化学的一个重要环节。无机化学实验（二）的主要任务是：

通过实验课程使学生掌握基本的化学实验方法和无机化学实验的基本操作技能；加深

对无机化学基本概念和原理的理解，提高知识应用能力；学习并掌握无机化合物的制

备原理和操作方法；正确使用基本仪器；培养学生实验操作能力、细致观察和记录现

象的能力、准确测定实验数据和表达实验结果的能力；培养事实求实的科学态度和规

范、细致、整洁的进行科学实验的良好习惯以及逻辑思维方法，为学生参加科学研究

及实际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 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1 仪器的认领、洗涤与干燥 演示性 3 1 必修 

2 灯的使用、试剂取用与试管操作 演示性 4 1 必修 

3 溶液的配制 验证性 3 1 必修 

4 滴定操作 验证性 4 1 必修 

5 粗盐的提纯 综合性 4 1 必修 

6 电离平衡与沉淀平衡 验证性 4 1 必修 

7 醋酸电离度和电离常数的测定 验证性 4 1 必修 



 194 

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8 硫酸亚铁铵的制备 综合性 4 1 必修 

9 气体的发生、净化、干燥和铜原子量的测定 验证性 4 2-3 必修 

10 由二氧化锰制备碳酸锰 综合性 4 1 必修 

11 第一过渡元素（二）（铁、钴、镍） 验证性 4 1 必修 

12 过氧化钙的制备及检验 综合性 4 1 必修 

13 碱式碳酸铜的制备 设计性 4 1 必修 

14 高锰酸钾的制备 综合性 4 1 选修 

15 硫酸铝的制备 综合性 4 1 选修 

16 一种钴（III）配合物的制备及组成分析 综合性 4 1 选修 

17 明矾的制备 设计性 4 1 选修 

18 无水四碘化锡的制备 创新性 4 1 选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仪器的认领、洗涤与干燥 

1.教学内容 

学习课程基本要求和实验室安全，认领仪器，洗涤仪器，干燥仪器。 

2.教学目标 

（1）学习和了解课程基本要求和实验室安全规则； 

（2）熟悉和认领无机化学实验常用仪器； 

（3）掌握常用玻璃仪器的洗涤和干燥方法。 

实验项目 2：灯的使用、试剂取用与试管操作 

1.教学内容 

酒精灯和煤气灯的使用，固体和液体试剂的取用方法，试管操作方法，“蓝瓶子”

实验，五色管实验，空气中含氧量实验，三色杯实验。 

2.教学目标 

（1）掌握酒精灯和煤气灯的结构和使用方法； 

（2）了解化学药品的分类，掌握固体和液体试剂的取用方法； 

（3）练习并掌握振荡试管和加热试管中固体和液体的操作方法； 

（4）掌握电子台秤的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3：溶液的配制 

1.教学内容 

粗略配制 CuSO4、NaOH 和 H2SO4 等溶液，准确配制醋酸和草酸等标准溶液 

2.教学目标 



 195 

（1）掌握电子台秤和电子分析天平的使用方法； 

（2）学习并掌握正确的称量方法，掌握差减称量法； 

（3）练习并掌握配制溶液的方法和基本操作； 

（4）练习并掌握移液管、吸量管、容量瓶的使用方法； 

（5）准确运用有效数字作称量记录和计算。 

实验项目 4：滴定操作 

1.教学内容 

NaOH 溶液浓度的标定 

2.教学目标 

（1）初步掌握酸碱滴定原理和滴定操作； 

（2）学会用基准物质标定标准溶液浓度的方法； 

（3）练习并掌握移液管和滴定管的使用方法； 

（4）初步掌握酸碱指示剂的选择方法。 

实验项目 5：粗盐的提纯 

1.教学内容 

提纯粗盐（海盐） 

2.教学目标 

（1）学习提纯粗盐的原理、方法和有关离子的鉴定； 

（2）巩固电子天平的使用方法； 

（3）练习并掌握溶解、加热、蒸发和结晶及干燥等基本操作； 

（4）掌握常压和减压过滤的操作方法。 

实验项目 6：电离平衡与沉淀平衡 

1.教学内容 

电离平衡和沉淀平衡，平衡移动及影响因素，缓冲溶液及配制 

2.教学目标 

（1）掌握缓冲溶液配制并了解其特性； 

（2）通过实验了解同离子效应和盐效应对电离平衡和沉淀平衡的影响； 

（3）认识沉淀的生成、溶解和转化及分步沉淀； 

（4）掌握离心试管、离心机操作方法和 pH 试纸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7：醋酸电离度和电离常数的测定 

1.教学内容 

测定醋酸电离度和电离常数，标定醋酸浓度 

2.教学目标 

（1）学习醋酸电离度和电离常数的测定方法； 

（2）巩固滴定操作和滴定管、移液管、容量瓶的使用； 

（3）掌握 pH 计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8：硫酸亚铁铵的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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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内容 

由铁屑制备硫酸亚铁铵 

2.教学目标 

（1）学习复盐硫酸亚铁铵制备方法及其特性； 

（2）学习并掌握水浴加热； 

（3）巩固减压过滤、溶解、蒸发和结晶等综合基本操作方法； 

（4）掌握学习无机物制备的投料、称量、产率的有关计算。 

实验项目 9：气体的发生、净化、干燥和铜原子量的测定 

1.教学内容 

装配启普发生器，制备氢气并净化、干燥，测定 Cu 原子量。 

2.教学目标 

（1）掌握启普发生器的结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2）学习并掌握气体的发生、净化、干燥方法； 

（3）练习并掌握氢气验纯和安全操作方法。 

（4）掌握测定 Cu 原子量测定原理。 

实验项目 10：由二氧化锰制备碳酸锰 

1.教学内容 

通过还原，由二氧化锰制备碳酸锰。 

2.教学目标 

（1）掌握由二氧化锰制备碳酸锰的原理和操作方法； 

（2）了解酸度对二氧化锰氧化还原性的影响； 

（3）培养无机制备实验综合技能。 

实验项目 11：第一过渡元素（二）（ 铁、钴、镍） 

1.教学内容 

实验铁、钴、镍常见化合物和配合物的性质及反应 

2.教学目标 

（1）学习并掌握铁、钴、镍氢氧化物的酸碱性和氧化还原性； 

（2）掌握铁、钴、镍配合物的生成和性质； 

（3）学习并掌握 Fe
2+、Fe

3+、Co
2+、Ni

2+的鉴定方法。 

实验项目 12：过氧化钙的制备及检验 

1.教学内容 

制备过氧化钙，过氧化物的检验 

2.教学目标 

（1）学习并掌握过氧化钙的制备原理和操作； 

（2）练习并掌握低温制备无机化合物的一般方法； 

（3）掌握过氧化物的检验方法及操作。 

实验项目 13：碱式碳酸铜的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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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内容 

探求制备碱式碳酸铜的反应条件，制备碱式碳酸铜。 

2.教学目标 

（1）掌握制备碱式碳酸铜的原理和操作方法； 

（2）通过实验探求制备碱式碳酸铜的合理配料比和合适反应温度； 

（3）初步学会设计实验方案，以培养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实验项目 14：高锰酸钾的制备 

1.教学内容 

制备 K2MnO4，K2MnO4 歧化转化为 KMnO4，KMnO4 定性检验。 

2.教学目标 

（1）学习并掌握碱熔法制备高锰酸钾的原理和操作方法； 

（2）练习熔融、浸取、抽滤等操作； 

（3）掌握锰的各种氧化态之间的转化关系及转化条件。 

实验项目 15：硫酸铝的制备 

1.教学内容 

由金属铝制备硫酸铝 

2.教学目标 

（1）学习并掌握硫酸铝的制备原理和操作； 

（2）练习并掌握金属与碱的反应及安全要求； 

（3）巩固减压过滤、蒸发浓缩和结晶等基本操作。 

实验项目 16：一种钴（III）配合物的制备及组成分析 

1.教学内容 

制备一种钴（III）配合物并分析其组成 

2.教学目标 

（1）学习并掌握一种钴（III）配合物的制备原理和操作； 

（2）学习对配合物的组成进行初步推断； 

（3）学习电导率仪。 

实验项目 17：明矾的制备 

1.教学内容 

制备复盐明矾 

2.教学目标 

（1）提出制备明矾的基本原理； 

（2）设计制备明矾的操作步骤，制备明矾； 

（3）学习并掌握铝和氢氧化铝的两性。 

实验项目 18：无水四碘化锡的制备 

1.教学内容 

制备无水四碘化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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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掌握制备无水四碘化锡的原理和操作方法； 

（2）学习并掌握非水溶剂中制备无机物和重结晶的方法； 

（3）培养无机制备实验综合技能。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实验完毕应对实验现象进行解释并作出结论，或根据实验数据进行处

理和计算，独立完成完整的实验报告，按时交给实验指导教师批阅。 

2、考核方式 

（1） 该实验课的考核方式：平时实验成绩和实验操作考试成绩相结合。 

（2） 该实验课成绩的确定：该实验课程总成绩由平时实验成绩和实验操作考试成绩

组成，平时实验成绩占 70％，实验操作考试成绩占 30％。平时实验成绩由实

验预习、实验操作、实验报告和实验结果四项综合评定。实验操作考试内容为

无机化学实验（二）的基本操作及相关实验。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 电子分析天平  10 台  6、循环水真空泵          25 台 

2、 0.01g 电子天平  20 台  7、磁力搅拌器      120 台 

3、 0.1g 电子天平  5 台   8、pH 计      10 台 

4、 离心机       20 台  9、电烘箱      10 台 

5、 电导率仪   10 台  10、全套常用玻璃仪器每人一套 

六、实验教材及参考书 

1、教  材：《无机化学实验》（第二版），朗建平，卞国庆 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 

2、参考书：《无机化学实验》（第三版），北京师范大学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无机化学》（第四版），北京师范大学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无机化学》（第一版），朗建平，陶建清 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 

 

 

 

 

 

执 笔 人：贾定先   

审 批 人：姚英明    

完成时间： 201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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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化学实验（二）》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编号：CHET2007        课程学分：2.0 

课程名称（中/英）：分析化学实验（二）/Analyt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s（2）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72 

适用专业：材料类、环境工程 

实验室名称：分析化学实验室（江苏省化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一、课程简介： 

分析化学（二）是材料类与环境工程等专业的主要基础课之一，它是以实验为基

础的一门学科，分析化学实验是加强学生实践能力的一个重要的教学环节。本实验课

程包括定量分析与仪器分析两部分，定量分析实验主要进行基本操作训练，规范和熟

练地容量分析基本操作，学会实验数据的统计处理方法，树立严格的“量”的概念，

培养严谨的科学作风。仪器分析是利用物理或物理化学方法研究物质的化学结构、化

学成分及组分的含量测定。实验内容涉及到光谱学、电化学、色谱等分析体系。实验

教学的目的是使学生进一步加深对主要仪器与分析方法的基本原理、仪器结构与主要

部件功能的理解，掌握一些比较简单的分析仪器的使用方法，学习了解大型复杂分析

仪器的使用办法，初步具有应用各种分析方法解决具体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

号 
实验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1 分析实验室基本规范及操作培训 
实验 

理论课 
4 全体 必修 

2 滴定分析基本操作练习 综合性 4 1 必修 

3 工业纯碱总碱度的测定 综合性 4 1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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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实验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4 硫酸铵中含氮量的测定 综合性 4 1 必修 

5 天然水总硬度的测定 综合性 4 1 必修 

6 铅铋混合液中铅、铋的连续测定 综合性 4 1 必修 

7 H2O2 含量的测定 综合性 4 1 必修 

9 火焰原子吸收法测定金属离子的含量 综合性 4 2 必修 

10 有机化合物的吸收光谱及溶剂的影响 研究性 4 2 必修 

11 荧光物质的荧光特性及其定量分析 综合性 4 2 必修 

12 醛和酮的红外光谱分析 综合性 4 2 必修 

13 电位分析法 综合性 4 2 必修 

14 气相色谱条件实验及对卤代烃的定性分析 综合性 3 2 必修 

15 毛细管气相色谱法条件及定量分析 综合性 3 2 必修 

16 高效液相色谱分析 综合性 4 2 必修 

17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或液相色谱－质谱联用分析有

机物 
研究性 4 2 选修 

18 盐酸溶液浓度的标定及分析实验基本操作考核 
综合性

（考核） 
4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分析实验室基本规范及操作培训 

1.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演示、强调。 

2.教学目标 

（1）使学生全面了解分析化学实验（二）的要求、进度和分组情况。 

（2）通过本节课的教学,让学生了解实验室的安全、卫生规定并在实验中遵守之。 

（3）通过本节课的教学，明确实验预习报告、实验报告的书写要求，实验评分标准。 

实验项目 2：滴定分析基本操作练习 

1.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演示、强调。 

2.教学目标 

(1) 明确滴定分析的基本概念以及指示剂选择的原则。 

(2) 了解标准溶液配制的两种方法。 

(3) 学习掌握分析常用仪器的洗涤和正确使用方法。 

(4) 通过练习滴定操作，初步掌握甲基橙、酚酞指示剂终点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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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3：工业纯碱总碱度的测定 

1.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演示、强调。 

2.教学目标 

(1) 了解基准物质 Na2CO3，掌握 HCl 的配制及标定过程。 

(2) 熟悉酸碱滴定法选用指示剂的原理。 

(3) 学习用容量瓶把固体试样制备成试液的方法及定量转移操作的基本要点。 

(4) 掌握工业纯碱总碱度测定的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 4：硫酸铵中含氮量的测定 

1.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演示、强调。 

2.教学目标 

（1）了解酸碱滴定法的应用，掌握甲醛法测定铵盐中氮含量的原理和方法。 

（2）学会甲醛溶液的处理方法。 

（3）了解取大样的原则。 

实验项目 5：天然水总硬度的测定 

1.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演示、强调。 

2.教学目标 

（1）了解水硬度的测定意义和常用的硬度表示方法。 

（2）掌握 EDTA 法测定水硬度的原理和方法。 

（3）掌握铬黑 T 和钙指示剂的应用，了解金属指示剂的特点。 

实验项目 6：铅铋混合液中铅、铋的连续测定 

1.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演示、强调。 

2.教学目标 

(1) 掌握配位滴定法进行 Bi
3+、Pb

2+连续测定的基本原理。 

(2) 学习利用控制酸度来分别测定金属离子的基本方法。 

(3) 了解二甲酚橙指示剂的变色特征。 

实验项目 7：H2O2含量的测定 

1.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演示、强调。 

2.教学目标 

(1) 学会高锰酸钾标准溶液的配制、保存及标定方法。 

(2) 掌握 KMnO4 法测定 H2O2 的原理及方法。 

(3) 加深对 KMnO4 自动催化反应及自身指示剂的了解及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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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8：氟离子选择电极测定自来水中氟 

1.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2.教学目标 

（1） 掌握用标准曲线法测定氟离子未知物质的浓度。 

（2） 学习使用离子计。 

实验项目 9：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自来水中钙、镁 

1.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2.教学目标 

（1）了解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的基本结构，并掌握其使用方法。 

（2）掌握以标准曲线法测定自来水中钙、镁含量的方法。 

实验项目 10：分光光度法测定水中总铁 

1.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2.教学目标 

（1）掌握分光光度分析的条件优化及分光光度测定铁的方法。 

（2）掌握分光光度计的性能、结构及其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11：有机化合物的吸收光谱及溶剂的影响 

1.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2.教学目标 

(1) 学习紫外吸收光谱的绘制方法，利用吸收光谱进行化合物的鉴定。 

(2) 了解溶剂的性质对吸收光谱的影响。 

(3) 掌握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的使用。 

实验项目12：荧光物质的荧光特性及其定量分析 

1. 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2. 教学目标 

(1) 测量荧光物质的激发光谱和荧光光谱。 

(2) 掌握荧光物质的定量测定方法。 

(3) 熟悉 F-2500（日立）荧光光谱仪结构及操作。 

实验项目 13：醛和酮的红外光谱分析 

1.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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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学目标 

（1）掌握压片法和液膜法等制样方法； 

（2）熟悉红外光谱仪结构及操作； 

（3）利用所测红外光谱图进行结构分析。 

实验项目 14：气相色谱条件实验及对卤代烃的定性分析 

1.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2.教学目标 

（1）熟悉理论塔板数及理论塔板高度的概念及计算方法。 

（2）理解柱温的改变对组分保留行为的影响。 

（3）掌握气相色谱仪操作方法与热导检测器的原理。 

（4）熟悉气相色谱定性分析方法。 

实验项目 15：毛细管气相色谱法条件及定量分析 

1.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2.教学目标 

(1) 熟悉色谱分析的原理及色谱工作站的使用方法。 

(2) 掌握气相色谱仪操作方法与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的原理。 

(3) 用保留时间定性；用归一化法定量；用分离度对实验数据进行评价。 

实验项目 16：萘、联苯的高效液相色谱分析 

1.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2.教学目标 

(1) 理解反相色谱的优点及应用。 

(2) 掌握归一化定量方法。 

(3) 了解高效液相色谱仪的结构，掌握其基本操作。 

实验项目 17：气相色谱-质谱联用分析有机物 

1.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2.教学目标 

（1）通过实验进一步理解两种方法联用以后可以取长补短的实用意义。 

（2）学会色-质联用测定有机物的方法。 

实验项目 18：盐酸溶液浓度的标定及分析实验基本操作 

1.教学内容 

考核内容：盐酸溶液浓度的标定及分析实验基本操作考核 

考核方式：以 Na2CO3为基准物标定盐酸，单人操作分批进行（时间 1 小时） 

2.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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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考查学生熟练操作仪器、处理实验数据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综合考查学生对常用分析仪器正确使用方法的掌握程度。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对于学生的实验成绩考核有一套完整的标准： 

考核形式：按平时实验（60％）、考试实验（40％）结合进行总评。 

评分标准： 

1、平时实验：态度 20％、操作 40％、报告 10％、结果 30％ 

2、考试实验：态度 10％、操作 30％、报告 10％、结果 50％。 

每组学生有专门的成绩记录册，对每个学生的每次实验都按评分标准记录实验成

绩。每次实验要求学生把原始数据及时记录到专门的原始数据记录册，由指导实验的

老师签字并进行计算核对，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常规玻璃仪器 60 9、自动电位滴定仪 4 

2、分析天平及电子天平 40 10、pH 计及离子计 6 

3、ICP 原子发射光谱仪 2 11、气相色谱仪 4 

4、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2 12、液相色谱仪 2 

5、可见分光光度计（扫描） 3 13、核磁共振谱仪 2 

6、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扫描） 3 15、离子色谱仪 2 

7、红外吸收光谱仪 2 16、色－质联用仪 待购 

8、荧光光谱仪 2   

六、实验教材、参考书 

1. 《分析化学实验》，南京大学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 

2. 《分析化学实验》，成都科技大学、浙江大学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3. 《仪器分析实验》，张剑荣等编，科学出版社。 

4. 《仪器分析实验》，赵文宽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执 笔 人：李建国   

审 批 人：姚英明    

完成时间：201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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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化学实验（二）》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CHET2015                     课程学分：1.5 

课程名称（中/英）：物理化学实验（二）Phys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s II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54 

适用专业：材料类、化学工程与工艺（学术型）、环境工程 

实验室名称：物理化学实验室（江苏省化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一、课程简介： 

物理化学实验是一门独立的基础实验课程，其主要目的是使学生了解物理化学研

究方法，掌握物理化学的基本实验技术和技能，常用仪器的构造原理及使用方法，了

解现代先进仪器、计算机在物理化学实验中的应用等。学会重要的物理化学性能测定，

熟悉物理化学实验现象的观察和记录，实验条件的判断和选择，正确测量、处理实验

数据和分析实验结果，加深对物理化学基本理论的理解，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认真

观察能力、查阅文献能力、思维和想象能力、表达和准确记录数据能力，学会对测定

原始数据的分析、处理与评价及计算机在物理化学实验中的应用，使学生得到综合训

练，增强解决实际化学问题的能力。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1 电泳 综合性 6 2 必修 

2 原电池电动势的测定 验证性 6 2 必修 

3 液体表面张力的测定 综合性 6 2 必修 

4 黏度法测定水溶性高聚物的相对分子量 验证性 7 2 必修 

5 燃烧热的测定 综合性 8 2 必修 

6 电导法测定乙酸乙酯皂化反应速率常数 综合性 6 2 必修 

7 溶液吸附法测定固体比表面积 综合性 7 2 必修 

8 络合物磁化率的测定 验证性 8 2 必修 

9 凝固点降低法测相对分子量 综合性 8 2 必修 

http://www.baike.com/sowiki/%E8%AE%A1%E7%AE%97%E6%9C%BA?prd=content_doc_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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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电泳 

1.教学内容 

氢氧化铁溶胶的制备及用电泳法测定氢氧化铁溶胶的电动电势。 

2.教学目标 

（1）用电泳法测定氢氧化铁溶胶的电动电势（δ）。 

（2）掌握电泳法测定ζ 电势的原理和技术。 

（3）掌握氢氧化铁溶胶的制备。 

实验项目 2：原电池电动势的测定     

1.教学内容 

测定 Cu-Zn、Cu-甘汞电极、锌-甘汞电极可逆电池的电动势。 

2.教学目标 

（1）掌握可逆电池电动势的测量原理和电位差计操作技术。 

（2）学会铜锌电极的制备方法。 

（3）测定 Cu-Zn 等电池的电动势和 Cu、Zn 电极的电极电位。 

实验项目 3：液体的表面张力的测定 

1.教学内容 

最大泡压法测定不同浓度乙醇水溶液的表面张力，计算表面吸附量和乙醇

分子的横截面积。 

2.教学目标 

（1）掌握最大气泡法测定表面张力的原理和方法。 

（2）测定不同浓度乙醇水溶液的表面张力。 

（3）计算表面吸附量，乙醇分子横截面积。 

实验项目 4：粘度法测定水溶性高聚物的相对分子量 

1.教学内容 

粘度法测定高聚物（右旋糖苷、聚乙二醇、聚乙烯醇）的平均分子量。 

2.教学目标 

（1）测定线型高聚物的相对分子质量的平均值。 

（2）掌握乌氏粘度计测定粘度的方法。 

（3）掌握乌氏粘度计测定粘度的原理。 

 

实验项目 5：燃烧热的测定 

1.教学内容 

用氧弹热量计测定萘的燃烧热。 

2.教学目标 

（1）明确燃烧热的定义和了解氧弹量热计原理构造并掌握其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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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会应用雷诺图解法校正温度的改变值，测定萘的燃烧热。 

（3）了解氧气钢瓶的减压阀的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6：电导法测定乙酸乙酯皂化反应速率常数 

1.教学内容 

电导法测定乙酸乙酯皂化反应的反应速率常数和活化能。 

2.教学目标 

（1）熟悉二级反应的速率公式及动力学特征，学会用图解法求算二级反应

的速率常数。 

（2）掌握电导法测定乙酸乙酯皂化反应速率常数和活化能原理及方法。 

（3）熟悉电导率仪的使用。 

实验项目 7：溶液吸附法测固体比表面积 

1.教学内容 

用次甲基兰水溶液吸附法测定活性炭比表面积。 

2.教学目标 

（1）用次甲基兰水溶液吸附法测定活性炭比表面积。 

（2）了解朗缪尔单分子层吸附理论及用溶液法测定比表面的基本原理。 

（3）了解分光光度计的基本原理并掌握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8：络合物磁化率的测定 

1.教学内容 

FeSO4·7H2O, K4Fe（CN）6·3H2O 络合物的磁化率与电子结构的测定 

2.教学目标 

（1）了解 Gouy 磁天平测物质磁化率的基本原理。 

（2）测定 FeSO4·7H2O, K4Fe（CN）6·3H2O 两种络合物的磁化率推算其

不成对电子数，判断分子的配键类型。 

（3）掌握 Gouy 磁天平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9：凝固点降低法测定相对分子质量 

1.教学内容 

凝固点降低法测定环己烷和环己烷溶液的凝固点，计算溶质萘的摩尔质量。 

2.教学目标 

（1）用凝固点降低法测定萘的摩尔质量。 

（2）掌握溶液凝固点的测量技术。 

（3）通过本实验加深对稀溶液依数性质的理解。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考核形式：按平时实验（80％）、考试（20％）结合进行总评。 

评分标准：1、平时实验：预习 10%，实验操作 50％、实验报告 40％ 

2、考试：操作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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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高压直流电源 4 台，电泳管 4 支，精密测高仪 4 台，秒表 4 只。 

2.电位差计 4 台，精密稳压电源 4 台，标准电池 4 只。 

3.玻璃恒温浴槽 4 套，DP-A 精密数字微压差计 4 台，超级恒温槽 2 台，数

字阿贝折光仪 4 台。 

4. 玻璃恒温浴槽 4 套，乌氏（乌贝路德）粘度计 4 支，秒表 4 只，烘箱 1

台 。 

5.氧弹量热计 4 套,氧气钢瓶（附氧气表）2 套,数字式精密温差测量仪 4 台,

压片机 4 台,万用电表 1 只。 

6.恒温水浴 4 套，DDSJ-11A 型电导率仪 4 套，秒表 4 块，电导池 4 个。 

7.722 型分光光度仪 4 台，康氏振荡器 3 台，烘箱 1 台。 

8.古埃磁天平 4 台，分析天平 4 台。 

9.凝固点测定仪 4 套，SWC-Ⅱ数字式贝克曼温度计 4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孙尔康 张剑荣，《物理化学实验》，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 

2.参考书：  

庄继华等修订，《物理化学实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 

罗鸣 石士考 张雪英，《物理化学实验》，化学工业出版社，2012 年。 

 

 

 

 

                                               

执 笔 人：李淑瑾   

审 批 人：姚英明   

完 成 时 间：2016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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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原理实验》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CHET2018                课程学分：2.00 

课程名称（中/英）：化工原理实验/Experiments of Unit operation  

课程学时： 72                       实验学时：72 

适用专业：化学工程与工艺（学术型） 

实验室名称：化工原理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化工原理实验是根据教育计划制定的一门独立专业必修课。根据专业不同、培养

计划的不同，设置的学时数有 72 学时、36 学时和 18 学时。化工原理实验的实验内

容涵盖了流体传输、分离过程和传递过程等多个单元操作实验内容。 

化工原理实验课程设置的目的是为各专业的学生在学习化工原理（单元操作）之

外，结合相关的理论知识，学习多种单元操作实践，并在实验基础上能够对单元操作

机及其相关工艺设备有基本了解，甚至能够在实验基础上进行基础性的工艺探索。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1 离心泵性能特性曲线测定实验 验证性 6 2 必修 

2 流体流动阻力测定实验 验证性 6 2 必修 

3 总传热系数测定及换热器基本设计实验 综合性 6 2 必修 

4 对流给热系数测定实验 综合性 6 2 选修 

5 精馏塔效率的测定 验证性 6 2 必修 

6 特殊体系特种精馏的操作及塔效率测定实验 综合性 12 2 选修 

7 恒压过滤速率曲线测定实验 综合性 6 2 必修 

8 特殊体系恒压过滤速率曲线测定实验 创新性 9 2 选修 

9 干燥速率曲线的测定实验 综合性 6 2 必修 

10 萃取实验 综合性 6 2 必修 

11 演示实验 验证性 9 2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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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 ：离心泵性能特性曲线测定实验 

（1） 实验内容：离心泵的操作和离心泵性能特性曲线的测定 

（2） 实验要求： 

1）．了解离心泵结构与特性，学会离心泵的操作。 

2）．测定恒定转速条件下离心泵的有效扬程（H）、轴功率（N）、以及总效率（η ）

与有效流量（V）之间的曲线关系。 

3）．测定改变转速条件下离心泵的有效扬程（H）、轴功率（N）、以及总效率（η ）

与有效流量（V）之间的曲线关系。 

4）．测定串联、并联条件下离心泵的有效扬程（H）、轴功率（N）、以及总效率

（η ）与有效流量（V）之间的曲线关系。 

5）．掌握离心泵流量调节的方法（阀门、转速和泵组合方式）和涡轮流量传感器

及智能流量积算仪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6）．学会轴功率的两种测量方法：马达天平法和扭矩法。 

7）．了解电动调节阀、压力传感器和变频器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8）．学会化工原理实验软件库（组态软件 MCGS 和 VB 实验数据处理软件系统）

的使用。 

实验项目 2：流体流动阻力测定实验 

（1） 实验内容：直管、局部阻力的测定方法 

（2） 实验要求： 

1）．掌握流体流经直管和阀门时阻力损失的测定方法，通过实验了解流体流动中

能量损失的变化规律。  

    2）．测定直管摩擦系数λ 与雷诺准数 Re 的关系，将所得的λ ~Re 方程与经验公

式比较。  

    3）．测定流体流经阀门时的局部阻力系数ξ 。  

    4）．学会倒 U 形差压计、 1151 差压传感器、Pt100 温度传感器和转子流量计的

使用方法。  

    5）．观察组成管路的各种管件、阀门，并了解其作用。 

 6）．掌握化工原理实验软件库（组态软件 MCGS 和 VB 实验数据处理软件系统）

的使用。 

实验项目 3：总传热系数的测定及换热器基本设计实验 

（1） 实验内容：测定冷水-热水在列管式换热器中的总传热系数测定并在给定条件

下进行换热器的基本设计 

（2） 实验要求： 

1）．观察列管式换热器的基本结构，探讨换热器类型对传热系数计算的影响。 

2）．测定冷水和热水在列管式换热器中传热的总传热系数的测定。 

3）．考查冷流体和热流体的相对流量变化对总传热系数的影响。 

4）．在测得总传热系数的基础上，在给定的热流体和冷流体流量和温度的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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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列管式换热器的基本设计。 

5）．掌握热电阻（偶）测温方法； 

6）．掌握涡轮流量传感器和智能流量积算仪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7）．了解电动调节阀、压力传感器和变频器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8）．掌握化工原理实验软件库（组态软件 MCGS 和 VB 实验数据处理软件系统）

的使用。 

实验项目 4：对流给热系数测定实验 

（1） 实验内容：测定水-蒸气和空气-蒸气体系的对流给热系数 

（2） 实验要求： 

1）．观察水蒸气在水平管外壁上的冷凝现象； 

2）．测定空气或水在圆形直管内强制对流给热系数； 

3）．测定蒸汽在水平管外冷凝给热系数； 

4）．掌握热电阻（偶）测温方法； 

5）．掌握计算机自动控制调节流量的方法； 

6）．掌握涡轮流量传感器和智能流量积算仪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7）．了解电动调节阀、压力传感器和变频器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8）．掌握化工原理实验软件库（组态软件 MCGS 和 VB 实验数据处理软件系统）

的使用。 

实验项目 5：精馏塔效率的测定实验 

实验内容：实验内容： 

    1）测定指定条件下，实验用连续精馏塔的全塔效率，部分同学可增加测定塔的

单板效率内容；  

    2）研究回流比改变对塔性能的影响；       

    3）对 10-15％（ m％）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200ml 的塔顶馏出液采出量。 

  实验要求： 

    1）了解精馏装置的基本流程、设备及操作方法；   

    2）学习精馏塔全塔效率及个别塔板效率测定方法；   

    3）理解回流比，温度，蒸汽压力 等对精馏塔性能的影响，观察塔内流体流动的

现象及传质现象。   

实验项目 6：特殊体系特种精馏操作及塔效率、塔板效率的测定实验 

实验内容：实验内容： 

1）测定指定条件下，实验用连续精馏塔的全塔效率和塔板效率  

2）研究回流比改变对塔性能的影响； 

3）对 10-15％（ m％）的乙醇/水进行精馏操作，在全回流，连续进料连续出料

条件下，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200ml 的塔顶馏出液采出量。 

4）对丁醇水（水含量 10%）体系进行共沸精馏，在全回流条件下在塔顶取得 200ml

采出量，塔釜内丁醇的水含量低于 1%。 

5）对乙醇-水-乙二醇三元体系进行萃取精馏，在塔顶获取 200ml 采出量，乙醇

的浓度大于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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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要求： 

    1）了解精馏装置，包括筛板式精馏塔、填料精馏塔的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 

    2）掌握常规全回流，连续精馏的的基本操作流程。   

    3）学习精馏塔在全回流和连续精馏套件下全塔效率及个别塔板效率测定方法；   

4）理解回流比，温度，蒸汽压力 等对精馏塔性能的影响，观察塔内流体流动的

现象及传质现象。 

5）了解特种精馏（共沸精馏和萃取精馏）的基本原理和应用场合，学会基本的

特种精馏体系的测定。 

实验项目 7：恒压过滤常数的测定实验 

（1）实验内容：在特定条件下，通过过滤分离水中悬浮的碳酸钙的恒压过滤常

数，学习板框式压滤机的结构和操作。。 

   （2）实验要求： 

1）． 熟悉板框压滤机的构造和操作方法； 

2）． 通过恒压过滤实验,验证过滤基本原理； 

3）． 学会测定过滤常数 K、qe、τ e及压缩性指数 S 的方法； 

4）． 了解操作压力对过滤速率的影响； 

5）． 了解压力定值调节阀和滤液量自动测量仪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6）． 学会化工原理实验软件库（组态软件 MCGS 和 VB 实验数据处理软件系统）

的使用。 

实验项目 8 ：特殊体系恒压过滤速率曲线测定实验 

（1）实验内容： 

1）了解恒压过滤体系的基本原理和操作规程 

2）了解板框式压滤机的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 

3）了解高粘度、低固含量、特殊滤饼条件下恒压过滤体系的基本设计 

   （2）实验要求： 

1）．熟悉板框压滤机的构造和操作方法； 

2）．通过恒压过滤实验,验证过滤基本原理； 

3）．学会测定过滤常数 K、qe、τ e及压缩性指数 S 的方法； 

4）．了解操作压力对过滤速率的影响； 

5）．了解压力定值调节阀和滤液量自动测量仪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6）对高粘度、低固含量、特殊滤饼过滤体系进行基本设计，并进行试验操作，测

量过滤常数 K、qe、τ e 及压缩性指数 S 

7）． 学会化工原理实验软件库（组态软件 MCGS 和 VB 实验数据处理软件系统）

的使用。 

实验项目 9：干燥速率曲线的测定 

（1）实验内容： 

在指定的条件下测定热空气对吸水毛毡的干燥速率曲线；了解厢式干燥、流化干燥和

喷雾干燥的基本原理和适用领域 

   （2）实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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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熟悉常压洞道式（厢式）干燥器的构造和操作； 

2）测定在恒定干燥条件（即热空气温度、湿度、流速不变、物料与气流的接触

方式不变）下的湿物料干燥曲线和干燥速率曲线； 

3）测定该物料的临界湿含量 X0； 

实验项目 10：萃取实验 

（1）实验内容：利用振动筛板塔、填料萃取塔，利用水萃取煤油中溶解的苯甲

酸。考察振动筛板塔的振动频率、萃取相和萃余相的流速对萃取效果的影响。 

（2）实验要求： 

1）．了解振动筛板塔的结构和萃取操作  

2）．了解萃取塔的工作原理和操作要点 

 3）．掌握萃取过程中各种操作条件对萃取传质效果的影响规律。 

4）掌握传质单元数和传质系数的测定方法，并根据传质系数和传质单元数对萃

取塔进行基本的工艺设计 

实验项目 11： 演示实验 

实验内容：雷诺演示实验、贝努力实验、旋风分离实验 

实验要求： 

1）学习流体流动过程中的流动类型，对湍流和层流有直观的印象。 

2）了解流体流动时雷诺数对流动类型的影响 

3）了解流体流动过程中静压能和动压能之间的关系及相互转化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考核方式分为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两部分内容，平时成绩占 70%，期末考试成绩

占 30%。平时成绩主要是根据平时实验态度、实验操作和实验报告综合评定。实验报

告必须符合要求，内容包括实验名称、实验原理、装置图、操作要点、实验现象与解

释、结果与讨论、意见和建议等。期末考试将以笔试进行，考核对开设各个实验的实

验原理、实验操作、实验注意事项等的掌握情况。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 离心泵性能特性曲线测定实验  4 台 

2. 流体流动阻力测定实验    4 台 

3. 对流给热系数测定实验    2 台 

4.传热系数测定实验      4 台 

5. 精馏实验        2 台 

6. 萃取实验        2 台 

7. 填料吸收塔及吸收实验    2 台 

8. 过滤实验        4 台 

9. 干燥速率曲线的测定实验    4 台 

10. 演示实验       3 台 



 214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化工原理实验. 程振平等，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3 

高分子化学实验 ，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 

2.参考书： 

《化工原理实验》杨祖荣等，化学工业出版社，2010.08 

《化工原理实验》顾静芳,陈桂娥  化学工业出版社，2015.01 

《化工原理实验》梁亮 主编 中国石化出版社。2015.01 

《化工原理实验》，汪学军 李岩梅 ，化学工业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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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化学实验》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CHET2046                   课程学分：1.5    

课程名称（中/英）：大学化学实验 / General Chemistry Experiment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54 

适用专业：化学工程与工艺（学术型） 

实验室名称：无机化学实验室、分析化学实验室（江苏省化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仪器） 

课程简介： 

大学化学是主要基础课之一，它是以实验为基础的一门学科，是加强学生实践能

力的一个重要的教学环节。本实验课程包括无机化学与实验与分析化学实验两部分，

《大学化学实验》课程的无机化学实验部分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实验课程使学生掌握

基本无机化学实验的一般知识，掌握无机化学常用实验仪器的使用方法和常规的实验

操作；能够利用无机化学课程的理论知识解释实验的基本原理，加深对无机化学基本

概念和理论的理解；掌握无机化合物的制备原理和操作方法；按照要求提交实验报告；

培养学生实验的操作能力、观察和记录现象的能力、表达实验结果的能力；培养事实

求实的科学态度和规范、细致、整洁的进行科学实验的良好习惯。 

分析化学实验主要进行分析基本操作训练，学会实验数据的统计处理方法，树立

严格的“量”的概念，培养严谨的科学作风。利用物理或物理化学方法研究物质的化

学结构、化学成分及组分的含量测定。实验内容涉及到光谱学、电化学、色谱等分析

体系。实验教学的目的是使学生进一步加深对主要仪器与分析方法的基本原理、仪器

结构与主要部件功能的理解，掌握一些比较简单的分析仪器的使用方法，学习了解大

型复杂分析仪器的使用办法，初步具有应用各种分析方法解决具体实际问题的能力。 

一、 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

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1 灯的使用、试剂取用与试管操作 演示性 3 1 必修 

2 粗盐的提纯 综合性 4 1 必修 

3 二氧化碳相对分子量的测定 综合性 4 2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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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

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4 三草酸合铁（III）酸钾的制备和性质 综合性 4 1 必修 

5 由二氧化锰制备碳酸锰 综合性 4 1 必修 

6 碱式碳酸铜的制备 设计性 4 1 必修 

7 过氧化钙的制备及检验 综合性 4 1 选修 

8 高锰酸钾的制备 综合性 4 1 选修 

9 纯碱的制备 综合性 4 1 选修 

10 混合阳离子的分离与鉴定 设计性 4 1 选修 

11 分析实验室基本规范及操作培训 实验理论课 3 全体 必修 

12 火焰原子吸收法测定金属离子的含量 综合性 3 2 必修 

13 有机化合物的吸收光谱及溶剂的影响 研究性 3 2 必修 

14 荧光物质的荧光特性及其定量分析 综合性 3 2 必修 

15 醛和酮的红外光谱分析 研究性 3 2 必修 

16 电位分析法 综合性 3 2 必修 

17 
气相色谱条件实验及对卤代烃的定性

分析 
综合性 3 2 必修 

18 毛细管气相色谱法条件及定量分析 综合性 3 2 必修 

19 高效液相色谱分析 综合性 3 2 必修 

20 仪器分析实验考试 
综合性 

（考核） 
3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灯的使用、试剂取用与试管操作 

1.教学内容 

酒精灯和煤气灯的使用，固体和液体试剂的取用方法，试管操作方法，常用玻璃仪

器的洗涤和干燥方法  

2.教学目标 

实验项目 2：粗盐的提纯 

1.教学内容 

提纯粗盐（海盐） 

2.教学目标 

（1）学习提纯粗盐的原理、方法和有关离子的鉴定； 

（2）巩固电子天平的使用方法； 

（3）练习并掌握 pH 试纸、溶解、加热、蒸发和结晶及干燥等基本操作； 

（4）掌握减压过滤的操作方法。 

实验项目 3：二氧化碳相对分子量的测定 

1.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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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备、收集二氧化碳，测定二氧化碳相对分子量 

2.教学目标 

（1）掌握利用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和阿伏伽德罗定律测定气体相对分子量的原理和

方法； 

（2）掌握搭建制备干燥二氧化碳气体的装置； 

（3）熟悉、巩固气体的发生、净化、干燥、收集等基本操作。 

实验项目 4：三草酸合铁（III）酸钾的制备和性质 

1.教学内容 

制备配合物 K3[Fe（C2O4）3]∙3H2O，试验三草酸合铁（III）酸钾的光敏性。 

2.教学目标 

（1）掌握制备 K3[Fe（C2O4）3]∙3H2O 的原理和操作方法； 

（2）练习并掌握制备配合物的一般实验方法； 

（3）实验并掌握三草酸合铁（III）酸钾的光化学特性； 

（4）练习巩固加热、溶解、过滤、蒸发和结晶等基本操作。 

实验项目 5：由二氧化锰制备碳酸锰 

1.教学内容 

通过还原，由二氧化锰制备碳酸锰。 

2.教学目标 

（1）掌握由二氧化锰制备碳酸锰的原理和操作方法； 

（2）了解酸度对二氧化锰氧化还原性的影响； 

（3）培养无机制备实验综合技能。 

实验项目 6：碱式碳酸铜的制备 

1.教学内容 

探求制备碱式碳酸铜的反应条件，制备碱式碳酸铜。 

2.教学目标 

（1）掌握制备碱式碳酸铜的原理和操作方法； 

（2）通过实验探求制备碱式碳酸铜的合理配料比和合适反应温度； 

（3）初步学会设计实验方案，以培养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实验项目 7：过氧化钙的制备及检验 

1.教学内容 

制备过氧化钙，过氧化物的检验 

2.教学目标 

（1）学习并掌握过氧化钙的制备原理和操作； 

（2）练习并掌握低温制备无机化合物的一般方法； 

（3）掌握过氧化物的检验方法及操作。 

实验项目 8：高锰酸钾的制备 

1.教学内容 

制备 K2MnO4，K2MnO4 歧化转化为 KMnO4，KMnO4 定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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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学习并掌握碱熔法制备高锰酸钾的原理和操作方法； 

（2）练习熔融、浸取、抽滤等操作； 

（3）掌握锰的各种氧化态之间的转化关系及转化条件。 

实验项目 9：纯碱的制备 

1.教学内容 

制备碳酸钠（纯碱） 

2.教学目标 

（1）掌握制备碳酸钠的原理和操作方法； 

（2）学习并掌握灼烧的操作方法； 

（3）掌握通过复分解反应制取化合物的方法； 

（4）巩固无机制备基本操作。 

实验项目 10：混合阳离子的分离与鉴定 

1.教学内容 

混合阳离子的分离与鉴定 

2.教学目标 

（1）了解混合阳离子的分离与鉴定的方法和操作； 

（2）设计实验方案并对混合离子溶液中的每种离子进行逐一分离和检出； 

（3）提高综合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实验项目 11：分析实验室基本规范及操作培训 

1.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演示、强调。 

2.教学目标 

（1）使学生全面了解分析化学实验的要求、进度和分组情况。 

（2）通过本节课的教学,让学生了解实验室的安全、卫生规定并在实验中遵守之。 

（3）通过本节课的教学，明确实验预习报告、实验报告的书写要求，实验评分标

准。 

实验项目 12：氟离子选择电极测定自来水中氟 

1. 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2. 教学目标 

（1） 掌握用标准曲线法测定氟离子未知物质的浓度。 

（2） 学习使用离子计。  

实验项目 13：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自来水中钙、镁 

1. 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2. 教学目标 

（1） 了解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的基本结构，并掌握其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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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掌握以标准曲线法测定自来水中钙、镁含量的方法。  

实验项目 14：有机化合物的吸收光谱及溶剂的影响 

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教学目标 

学习紫外吸收光谱的绘制方法，利用吸收光谱进行化合物的鉴定。 

了解溶剂的性质对吸收光谱的影响。 

掌握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的使用。 

实验项目 15：荧光物质的荧光特性及其定量分析 

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教学目标 

测量荧光物质的激发光谱和荧光光谱。 

掌握荧光物质的定量测定方法。 

熟悉 F-2500（日立）荧光光谱仪结构及操作。 

实验项目 16：醛和酮的红外光谱分析 

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1. 教学目标 

（1） 掌握压片法和液膜法等制样方法； 

（2） 熟悉红外光谱仪结构及操作； 

（3） 利用所测红外光谱图进行结构分析。 

实验项目 17：气相色谱条件实验及对卤代烃的定性分析 

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教学目标 

熟悉理论塔板数及理论塔板高度的概念及计算方法。 

（1） 理解柱温的改变对组分保留行为的影响。 

（2） 掌握气相色谱仪操作方法与热导检测器的原理。 

（3） 熟悉气相色谱定性分析方法。 

实验项目 18：毛细管气相色谱法条件及定量分析 

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教学目标 

熟悉色谱分析的原理及色谱工作站的使用方法。 

掌握气相色谱仪操作方法与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的原理。 

用保留时间定性；用归一化法定量；用分离度对实验数据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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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9：萘、联苯的高效液相色谱分析 

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教学目标 

理解反相色谱的优点及应用。 

掌握归一化定量方法。 

了解高效液相色谱仪的结构，掌握其基本操作。 

实验项目 20：仪器分析实验考试及分析实验基本操作 

教学内容 

考核内容：分批抽签进行分析仪器基本操作考核 

考核方式：问答、仪器操作、做出实验结果；单人操作分批进行（时间 1 小时） 

1. 教学目标 

（1）考查学生熟练操作仪器、处理实验数据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综合考查学生对常用分析仪器正确使用方法的掌握程度。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一）无机实验部分 

1、实验报告：实验完毕应对实验现象进行解释并作出结论，或根据实验数据进行处

理和计算，独立完成完整的实验报告，按时交给实验指导教师批阅。 

2、考核方式 

（1） 该实验课的考核方式：平时实验成绩和实验操作考试成绩相结合。 

（2） 该实验课成绩的确定：该实验课程总成绩由平时实验成绩和实验操作考试成绩

组成，平时实验成绩占 70％，实验操作考试成绩占 30％。平时实验成绩由实

验预习、实验操作、实验报告和实验结果四项综合评定。实验操作考试内容为

《大学化学实验》无机部分的基本操作及相关实验。 

（二）分析实验部分 

对于学生的实验成绩考核有一套完整的标准： 

考核形式：按平时实验（60％）、考试实验（40％）结合进行总评。 

评分标准： 

1、平时实验：态度 20％、操作 40％、报告 10％、结果 30％ 

2、考试实验：态度 10％、操作 30％、报告 10％、结果 50％。 

每组学生有专门的成绩记录册，对每个学生的每次实验都按评分标准记录实验成

绩。每次实验要求学生把原始数据及时记录到专门的原始数据记录册，由指导实验的

老师签字并进行计算核对，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无机实验仪器： 

1、 电子分析天平  10 台  6、循环水真空泵          25 台 

2、 0.01g 电子天平  20 台  7、磁力搅拌器      120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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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1g 电子天平  5 台   8、pH 计      10 台 

4、 离心机       20 台  9、电烘箱      10 台 

5、 电导率仪   10 台  10、全套常用玻璃仪器每人一套 

分析实验仪器： 

1、常规玻璃仪器 60 8、自动电位滴定仪 4 

2、分析天平及电子天平 40 9、pH 计及离子计 6 

3、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10、气相色谱仪 4 

4、可见分光光度计（扫描） 2 11、液相色谱仪 2 

5、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扫描） 3 12、核磁共振谱仪 2 

6、红外吸收光谱仪 3 13、色－质联用仪 待购 

7、荧光光谱仪 2   

 

六、实验教材及参考书 

1、教  材：《无机化学实验》（第二版），朗建平，卞国庆 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 

2、参考书：《无机化学实验》（第三版），北京师范大学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无机化学》  （第四版），北京师范大学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无机化学》  （第一版），朗建平，陶建清 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 

3、《分析化学实验》，南京大学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 

4、《分析化学实验》，成都科技大学、浙江大学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5、《仪器分析实验》，张剑荣等编，科学出版社。 

6、《仪器分析实验》，赵文宽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执 笔 人：贾定先、李建国   

审 批 人：姚英明    

完成时间： 201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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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力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ENEN2016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水力学/ Hydraulics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环境工程 

实验室名称：环境化学实验室 

一、 课程简介： 

水力学是苏州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使学生掌握水流运动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与分析方法，理解不同水流的特点，

学会常见水处理工程中的水力计算，并具备初步的试验量测技能，为学习后续课程和

专业技术工作打下基础。通过自学和习题练习，掌握常见的工程水力计算的能力：进

行水流特点的分析，水力荷载的确定，过水能力与过流建筑物尺寸的计算，水流衔接

与消能计算等。 

二、 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1 实验理论课 演示性 3 1 必修 

2 雷诺实验、文丘里实验 验证性 4 1 必修 

3 旋流器实验 验证性 3 2-3 必修 

4 
悬浮液的密度和黏度测定、沉降粒径测定实验、

过滤实验 
综合性 5 1 必修 

5 气体吸收 验证性 3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实验理论课 

1.教学内容 

学习课程基本要求和实验室安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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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学习和了解课程基本要求和实验室安全规则； 

实验项目 2：雷诺实验、文丘里实验 

1.教学内容 

（1）观察层流、紊流的流态及其转换特征； 

（2）测定临界雷诺数，掌握园管流态判别准则； 

（3）学习古典流体力学中应用无量纲参数进行实验研究的方法，并了解其实用意

义。 

2.教学目标 

理解在异型管中流速的变化、动能与势能的转化等。 

实验项目 3：旋流器实验 

1.教学内容 

“旋风分离器”处理含尘气体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系统组成和设备、操作和运行，

装置中粉体颗粒的清除。 

2.教学目标 

通过实验，希望学生理解“旋风分离器”处理含尘气体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系统

组成和设备、操作和运行，装置中粉体颗粒的清除。并掌握装置的拆卸与安装。 

实验项目 4：悬浮液的密度和黏度测定、沉降粒径测定实验、过滤实验 

1.教学内容 

（1）针对大部分学生中学没有学习过物理，增加了该实验。由于学生为环境班的，

因此也特别强调了对于污水和悬浮液分析的实验，主要测定悬浮体的粘度和颗粒直

径。（2）污水处理中经常涉及液体的输送，因此采用该实验。 

2.教学目标 

通过实验，希望学生掌握含颗粒的液体的分析、处理的理论和方法、系统组成和设

备、操作和运行。 

实验项目 5：气体吸收 

1.教学内容 

填料塔吸收塔的结构与流程和掌握测定液相总传质单元数和总体积吸收系数，气体

空塔速度和液体喷淋密度对总体积吸收系数。 

2.教学目标 

了解填料塔吸收塔的结构与流程和掌握测定液相总传质单元数和总体积吸收系数。

并探讨气体空塔速度和液体喷淋密度对总体积吸收系数的影响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实验报告必须符合要求，内容包括：实验名称、实验原理、装置图、操作要点、

实验现象与解释、结果与讨论、意见和建议等。 

 

2、考核方式 

实验结束要进行考试，考试可以为笔试或操作。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 30%，平时

实验态度、实验操作和实验报告占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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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 离心泵性能特性曲线测定实验 4 

2. 流体流动阻力测定实验   2 

3. 对流给热系数测定实验   4 

4. 精馏实验       4 

5. 演示实验            3 

六、实验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董志勇，《环境水力学》（第二版），科学出版社，2006 

2、参考书： 

（1）《水力学》，主编：严新华，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7，ISBN 号: 

7-5023-2892-0 。 

（2）《计算水力学基础》，主编：刘沛清，副主编：刘桂芳，谢维又，李俊久。黄

河水利出版社，2001.12，ISBN 7—80621—514—X。 

（3）《工程流体力学》（第二版），主编：黄卫星，陈文梅，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

ISBN 号: 7-5025-3286-2/G854 。 

（4） 水力学,  弗兰克 C．埃文斯 大卫 M．华晓普编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2 

（5） 水力学, 肖明葵主编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1 

（6） 水力学, 于布主编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1 

（7） 水力学 工程流体力学  严新华主编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97 

（8） 水力学  清华大学水力学教研组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2 

（9） 水力学  向华球主编  人民交通出版社 1993 

 

 

 

 

 

执 笔 人：洪若瑜   

审 批 人：姚英明    

完成时间： 201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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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工程微生物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ENEN2017                  课程学分： 3.5  

课程名称（中/英）：环境工程微生物学（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Microbiology）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 18            

适用专业：环境工程                                           

实验室名称：生物学基础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通过实验要求学生了解各项实验的原理，掌握细菌个体和群体形态的观察方法；

掌握细菌革兰氏染色法；掌握活性污泥生物相、酵母菌和霉菌个体形态和群体形态的

观察方法；掌握单细胞微生物的显微镜计数法和大小测量；掌握培养基的制作方法；

掌握水和土壤微生物分离、培养、计数和纯化的方法。通过一系列的微生物学实验使

学生具有独立进行微生物学实验的基本操作技能。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1 实验一 细菌形态观察，细菌革兰氏染色法 验证性 3 1 必修 

2 
实验二 活性污泥生物相观察，酵母菌和霉菌形态

观察 
验证性 3 1 必修 

3 实验三 显微镜计数法，细菌大小测量 验证性 3 1 必修 

4 实验四 培养基制作与灭菌 验证性 3 4 必修 

5 实验五 水和土壤微生物分离培养 综合性 3 4 必修 

6 实验六 水和土壤微生物计数和纯化 综合性 3 4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细菌形态观察，细菌革兰氏染色法 

1.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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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形态观察，细菌革兰氏染色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革兰氏染色的原理和显微镜油镜的使用方法。 

（2）熟悉微生物涂片、染色的基本技术 

（3）掌握细菌的单染色方法、革兰氏染色的方法及无菌操作技术。 

 

实验项目 2：活性污泥生物相观察，酵母菌和霉菌形态观察 

1.教学内容 

活性污泥生物相观察，酵母菌和霉菌形态观察 

2.教学目标 

（1）了解了解活性污泥生物相中生物的多样性； 

（2）熟悉观察酵母菌的细胞形态及出芽生殖方式； 

（3）掌握观察霉菌形态的基本方法及区分酵母菌死、活细胞的染色方法。 

 

实验项目 3：显微镜计数法，细菌大小测量 

1.教学内容 

显微镜计数法，细菌大小测量 

2.教学目标 

（1）了解明确显微镜计数和血球计数板计数的原理。 

（2）熟悉血球计数板计数的方法 

（3）掌握用显微测微尺测量微生物大小的基本方法。 

 

实验项目 4：培养基制作与灭菌 

1.教学内容 

培养基制作与灭菌 

2.教学目标 

（1）了解培养基配置的原则； 

（2）熟悉细菌 LB 培养基和马丁选择培养基的用途； 

（3）掌握配制培养基的一般方法、步骤和灭菌方法 

      

实验项目 5：水和土壤微生物分离培养 

1.教学内容 

水和土壤中细菌和霉菌的分离培养。 

2.教学目标 

（1）了解稀释平板法分离和培养的原理； 

（2）熟悉用稀释平板法分离土壤和水体中好气性细菌； 

（3）掌握稀释倒平板法的操作技能,认识细菌,霉菌的菌落特征。 

 

实验项目 6：水和土壤微生物计数和纯化 

1.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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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和土壤微生物的计数和分离纯化。 

2.教学目标 

（1）了解利用平板菌落计数法测定微生物样品中活细胞的原理； 

（2）熟悉平板菌落计数法的操作步骤与方法；  

（3）掌握平板菌落计数法的操作步骤与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实验报告： 

本门课程实验报告要求认真填写实验目的、实验原理实验步骤、实验结果和实验

注意事项和思考题。 

考核方式 

（1）以实验报告成绩和实验操作技能作为实验课的考核方式 

（2）以实验报告成绩和实验操作技能确定成绩，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显微镜 30 台，培养箱 2 台，烘箱 1 台，灭菌锅 1 台，超净工作台 1 台，显微测

微尺 20 套，血球计数板 30 块。 

六、教材及参考书 

教材： 

周德庆编，微生物学实验教程，第三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3 

 

参考书： 

周群英/王士芬编，环境工程微生物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执 笔 人：李蒙英   

审 批 人：姚英明    

完成时间： 201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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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分析与监测技术》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ENEN3004                   课程学分：3.0 

课程名称（中/英）：环境分析与监测技术 Environmental Analysis and Monitoring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环境工程 

实验室名称：环境工程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课程内容包括水质监测、大气污染监测、固体环境样品污染监测及物理污染监测，

共计 12 个实验。 

通过实验要求学生掌握水质监测中水样色度和浊度、酸度和碱度、溶解氧、化学

需氧量、氨氮、总有机碳的基本概念、实验原理及实验操作方法；掌握大气污染监测

中总悬浮颗粒物、多环芳烃的实验原理及实验操作方法；固体环境样品污染监测中用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茶叶样品中铜的含量的实验原理及实验操作方法以及物理

污染监测中环境噪声监测实验原理及实验操作方法；熟悉可见分光光度计、GC-MS、

采样器、原子吸收仪、离子色谱仪、高效液相色谱仪、声级计的使用，实验类型有基

础性（80%）和综合性（20%）。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1 水样色度和浊度的测定 验证性 3 2 必修 

2 水样酸度和碱度的测定 验证性 3 2 必修 

3 碘量法测定水中溶解氧 验证性 3 2 必修 

4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验证性 3 2 必修 

5 水中氨氮的测定 验证性 3 2 必修 

6 离子色谱法测定水样中常见阴离子含量 验证性 3 6 必修 

7 水中总有机碳的测定（GC-MS） 验证性 3 6 必修 

8 总悬浮颗粒的测定 验证性 3 6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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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9 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环境样品中多环芳烃 验证性 3 6 必修 

10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茶叶样品中铜含量（1） 综合性 3 6 必修 

11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茶叶样品中铜含量（2） 综合性 3 6 必修 

12 环境噪声监测 验证性 3 4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水样色度和浊度的测定 

1.教学内容 

水样色度和浊度的测定 

2.教学目标 

（1）了解色度和浊度的基本概念 

（2）掌握色度和浊度的测定方法 

实验项目 2：水样酸度和碱度的测定 

1.教学内容 

水样酸度和碱度的测定 

2.教学目标 

（1）了解酸度和碱度基本概念； 

（2）掌握酸度和碱度的测定方法 

实验项目 3：碘量法测定水中溶解氧 

1.教学内容 

水样的采集和溶解氧的测定 

2.教学目标 

（1）了解测定溶解氧基本概念 

（2）熟悉碘量法测定溶解氧的基本原理 

（3）掌握碘量法测定溶解氧的操作技术 

实验项目 4：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1.教学内容 

水样的采集和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2.教学目标 

（1）了解 COD 测定的意义和方法 

（2）熟悉重铬酸钾法测 COD 的基本原理 

（3）掌握重铬酸钾法测 COD 的方法操作技能 

实验项目 5：水中氨氮的测定 

1.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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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样的采集和氨氮的测定 

2.教学目标 

（1）了解氨氮测定的意义 

（2）熟悉测氨氮的基本原理 

（2）掌握氨氮的测定方法 

实验项目 6：离子色谱法测定水样中常见阴离子含量 

1.教学内容 

离子色谱法测定水样中常见阴离子含量 

2.教学目标 

（1）熟悉离子色谱法的基本原理 

（2）掌握离子色谱法的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 

实验项目 7：水中总有机碳的测定（GC-MS） 

1.教学内容 

水样的采集和总有机碳的测定 

2.教学目标 

（1）熟悉总有机碳的测定原理 

（2）掌握总有机碳的测定方法 

实验项目 8：总悬浮颗粒的测定 

1.教学内容 

大气采样和总悬浮颗粒的测定 

2.教学目标 

（1）了解质量法测定大气中总悬浮颗粒物的方法 

（2）掌握 TSP 采样器基本技术及采样方法 

实验项目 9：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环境样品中多环芳烃 

1.教学内容 

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环境样品中多环芳烃 

2.教学目标 

（1）了解高效液相色谱的构造和组成 

（2）掌握高效液相色谱的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10-11：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茶叶样品中铜含量 

1.教学内容 

植物样品的消化方法；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的使用方法及茶叶样品中铜含量的

测定 

2.教学目标 

（1）了解植物样品的消化方法 

（2）熟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的原理 

（3）掌握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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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2：环境噪声监测 

1.教学内容 

采样点的确定和环境噪声监测 

2.教学目标 

（1）熟悉声级计的使用 

（2）掌握环境噪声的监测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 实验报告：要求每人每个实验均需提交独立的实验报告，包含试验目的

要求、实验原理、仪器与试剂、实验步骤、数据处理与讨论、注意事项。 

2、 考核方式 

课程实验考核成绩的确定由每次的实验操作情况和实验报告情况来评定。 

课程实验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比例为 4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可见分光光度计              4 台套 

GC-MS                      1 台套 

采样器                      1 台套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仪          1 台套 

声级计                      2 台套 

高效液相色谱仪              1 台套 

离子色谱仪                  1 台套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孙成主编.环境监测实验.科学出版社.2010. 

 

2、参考书： 

奚旦立、孙裕生合编.环境监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康春莉、徐自立、马小凡主编.环境化学实验.吉林大学出版社.2000 

国家环保局.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9 

 

                                               

执 笔 人：龙玉梅   

审 批 人：姚英明   

完成时间： 2016 .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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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工程综合实验》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ENEN3006                    课程学分：1.5 

课程名称（中/英）：环境工程综合实验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s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54 

适用专业：环境工程 

实验室名称：环境工程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环境工程综合实验涵盖水污染控制工程、大气污染控制工程和固体废弃物处理

与处置“三废”中的主要治理技术及其工艺的运行管理与监督。课程旨在加深学生对

环境污染治理主要工程技术工艺流程和基本原理的理解，培养学生设计和组织相关实

验方案的初步能力，促进与提高学生掌握主要工艺设备的运行管理技能及使用实验仪

器、设备的能力。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还可以加强学生对试验数据的分析和处理能力，

使学生初步具备相关处理技术及工艺设备运行状况的分析和评价能力。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1 环境工程实验理论及实验准备 演示性 4 20-35 必修 

2 臭氧－紫外脱色实验 综合性 4 2 必修 

3 过滤实验 综合性 4 2 必修 

4 气浮实验 综合性 4 2 必修 

5 离子交换法水软化实验 综合性 4 2 必修 

6 悬浮生长微生物净化实验（1） 综合性 4 2 必修 

7 悬浮生长微生物净化实验（2） 综合性 4 2 必修 

8 附着生长微生物净化实验 综合性 4 2 必修 

9 电渗析实验 综合性 4 2 必修 

10 反渗透 RO 水脱盐实验 综合性 4 2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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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11 混凝实验 综合性 4 2 必修 

12 烟气脱硫脱硝实验 综合性 4 2 必修 

13 等离子体净化 VOCs 实验 综合性 4 2 必修 

14 污泥脱水与污泥比阻测定实验 综合性 4 2 必修 

15 难降解有机废水高级氧化 创新性 4 2 选修 

16 紫外-臭氧联用处理废水或废气实验 创新性 4 2 选修 

17 UV 等综合消毒实验 创新性 4 2 选修 

18 大型污水厂现场考察 演示性 4 20-35 选修 

二、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环境工程实验理论及实验准备 

1.教学内容 

掌握实验设计的方法及数据采集、处理与分析的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环境工程综合实验的内容； 

（2）熟悉环境工程处理技术的基本方法与相关注意事项； 

（3）掌握每种处理技术的基本原理与操作条件； 

实验项目 2：臭氧－紫外脱色实验 

1.教学内容 

掌握臭氧－紫外脱色实验设计的方法及数据采集、处理与分析的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臭氧－紫外脱色实验的内容； 

（2）熟悉臭氧－紫外脱色实验的基本方法与相关注意事项； 

（3）掌握臭氧－紫外脱色实验的基本原理与操作条件； 

实验项目 3：过滤实验 

1.教学内容 

掌握过滤实验设计的方法及数据采集、处理与分析的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过滤实验的内容； 

（2）熟悉过滤实验的基本方法与相关注意事项； 

（3）掌握过滤实验的基本原理与操作条件； 

实验项目 4：气浮实验 

1.教学内容 

掌握气浮实验设计的方法及数据采集、处理与分析的方法。 

2.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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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气浮实验的内容； 

（2）熟悉气浮实验的基本方法与相关注意事项； 

（3）掌握气浮实验的基本原理与操作条件； 

实验项目 5：离子交换法水软化实验 

1.教学内容 

掌握离子交换法水软化实验设计的方法及数据采集、处理与分析的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离子交换法水软化实验的内容； 

（2）熟悉离子交换法水软化实验的基本方法与相关注意事项； 

（3）掌握离子交换法水软化实验的基本原理与操作条件； 

实验项目 6：悬浮生长微生物净化实验（1） 

1.教学内容 

掌握悬浮生长微生物净化实验（1）设计的方法及数据采集、处理与分析的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悬浮生长微生物筛选、培养、放大等实验的内容； 

（2）熟悉悬浮生长微生物净化实验的基本方法与相关注意事项； 

（3）掌握悬浮生长微生物净化实验的基本原理与操作条件； 

实验项目 7：悬浮生长微生物净化实验（2） 

1.教学内容 

掌握悬浮生长微生物净化实验（2）设计的方法及数据采集、处理与分析的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悬浮生长微生物净化实验（2）的内容； 

（2）熟悉悬浮生长微生物净化实验（2）的基本方法与相关注意事项； 

（3）掌握悬浮生长微生物净化实验（2）的基本原理与操作条件； 

实验项目 8：附着生长微生物净化实验 

1.教学内容 

掌握附着生长微生物净化实验设计的方法及数据采集、处理与分析的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附着生长微生物净化实验的内容； 

（2）熟悉附着生长微生物净化实验的基本方法与相关注意事项； 

（3）掌握附着生长微生物净化实验的基本原理与操作条件； 

实验项目 9：电渗析实验 

1.教学内容 

掌握电渗析实验设计的方法及数据采集、处理与分析的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电渗析实验的内容； 

（2）熟悉电渗析实验的基本方法与相关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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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电渗析实验的基本原理与操作条件； 

实验项目 10：反渗透 RO 水脱盐实验 

1.教学内容 

掌握反渗透 RO 水脱盐实验设计的方法及数据采集、处理与分析的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反渗透 RO 水脱盐实验的内容； 

（2）熟悉反渗透 RO 水脱盐实验的基本方法与相关注意事项； 

（3）掌握反渗透 RO 水脱盐实验的基本原理与操作条件； 

实验项目 11：混凝实验 

1.教学内容 

掌握混凝实验设计的方法及数据采集、处理与分析的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混凝实验的内容； 

（2）熟悉混凝实验的基本方法与相关注意事项； 

（3）掌握混凝实验的基本原理与操作条件； 

实验项目 12：烟气脱硫脱硝实验 

1.教学内容 

掌握烟气脱硫脱硝实验设计的方法及数据采集、处理与分析的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烟气脱硫脱硝实验的内容； 

（2）熟悉烟气脱硫脱硝实验的基本方法与相关注意事项； 

（3）掌握烟气脱硫脱硝实验的基本原理与操作条件； 

实验项目 13：等离子体净化 VOCs 实验 

1.教学内容 

掌握等离子体净化 VOCs 实验设计的方法及数据采集、处理与分析的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等离子体净化 VOCs 实验的内容； 

（2）熟悉等离子体净化 VOCs 实验的基本方法与相关注意事项； 

（3）掌握等离子体净化 VOCs 实验的基本原理与操作条件； 

实验项目 14：污泥脱水与污泥比阻测定实验 

1.教学内容 

掌握污泥脱水与污泥比阻测定实验设计的方法及数据采集、处理与分析的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污泥脱水与污泥比阻测定实验的内容； 

（2）熟悉污泥脱水与污泥比阻测定实验的基本方法与相关注意事项； 

（3）掌握污泥脱水与污泥比阻测定实验的基本原理与操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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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5：难降解有机废水高级氧化 

1.教学内容 

掌握高级氧化 AOP 实验设计的方法及数据采集、处理与分析的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高级氧化 AOP 实验的内容； 

（2）熟悉高级氧化 AOP 实验的基本方法与相关注意事项； 

（3）掌握高级氧化 AOP 实验的基本原理与操作条件； 

实验项目 16：紫外-臭氧联用处理废水或废气实验 

1.教学内容 

掌握紫外-臭氧联用处理废水或废气实验设计的方法及数据采集、处理与分析的

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紫外-臭氧联用处理废水或废气实验的内容； 

（2）熟悉紫外-臭氧联用处理废水或废气实验的基本方法与相关注意事项； 

（3）掌握紫外-臭氧联用处理废水或废气实验的基本原理与操作条件； 

实验项目 17：UV 等综合消毒实验 

1.教学内容 

掌握 UV 等综合消毒实验设计的方法及数据采集、处理与分析的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 UV 等综合消毒实验的内容； 

（2）熟悉 UV 等综合消毒实验的基本方法与相关注意事项； 

（3）掌握 UV 等综合消毒实验的基本原理与操作条件； 

实验项目 18：大型污水厂现场考察 

1.教学内容 

掌握大型污水厂现场考察的方法及数据采集、处理与分析的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大型污水厂现场运行的内容； 

（2）熟悉大型污水厂现场运行、管理基本方法与相关注意事项； 

（3）掌握大型污水厂的基本原理与操作条件；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主要内容有：实验原理；系统流程图；实验过程的具体操作；实验结

果；实验结果分析。 

2、考核方式 

a) 实验课的考核方式：平时实验成绩和实验笔试成绩相结合。 

b) 实验课考核成绩的确定：该实验课程总成绩由平时实验成绩和实验笔试成绩

组成，平时实验成绩占 70％，实验笔试成绩占 30％。平时实验成绩由实验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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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实验操作、实验报告和实验结果四项综合评定。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基本实验仪器 

1、 六联可调速搅拌仪 2 台   8、离子色谱      1 台 

2、 电导仪       2 台   9、TOC 分析仪     1 台 

3、 pH 计    2 台   10、电烘箱      2 台 

4、 浊度计     2 台   11、臭氧发生器               2 台 

5、 分光光度计   5 台   12、气体采样器            2 台 

6、 荧光显微镜   1 台   13、全套常用玻璃仪器每人一台套 

7、电子天平   2 台       

2 成套实验设备 

实验系统 主要配置 
现有数量

（套） 

烟气喷淋吸收

实验装置 

吸风装置，有机玻璃布袋式除尘器主体，过滤袋，鼓风机，

配尘箱，粉尘搅拌器，电子差压仪、清灰控制器等 1 

低温等离子体

处理实验装置 

1～8 万伏高压静电发生器（含变压器、整流器、高压发

生装置、控制装置），除尘箱，放电电极，收尘电极，电

动击打器，鼓风机 1 套，配尘箱，粉尘搅拌器，变频器，

在线风量仪等。 

1 

旋流板吸收实

验装置 

废气进气 U 型减压装置，旋流板塔主体，除雾装置，储

液槽，蠕动泵，鼓风机，SO2 气体钢瓶，减压阀，水箱，

进水流量计，LZB-6 废气进气流量计，在线风量仪，进口

变频器等。 

1 

脱硫脱硝或有机

废气实验装置 

电子束发生装置，电子束照射反应器，鼓风机，NO2 气体

钢瓶，减压阀，进气流量计等。 
1 

气浮实验装置 
气浮池，不锈钢溶气罐，流量计，高压水泵，污水泵，配

水箱，加药装置，空气压缩机等。 
1 

过滤实验装置 
过滤柱，原水水箱，水泵，高位水箱，进水转子流量计，

冲洗水转子流量计，定量投药瓶等。 
1 

吸附与离子交

换实验装置 

原水箱，原水泵，预过滤柱，活性炭过滤柱，阴离子交换

床，阳离子交换床，混床，净水箱等。 
1 

臭氧－紫外消

毒实验装置 

臭氧发生器，氧气钢瓶，减压阀，气体流量计，原水水箱，

水泵，出水水箱，进水转子流量计，臭氧反应器，紫外反

应器等。该套实验装置同时可进行脱色等有机物去除实

验。 

1 

膜生物反应器

实验装置 

膜生物反应器，配水箱，蠕动泵，流量计等 
1 

好氧生化实验

装置（CASS

实验系统） 

原水水箱，出水水箱，反应池，曝气装置，湿式气体流量

计，自动控制系统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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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系统 主要配置 
现有数量

（套） 

厌氧生化实验

装置（UASB

实验系统） 

厌氧反应床，原水水箱，水泵，温度控制系统，进水转子

流量计，湿式气体流量计等。 1 

板框压滤机 压滤机主体，隔膜泵 1 

UV 等综合消

毒实验 

不同型号的 UV 等及消毒装置 
1 

其他 可以组合 1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  材：环境工程实验 卞文娟 刘德启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 

2、参考书：大气污染控制工程实验 郝吉明  2004 年 

           环境工程实验 章非鹃  高教出版社  2004 年 

 

 

 

 

执 笔 人：刘德启   

审 批 人：姚英明    

完成时间： 201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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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非金属材料专业实验》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INME1003                   课程学分：2.00 

课程名称（中/英）：无机非金属材料专业实验/Special Experiment for  

Inorganic Nonmetallic Materials  

课程学时：  72                          实验学时：72 

适用专业：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实验室名称：无机非金属材料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无机非金属材料专业实验是一门独立的专业实验课程。主要以无机非金属材料为

研究对象，研究材料的制备方法及测量材料性能的科学。通过对原料的特性、界面性

质、工艺过程与材料（及其制品）性能之间规律的研究，来揭示材料组分、结构和性

能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实验使学生掌握基本的无机非金属材料实验方法和操作技

能，加深对无机非金属材料基本概念和理论的理解，提高知识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

正确使用基本仪器，培养学生实验的操作能力、细致观察和记录现象的能力、准确测

定实验数据和分析实验结果的能力；培养事实求实的科学态度和规范、细致、整洁的

进行科学实验的良好习惯以及逻辑思维方法，为学生参加科学研究及实际工作打下坚

实的基础。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粉体的球磨与筛分 综合性 4 2 必修 

2 粉体粒度及其分布测定 验证性 2 2 必修 

3 粉体综合流动特性的测定 综合性 4 2 必修 

4 超细粉体的液相法合成 综合性 6 2 必修 

5 陶瓷浆料的悬浮与分散 综合性 4 2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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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6 综合热分析实验 验证性 4 2 选修 

7 陶瓷的高温烧成 设计性 8 2 必修 

8 粘土或坯料的可塑性测定 综合性 4 2 必修 

9 干燥、脱胶与收缩率的测定 综合性 6 2 选修 

10 材料体积密度、吸水率及气孔率的测定 综合性 4 2 必修 

11 材料显微硬度的测定 验证性 2 2 必修 

12 陶瓷材料机械强度的测定 验证性 2 2 选修 

13 陶瓷的热压烧结 综合性 6 2 选修 

14 材料比表面积及孔径分布的测定 验证性 4 2 必修 

15 材料热导率的测定 验证性 2 2 选修 

16 陶瓷材料综合设计实验 设计性 18 3~4 必修 

17 陶艺制作 综合性 8 2 选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粉体的球磨与筛分 

1.教学内容 

球磨机的分类、结构、工作原理；球磨机的使用及注意事项；球磨粉料方法；筛

分粉料方法。 

2.教学目标 

（1）掌握球磨的工艺原理和操作方法； 

（2）掌握筛分工艺原理和操作方法； 

（3）了解影响球磨和筛分的主要因素。 

实验项目 2：粉体粒度及其分布测定 

1.教学内容 

粉体粒度概念及测试方法；配制测试颗粒的悬浮液体系，利用激光法测试粉体颗粒度

及其分布方法。 

2.教学目标 

（1）掌握粉体粒度测试的原理和方法； 

（2）了解影响粉体粒度测试结果的主要因素，掌握测试样品制备的步骤和注意

要点； 

（3）学会对粉体粒度测试结果数据处理及分析。 

实验项目 3：粉体综合流动特性的测定 

1.教学内容 

介绍粉体流动性指标相关概念，粉体综合特性仪结构及操作方法；测定粉体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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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角、崩溃角、平板角、松装密度、振实密度等参数，利用测得的参数来计算和分析

粉体的流动性指数。 

2.教学目标 

（1）了解根据粉体流动性指数对流动性程度的评判方法； 

（2）熟悉粉体综合性能测试仪的使用方法； 

（3）掌握流动性指数的计算方法。 

实验项目 4：超细粉体的液相法合成 

1.教学内容 

（1）液相法制备α -Al2O3 氧化铝超微粉； 

（2）液相法制备 Y-TZP 氧化锆超微粉； 

（3）将煅烧分散后的粉体做 XRD、TEM 等测试，分析粉体的结晶度、粒度； 

2.教学目标 

（1）了解液相法合成超微粉体的基本原理和工艺流程； 

（2）掌握获得粉体前驱沉淀物及粉体的工艺步骤和有关原料、试剂用量的计算

方法以及设备、器具的正确使用方法； 

（3）了解影响反应效果和粉体粒度等特性的主要因素。 

实验项目 5：陶瓷浆料的悬浮与分散 

1.教学内容 

陶瓷浆料悬浮系统稳定的机理；分散剂的选择及用量；配制陶瓷浆料；测量不

同 PH 值下的浆料粘度。 

2.教学目标 

（1）掌握陶瓷浆体的制备方法； 

（2）掌握浆体绝对粘度的测试方法； 

（3）了解浆体性能对陶瓷生产工艺的影响。 

实验项目 6：综合热分析实验 

1.教学内容 

介绍 DSC/Tg 综合热分析仪结构、工作原理及操作方法；在一定的升温速率下

测量陶瓷原料差热及热失重曲线；分析材料在不同温度下的热反应机理。 

2.教学目标 

（1）了解 DSC/Tg 测量系统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2）掌握热分析仪器的操作方法； 

（3）掌握利用热分析曲线制定烧成工艺曲线的方法。 

实验项目 7：陶瓷的高温烧成 

1.教学内容 

陶瓷配方计算方法；秤取原料，混合、造粒、压制成型的方法；干燥及高温烧

制工艺；测试试样性能并分析不同烧成温度对陶瓷密度、孔隙率等性能的影响。 

2.教学目标 

（1）了解陶瓷制品的成型方法及成型工艺，了解烧成温度和烧成温度制度对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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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材料性能的影响； 

（2）掌握高温实验仪器、设备的使用方法； 

（3）掌握按照确定的材料配方和所使用原料的化学成分进行坯料计算和制备坯

料。实验项目 8：粘土或坯料的可塑性测定 

1.教学内容 

可塑性概念、内部机理及测定方法；可塑性仪的结构及操作方法；配制泥料及

测定其可塑性；分析泥料含水率对可塑性指标的影响。 

2.教学目标 

（1）了解粘土或坯料的可塑性指标对生产的指导意义； 

（2）熟悉影响粘土可塑性指标的因素； 

（3）掌握粘土或坯料可塑性指标的测定原理及测定方法。 

实验项目 9：干燥、脱胶与收缩率的测定 

1.教学内容 

干燥工艺制定原则；陶瓷试样制备及外观尺寸测量；干燥及测量干燥后的试样

尺寸；试样高温烧制及测量烧制后的试样尺寸；分析干燥曲线对陶瓷制品的影响；分

析收缩率与烧结温度之间的关系。 

2.教学目标 

（1）了解干燥、脱胶的基本原理和干燥工艺的制定方法。 

（2）掌握收缩率的有关定义，重点掌握烧结线收缩率的测定方法。 

（3）掌握通过烧结线收缩率的测定判定烧结温度范围。 

实验项目 10：材料体积密度、吸水率及气孔率的测定 

1.教学内容 

介绍材料密度及多空材料的相关知识；利用天平和液体静力天平测量试样的净

重，饱和式样表观质量，饱和式样质量，计算试样的体积密度、气孔率及吸水率的方

法及注意事项。 

2.教学目标 

（1）掌握体积密度吸水率及气孔率的测定原理和方法； 

（2）了解体积密度及气孔率测试中误差产生的原因与防止方法。 

实验项目 11：材料显微硬度的测定 

1.教学内容 

介绍硬度的相关知识；显微硬度计的结构及测量原理，仪器使用方法及注意事

项；测试试样制备，测试显微硬度并分析计算结果。 

2.教学目标 

（1）掌握结构陶瓷维氏硬度或洛氏硬度试验的原理和方法; 

（2）了解用 Vickers 压痕法测定结构陶瓷的断裂韧性 KⅠc 的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 12：陶瓷材料机械强度的测定 

1.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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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陶瓷材料机械强度的因素；测试试样的制备要求及方法；抗弯强度、抗压

强度的测试方法及仪器操作注意事项；分析测试数据。 

2.教学目标 

（1）了解影响陶瓷材料机械强度的各种因素； 

（2）掌握陶瓷强度的测试原理与测试方法； 

实验项目 13：陶瓷的热压烧结 

1.教学内容 

热压烧结的基本原理；真空热压炉的结构及使用操作；粉体准备，模具准备，

真空热压制备试样；性能测试及数据分析。 

2.教学目标 

（1）了解真空热压炉的基本构造； 

（2）掌握热压炉的基本实验操作要领； 

（3）掌握热压烧结的基本原理和特点以及热压烧结适用的范围。 

实验项目 14：材料比表面积及孔径分布的测定 

1.教学内容 

材料比表面及孔径相关知识；比表面及孔径分布测定仪的结构及工作原理，仪

器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样品准备及测试，数据分析及讨论。 

2.教学目标 

（1）了解 BET 法测试粉体比表面及孔径分布的原理； 

（2）掌握吸附法测试粉体比表面及孔径分布的操作方法； 

实验项目 15：材料热导率的测定 

1.教学内容 

材料导热系数的相关知识；导热系数测定仪的机构及工作原理；热电偶温度测

量的原理及冷端温度补偿的方法；样品准备及测试，数据记录、计算及结果分析。 

2.教学目标 

（1）了解稳态法测定导热系数的基本原理及方法； 

（2）掌握导热系数测定仪的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3）了解材料导热率与温度的关系。 

实验项目 16：陶瓷材料综合设计实验 

1.教学内容 

本实验为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研究题目为指定题目和学生自拟定题目。要求学

生在确定实验目标后，研读文献，制定工艺路线及确定实验方案，实验材料的准备，

试样制备及测试，实验数据的整理及分析，实验报告完成及讨论。 

2.教学目标 

（1）了解研究课题相关领域的技术发展状况； 

（2）学会实验数据的归纳、整理与处理分析； 

（3）掌握科学研究论文的一般写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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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7：陶艺制作 

1.教学内容 

真空练泥机结构及工作原理；泥料的制备及陈腐；陶瓷工艺品的制作方法；手

工制作一件陶艺作品。 

2.教学目标 

（1）了解工艺陶瓷发展的历史及各个发展阶段的特点； 

（2）掌握低温陶瓷烧结的工艺方法； 

（3）学会一种手工制作陶瓷工艺品的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与预习报告：在做每一个实验之前，每位同学要做好充分的预习；

实验结束后要及时处理实验数据，按时上交实验报告。 

2、考核方式：按预习报告（20%）、实验操作（40%）和实验报告（40%）进行

总评。 

每个项目总分 100 分，分为学习态度、实验操作、报告质量、问题思考四个部

分进行考核。每组学生有专门的成绩记录册，对每个学生的每次实验都按评分标准记

录实验成绩。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球磨机：5 台；                     比表面及孔径分析仪：1 套； 

分析天平：5 台；                     压片机：5 台；  

显微硬度计：2 台；               静水力学天平：3 台； 

可塑性仪：1 台                       马弗炉：12 台； 

激光粒度分析仪：1 台；           导热系数测定仪：3 台； 

旋转粘度计：5 台；           热天平：1 套； 

金相显微镜：4 台                     粉体综合性能测试仪：1 台； 

万能试验机：1 台；                  烘箱：10 台    

热膨胀仪：1 套                       真空练泥机：1 台  

磁力搅拌器：6 台                    抛光机：2 台  

切割机：1 台                           阿贝折射仪：3 台   

光泽度仪：1 台                       偏光显微镜：2 台   

高速离心机：4 台                    真空热压机：1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伍洪标,《无机非金属材料实验》,化学工业出版社,2002。 

2.参考书：（1）周永强,吴泽,孙国忠,《无机非金属材料专业实验》,哈尔滨工业

大学出版社 2002 

（2）施惠生,《无机材料实验》,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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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 笔 人：王锡刚                  

审 批 人：姚英明   

完成时间： 201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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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化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LCEN2017              课程学分：0.5 

课程名称（中/英）：物理化学实验/ Phys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 

课程学时：18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轻化工程 

实验室名称：公共化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使学生掌握物理化学实验的基本方法和技能，培养学生正确记录实验数据和现

象，正确处理实验数据和分析结果的能力，加强对基本理论和概念的理解，掌握有关

物理化学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研究方法，提高学生灵活运用物理化学原理来解决化学问

题的能力。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恒温水浴槽的安装及性能测试 演示型 3 2 必修 

2 液体粘度的测定 验证型 3 2 必修 

3 乙醇水溶液偏摩尔体积的测定 验证型 3 2 必修 

4 化学平衡常数及分配系数的测定 验证型 3 2 必修 

5 反应速率常数及活化能的测定 验证型 3 2 必修 

6 胶体的性质 验证型 3 2 必修 

7 药物储藏期的预测 综合型 3 2 选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恒温水浴槽的安装及性能测试 

1.教学内容 

学习恒温槽的工作原理，装配恒温槽并调试及测定灵敏度。 

2.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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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恒温水浴槽的构造及其工作原理 

（2）熟悉恒温水浴槽的装配技术 

（3）掌握贝克曼温度计的正确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2：液体粘度的测定 

1.教学内容 

用粘度计测定液体粘度。 

2.教学目标 

（1）了解奥氏粘度计的构造 

（2）熟悉液体粘度测定的原理 

（3）掌握用奥氏粘度计测定液体粘度的方法 

实验项目 3：乙醇水溶液偏摩尔体积的测定 

1.教学内容 

用截距法测定乙醇水溶液中两个组分的偏摩尔体积。 

2.教学目标 

（1）了解比重瓶的构造 

（2）熟悉比重瓶法测液体密度的原理 

（3）掌握偏摩尔量的概念及二元溶液偏摩尔体积的测定方法 

实验项目 4：化学平衡常数及分配系数的测定 

1.教学内容 

通过测定碘在四氯化碳和水中的分配系数，计算反应 KI + I2 ＝ KI3的平衡常数。 

2.教学目标 

（1）了解分配平衡和分配系数的概念 

（2）熟悉反应平衡常数的表示方法 

（3）掌握分配系数计算平衡常数的原理 

实验项目 5：反应速率常数及活化能的测定 

1.教学内容 

测定不同温度下碘化钾与过氧化氢在酸性溶液中反应的速率常数，并计算反应

的活化能。 

2.教学目标 

（1）了解反应机理及速率公式的概念 

（2）熟悉滴定分析操作 

（3）掌握阿伦尼乌斯定积分公式计算反应活化能 

实验项目 6：胶体的性质 

1.教学内容 

用不同方法制备胶体溶液，观察溶胶的光学及电学现象。 

2.教学目标 

（1）了解制备溶胶的不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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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丁达尔现象及电解质的聚沉作用 

（3）掌握胶体溶液的光学性质及电学性质 

实验项目 7：药物储藏期的预测 

1.教学内容 

写出详细的设计思想和实验步骤。 

2.教学目标 

（1）了解药物水解反应的特征 

（2）熟悉硫酸链霉素水解反应速度常数测定方法，并求出某药物水溶液的有效期 

（3）掌握药物储藏期预测的动力学原理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实验成绩包括平时成绩和考试成绩两部分，各占比重 70%和 30%。平时成绩按

每次实验的预习、实验操作、实验报告、实验结果及卫生值日等综合评定。考试成绩

由操作和数据处理两部分构成。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常规玻璃仪器 15 套 冰箱 1 台 

恒温槽 15 套 贝克曼温度计 12 支 

干燥箱 1 台 电子天平 6 台 

电子秒表             15 个 

六、 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虞虹、薛明强,《基础化学实验》,苏州大学出版社,2013,8 

2.参考书：王军、张丽君,《物理化学实验》,化学工业出版社,2010,1 

 

 

                                               

执 笔 人：杨   文   

审 批 人：姚英明    

完成时间： 201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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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原理》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MCHM2010                    课程学分：4.50 

课程名称（中/英）：化工原理/Principle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课程学时：90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材料类 

实验室名称：化工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化工原理实验是根据教育计划制定的一门独立专业必修课。根据专业不同、培养

计划的不同，设置的学时数有 72 学时、36 学时和 18 学时。化工原理实验的实验内

容涵盖了流体传输、分离过程和传递过程等多个单元操作实验内容。 

化工原理实验课程设置的目的是为各专业的学生在学习化工原理（单元操作）之

外，结合相关的理论知识，学习多种单元操作实践，并在实验基础上能够对单元操作

机及其相关工艺设备有基本了解，甚至能够在实验基础上进行基础性的工艺探索。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离心泵性能特性曲线测定实验 验证性 3 2 必修 

2 流体流动阻力测定实验 验证性 3 2 必修 

3 
总传热系数测定及换热器基本设

计实验 
综合性 6 2 必修 

4 对流给热系数测定实验 综合性 6 2 选修 

5 精馏塔效率的测定实验 验证性 6 2 必修 

6 
特殊体系特种精馏的操作及塔效

率测定实验 
综合性 6 2 选修 

7 恒压过滤速率常数测定实验 综合性 6 2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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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离心泵性能特性曲线测定实验 

（1） 实验内容：离心泵的操作和离心泵性能特性曲线的测定 

（2） 实验要求： 

1）．了解离心泵结构与特性，学会离心泵的操作。 

2）．测定恒定转速条件下离心泵的有效扬程（H）、轴功率（N）、以及总效率（η ）

与有效流量（V）之间的曲线关系。 

3）．测定改变转速条件下离心泵的有效扬程（H）、轴功率（N）、以及总效率（η ）

与有效流量（V）之间的曲线关系。 

4）．测定串联、并联条件下离心泵的有效扬程（H）、轴功率（N）、以及总效率

（η ）与有效流量（V）之间的曲线关系。 

5）．掌握离心泵流量调节的方法（阀门、转速和泵组合方式）和涡轮流量传感器

及智能流量积算仪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6）．学会轴功率的两种测量方法：马达天平法和扭矩法。 

7）．了解电动调节阀、压力传感器和变频器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8）．学会化工原理实验软件库（组态软件 MCGS 和 VB 实验数据处理软件系统）

的使用。 

实验项目 2：流体流动阻力测定实验 

（1） 实验内容：直管、局部阻力的测定方法 

（2） 实验要求： 

    1）．掌握流体流经直管和阀门时阻力损失的测定方法，通过实验了解流体流动中

能量损失的变化规律。  

    2）．测定直管摩擦系数λ 与雷诺准数 Re 的关系，将所得的λ ~Re 方程与经验公

式比较。  

    3）．测定流体流经阀门时的局部阻力系数ξ 。  

    4）．学会倒 U 形差压计、 1151 差压传感器、Pt100 温度传感器和转子流量计的

使用方法。  

    5）．观察组成管路的各种管件、阀门，并了解其作用。 

 6）．掌握化工原理实验软件库（组态软件 MCGS 和 VB 实验数据处理软件系统）

的使用。 

实验项目 3：总传热系数的测定及换热器基本设计实验 

（1） 实验内容：测定冷水-热水在列管式换热器中的总传热系数测定并在给定条件

下进行换热器的基本设计 

（2） 实验要求： 

1）．观察列管式换热器的基本结构，探讨换热器类型对传热系数计算的影响。 

2）．测定冷水和热水在列管式换热器中传热的总传热系数的测定。 

3）．考查冷流体和热流体的相对流量变化对总传热系数的影响。 

4）．在测得总传热系数的基础上，在给定的热流体和冷流体流量和温度的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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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列管式换热器的基本设计。 

5）．掌握热电阻（偶）测温方法； 

6）．掌握涡轮流量传感器和智能流量积算仪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7）．了解电动调节阀、压力传感器和变频器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8）．掌握化工原理实验软件库（组态软件 MCGS 和 VB 实验数据处理软件系统）的

使用。 

实验项目 4：对流给热系数测定实验 

（1） 实验内容：测定水-蒸气和空气-蒸气体系的对流给热系数 

（2） 实验要求： 

1）．观察水蒸气在水平管外壁上的冷凝现象； 

2）．测定空气或水在圆形直管内强制对流给热系数； 

3）．测定蒸汽在水平管外冷凝给热系数； 

4）．掌握热电阻（偶）测温方法； 

5）．掌握计算机自动控制调节流量的方法； 

6）．掌握涡轮流量传感器和智能流量积算仪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7）．了解电动调节阀、压力传感器和变频器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8）．掌握化工原理实验软件库（组态软件 MCGS 和 VB 实验数据处理软件系统）

的使用。 

实验项目 5：精馏塔效率的测定实验 

实验内容：实验内容： 

    1）测定指定条件下，实验用连续精馏塔的全塔效率，部分同学可增加测定塔的

单板效率内容；  

    2）研究回流比改变对塔性能的影响；       

    3）对 10-15％（ m％）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200ml 的塔顶馏出液采出量。 

  实验要求： 

    1）了解精馏装置的基本流程、设备及操作方法；   

    2）学习精馏塔全塔效率及个别塔板效率测定方法；   

    3）理解回流比，温度，蒸汽压力 等对精馏塔性能的影响，观察塔内流体流动的

现象及传质现象。   

实验项目 6：特殊体系特种精馏操作及塔效率、塔板效率的测定实验 

实验内容：实验内容： 

1）测定指定条件下，实验用连续精馏塔的全塔效率和塔板效率  

2）研究回流比改变对塔性能的影响； 

3）对 10-15％（ m％）的乙醇/水进行精馏操作，在全回流，连续进料连续出料

条件下，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200ml 的塔顶馏出液采出量。 

4）对丁醇水（水含量 10%）体系进行共沸精馏，在全回流条件下在塔顶取得 200ml

采出量，塔釜内丁醇的水含量低于 1%。 

5）对乙醇-水-乙二醇三元体系进行萃取精馏，在塔顶获取 200ml 采出量，乙醇

的浓度大于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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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要求： 

1）了解精馏装置，包括筛板式精馏塔、填料精馏塔的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 

2）掌握常规全回流，连续精馏的的基本操作流程。   

    3）学习精馏塔在全回流和连续精馏套件下全塔效率及个别塔板效率测定方法；   

4）理解回流比，温度，蒸汽压力 等对精馏塔性能的影响，观察塔内流体流动的

现象及传质现象。 

5）了解特种精馏（共沸精馏和萃取精馏）的基本原理和应用场合，学会基本的

特种精馏体系的测定。 

实验项目 7：恒压过滤常数的测定实验 

（1）实验内容：在特定条件下，通过过滤分离水中悬浮的碳酸钙的恒压过滤常

数，学习板框式压滤机的结构和操作。。 

   （2）实验要求： 

1）．熟悉板框压滤机的构造和操作方法； 

2）．通过恒压过滤实验,验证过滤基本原理； 

3）．学会测定过滤常数 K、qe、τ e及压缩性指数 S 的方法； 

4）．了解操作压力对过滤速率的影响； 

5）．了解压力定值调节阀和滤液量自动测量仪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6）．学会化工原理实验软件库（组态软件 MCGS 和 VB 实验数据处理软件系统）

的使用。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考核方式分为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两部分内容，平时成绩占 70%，期末考试成绩

占 30%。平时成绩主要是根据平时实验态度、实验操作和实验报告综合评定。实验报

告必须符合要求，内容包括实验名称、实验原理、装置图、操作要点、实验现象与解

释、结果与讨论、意见和建议等。期末考试将以笔试进行，考核对开设各个实验的实

验原理、实验操作、实验注意事项等的掌握情况。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 离心泵性能特性曲线测定实验  4 台 

2. 流体流动阻力测定实验    4 台 

3. 对流给热系数测定实验    2 台 

4. 传热系数测定实验     4 台 

5. 精馏实验        2 台 

6. 萃取实验        2 台 

7. 填料吸收塔及吸收实验    2 台 

8. 过滤实验        4 台 

9. 干燥速率曲线的测定实验    4 台 

10.演示实验        3 台 

 



 253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化工原理实验. 程振平等，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3 

高分子化学实验 ，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 

2.参考书： 

《化工原理实验》杨祖荣等，化学工业出版社，2010.08 

《化工原理实验》顾静芳,陈桂娥  化学工业出版社，2015.01 

《化工原理实验》梁亮 主编 中国石化出版社。2015.01 

《化工原理实验》，汪学军 李岩梅 ，化学工业出版社，2009 

 

 

 

 

 

                                               

执 笔 人：谢洪德   

审 批 人：姚英明   

完 成 时 间：2016.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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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化学实验》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MDNE2020                    课程学分：1.5 

课程名称（中/英）:物理化学实验/Phys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s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54 

适用专业：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实验室名称：物理化学实验室（江苏省化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一、课程简介： 

物理化学实验是一门独立的基础实验课程，其主要目的是使学生了解物理化学研

究方法，掌握物理化学的基本实验技术和技能，常用仪器的构造原理及使用方法，了

解现代先进仪器、计算机在物理化学实验中的应用等。学会重要的物理化学性能测定，

熟悉物理化学实验现象的观察和记录，实验条件的判断和选择，正确测量、处理实验

数据和分析实验结果，加深对物理化学基本理论的理解，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认真

观察能力、查阅文献能力、思维和想象能力、表达和准确记录数据能力，学会对测定

原始数据的分析、处理与评价及计算机在物理化学实验中的应用，使学生得到综合训

练，增强解决实际化学问题的能力。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电泳 综合性 6 2 必修 

2 原电池电动势的测定 验证性 6 2 必修 

3 液体表面张力的测定 综合性 6 2 必修 

4 黏度法测定水溶性高聚物的相对分子量 验证性 7 2 必修 

5 燃烧热的测定 综合性 8 2 必修 

6 电导法测定乙酸乙酯皂化反应速率常数 综合性 6 2 必修 

7 溶液吸附法测定固体比表面积 综合性 7 2 必修 

8 络合物磁化率的测定 验证性 8 2 必修 

9 凝固点降低法测相对分子量 综合性 8 2 必修 

http://www.baike.com/sowiki/%E8%AE%A1%E7%AE%97%E6%9C%BA?prd=content_doc_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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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电泳 

1.教学内容 

  氢氧化铁溶胶的制备及用电泳法测定氢氧化铁溶胶的电动电势。 

2.教学目标 

（1）用电泳法测定氢氧化铁溶胶的电动电势（δ）。 

（2）掌握电泳法测定ζ 电势的原理和技术。 

（3）掌握氢氧化铁溶胶的制备。 

实验项目 2：原电池电动势的测定     

1.教学内容 

测定 Cu-Zn、Cu-甘汞电极、锌-甘汞电极可逆电池的电动势。 

2.教学目标 

（1）掌握可逆电池电动势的测量原理和电位差计操作技术。 

（2）学会铜锌电极的制备方法。 

（3）测定 Cu-Zn 等电池的电动势和 Cu、Zn 电极的电极电位。 

实验项目 3：液体的表面张力的测定 

1.教学内容 

最大泡压法测定不同浓度乙醇水溶液的表面张力，计算表面吸附量和乙醇

分子的横截面积。 

2.教学目标 

（1）掌握最大气泡法测定表面张力的原理和方法。 

（2）测定不同浓度乙醇水溶液的表面张力。 

（3）计算表面吸附量，乙醇分子横截面积。 

实验项目 4：粘度法测定水溶性高聚物的相对分子量 

1.教学内容 

粘度法测定高聚物（右旋糖苷、聚乙二醇、聚乙烯醇）的平均分子量。 

2.教学目标 

（1）测定线型高聚物的相对分子质量的平均值。 

（2）掌握乌氏粘度计测定粘度的方法。 

（3）掌握乌氏粘度计测定粘度的原理。 

实验项目 5：燃烧热的测定 

1.教学内容 

用氧弹热量计测定萘的燃烧热。 

2.教学目标 

（1）明确燃烧热的定义和了解氧弹量热计原理构造并掌握其使用方法。 

（2）会应用雷诺图解法校正温度的改变值，测定萘的燃烧热。 



 256 

（3）了解氧气钢瓶的减压阀的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6：电导法测定乙酸乙酯皂化反应速率常数 

1.教学内容 

电导法测定乙酸乙酯皂化反应的反应速率常数和活化能。 

2.教学目标 

（1）熟悉二级反应的速率公式及动力学特征，学会用图解法求算二级反应

的速率常数。 

（2）掌握电导法测定乙酸乙酯皂化反应速率常数和活化能原理及方法。 

（3）熟悉电导率仪的使用。 

实验项目 7：溶液吸附法测固体比表面积 

1.教学内容 

用次甲基兰水溶液吸附法测定活性炭比表面积。 

2.教学目标 

（1）用次甲基兰水溶液吸附法测定活性炭比表面积。 

（2）了解朗缪尔单分子层吸附理论及用溶液法测定比表面的基本原理。 

（3）了解分光光度计的基本原理并掌握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8：络合物磁化率的测定 

1.教学内容 

FeSO4·7H2O, K4Fe（CN）6·3H2O 络合物的磁化率与电子结构的测定 

2.教学目标 

（1）了解 Gouy 磁天平测物质磁化率的基本原理。 

（2）测定 FeSO4·7H2O, K4Fe（CN）6·3H2O 两种络合物的磁化率推算其

不成对电子数，判断分子的配键类型。 

（3）掌握 Gouy 磁天平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9：凝固点降低法测定相对分子质量 

1.教学内容 

凝固点降低法测定环己烷和环己烷溶液的凝固点，计算溶质萘的摩尔质量。 

2.教学目标 

（1）用凝固点降低法测定萘的摩尔质量。 

（2）掌握溶液凝固点的测量技术。 

（3）通过本实验加深对稀溶液依数性质的理解。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考核形式：按平时实验（80％）、考试（20％）结合进行总评。 

评分标准：1、平时实验：预习 10%，实验操作 50％、实验报告 40％ 

2、考试：操作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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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高压直流电源 4 台，电泳管 4 支，精密测高仪 4 台，秒表 4 只。 

2.电位差计 4 台，精密稳压电源 4 台，标准电池 4 只。 

3.玻璃恒温浴槽 4 套，DP-A 精密数字微压差计 4 台，超级恒温槽 2 台，数字阿

贝折光仪 4 台。 

4. 玻璃恒温浴槽 4 套，乌氏（乌贝路德）粘度计 4 支，秒表 4 只，烘箱 1 台 。 

5.氧弹量热计 4 套,氧气钢瓶（附氧气表）2 套,数字式精密温差测量仪 4 台,压片

机 4 台,万用电表 1 只。 

6.恒温水浴 4 套，DDSJ-11A 型电导率仪 4 套，秒表 4 块，电导池 4 个。 

7.722 型分光光度仪 4 台，康氏振荡器 3 台，烘箱 1 台。 

8.古埃磁天平 4 台，分析天平 4 台。 

9.凝固点测定仪 4 套，SWC-Ⅱ数字式贝克曼温度计 4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孙尔康 张剑荣，《物理化学实验》，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 

2.参考书：  

庄继华等修订，《物理化学实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 

罗鸣 石士考 张雪英，《物理化学实验》，化学工业出版社，2012 年。 

 

 

 

 

                                               

执 笔 人：李淑瑾   

审 批 人：姚英明   

完 成 时 间：2016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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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子材料专业实验》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MMEN3016                 课程学分：2 

课程名称（中/英）：高分子材料专业实验/Major Experiments of polymer material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72 

适用专业：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实验室名称：材料工程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实验课程包括高分子化学与高分子物理两部分。高分子化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

的学科，其理论源于实践，它的每一个进步都离不开科学实验的支撑。高分子物理是

一门对实验依赖很强的自然科学学科，研究高分子物理不能离开实验，也离不了实验。

开设实验课程就是要培养学生的基本实验技能，学会如何去做高分子化学实验和高分

子物理实验，并通过实验去更深入地、更真切地理解高分子化学和高分子物理理论知

识。经过实验环节的训练，完善理论与实验的结合，为创新技能的获得奠定基础。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1 基本实验操作训练与讲座 
实验 

理论课 
4 全部 必修 

2 苯乙烯自由基悬浮聚合 设计性 4 2 必修 

3 聚醋酸乙烯酯的溶液聚合 设计性 4 2 必修 

4 醋酸乙烯酯的乳液聚合 设计性 4 2 必修 

5 膨胀计法测定甲基丙烯酸甲酯本体聚合反应速率 设计性 4 2 必修 

6 聚乙烯醇缩甲醛的制备 设计性 4 2 必修 

7 甲基丙烯酸甲酯本体聚合制有机玻璃板 设计性 4 2 必修 

8 粘度法测定聚合物粘均相对分子量 验证性 4 2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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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9 光学解偏振光法测定聚合物的结晶速率 设计性 4 2 必修 

10 热塑性塑料熔体流动速率的测定 验证性 4 2 必修 

11 差示扫描量热分析 设计性 4 2 必修 

12 热重分析 设计性 4 2 必修 

13 偏光显微镜法观察聚合物球晶形态 验证性 4 2 必修 

14 动态热机械分析 设计性 4 2 必修 

15 静电纺丝 创新性 4 2 必修 

16 流变性能分析及应用 创新性 4 4 选修 

17 塑料成型及性能试验 综合性 6 4 必修 

18 纤维成型及性能测试 综合性 6 4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基本实验操作训练与讲座 

1.教学内容 

全面介绍高分子物理和高分子化学及材料加工实验的基本要求和实验技术，所

需仪器的认知和使用方法及注意要点。 

2.教学目标 

（1）了解本门实验课程的基本要求 

（2）熟悉仪器的基本操作方式 

（3）掌握实验操作基本流程 

实验项目 2：苯乙烯自由基悬浮聚合 

1.教学内容 

了解自由基悬浮聚合的方法和配方中各组分的作用，了解分散剂，升温速度，

搅拌形式与搅拌速度对悬浮聚合的重要性。 

2.教学目标 

（1）了解自由基悬浮聚合的方法和配方中各组分的作用 

（2）熟悉自由基悬浮聚合的基本原理 

（3）掌握悬浮聚合的操作方法 

实验项目 3：聚醋酸乙烯酯的溶液聚合 

1.教学内容 

通过本实验掌握聚醋酸乙烯酯 PVAc 的溶液聚合方法；了解溶液聚合原理。 

2.教学目标 

（1）了解醋酸乙烯酯制备聚乙烯醇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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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溶液聚合、高分子侧基反应原理 

（3）掌握聚醋酸乙烯酯溶液聚合方法 

实验项目 4：醋酸乙烯酯的乳液聚合 

1.教学内容 

掌握乳液聚合方法，了解乳液聚合机理及乳液聚合中各个组分的作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乳液聚合机理 

（2）熟悉乳液聚合中各个组分的作用 

（3）掌握乳液聚合方法 

实验项目 5：膨胀计法测定甲基丙烯酸甲酯本体聚合反应速率 

1.教学内容 

掌握膨胀计法测定聚合物反应速率的原理和方法；验证聚合速率与单体浓度间

的动力学关系。 

2.教学目标 

（1）了解聚合速率与单体浓度间的动力学关系 

（2）熟悉膨胀计测定聚合反应速率的原理和方法 

（3）掌握计算甲基丙烯酸甲酯本体聚合反应速率的方法 

实验项目 6：聚乙烯醇缩甲醛的制备 

1.教学内容 

通过聚乙烯醇的缩醛化制备胶水，掌握 PVA 缩醛化的实验技术与反应原理。 

2.教学目标 

（1）了解高分子化学反应的原理 

（2）熟悉熟悉 PVA 缩醛化的实验技术 

（3）掌握熟悉 PVA 缩醛化的反应原理 

实验项目 7：甲基丙烯酸甲酯本体聚合制有机玻璃板 

1.教学内容 

了解自由基本体聚合的特点和实验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自由基本体聚合的特点和实验方法 

（2）熟悉有机玻璃的制造和操作技术的特点 

（3）掌握测定制品透光率的方法 

实验项目 8：粘度法测定聚合物粘均相对分子量 

1.教学内容 

掌握粘度法测定粘均相对分子量的实验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粘均相对分子质量的物理意义 

（2）熟悉黏度法测定相对分子质量的实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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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一点法”快速测定粘均相对分子质量 

实验项目 9：光学解偏振光法测定聚合物的结晶速率 

1.教学内容 

了解光学解偏振光法测定聚合物结晶速率的原理；掌握测定聚合物等温结晶速

率的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光学解偏振光法测定聚合物结晶速率的原理 

（2）熟悉 GJY-Ⅲ结晶速率仪的使用 

（3）掌握测定聚合物等温结晶速率的方法 

实验项目 10：热塑性塑料熔体流动速率的测定 

1.教学内容 

了解热塑性塑料熔体流动速率的实质及其测定意义。 

2.教学目标 

（1）了解热塑性塑料熔体流动速率的实质及其测定意义 

（2）熟悉并使用熔体流动速率测试仪 

（3）掌握测定聚烯烃树脂的流动速率 

实验项目 11：差示扫描量热法 

1.教学内容 

了解 DSC 的基本原理，通过 DSC 测定聚合物的加热及冷却图谱。 

2.教学目标 

（1）了解 DSC 的基本原理 

（2）熟悉 DSC 测定聚合物的加热及冷却谱图 

（3）掌握 DSC 测定聚合物的玻璃化转变温度、熔点、结晶温度 

实验项目 12：热重分析 

1.教学内容 

了解 TGA 的原理及使用方法并能自主设计实验方案。 

2.教学目标 

（1）了解材料的耐温极限 

（2）熟悉材料的分解原理 

（3）掌握分析方法 

实验项目 13：偏光显微镜法观察聚合物球晶形态 

1.教学内容 

了解偏光显微镜的基本结构和原理。 

2.教学目标 

（1）了解偏光显微镜的基本结构和原理 

（2）熟悉目镜分度尺的标定方法 

（3）掌握偏光显微镜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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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4：动态热机械分析 

1.教学内容 

了解 DMA 的原理及使用方法并能自主设计实验方案。 

2.教学目标 

（1）了解线型非晶聚合物的三种力学状态理论 

（2）熟悉 DMA 的测定原理 

（3）掌握测定聚合物温度-形变曲线的方法 

实验项目 15：静电纺丝 

1.教学内容 

掌握静电纺丝技术的原理及自主设计实验方案 

2.教学目标 

（1）了解静电纺丝的基本原理 

（2）熟悉静电纺丝的操作方法 

（3）掌握静电纺丝的工艺 

实验项目 16：流变性能分析及应用 

1.教学内容 

了解哈克流变仪的原理及使用方法，并自主设计实验方案。 

2.教学目标 

（1）了解高分子材料熔体流动特性 

（2）熟悉哈克流变仪的使用 

（3）掌握测定聚合物剪切速率、剪切应力、表观粘度的方法 

实验项目 17：塑料成型及性能试验 

1.教学内容 

了解双螺杆的工作原理及注意事项理解聚合物材料力学性能测试方法及原理 

2.教学目标 

（1）了解螺杆的基本构造 

（2）熟悉挤出工艺 

（3）掌握配方变化时工艺的调节 

实验项目 18：纤维成型及性能测试 

1.教学内容 

掌握纤维的成型及性能测试原理及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纺丝基本原理 

（2）熟悉纺丝设备 

（3）掌握纺丝工艺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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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验报告：在做每一个实验之前，每位同学要做好预习报告；实验结束后要

及时处理实验数据，按时上交实验结果报告。 

2、考核方式 ：按平时实验（70％）、考试实验（30％）结合进行总评。 

评分标准： 

1）平时实验：态度 20％、操作 40％、报告 10％、结果 30％ 

2）考试实验：态度 10％、操作 20％、报告 10％、结果 60％。 

每组学生有专门的成绩记录册，对每个学生的每次实验都按评分标准记录实验成

绩。每次实验要求学生把原始数据及时记录到专门的原始数据记录册，由指导实验的

老师签字并进行计算核对，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常规玻璃仪器 40 13、结晶速率仪 4 

2、分析天平及电子天平 10 14、维卡热变形软化仪 1 

3、电热锅 20 15、万能材料试验机 2 

4、搅拌马达与搅拌棒 20 16、哈克流变仪 1 

5、恒温水槽   20 17、热重分析仪 1 

6、熔体流动速率仪 2 18、手持静电纺丝仪 2 

7、差示扫描量热仪 2 19、冲击试验机 2 

8、乌氏粘度计 20 20、高速离心机 1 

9、偏光显微镜 2 21、双螺杆挤出机 1 

10、单丝强度仪 1 22、注塑机 1 

11、粒径仪 1 23、熔体纺丝机 1 

12、旋转粘度计 1 24、高混机 1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韩哲文，《高分子科学实验》，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 年 

2.参考书： 

1. 潘祖仁，《高分子化学》，化学工业出版社，2002 

2. 金日光、华幼卿，《高分子物理》，化学工业出版社，2000 年 

3. 魏无际、俞强、崔益华等《高分子化学与物理基础》，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 年 

4. 史子瑾，《聚合反应工程基础》，化学工业出版社，1991 年 

5. 申开智，《塑料成型模具》，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2 年 

6. 徐佩弦 编著，《塑料制品与模具设计》，北京：轻工业出版社，2001 年 

 

执 笔 人：戴礼兴、程丝、孙君   

审 批 人：姚英明   

完成时间： 201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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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专业实验》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MSEN3013                 课程学分：2 

课程名称（中/英）：材料专业实验/ Special Experiment of Materials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72 

适用专业：材料科学与工程 

实验室名称：材料工程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实验课程包括高分子化学与高分子物理两部分。高分子化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

的学科，其理论源于实践，它的每一个进步都离不开科学实验的支撑。高分子物理是

一门对实验依赖很强的自然科学学科，研究高分子物理不能离开实验，也离不了实验。

开设实验课程就是要培养学生的基本实验技能，学会如何去做高分子化学实验和高分

子物理实验，并通过实验去更深入地、更真切地理解高分子化学和高分子物理理论知

识。经过实验环节的训练，完善理论与实验的结合，为创新技能的获得奠定基础。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1 基本实验操作训练与讲座 
实验 

理论课 
4 全部 必修 

2 苯乙烯自由基悬浮聚合 设计性 4 2 必修 

3 聚醋酸乙烯酯的溶液聚合 设计性 4 2 必修 

4 醋酸乙烯酯的乳液聚合 设计性 4 2 必修 

5 膨胀计法测定甲基丙烯酸甲酯本体聚合反应速率 设计性 4 2 必修 

6 聚乙烯醇缩甲醛的制备 设计性 4 2 必修 

7 甲基丙烯酸甲酯本体聚合制有机玻璃板 设计性 4 2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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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8 粘度法测定聚合物粘均相对分子量 验证性 4 2 选修 

9 光学解偏振光法测定聚合物的结晶速率 设计性 4 2 必修 

10 热塑性塑料熔体流动速率的测定 验证性 4 2 必修 

11 差示扫描量热分析 设计性 4 2 必修 

12 热重分析 设计性 4 2 必修 

13 偏光显微镜法观察聚合物球晶形态 验证性 4 2 必修 

14 动态热机械分析 设计性 4 2 必修 

15 静电纺丝 创新性 4 2 必修 

16 陶瓷工艺 创新性 4 4 选修 

17 塑料成型及性能试验 综合性 6 4 必修 

18 纤维成型及性能测试 综合性 6 4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基本实验操作训练与讲座 

1.教学内容 

全面介绍高分子物理和高分子化学及材料加工实验的基本要求和实验技术，所

需仪器的认知和使用方法及注意要点。 

2.教学目标 

（1）了解本门实验课程的基本要求 

（2）熟悉仪器的基本操作方式 

（3）掌握实验操作基本流程 

实验项目 2：苯乙烯自由基悬浮聚合 

1.教学内容 

了解自由基悬浮聚合的方法和配方中各组分的作用，了解分散剂，升温速度，

搅拌形式与搅拌速度对悬浮聚合的重要性。 

2.教学目标 

（1）了解自由基悬浮聚合的方法和配方中各组分的作用 

（2）熟悉自由基悬浮聚合的基本原理 

（3）掌握悬浮聚合的操作方法 

实验项目 3：聚醋酸乙烯酯的溶液聚合 

1.教学内容 

通过本实验掌握聚醋酸乙烯酯 PVAc 的溶液聚合方法；了解溶液聚合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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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醋酸乙烯酯制备聚乙烯醇的方法 

（2）熟悉溶液聚合、高分子侧基反应原理 

（3）掌握聚醋酸乙烯酯溶液聚合方法 

实验项目 4：醋酸乙烯酯的乳液聚合 

1.教学内容 

掌握乳液聚合方法，了解乳液聚合机理及乳液聚合中各个组分的作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乳液聚合机理 

（2）熟悉乳液聚合中各个组分的作用 

（3）掌握乳液聚合方法 

实验项目 5：膨胀计法测定甲基丙烯酸甲酯本体聚合反应速率 

1.教学内容 

掌握膨胀计法测定聚合物反应速率的原理和方法；验证聚合速率与单体浓度间

的动力学关系。 

2.教学目标 

（1）了解聚合速率与单体浓度间的动力学关系 

（2）熟悉膨胀计测定聚合反应速率的原理和方法 

（3）掌握计算甲基丙烯酸甲酯本体聚合反应速率的方法 

实验项目 6：聚乙烯醇缩甲醛的制备 

1.教学内容 

通过聚乙烯醇的缩醛化制备胶水，掌握 PVA 缩醛化的实验技术与反应原理。 

2.教学目标 

（1）了解高分子化学反应的原理 

（2）熟悉熟悉 PVA 缩醛化的实验技术 

（3）掌握熟悉 PVA 缩醛化的反应原理 

实验项目 7：甲基丙烯酸甲酯本体聚合制有机玻璃板 

1.教学内容 

了解自由基本体聚合的特点和实验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自由基本体聚合的特点和实验方法 

（2）熟悉有机玻璃的制造和操作技术的特点 

（3）掌握测定制品透光率的方法 

实验项目 8：粘度法测定聚合物粘均相对分子量 

1.教学内容 

掌握粘度法测定粘均相对分子量的实验方法。 

2.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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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粘均相对分子质量的物理意义 

（2）熟悉黏度法测定相对分子质量的实验方法 

（3）掌握“一点法”快速测定粘均相对分子质量 

实验项目 9：光学解偏振光法测定聚合物的结晶速率 

1.教学内容 

了解光学解偏振光法测定聚合物结晶速率的原理；掌握测定聚合物等温结晶速

率的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光学解偏振光法测定聚合物结晶速率的原理 

（2）熟悉 GJY-Ⅲ结晶速率仪的使用 

（3）掌握测定聚合物等温结晶速率的方法 

实验项目 10：热塑性塑料熔体流动速率的测定 

1.教学内容 

了解热塑性塑料熔体流动速率的实质及其测定意义。 

2.教学目标 

（1）了解热塑性塑料熔体流动速率的实质及其测定意义 

（2）熟悉并使用熔体流动速率测试仪 

（3）掌握测定聚烯烃树脂的流动速率 

实验项目 11：差示扫描量热法 

1.教学内容 

了解 DSC 的基本原理，通过 DSC 测定聚合物的加热及冷却图谱。 

2.教学目标 

（1）了解 DSC 的基本原理 

（2）熟悉 DSC 测定聚合物的加热及冷却谱图 

（3）掌握 DSC 测定聚合物的玻璃化转变温度、熔点、结晶温度 

实验项目 12：热重分析 

1.教学内容 

了解 TGA 的原理及使用方法并能自主设计实验方案。 

2.教学目标 

（1）了解材料的耐温极限 

（2）熟悉材料的分解原理 

（3）掌握分析方法 

实验项目 13：偏光显微镜法观察聚合物球晶形态 

1.教学内容 

了解偏光显微镜的基本结构和原理。 

2.教学目标 

（1）了解偏光显微镜的基本结构和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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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目镜分度尺的标定方法 

（3）掌握偏光显微镜的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14：动态热机械分析 

1.教学内容 

了解 DMA 的原理及使用方法并能自主设计实验方案。 

2.教学目标 

（1）了解线型非晶聚合物的三种力学状态理论 

（2）熟悉 DMA 的测定原理 

（3）掌握测定聚合物温度-形变曲线的方法 

实验项目 15：静电纺丝 

1.教学内容 

掌握静电纺丝技术的原理及自主设计实验方案 

2.教学目标 

（1）了解静电纺丝的基本原理 

（2）熟悉静电纺丝的操作方法 

（3）掌握静电纺丝的工艺 

实验项目 16：陶瓷工艺 

1.教学内容 

掌握陶瓷工艺，自主设计实验方案。 

2.教学目标 

（1）了解陶瓷的泥胚的基本构成 

（2）熟悉陶瓷制备的工具 

（3）掌握陶瓷制作工艺 

实验项目 17：塑料成型及性能试验 

1.教学内容 

了解双螺杆的工作原理及注意事项理解聚合物材料力学性能测试方法及原理 

2.教学目标 

（1）了解螺杆的基本构造 

（2）熟悉挤出工艺 

（3）掌握配方变化时工艺的调节 

实验项目 18：纤维成型及性能测试 

1.教学内容 

掌握纤维的成型及性能测试原理及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纺丝基本原理 

（2）熟悉纺丝设备 

（3）掌握纺丝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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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在做每一个实验之前，每位同学要做好预习报告；实验结束后要

及时处理实验数据，按时上交实验结果报告。 

2、考核方式 ：按平时实验（70％）、考试实验（30％）结合进行总评。 

评分标准： 

1）平时实验：态度 20％、操作 40％、报告 10％、结果 30％ 

2）考试实验：态度 10％、操作 20％、报告 10％、结果 60％。 

每组学生有专门的成绩记录册，对每个学生的每次实验都按评分标准记录实验成

绩。每次实验要求学生把原始数据及时记录到专门的原始数据记录册，由指导实验的

老师签字并进行计算核对，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常规玻璃仪器 40 13、结晶速率仪 4 

2、分析天平及电子天平 10 14、维卡热变形软化仪 1 

3、电热锅 20 15、 万能材料试验机 2 

4、搅拌马达与搅拌棒 20 16、哈克流变仪 1 

5、恒温水槽   20 17、热重分析仪 1 

6、熔体流动速率仪 2 18、手持静电纺丝仪 2 

7、差示扫描量热仪 2 19、冲击试验机 2 

8、乌氏粘度计 20 20、高速离心机 1 

9、偏光显微镜 2 21、双螺杆挤出机 1 

10、单丝强度仪 1 22、注塑机 1 

11、粒径仪 1 23、熔体纺丝机 1 

12、旋转粘度计 1 24、拉力机 1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韩哲文，《高分子科学实验》，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 年 

2.参考书： 

1. 潘祖仁，《高分子化学》，化学工业出版社，2002 

2. 金日光、华幼卿，《高分子物理》，化学工业出版社，2000 年 

3. 魏无际、俞强、崔益华等《高分子化学与物理基础》，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 年 

4. 史子瑾，《聚合反应工程基础》，化学工业出版社，1991 年 

5. 申开智，《塑料成型模具》，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2 年 

6. 徐佩弦 编著，《塑料制品与模具设计》，北京：轻工业出版社，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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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 笔 人：戴礼兴、程丝、孙君   

审 批 人：姚英明   

完成时间： 201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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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化学实验（二）》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NANA2039                     课程学分：1.5 

课程名称（中/英）:物理化学实验（二） 

Phys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s II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54 

适用专业：纳米科学与技术  

实验室名称：物理化学实验室（江苏省化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一、课程简介： 

物理化学实验是一门独立的基础实验课程，其主要目的是使学生了解物理化学研

究方法，掌握物理化学的基本实验技术和技能，常用仪器的构造原理及使用方法，了

解现代先进仪器、计算机在物理化学实验中的应用等。学会重要的物理化学性能测定，

熟悉物理化学实验现象的观察和记录，实验条件的判断和选择，正确测量、处理实验

数据和分析实验结果，加深对物理化学基本理论的理解，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认真

观察能力、查阅文献能力、思维和想象能力、表达和准确记录数据能力，学会对测定

原始数据的分析、处理与评价及计算机在物理化学实验中的应用，使学生得到综合训

练，增强解决实际化学问题的能力。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1 电泳 综合性 6 2 必修 

2 原电池电动势的测定 验证性 6 2 必修 

3 液体表面张力的测定 综合性 6 2 必修 

4 黏度法测定水溶性高聚物的相对分子量 验证性 7 2 必修 

5 燃烧热的测定 综合性 8 2 必修 

6 电导法测定乙酸乙酯皂化反应速率常数 综合性 6 2 必修 

http://www.baike.com/sowiki/%E8%AE%A1%E7%AE%97%E6%9C%BA?prd=content_doc_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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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7 溶液吸附法测定固体比表面积 综合性 7 2 必修 

8 络合物磁化率的测定 验证性 8 2 必修 

9 凝固点降低法测相对分子量 综合性 8 2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电泳 

1.教学内容 

  氢氧化铁溶胶的制备及用电泳法测定氢氧化铁溶胶的电动电势。 

2.教学目标 

（1）用电泳法测定氢氧化铁溶胶的电动电势（δ）。 

（2）掌握电泳法测定ζ 电势的原理和技术。 

（3）掌握氢氧化铁溶胶的制备。 

实验项目 2：原电池电动势的测定     

1.教学内容 

测定 Cu-Zn、Cu-甘汞电极、锌-甘汞电极可逆电池的电动势。 

2.教学目标 

（1）掌握可逆电池电动势的测量原理和电位差计操作技术。 

（2）学会铜锌电极的制备方法。 

（3）测定 Cu-Zn 等电池的电动势和 Cu、Zn 电极的电极电位。 

实验项目 3：液体的表面张力的测定 

1.教学内容 

最大泡压法测定不同浓度乙醇水溶液的表面张力，计算表面吸附量和乙醇

分子的横截面积。 

2.教学目标 

（1）掌握最大气泡法测定表面张力的原理和方法。 

（2）测定不同浓度乙醇水溶液的表面张力。 

（3）计算表面吸附量，乙醇分子横截面积。 

实验项目 4：粘度法测定水溶性高聚物的相对分子量 

1.教学内容 

粘度法测定高聚物（右旋糖苷、聚乙二醇、聚乙烯醇）的平均分子量。 

2.教学目标 

（1）测定线型高聚物的相对分子质量的平均值。 

（2）掌握乌氏粘度计测定粘度的方法。 

（3）掌握乌氏粘度计测定粘度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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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5：燃烧热的测定 

1.教学内容 

用氧弹热量计测定萘的燃烧热。 

2.教学目标 

（1）明确燃烧热的定义和了解氧弹量热计原理构造并掌握其使用方法。 

（2）会应用雷诺图解法校正温度的改变值，测定萘的燃烧热。 

（3）了解氧气钢瓶的减压阀的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6：电导法测定乙酸乙酯皂化反应速率常数 

1.教学内容 

电导法测定乙酸乙酯皂化反应的反应速率常数和活化能。 

2.教学目标 

（1）熟悉二级反应的速率公式及动力学特征，学会用图解法求算二级反应

的速率常数。 

（2）掌握电导法测定乙酸乙酯皂化反应速率常数和活化能原理及方法。 

（3）熟悉电导率仪的使用。 

实验项目 7：溶液吸附法测固体比表面积 

1.教学内容 

用次甲基兰水溶液吸附法测定活性炭比表面积。 

2.教学目标 

（1）用次甲基兰水溶液吸附法测定活性炭比表面积。 

（2）了解朗缪尔单分子层吸附理论及用溶液法测定比表面的基本原理。 

（3）了解分光光度计的基本原理并掌握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8：络合物磁化率的测定 

1.教学内容 

FeSO4·7H2O, K4Fe（CN）6·3H2O 络合物的磁化率与电子结构的测定 

2.教学目标 

（1）了解 Gouy 磁天平测物质磁化率的基本原理。 

（2）测定 FeSO4·7H2O, K4Fe（CN）6·3H2O 两种络合物的磁化率推算其

不成对电子数，判断分子的配键类型。 

（3）掌握 Gouy 磁天平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9：凝固点降低法测定相对分子质量 

1.教学内容 

凝固点降低法测定环己烷和环己烷溶液的凝固点，计算溶质萘的摩尔质量。 

2.教学目标 

（1）用凝固点降低法测定萘的摩尔质量。 

（2）掌握溶液凝固点的测量技术。 

（3）通过本实验加深对稀溶液依数性质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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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考核形式：按平时实验（80％）、考试（20％）结合进行总评。 

评分标准：1、平时实验：预习 10%，实验操作 50％、实验报告 40％ 

2、考试：操作考试.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高压直流电源 4 台，电泳管 4 支，精密测高仪 4 台，秒表 4 只。 

2.电位差计 4 台，精密稳压电源 4 台，标准电池 4 只。 

3.玻璃恒温浴槽 4 套，DP-A 精密数字微压差计 4 台，超级恒温槽 2 台，数

字阿贝折光仪 4 台。 

4. 玻璃恒温浴槽 4 套，乌氏（乌贝路德）粘度计 4 支，秒表 4 只，烘箱 1

台 。 

5.氧弹量热计 4 套,氧气钢瓶（附氧气表）2 套,数字式精密温差测量仪 4 台,

压片机 4 台,万用电表 1 只。 

6.恒温水浴 4 套，DDSJ-11A 型电导率仪 4 套，秒表 4 块，电导池 4 个。 

7.722 型分光光度仪 4 台，康氏振荡器 3 台，烘箱 1 台。 

8.古埃磁天平 4 台，分析天平 4 台。 

9.凝固点测定仪 4 套，SWC-Ⅱ数字式贝克曼温度计 4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孙尔康 张剑荣，《物理化学实验》，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 

2.参考书：  

庄继华等修订，《物理化学实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 

罗鸣 石士考 张雪英，《物理化学实验》，化学工业出版社，2012 年。 

高滋，《 Experimental physical chemistry》，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 

 

 

 

 

                                               

执 笔 人：李淑瑾   

审 批 人：姚英明   

完 成 时 间：2016 年 3 月  

 

http://202.195.136.14:8080/opac/openlink.php?title=Experimental+physical+chem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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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二）》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NANA 2044                   课程学分：1.5    

课程名称（中/英）：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二）/General Chemistry Experiment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54 

适用专业：纳米材料与技术 

实验室名称：无机化学实验室、分析化学实验室（江苏省化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仪器） 

一、 课程简介： 

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二）是主要基础课之一，它是以实验为基础的一门学科，

是加强学生实践能力的一个重要的教学环节。本实验课程包括无机化学与实验与分析

化学实验两部分，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二）课程的无机化学实验部分的主要任务是：

通过实验课程使学生掌握基本无机化学实验的一般知识，掌握无机化学常用实验仪器

的使用方法和常规的实验操作；能够利用无机化学课程的理论知识解释实验的基本原

理，加深对无机化学基本概念和理论的理解；掌握无机化合物的制备原理和操作方法；

按照要求提交实验报告；培养学生实验的操作能力、观察和记录现象的能力、表达实

验结果的能力；培养事实求实的科学态度和规范、细致、整洁的进行科学实验的良好

习惯。 

分析化学实验主要进行分析基本操作训练，学会实验数据的统计处理方法，树立

严格的“量”的概念，培养严谨的科学作风。利用物理或物理化学方法研究物质的化

学结构、化学成分及组分的含量测定。实验内容涉及到光谱学、电化学、色谱等分析

体系。实验教学的目的是使学生进一步加深对主要仪器与分析方法的基本原理、仪器

结构与主要部件功能的理解，掌握一些比较简单的分析仪器的使用方法，学习了解大

型复杂分析仪器的使用办法，初步具有应用各种分析方法解决具体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 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1 灯的使用、试剂取用与试管操作 演示性 3 1 必修 



 276 

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2 粗盐的提纯 综合性 4 1 必修 

3 二氧化碳相对分子量的测定 综合性 4 2 必修 

4 三草酸合铁（III）酸钾的制备和性质 综合性 4 1 必修 

5 由二氧化锰制备碳酸锰 综合性 4 1 必修 

6 碱式碳酸铜的制备 设计性 4 1 必修 

7 过氧化钙的制备及检验 综合性 4 1 选修 

8 高锰酸钾的制备 综合性 4 1 选修 

9 纯碱的制备 综合性 4 1 选修 

10 混合阳离子的分离与鉴定 设计性 4 1 选修 

11 分析实验室基本规范及操作培训 
实验理

论课 
3 全体 必修 

12 火焰原子吸收法测定金属离子的含量 综合性 3 2 必修 

13 有机化合物的吸收光谱及溶剂的影响 研究性 3 2 必修 

14 荧光物质的荧光特性及其定量分析 综合性 3 2 必修 

15 醛和酮的红外光谱分析 研究性 3 2 必修 

16 电位分析法 综合性 3 2 必修 

17 气相色谱条件实验及对卤代烃的定性分析 综合性 3 2 必修 

18 毛细管气相色谱法条件及定量分析 综合性 3 2 必修 

19 高效液相色谱分析 综合性 3 2 必修 

20 仪器分析实验考试 
综合性

（考核） 
3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灯的使用、试剂取用与试管操作 

1.教学内容 

酒精灯和煤气灯的使用，固体和液体试剂的取用方法，试管操作方法，常用玻璃仪

器的洗涤和干燥方法  

2.教学目标 

实验项目 2：粗盐的提纯 

1.教学内容 

提纯粗盐（海盐） 

2.教学目标 

（1）学习提纯粗盐的原理、方法和有关离子的鉴定； 

（2）巩固电子天平的使用方法； 

（3）练习并掌握 pH 试纸、溶解、加热、蒸发和结晶及干燥等基本操作； 

（4）掌握减压过滤的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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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3：二氧化碳相对分子量的测定 

1.教学内容 

制备、收集二氧化碳，测定二氧化碳相对分子量 

2.教学目标 

（1）掌握利用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和阿伏伽德罗定律测定气体相对分子量的原理和

方法； 

（2）掌握搭建制备干燥二氧化碳气体的装置； 

（3）熟悉、巩固气体的发生、净化、干燥、收集等基本操作。 

实验项目 4：三草酸合铁（III）酸钾的制备和性质 

1.教学内容 

制备配合物 K3[Fe（C2O4）3]∙3H2O，试验三草酸合铁（III）酸钾的光敏性。 

2.教学目标 

（1）掌握制备 K3[Fe（C2O4）3]∙3H2O 的原理和操作方法； 

（2）练习并掌握制备配合物的一般实验方法； 

（3）实验并掌握三草酸合铁（III）酸钾的光化学特性； 

（4）练习巩固加热、溶解、过滤、蒸发和结晶等基本操作。 

实验项目 5：由二氧化锰制备碳酸锰 

1.教学内容 

通过还原，由二氧化锰制备碳酸锰。 

2.教学目标 

（1）掌握由二氧化锰制备碳酸锰的原理和操作方法； 

（2）了解酸度对二氧化锰氧化还原性的影响； 

（3）培养无机制备实验综合技能。 

实验项目 6：碱式碳酸铜的制备 

1.教学内容 

探求制备碱式碳酸铜的反应条件，制备碱式碳酸铜。 

2.教学目标 

（1）掌握制备碱式碳酸铜的原理和操作方法； 

（2）通过实验探求制备碱式碳酸铜的合理配料比和合适反应温度； 

（3）初步学会设计实验方案，以培养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实验项目 7：过氧化钙的制备及检验 

1.教学内容 

制备过氧化钙，过氧化物的检验 

2.教学目标 

（1）学习并掌握过氧化钙的制备原理和操作； 

（2）练习并掌握低温制备无机化合物的一般方法； 

（3）掌握过氧化物的检验方法及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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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8：高锰酸钾的制备 

1.教学内容 

制备 K2MnO4，K2MnO4 歧化转化为 KMnO4，KMnO4 定性检验。 

2.教学目标 

（1）学习并掌握碱熔法制备高锰酸钾的原理和操作方法； 

（2）练习熔融、浸取、抽滤等操作； 

（3）掌握锰的各种氧化态之间的转化关系及转化条件。 

实验项目 9：纯碱的制备 

1.教学内容 

制备碳酸钠（纯碱） 

2.教学目标 

（1）掌握制备碳酸钠的原理和操作方法； 

（2）学习并掌握灼烧的操作方法； 

（3）掌握通过复分解反应制取化合物的方法； 

（4）巩固无机制备基本操作。 

实验项目 10：混合阳离子的分离与鉴定 

1.教学内容 

混合阳离子的分离与鉴定 

2.教学目标 

（1）了解混合阳离子的分离与鉴定的方法和操作； 

（2）设计实验方案并对混合离子溶液中的每种离子进行逐一分离和检出； 

（3）提高综合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实验项目 11：分析实验室基本规范及操作培训 

1.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演示、强调。 

2.教学目标 

（1）使学生全面了解分析化学实验的要求、进度和分组情况。 

（2）通过本节课的教学,让学生了解实验室的安全、卫生规定并在实验中遵守之。 

（3）通过本节课的教学，明确实验预习报告、实验报告的书写要求，实验评分标

准。 

实验项目 12：氟离子选择电极测定自来水中氟 

1. 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2. 教学目标 

（1） 掌握用标准曲线法测定氟离子未知物质的浓度。 

（2） 学习使用离子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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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3：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自来水中钙、镁 

1. 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2. 教学目标 

（1）了解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的基本结构，并掌握其使用方法。 

（2）掌握以标准曲线法测定自来水中钙、镁含量的方法。  

实验项目 14：有机化合物的吸收光谱及溶剂的影响 

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教学目标 

学习紫外吸收光谱的绘制方法，利用吸收光谱进行化合物的鉴定。 

了解溶剂的性质对吸收光谱的影响。 

掌握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的使用。 

实验项目 15：荧光物质的荧光特性及其定量分析 

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教学目标 

测量荧光物质的激发光谱和荧光光谱。 

掌握荧光物质的定量测定方法。 

熟悉 F-2500（日立）荧光光谱仪结构及操作。 

实验项目 16：醛和酮的红外光谱分析 

1. 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2. 教学目标 

（1）掌握压片法和液膜法等制样方法； 

（2）熟悉红外光谱仪结构及操作； 

（3）利用所测红外光谱图进行结构分析。 

实验项目 17：气相色谱条件实验及对卤代烃的定性分析 

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教学目标 

熟悉理论塔板数及理论塔板高度的概念及计算方法。 

（1）理解柱温的改变对组分保留行为的影响。 

（2）掌握气相色谱仪操作方法与热导检测器的原理。 

（3）熟悉气相色谱定性分析方法。 

实验项目 18：毛细管气相色谱法条件及定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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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教学目标 

熟悉色谱分析的原理及色谱工作站的使用方法。 

掌握气相色谱仪操作方法与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的原理。 

用保留时间定性；用归一化法定量；用分离度对实验数据进行评价。 

实验项目 19：萘、联苯的高效液相色谱分析 

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教学目标 

理解反相色谱的优点及应用。 

掌握归一化定量方法。 

了解高效液相色谱仪的结构，掌握其基本操作。 

实验项目 20：仪器分析实验考试及分析实验基本操作 

1. 教学内容 

考核内容：分批抽签进行分析仪器基本操作考核 

考核方式：问答、仪器操作、做出实验结果；单人操作分批进行（时间 1 小时） 

2. 教学目标 

（1）考查学生熟练操作仪器、处理实验数据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综合考查学生对常用分析仪器正确使用方法的掌握程度。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一）无机实验部分 

1、实验报告：实验完毕应对实验现象进行解释并作出结论，或根据实验数据进行处

理和计算，独立完成完整的实验报告，按时交给实验指导教师批阅。 

2、考核方式 

（1） 该实验课的考核方式：平时实验成绩和实验操作考试成绩相结合。 

（2） 该实验课成绩的确定：该实验课程总成绩由平时实验成绩和实验操作考试成绩

组成，平时实验成绩占 70％，实验操作考试成绩占 30％。平时实验成绩由实

验预习、实验操作、实验报告和实验结果四项综合评定。实验操作考试内容为

《大学化学实验》无机部分的基本操作及相关实验。 

（二）分析实验部分 

对于学生的实验成绩考核有一套完整的标准： 

考核形式：按平时实验（60％）、考试实验（40％）结合进行总评。 

评分标准： 

1、平时实验：态度 20％、操作 40％、报告 10％、结果 30％ 

2、考试实验：态度 10％、操作 30％、报告 10％、结果 50％。 

每组学生有专门的成绩记录册，对每个学生的每次实验都按评分标准记录实验成

绩。每次实验要求学生把原始数据及时记录到专门的原始数据记录册，由指导实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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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签字并进行计算核对，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无机实验仪器： 

1、 电子分析天平  10 台  6、循环水真空泵          25 台 

2、 0.01g 电子天平  20 台  7、磁力搅拌器      120 台 

3、 0.1g 电子天平  5 台   8、pH 计      10 台 

4、 离心机       20 台  9、电烘箱      10 台 

5、 电导率仪   10 台  10、全套常用玻璃仪器每人一套 

分析实验仪器： 

1、常规玻璃仪器 60 8、自动电位滴定仪 4 

2、分析天平及电子天平 40 9、pH 计及离子计 6 

3、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10、气相色谱仪 4 

4、可见分光光度计（扫描） 2 11、液相色谱仪 2 

5、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扫描） 3 12、核磁共振谱仪 2 

6、红外吸收光谱仪 3 13、色－质联用仪 待购 

7、荧光光谱仪 2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  材：《无机化学实验》（第二版），朗建平，卞国庆 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 

2、参考书：《无机化学实验》（第三版），北京师范大学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无机化学》（第四版），北京师范大学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无机化学》（第一版），朗建平，陶建清 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 

《分析化学实验》，南京大学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 

《分析化学实验》，成都科技大学、浙江大学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仪器分析实验》，张剑荣等编，科学出版社。 

《仪器分析实验》，赵文宽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执 笔 人：贾定先、李建国   

审 批 人：姚英明    

完成时间： 201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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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化学实验（二）》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NANA2045                   课程学分：1.5 

课程名称：有机化学实验（二）/ 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s                 

课程学时：54 学时                        实验学时：54 学时 

适用专业：纳米科学与技术 

实验室名称：有机化学实验室（江苏省化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要求学生掌握有机化学的基本操作技术，包括熔点测定、蒸馏、重结晶、

萃取、干燥、层析、减压蒸馏、水蒸气蒸馏和无水操作等；培养学生能以小量规模正

确地进行制备、分离提纯和鉴定产品的能力；培养学生能初步查阅文献资料并写出合

格的实验报告；培养学生良好的实验工作方法和工作习惯，以及实事求是的、严谨的

科学态度。 

通过实验，使学生加深对有机化学基本理论的理解，提高学生动手能力以及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有机化学实验一般知识和安全教育  3  必修 

2 常用玻璃器皿的辨识、洗涤及保养 验证性 2 1 必修 

3 熔点测定 验证性 3 1 必修 

4 蒸馏和沸点的测定 验证性 3 1 必修 

5 水溶剂重结晶 综合性 3 1 必修 

6 有机溶剂重结晶 综合性 3 1 必修 

7 环己烯的制备（测折光率） 综合性 6 1 必修 



 283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8 溴乙烷的制备 综合性 5 1 必修 

9 乙酰基二茂铁的制备 综合性 6 1 必修 

10 三苯甲醇的制备 设计性 7 1 必修 

11 己二酸的制备 综合性 3 1 必修 

12 己二酸二乙酯的制备 综合性 5 1 必修 

13 基本操作技术综合演练 综合性 2 1 必修 

14 正丁醚的制备 综合性 5 1 选修 

15 对甲基苯乙酮的制备 综合性 6 1 选修 

16 二苯醚的制备 综合性 3 1 选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有机化学实验一般知识和安全教育 

1. 教学内容 

  有机化学实验安全知识；有机化学实验的一般知识，包括基本操作和实验技术；

实验报告的要求和基本格式 

2. 教学目标 

  了解安全知识及紧急事故处理办法； 

  学习有机实验基本操作和实验技术 

实验项目 2：常用玻璃器皿的辨识、洗涤及保养 

1. 教学内容 

  领取、辨识仪器；练习各种洗涤方法 

2. 教学目标 

  识别有机化学实验中常用的玻璃仪器； 

  掌握各种玻璃器皿的洗涤方法 

实验项目 3：熔点测定 

1. 教学内容 

  测定 2 个样品的熔点 

2. 教学目标 

  掌握有机化合物的熔点测定方法 

实验项目 4：蒸馏和沸点的测定 

1. 教学内容 

  蒸馏乙酸乙酯等有机溶剂，并测定沸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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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学目标 

  掌握蒸馏及分离、提纯液体混合物的方法； 

  掌握常量法测沸点 

实验项目 5：水溶剂重结晶 

1. 教学内容 

  水作溶剂，重结晶乙酰苯胺或苯甲酸 

2. 教学目标 

  掌握用水作溶剂的固体有机化合物重结晶的方法 

实验项目 6：有机溶剂重结晶 

1. 教学内容 

      70%乙醇作溶剂，重结晶萘 

2. 教学目标 

      掌握用有机溶剂重结晶固体有机物的方法 

实验项目 7：环己烯的制备（测 nd20） 

1. 教学内容 

  环己醇脱水制备，并分离提纯环己烯，并测定折光率 

2. 教学目标 

  掌握环己烯的制备方法 

  掌握分馏技术 

  掌握折光率的测定方法 

实验项目 8：溴乙烷的制备 

1. 教学内容 

  用乙醇制备并分离提纯溴乙烷 

2. 教学目标 

  掌握溴乙烷的制备方法 

  掌握低沸点液体蒸馏方法 

实验项目 9：乙酰基二茂铁的制备 

1. 教学内容 

  用二茂铁和醋酐反应制备乙酰基二茂铁，TLC 和柱层析 

2. 教学目标 

  掌握傅－克反应制备芳香酮的原理和方法 

  掌握电磁搅拌器的使用方法 

  掌握层析技术 

实验项目 10：三苯甲醇的制备 

1.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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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位制备苯基溴化镁，并设计合理路线合成三苯甲醇 

2. 教学目标 

  掌握三苯甲醇的制备原理及方法； 

  了解无水操作； 

  掌握低沸点易燃液体的蒸馏 

实验项目 11：己二酸的制备 

1. 教学内容 

  利用硝酸把环己醇氧化成己二酸 

2. 教学目标 

  了解由环己醇氧化制备己二酸的方法； 

  掌握有机氧化反应的一般概念和进行合成的正确操作 

实验项目 12：己二酸二乙酯的制备 

1. 教学内容 

  己二酸与乙醇发生酸催化酯化反应，制备己二酸二乙酯 

2. 教学目标 

  掌握己二酸二乙酯的制备原理和方法； 

  掌握分水器的使用方法； 

  掌握减压蒸馏等操作 

实验项目 13：基本操作技术综合演练 

1. 教学内容 

  包括熔点测定、蒸馏、重结晶、萃取、干燥、层析、测定折光率、油水分离技

术等 

2. 教学目标 

  检验学习效果，纠正错误和不规范的操作行为 

实验项目 14：正丁醚的制备 

1. 教学内容 

  通过正丁醇的分子间脱水制备正丁醚 

2. 教学目标 

  掌握正丁醚的制备原理和方法 

  掌握正确使用分水器 

实验项目 15：对甲基苯乙酮的制备 

1. 教学内容 

  用甲苯和醋酐反应制备对甲基苯乙酮 

2. 教学目标 

  掌握傅－克反应制备芳酮的原理和方法 

  掌握电磁搅拌器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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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6：二苯醚的制备 

1. 教学内容 

  使用微波反应器，通过苯酚与碘苯的 ullmann 反应制备二苯醚 

2. 教学目标 

  了解有机实验新技术—微波技术 

  掌握薄板层析技术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 实验报告： 

实验报告的内容应包括实验目的、实验原理、实验步骤（流程图）、实验主要装

置图、数据记录与处理、结果与讨论、有关实验习题、总结对实验的体会和改进等内

容。报告版面清晰，条理清楚；图表正确美观，比例协调；数据处理完整准确；回答

问题言简意赅。 

2. 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主要采取平时实验和期终考试相结合。 

（2）实验成绩包括平时成绩和考试成绩两部分，各占比重 70%和 30%。平时成

绩按每次实验的预习 20%、实验操作 40%、实验报告 30%和实验结果 10%进行综合

评定。考试成绩是闭卷操作考试。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 普通玻璃仪器和磨口玻璃仪器 各 120 套 

2. 电热恒温干燥箱 12 台 

3. 循环水泵 24 台 

4. 旋片式真空泵 6 台 

5. 显微熔点测定仪 3 台 

6. 阿贝折光仪 6 台 

7. 旋转薄膜蒸发器 6 台 

8. 紫外分析仪 6 台 

9. 电磁搅拌器 120 台 

10. 层析柱 100 根 

11. 恒速电动搅拌器 60 台 

12. 微波反应器 6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 教材：《有机化学实验》（第二版），曹健，郭玲香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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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考书：《有机化学实验（第四版）》，华南师大、东北师大、苏州大学、广西师大、

上海师大合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 

 

 

 

执 笔 人：赵   蓓   

审 批 人：姚英明    

完成时间： 201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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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原理实验》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NANA2059                    课程学分：1.00 

课程名称（中/英）：化工原理实验/Experiments of Unit operation                

课程学时： 36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纳米 

实验室名称：化工原理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化工原理实验是根据教育计划制定的一门独立专业必修课。根据专业不同、培养

计划的不同，设置的学时数有 72 学时、36 学时和 18 学时。化工原理实验的实验内

容涵盖了流体传输、分离过程和传递过程等多个单元操作实验内容。 

化工原理实验课程设置的目的是为各专业的学生在学习化工原理（单元操作）之

外，结合相关的理论知识，学习多种单元操作实践，并在实验基础上能够对单元操作

机及其相关工艺设备有基本了解，甚至能够在实验基础上进行基础性的工艺探索。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1 离心泵性能特性曲线测定实验 验证性 3 2 必修 

2 流体流动阻力测定实验 综合性 6 2 必修 

3 总传热系数测定及换热器基本设计实验 综合性 3 2 选修 

4 对流给热系数测定实验 验证性 6 2 必修 

5 精馏塔效率的测定 综合性 6 2 选修 

6 特殊体系特种精馏的操作及塔效率测定实验 综合性 6 2 必修 

7 恒压过滤速率曲线测定实验 验证性 6 2 必修 

8 特殊体系恒压过滤速率曲线测定实验 综合性 6 2 选修 

9 干燥速率曲线的测定实验 综合性 6 2 必修 



 289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离心泵性能特性曲线测定实验 

（1） 实验内容：离心泵的操作和离心泵性能特性曲线的测定 

（2） 实验要求： 

1）．了解离心泵结构与特性，学会离心泵的操作。 

2）．测定恒定转速条件下离心泵的有效扬程（H）、轴功率（N）、以及总效率（η ）

与有效流量（V）之间的曲线关系。 

3）．测定改变转速条件下离心泵的有效扬程（H）、轴功率（N）、以及总效率（η ）

与有效流量（V）之间的曲线关系。 

4）．测定串联、并联条件下离心泵的有效扬程（H）、轴功率（N）、以及总效率

（η ）与有效流量（V）之间的曲线关系。 

5）．掌握离心泵流量调节的方法（阀门、转速和泵组合方式）和涡轮流量传感器

及智能流量积算仪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6）．学会轴功率的两种测量方法：马达天平法和扭矩法。 

7）．了解电动调节阀、压力传感器和变频器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8）．学会化工原理实验软件库（组态软件 MCGS 和 VB 实验数据处理软件系统）

的使用。 

实验项目 2：流体流动阻力测定实验 

（1） 实验内容：直管、局部阻力的测定方法 

（2） 实验要求： 

1）．掌握流体流经直管和阀门时阻力损失的测定方法，通过实验了解流体流动

中能量损失的变化规律。  

    2）．测定直管摩擦系数λ 与雷诺准数 Re 的关系，将所得的λ ~Re 方程与经验公

式比较。  

    3）．测定流体流经阀门时的局部阻力系数ξ 。  

    4）．学会倒 U 形差压计、 1151 差压传感器、Pt100 温度传感器和转子流量计的

使用方法。  

    5）．观察组成管路的各种管件、阀门，并了解其作用。 

 6）．掌握化工原理实验软件库（组态软件 MCGS 和 VB 实验数据处理软件系统）

的使用。 

实验项目 3：总传热系数的测定及换热器基本设计实验 

（1） 实验内容：测定冷水-热水在列管式换热器中的总传热系数测定并在给定条件

下进行换热器的基本设计 

（2） 实验要求： 

1）．观察列管式换热器的基本结构，探讨换热器类型对传热系数计算的影响。 

2）．测定冷水和热水在列管式换热器中传热的总传热系数的测定。 

3）．考查冷流体和热流体的相对流量变化对总传热系数的影响。 

4）．在测得总传热系数的基础上，在给定的热流体和冷流体流量和温度的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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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列管式换热器的基本设计。 

5）．掌握热电阻（偶）测温方法； 

6）．掌握涡轮流量传感器和智能流量积算仪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7）．了解电动调节阀、压力传感器和变频器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8）．掌握化工原理实验软件库（组态软件 MCGS 和 VB 实验数据处理软件系统）

的使用。 

实验项目 4：对流给热系数测定实验 

（1） 实验内容：测定水-蒸气和空气-蒸气体系的对流给热系数 

（2） 实验要求： 

1）．观察水蒸气在水平管外壁上的冷凝现象； 

2）．测定空气或水在圆形直管内强制对流给热系数； 

3）．测定蒸汽在水平管外冷凝给热系数； 

4）．掌握热电阻（偶）测温方法； 

5）．掌握计算机自动控制调节流量的方法； 

6）．掌握涡轮流量传感器和智能流量积算仪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7）．了解电动调节阀、压力传感器和变频器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8）．掌握化工原理实验软件库（组态软件 MCGS 和 VB 实验数据处理软件系统）

的使用。 

实验项目 5：精馏塔效率的测定实验 

实验内容：实验内容： 

1）测定指定条件下，实验用连续精馏塔的全塔效率，部分同学可增加测定塔的

单板效率内容；  

    2）研究回流比改变对塔性能的影响；       

    3）对 10-15％（ m％）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200ml 的塔顶馏出液采出量。 

  实验要求： 

1）了解精馏装置的基本流程、设备及操作方法；   

    2）学习精馏塔全塔效率及个别塔板效率测定方法；   

    3）理解回流比，温度，蒸汽压力 等对精馏塔性能的影响，观察塔内流体流动的

现象及传质现象。   

实验项目 6：特殊体系特种精馏操作及塔效率、塔板效率的测定实验 

实验内容：实验内容： 

1）测定指定条件下，实验用连续精馏塔的全塔效率和塔板效率  

2）研究回流比改变对塔性能的影响； 

3）对 10-15％（ m％）的乙醇/水进行精馏操作，在全回流，连续进料连续出料

条件下，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200ml 的塔顶馏出液采出量。 

4）对丁醇水（水含量 10%）体系进行共沸精馏，在全回流条件下在塔顶取得 200ml

采出量，塔釜内丁醇的水含量低于 1%。 

5）对乙醇-水-乙二醇三元体系进行萃取精馏，在塔顶获取 200ml 采出量，乙醇

的浓度大于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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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要求： 

1) 了解精馏装置，包括筛板式精馏塔、填料精馏塔的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 

2) 掌握常规全回流，连续精馏的的基本操作流程。   

    3）学习精馏塔在全回流和连续精馏套件下全塔效率及个别塔板效率测定方法；   

4）理解回流比，温度，蒸汽压力 等对精馏塔性能的影响，观察塔内流体流动的

现象及传质现象。 

5）了解特种精馏（共沸精馏和萃取精馏）的基本原理和应用场合，学会基本的

特种精馏体系的测定。 

实验项目 7：恒压过滤常数的测定实验 

（1）实验内容：在特定条件下，通过过滤分离水中悬浮的碳酸钙的恒压过滤常

数，学习板框式压滤机的结构和操作。。 

   （2）实验要求： 

1）． 熟悉板框压滤机的构造和操作方法； 

2）． 通过恒压过滤实验,验证过滤基本原理； 

3）．学会测定过滤常数 K、qe、τ e及压缩性指数 S 的方法； 

4）．了解操作压力对过滤速率的影响； 

5）．了解压力定值调节阀和滤液量自动测量仪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6）． 学会化工原理实验软件库（组态软件 MCGS 和 VB 实验数据处理软件系统）

的使用。 

实验项目 8 ：特殊体系恒压过滤速率曲线测定实验 

（1）实验内容： 

1）了解恒压过滤体系的基本原理和操作规程 

2）了解板框式压滤机的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 

3）了解高粘度、低固含量、特殊滤饼条件下恒压过滤体系的基本设计 

   （2）实验要求： 

1）．熟悉板框压滤机的构造和操作方法； 

2）．通过恒压过滤实验,验证过滤基本原理； 

3）．学会测定过滤常数 K、qe、τ e及压缩性指数 S 的方法； 

4）．了解操作压力对过滤速率的影响； 

5）．了解压力定值调节阀和滤液量自动测量仪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6）．对高粘度、低固含量、特殊滤饼过滤体系进行基本设计，并进行试验操作，

测量过滤常数 K、qe、τ e及压缩性指数 S 

7）．学会化工原理实验软件库（组态软件 MCGS 和 VB 实验数据处理软件系统）

的使用。 

实验项目 9：干燥速率曲线的测定 

（1）实验内容： 

在指定的条件下测定热空气对吸水毛毡的干燥速率曲线；了解厢式干燥、流化干

燥和喷雾干燥的基本原理和适用领域 

   （2）实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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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熟悉常压洞道式（厢式）干燥器的构造和操作； 

2）测定在恒定干燥条件（即热空气温度、湿度、流速不变、物料与气流的接

触方式不变）下的湿物料干燥曲线和干燥速率曲线； 

3）测定该物料的临界湿含量 X0；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考核方式分为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两部分内容，平时成绩占 70%，期末考试成绩

占 30%。平时成绩主要是根据平时实验态度、实验操作和实验报告综合评定。实验报

告必须符合要求，内容包括实验名称、实验原理、装置图、操作要点、实验现象与解

释、结果与讨论、意见和建议等。期末考试将以笔试进行，考核对开设各个实验的实

验原理、实验操作、实验注意事项等的掌握情况。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 离心泵性能特性曲线测定实验  4 台 

2. 流体流动阻力测定实验    4 台 

3. 对流给热系数测定实验    2 台 

4.传热系数测定实验      4 台 

5. 精馏实验        2 台 

6. 萃取实验        2 台 

7. 填料吸收塔及吸收实验    2 台 

8. 过滤实验        4 台 

9. 干燥速率曲线的测定实验    4 台 

10. 演示实验       3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化工原理实验. 程振平等，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3 

高分子化学实验 ，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 

2.参考书： 

《化工原理实验》杨祖荣等，化学工业出版社，2010.08 

《化工原理实验》顾静芳,陈桂娥  化学工业出版社，2015.01 

《化工原理实验》梁亮 主编 中国石化出版社。2015.01 

《化工原理实验》，汪学军 李岩梅 ，化学工业出版社，2009 

                                              

执 笔 人：夏雪伟   

审 批 人：姚英明  
 

完成时间：2016.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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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用化学（上）》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NURG1001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医用化学（上）/ Medical Chemistry  

课程学时： 72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护理专业 

实验室名称：公共化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加强对所学基本理论、知识的理解；学会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的基本方法和常用

仪器的操作技能；提高细致观察和记录实验现象，归纳、综合处理实验数据的能力；

培养严谨的科学态度和良好的实验作风，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试剂取用和试管操作 验证性 3 1 必开 

2 分析天平的使用 验证性 3 1 必开 

3 氯化钠的提纯 综合性 3 1 必开 

4 水溶液中的解离平衡 验证性 3 1 必开 

5 配合物的生成和性质 验证性 3 1 必开 

6 化学反应速度和活化能 验证性 3 1 必开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试剂取用和试管操作 

1.教学内容 

 “三色杯”实验，“蓝瓶子”实验，硫酸铜脱水实验和“无色管”实验。 

2.教学目标 

（1）了解固体和液体试剂取用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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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试管操作的规则 

（3）掌握固体和液体试剂的取用方法，振荡试管和加热试管中固体和液体的方

法。 

实验项目 2：分析天平的使用 

1.教学内容 

练习测定分析天平的零点、灵敏度以及用差减法称量样品。用减量法从称量瓶中

准确称量出规定量的固体试样（称准到小数后第四位）。 

2.教学目标 

（1）了解分析天平的结构 

（2）熟悉分析天平使用规则 

（3）掌握分析天平的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3：氯化钠的提纯 

1.教学内容 

粗食盐溶解；除杂质离子；浓缩结晶后检验产品纯度      

2.教学目标 

（1）了解关于化学试剂的基本知识 

（2）熟悉化学试剂制备及提纯的基本方法 

（3）掌握溶解 、加热、过滤、蒸发、结晶和干燥等基本操作  

实验项目 4：水溶液中的解离平衡 

1.教学内容 

同离子效应、缓冲溶液的配制和性质、盐的水解、溶度积原理的应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同离子效应和盐类水解平衡及影响因素 

（2）熟悉沉淀的生成、溶解及转化条件和离心分离操作 

（3）掌握缓冲溶液的配制    

实验项目 5：配合物的生成和性质 

1.教学内容 

配离子和简单离子的比较；配离子稳定性的比较；配位离解平衡的移动 

2.教学目标 

（1）了解配合物的一些应用 

（2）熟悉配位离解平衡与其它平衡之间的关系 

（3）掌握影响配离子稳定性的因素    

实验项目 6：化学反应速度和活化能 

1.教学内容 

试验浓度对化学反应速度的影响并求反应级数，试验温度对化学反应速度的影响

并求活化能，试验催化剂对反应速度的影响。 

2.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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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化学反应速度和活化能的概念 

（2）熟悉影响化学反应速度的因素 

（3）掌握测定反应级数、反应速率常数及反应活化能的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明确实验目的，写明实验原理、实验步骤，强化实验注意事项，回

答有关实验习题，总结对实验的体会和改进。  

2.考核方式：实验成绩包括平时成绩和考试成绩两部分，各占比重 70%和 30%。

平时成绩按每次实验的预习、实验操作、实验报告、实验结果及卫生值日等综合评定。

考试成绩包括理论考试和操作考试两部分。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常用仪器 台套 

电子分析天平（0.001g） 42 

酸度计 48 

721 分光光度计 20 

循环水真空泵 14 

数字贝克曼温度计 15 

数字恒温控温器 15 

玻璃恒温水浴 15 

台式低速离心机 6 

电子天平（台秤 0.1g）  20 

全自动流水式制冰机 1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基础化学实验》虞虹主编 

2、参考书：《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南京大学出版社 

 

 

 

执 笔 人：朱琴玉   

审 批 人：姚英明    

完成时间： 201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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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用化学（下）》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NURG1004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医用化学/ Medical Chemistry II 

课程学时： 72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护理专业 

实验室名称：公共化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使学生掌握有机化学实验的基本技能，熟悉各种官能团的化学性质，培养学生良

好的实验习惯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通过实验，使学生加深对有机化学基本概念和

理论的理解，增强学生独立工作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熔点的测定 验证性 3 1 必开 

2 常压蒸馏及沸点的测定 验证性 3 1 必开 

3 乙酰苯胺的重结晶 验证性 3 1 必开 

4 阿司匹林——乙酰水杨酸的制备 综合性 3 1 必开 

5 呋喃甲醇和呋喃甲酸的制备（萃取） 综合性 6 1 必开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熔点的测定 

1.教学内容 

测定苯甲酸、尿素、苯甲酸-尿素混合物熔点 

2.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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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测定熔点的意义 

（2）熟悉影响溶度测定结果的因素 

（3）掌握测定熔点的方法 

实验项目 2：常压蒸馏及沸点的测定  

1.教学内容 

常量法蒸馏工业乙醇；微量法测定丙酮和一未知物的沸点 

2.教学目标 

（1）了解常压蒸馏及沸点测定的原理及意义 

（2）熟悉常量法（即蒸馏法）和微量法测定沸点的操作方法 

（3）掌握利用常压蒸馏来分离和提纯液体有机化合物的操作技术。 

实验项目 3： 乙酰苯胺的重结晶 

1.教学内容 

 用重结晶的方法提纯固体乙酰苯胺：溶解和脱色，过滤和结晶，抽滤和洗涤，

晶体收集。 

2.教学目标 

（1）了解重结晶的原理 

（2）熟悉选择重结晶溶剂的原则 

（3）掌握固体有机化合物的重结晶的基本操作  

实验项目 4：阿司匹林——乙酰水杨酸的制备 

1.教学内容 

 利用酰化反应制备阿司匹林，提纯，产品纯度检验。 

2.教学目标 

（1）了解酰化反应制备乙酰水杨酸的原理 

（2）熟悉用混合溶剂进行重结晶的方法 

（3）掌握制备的产品的合成过程，提纯操作和纯度检验  

实验项目 5：呋喃甲醇和呋喃甲酸的制备（萃取） 

1.教学内容 

以呋喃甲醛为原料，通过合成，萃取，蒸馏等操作制备分离出呋喃甲醛和呋喃甲

酸 

2.教学目标 

（1）了解芳杂环衍生物的性质 

（2）熟悉从反应产物中分离提取有机醇和酸的一般操作方法 

（3）掌握呋喃甲醛在浓碱作用下进行 Cannizzaro 反应制备呋喃甲醇和呋喃甲酸

的操作过程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明确实验目的，写明实验原理、实验步骤，强化实验注意事项，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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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有关实验习题，总结对实验的体会和改进。  

2.考核方式：实验成绩包括平时成绩和考试成绩两部分，各占比重 70%和 30%。

平时成绩按每次实验的预习、实验操作、实验报告、实验结果及卫生值日等综合评定。

考试成绩包括理论考试和操作考试两部分。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常用仪器 台套 

电子分析天平（0.001g） 42 

酸度计 48 

721 分光光度计 20 

循环水真空泵 14 

数字贝克曼温度计 15 

数字恒温控温器 15 

玻璃恒温水浴 15 

台式低速离心机 6 

电子天平（台秤 0.1g）  20 

全自动流水式制冰机 1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基础化学实验》虞虹主编 

2、参考书：《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南京大学出版社 

 

 

 

 

 

 

执 笔 人：朱琴玉   

审 批 人：姚英明    

完成时间： 201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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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化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PHAR1038、PHAR1077             课程学分：4 

课程名称（中/英）：无机化学/ Inorganic Chemistry 

课程学时： 84                            实验学时：30 

适用专业：药学、中药、生药 

实验室名称：公共化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加强对所学基本理论、知识的理解；学会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的基本方法和常用

仪器的操作技能；提高细致观察和记录实验现象，归纳、综合处理实验数据的能力；

培养严谨的科学态度和良好的实验作风，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试剂取用

和试管操

作 

验证性 3 1 必开 

2 分析天平

的使用 

验证性 3 1 必开 

3 氯化钠的

提纯 

综合性 3 1 必开 

4 水溶液中

的解离平

衡 

验证性 3 1 必开 

5 醋酸标准

解离常数

和解离度

的测定 

综合性 3 1 必开 

6 醋酸的电

位滴定 

综合性 3 1 必开 

7 配合物的 验证性 3 1 必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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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和性

质 

8 氧化还原 验证性 3 1 必开 

9 铁的比色

测定 

验证性 3 1 必开 

10 化学反应

速度和活

化能 

验证性 3 1 必开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试剂取用和试管操作 

1.教学内容 

 “三色杯”实验，“蓝瓶子”实验，硫酸铜脱水实验和“无色管”实验。 

2.教学目标 

（1）了解固体和液体试剂取用的规则 

（2）熟悉试管操作的规则 

（3）掌握固体和液体试剂的取用方法，振荡试管和加热试管中固体和液体的方

法。 

实验项目 2：分析天平的使用 

1.教学内容 

练习测定分析天平的零点、灵敏度以及用差减法称量样品。用减量法从称量瓶中

准确称量出规定量的固体试样（称准到小数后第四位）。 

2.教学目标 

（1）了解分析天平的结构 

（2）熟悉分析天平使用规则 

（3）掌握分析天平的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3：氯化钠的提纯 

1.教学内容 

粗食盐溶解；除杂质离子；浓缩结晶后检验产品纯度      

2.教学目标 

（1）了解关于化学试剂的基本知识 

（2）熟悉化学试剂制备及提纯的基本方法 

（3）掌握溶解 、加热、过滤、蒸发、结晶和干燥等基本操作  

实验项目 4：水溶液中的解离平衡 

1.教学内容 

同离子效应、缓冲溶液的配制和性质、盐的水解、溶度积原理的应用 

2.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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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同离子效应和盐类水解平衡及影响因素 

（2）熟悉沉淀的生成、溶解及转化条件和离心分离操作 

（3）掌握缓冲溶液的配制   

实验项目 5：醋酸标准解离常数和解离度的测定 

1.教学内容 

配制不同浓度的醋酸溶液,用 pH 计测定各溶液的 pH 值，计算醋酸的标准解离常

数和解离度。  
2.教学目标 

（1）了解酸度计的原理 

（2）熟悉标准解离常数和解离度的测定原理 

（3）掌握酸度计测定标准解离常数和解离度的方法和数据处理。 

实验项目 6：醋酸的电位滴定 

1.教学内容 

用 NaOH 标准溶液滴定 HAc溶液的酸碱电位滴定过程中，以玻璃电极为指示电极，

饱和甘汞电极为参比电极，组成原电池。测定滴定过程中 pH值,绘制 pH-V曲线，计

算醋酸的浓度。 

2.教学目标 

（1）了解电位滴定的原理 

（2）熟悉电位滴定曲线绘制的方法 

（3）掌握酸碱电位滴定的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 7：配合物的生成和性质 

1.教学内容 

配离子和简单离子的比较；配离子稳定性的比较；配位离解平衡的移动 

2.教学目标 

（1）了解配合物的一些应用 

（2）熟悉配位离解平衡与其它平衡之间的关系 

（3）掌握影响配离子稳定性的因素。 

实验项目 8：氧化还原 

1.教学内容 

测定原电池的电动势，比较电极电势的高低，常见的氧化剂和还原剂的反应，影

响氧化还原反应的因素。 

2.教学目标 

（1）了解化学电池的电动势 

（2）熟悉常用氧化剂和还原剂的反应 

（3）掌握电极的本性及点对的氧化型或还原型物质的浓度、介质的酸度对电极

电势、氧化还原反应的方向、产物、速率的影响。  

实验项目 9：铁的比色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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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内容 

测定总铁和亚铁的浓度 

2.教学目标 

（1）了解分光光度计的性能、结构及使用方法 

（2）熟悉标准曲线的绘制 

（3）掌握比色法测定的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 10：化学反应速度和活化能 

1.教学内容 

试验浓度对化学反应速度的影响并求反应级数，试验温度对化学反应速度的影响

并求活化能，试验催化剂对反应速度的影响。 

2.教学目标 

（1）了解化学反应速度和活化能的概念 

（2）熟悉影响化学反应速度的因素 

（3）掌握测定反应级数、反应速率常数及反应活化能的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明确实验目的，写明实验原理、实验步骤，强化实验注意事项，回

答有关实验习题，总结对实验的体会和改进。  

2.考核方式：实验成绩包括平时成绩和考试成绩两部分，各占比重 70%和 30%。

平时成绩按每次实验的预习、实验操作、实验报告、实验结果及卫生值日等综合评定。

考试成绩包括理论考试和操作考试两部分。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常用仪器 台套 

电子分析天平（0.001g） 42 

酸度计 48 

721分光光度计 20 

循环水真空泵 14 

数字贝克曼温度计 15 

数字恒温控温器 15 

玻璃恒温水浴 15 

台式低速离心机 6 

电子天平（台秤 0.1g）  20 

全自动流水式制冰机 1 

 

六、教材及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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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材：《基础化学实验》虞虹主编 

2、参考书：《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南京大学出版社 

 

执 笔 人：朱琴玉   

审 批 人：姚英明    

完 成 时 间： 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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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化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PHAR1039、PHAR1079               课程学分：6.5 

课程名称（中/英）：有机化学/ Organic Chemistry  

课程学时： 144                             实验学时：54 

适用专业：药学、中药、生药 

实验室名称：公共化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使学生掌握有机化学实验的基本技能，熟悉各种官能团的化学性质，培养学生良

好的实验习惯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通过实验，使学生加深对有机化学基本概念和

理论的理解，增强学生独立工作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熔点的测

定 

验证性 3 1 必开 

2 常压蒸馏

及沸点的

测定 

验证性 3 1 必开 

3 乙酰苯胺

的重结晶 

验证性 3 1 必开 

4 阿司匹林

——乙酰

水杨酸的

制备 

综合性 3 1 必开 

5 呋喃甲醇

和呋喃甲

酸的制备

(萃取) 

综合性 6 1 必开 

6 防腐剂—

—苯甲酸

综合性 6 1 必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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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备 

7 烷、烯、

炔及芳烃

的性质 

验证性 3 1 必开 

8 醇、酚、

醛、酮的

化学性质 

验证性 3 1 必开 

9 立体异构

模型作业 

验证性 3 1 必开 

10 羧酸及其

衍生物的

化学性质 

验证性 3 1 必开 

11 氨基酸的

纸色谱 

验证性 3 1 必开 

12 茶叶中咖

啡因的提

取 

综合性 6 1 必开 

13 樟脑的还

原反应 

综合性 3 1 必开 

14 乙酸乙酯

的制备 

综合性 6 1 必开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熔点的测定  

1.教学内容 

测定苯甲酸、尿素、苯甲酸-尿素混合物熔点 

2.教学目标 

（1）了解测定熔点的意义 

（2）熟悉影响溶度测定结果的因素 

（3）掌握测定熔点的方法 

实验项目 2：常压蒸馏及沸点的测定  

1.教学内容 

常量法蒸馏工业乙醇；微量法测定丙酮和一未知物的沸点 

2.教学目标 

（1）了解常压蒸馏及沸点测定的原理及意义 

（2）熟悉常量法（即蒸馏法）和微量法测定沸点的操作方法 

（3）掌握利用常压蒸馏来分离和提纯液体有机化合物的操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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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3： 乙酰苯胺的重结晶 

1.教学内容 

 用重结晶的方法提纯固体乙酰苯胺：溶解和脱色，过滤和结晶，抽滤和洗涤，

晶体收集。 

2.教学目标 

（1）了解重结晶的原理 

（2）熟悉选择重结晶溶剂的原则 

（3）掌握固体有机化合物的重结晶的基本操作  

实验项目 4：阿司匹林——乙酰水杨酸的制备 

1.教学内容 

 利用酰化反应制备阿司匹林，提纯，产品纯度检验。 

2.教学目标 

（1）了解酰化反应制备乙酰水杨酸的原理 

（2）熟悉用混合溶剂进行重结晶的方法 

（3）掌握制备的产品的合成过程，提纯操作和纯度检验  

实验项目 5：呋喃甲醇和呋喃甲酸的制备(萃取) 

1.教学内容 

以呋喃甲醛为原料，通过合成，萃取，蒸馏等操作制备分离出呋喃甲醛和呋喃甲

酸 

2.教学目标 

（1）了解芳杂环衍生物的性质 

（2）熟悉从反应产物中分离提取有机醇和酸的一般操作方法 

（3）掌握呋喃甲醛在浓碱作用下进行 Cannizzaro 反应制备呋喃甲醇和呋喃甲酸

的操作过程  

实验项目 6： 防腐剂——苯甲酸的制备 

1.教学内容 

 用高锰酸钾氧化甲苯制备苯甲酸 

2.教学目标 

（1）了解芳烃氧化反应的原理 

（2）熟悉芳烃氧化反应的条件 

（3）掌握用甲苯氧化制备苯甲酸的方法 

实验项目 7： 烷、烯、炔及芳烃的性质 

1.教学内容 

验证烷、烯、炔及芳烃主要化学性质 

2.教学目标 

（1）熟悉烷、烯、炔及芳烃性质 

（2）掌握性质的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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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8： 醇、酚、醛、酮的化学性质  

1.教学内容 

比较醇和酚之间化学性质上的差异，认识烃基与羟基的相互影响；掌握鉴别醛和

酮的化学方法。 醇酚的酸性实验;  氧化反应;  醇的脱水反应; 酚与三氯化铁

作用;  苯酚的溴代;  醛、酮与 2,4－二硝基苯肼的加成;  α －H的活泼性：碘仿反

应 

2.教学目标 

（1）了解烃基与羟基的相互影响 

（2）熟悉醇、酚、醛、酮化学性质 

（3）掌握鉴别醛和酮的化学方法  

 

实验项目 9： 立体异构模型作业 

1.教学内容 

进行模型作业，依次组成各异构体的模型 

2.教学目标 

（1）了解有机物分子的立体异构现象及结构特点 

（2）熟悉有机物异构现象产生的原因 

（3）掌握顺、反异构体及旋光异构体的各自差异。  

实验项目 10： 羧酸及其衍生物的化学性质 

1.教学内容 

某些羧酸氧化还原性的比较；酸的酯化反应和羧酸衍生物的水解、醇解、氨解反

应；水杨酸和三氯化铁显色反应；乙酰乙酸乙酯与三氯化铁和溴水作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某些取代羧酸的性质和互变异构现象 

（2）熟悉羧酸及其衍生物的主要化学性质 

（3）掌握羧酸衍生物性质的变化规律   

实验项目 11：氨基酸的纸色谱 

1.教学内容 

学习用纸色谱法分离，鉴定氨基酸 

2.教学目标 

（1）了解色谱法分离，鉴定氨基酸的原理 

（2）熟悉色谱法分离，鉴定氨基酸的方法 

（3）掌握纸色谱分离和鉴定混合的氨基酸的操作技术 

实验项目 12：茶叶中咖啡因的提取 

1.教学内容 

从茶叶中提取粗咖啡因；粗咖啡因的纯化和鉴定 

2.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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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茶叶中咖啡因的提取原理 

（2）熟悉茶叶中咖啡因的提取方法 

（3）掌握掌握用升华法提纯化合物的方法  

实验项目 13：樟脑的还原反应 

1.教学内容 

用硼氢化钠还原樟脑，再用薄层层析法分离产品 

2.教学目标 

（1）了解用硼氢化钠还原樟脑的原理、应用范围及立体化学 

（2）熟悉用硼氢化钠还原樟脑的操作方法 

（3）掌握薄层层析在合成反应中的应用。  

实验项目 14：乙酸乙酯的制备 

1.教学内容 

由乙醇和乙酸来合成乙酸乙酯；合成产物的精制 

2.教学目标 

（1）了解从有机酸合成酯的一般原理及方法 

（2）熟悉从有机酸合成酯的方法 

（3）掌握液态有机物的蒸馏、洗涤、干燥和分液漏斗的使用等基本操作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明确实验目的，写明实验原理、实验步骤，强化实验注意事项，回

答有关实验习题，总结对实验的体会和改进。  

2.考核方式：实验成绩包括平时成绩和考试成绩两部分，各占比重 70%和 30%。

平时成绩按每次实验的预习、实验操作、实验报告、实验结果及卫生值日等综合评定。

考试成绩包括理论考试和操作考试两部分。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常用仪器 台套 

电子分析天平（0.001g） 42 

酸度计 48 

721分光光度计 20 

循环水真空泵 14 

数字贝克曼温度计 15 

数字恒温控温器 15 

玻璃恒温水浴 15 

台式低速离心机 6 

电子天平（台秤 0.1g）  20 

全自动流水式制冰机 1 

 



 309 

六、 教材及参考书 

1、 教材：《基础化学实验》虞虹主编 

2、 参考书：《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南京大学出版社 

 

执 笔 人：朱琴玉   

审 批 人：姚英明    

完 成 时 间： 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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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化学（含仪器分析）》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PHAR1063、PHAR1083               课程学分：7.5 

课程名称（中/英）：分析化学（含仪器分析）/ Analyt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s 

课程学时： 162                            实验学时：54 

适用专业：药学、中药、生药 

实验室名称：基础化学实验室（二） 

一、课程简介 

加强对所学基本理论、知识的理解；学会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的基本方法和常用

仪器的操作技能；提高细致观察和记录实验现象，归纳、综合处理实验数据的能力；

培养严谨的科学态度和良好的实验作风，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分析天平的使用 验证性 3 1 必开 

2 酸碱溶液的配制和

比较滴定 

验证性 3 1 必开 

3 盐酸溶液的标定 验证性 3 1 必开 

4 硫酸铜中铜含量的

测定 

验证性 3 1 必开 

5 高锰酸钾溶液的配

制与标定 

验证性 3 1 必开 

6 过氧化氢含量的测

定（高锰酸钾法） 

验证性 3 1 必开 

7 水中钙、镁含量的测

定 

验证性 3 1 必开 

8 铵盐中含氮量的测

定 

验证性 3 1 必开 

9 混合碱含量的测定 综合性 3 1 必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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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取代基及溶剂对苯

的紫外吸收光谱的

影响 

研究性 3 2 必开 

11 氟离子选择电极测

定水中微量氟 

综合性 3 2 必开 

12 萘联苯菲的高效液

相色谱分析 

综合性 3 2 必开 

13 库仑滴定测定硫代

硫酸钠的浓度 

综合性 3 2 必开 

14 循环伏安判断电极

过程 

综合性 3 2 必开 

15 原子吸收光谱法测

定自来水中钙和镁 

综合性 3 2 必开 

16 乙酸乙酯和乙酸丁

酯的气相色谱分析 

综合性 3 2 必开 

17 醛和酮的红外分析 研究性 3 2 必开 

18 分子荧光法测定罗

丹明 B的含量 

综合性 3 2 必开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分析天平的使用 

1.教学内容 

练习测定分析天平的零点、灵敏度以及用差减法称量样品。用减量法从称量瓶中

准确称量出规定量的固体试样（称准到小数后第四位）。 

2.教学目标 

（1）了解分析天平的结构 

（2）熟悉分析天平使用规则 

（3）掌握分析天平的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2：酸碱溶液的配制和比较滴定 

1.教学内容 

配制 0.1mol/L HCl 溶液; 配制 0.1mol/L NaOH 溶液;酸碱溶液的比较滴定。 

2.教学目标 

（1）了解数理统计原理在分析化学中的应用 

（2）熟悉滴定分析的基本原理 

（3）掌握酸碱溶液的配制方法；练习滴定的基本操作和终点的判断。 

实验项目 3：盐酸溶液的标定 

1.教学内容 

用碳酸钠作为基准物质标定盐酸溶液的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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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基准物质的概念 

（2）熟悉数理统计处理在分析化学中的应用 

（3）掌握用基准物质标定盐酸浓度的方法 

实验项目 4：硫酸铜中铜含量的测定 

1.教学内容 

配制和标定硫代硫酸钠标准溶液，用间接碘量法测定硫酸铜中的铜含量。 

2.教学目标 

（1）了解间接碘量法的原理 

（2）熟悉碘量法的操作 

（3）掌握间接碘量法测定铜含量的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 5：高锰酸钾溶液的配制与标定 

1.教学内容 

间接法配制 0.02mol·L
-1

KMnO4 标准溶液，在酸性条件下，使用准确称取的

Na2C2O4 基准物标定高锰酸钾溶液，以高锰酸钾自身为指示剂标定高锰酸钾溶液的浓

度。 

2.教学目标 

（1）了解高锰酸钾测定法的原理 

（2）熟悉高锰酸钾法测定的条件 

（3）掌握高锰酸钾标准溶液的配制和标定方法。 

实验项目 6：过氧化氢含量的测定（高锰酸钾法） 

1.教学内容 

在酸性条件下，使用高锰酸钾标准溶液滴定稀释后的双氧水，测定双氧水中 H2O2

的含量（以质量浓度表示）,以高锰酸钾自身为指示剂。 

2.教学目标 

（1）了解高锰酸钾滴定法测定过氧化氢含量的原理 

（2）熟悉移液管、吸量管和容量瓶的正确使用方法 

（3）掌握高锰酸钾滴定法测定过氧化氢含量的方法 

实验项目 7：水中钙、镁含量的测定 

1.教学内容 

测定钙离子的含量；测定钙、镁离子的总量；计算镁离子的含量。 

2.教学目标 

（1）了解配位滴定法的基本原理和水的硬度的测定意义 

（2）熟悉铬黑 T 指示剂的使用条件和终点变化 

（3）掌握配位滴定方法和和常用的硬度表示方法 

实验项目 8：铵盐中含氮量的测定 

1.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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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醛溶液的处理和试样中含氮量的测定 

2.教学目标 

（1）了解甲醛法测定的原理 

（2）熟悉甲醛法测定的步骤 

（3）掌握铵盐中含氮量测定的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 9：混合碱含量的测定 

1.教学内容 

用双指示剂法测定混合碱的含量 

2.教学目标 

（1）了解双指示剂的测定原理 

（2）熟悉双指示剂测定混合碱的方法 

（3）掌握双指示剂测定混合碱的操作和数据处理  

 

实验项目 10：取代基及溶剂对苯的紫外吸收光谱的影响 

1.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2.教学目标 

（1）了解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的基本结构，并掌握其使用方法。 

（2）掌握以标准曲线法测定自来水中钙、镁含量的方法。 

实验项目 11：氟离子选择电极测定水中微量氟 

1.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2.教学目标 

（1）掌握用标准曲线法测定氟离子未知物质的浓度。 

（2）学习使用离子计。 

实验项目 12：萘联苯菲的高效液相色谱分析 

1.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2.教学目标 

    （1）理解反相色谱的优点及应用。 

    （2）掌握归一化定量方法。 

（3）了解高效液相色谱仪的结构，掌握其基本操作。 

实验项目 13：库仑滴定测定硫代硫酸钠的浓度 

1.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2.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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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掌握库仑滴定法的原理及化学指示剂指示终点的方法。 

    （2）应用法拉第定律求算未知物的浓度。  

实验项目 14：循环伏安判断电极过程 

1.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2.教学目标 

    （1）掌握用循环伏安法判断电极过程的可逆性。 

    （2）学会使用电化学工作站。 

    （3）测量峰电流和峰电位。  

实验项目 15：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自来水中钙和镁 

1.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2.教学目标 

    （1）了解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的基本结构，并掌握其使用方法。 

    （2）掌握以标准曲线法测定自来水中钙、镁含量的方法。 

实验项目 16：乙酸乙酯和乙酸丁酯的气相色谱分析 

1.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2.教学目标 

    （1）熟悉色谱分析的原理及色谱工作站的使用方法。 

    （2）掌握气相色谱仪操作方法与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的原理。 

    （3）用保留时间定性；用归一化法定量；用分离度对实验数据进行评价。 

实验项目 17：醛和酮的红外分析 

1.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2.教学目标 

    （1）掌握压片法和液膜法等制样方法。 

    （2）熟悉红外光谱仪结构及操作。 

    （3）利用所测红外光谱图进行结构分析。  

实验项目 18：分子荧光法测定罗丹明 B 的含量 

1.教学内容 

基本原理、实验内容、重点、难点。讲解仪器结构、演示使用方法、强调 

2.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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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测量荧光物质的激发光谱和荧光光谱。。 

    （2）熟悉 F-2500（日立）荧光光谱仪结构及操作。 

    （3）掌握荧光物质的定量测定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明确实验目的，写明实验原理、实验步骤，强化实验注意事项，回

答有关实验习题，总结对实验的体会和改进。  

2.考核方式：实验成绩包括平时成绩和考试成绩两部分，各占比重 70%和 30%。

平时成绩按每次实验的预习、实验操作、实验报告、实验结果及卫生值日等综合评定。

考试成绩包括理论考试和操作考试两部分。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常用仪器 台套 

电子分析天平（0.001g） 42 

酸度计 48 

721 分光光度计 20 

循环水真空泵 14 

数字贝克曼温度计 15 

数字恒温控温器 15 

玻璃恒温水浴 15 

台式低速离心机 6 

电子天平（台秤 0.1g）  20 

全自动流水式制冰机 1 

              自动电位滴定仪                        4 

              pH 计及离子计                         6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2 

             气相色谱仪                               4 

             可见分光光度计（扫描）                  2  

             液相色谱仪                                 2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扫描）                  3  

            核磁共振谱仪                                 2 

六、教材及参考书 

1、 教材：《基础化学实验》虞虹主编 

2、 参考书：《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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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 笔 人：朱琴玉  

审 批 人：姚英明   

完 成 时 间： 201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