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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基础实验》实验教学大纲 

(实验课程) 

◆课程编号：110051 

◆课程英文名称：Fundamental experiment of chemical engineer 

◆学分/学时：1学分/34学时 

◆课程类型： 通识通修课程         通识通选课程 

 学科基础必修课程    □√ E

A 学科(跨学科)选修课程 

 专业发展核心课程     专业发展拓展课程        集中实践课程 

◆适用专业（专业类）：二年级环境科学专业、环境工程专业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普通物理、物理化学、无机化学、有机化学、仪器分析 

 

一、课程简介与教学目标 

（一）课程简介 

《化工基础实验》是化学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化工基础实验属工程实验范畴，以解

决复杂的实际问题和工程问题为目的。化工基础实验与一般实验不同之处在于它具有明显的

工程特点。许多工程上复杂因素的分析，往往不能从理论上计算得到，须依据实验方法解决。

通过实验，能达到如下目的： 

1.验证有关化工单元操作的理论，巩固和加深对理论的认识、理解及综合运用； 

2.熟悉实验装置的结构、性能和流程，掌握一定的实验技能； 

3.通过对实验数据的分析、整理及关联，培养学生编写实验报告，处理一般工程问题和进行

科学研究的初步能力。 

（二）教学目标 

1.理解实验原理及实验方案，掌握正确操作规程； 

2.掌握各种仪器的使用方法，了解其性能参数、适应范围及注意事项等； 

3.培养学生从事实验研究的初步能力； 

4.掌握一些有关化学工程学的实验方法和实验技术； 

5.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的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教学方式与方法 

教学方式：实验教学。 

教学方法：课前实验预习、课上现场讲授与演示、实验实施、实验数据分析讨论、课后

完成实验报告。 

三、教学重点与难点 

（一）教学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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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课程教学的重点是流体流动与输送、流体测量、传热过程、传质过程、分离过程。 

（二）教学难点 

教学的难点是连续精馏分离、吸收分离、过滤、干燥等内容。 

四、学时分配计划 

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实验要求 实验类型 学时 

一 化工参数测量仪表及其使用方法 必修 基础性 4 

二 管路流体阻力的测定 必修 综合性 5 

三 液--液套管换热器总传热系数及膜系数的测定 必修 综合性 5 

四 连续填料精馏柱分离能力的测定 必修 综合性 5 

五 中空超滤纤维膜分离能力测定 必修 综合性 5 

六 填料塔吸收传质系数的测定 必修 综合性 5 

七 恒压过滤常数测定 必修 综合性 5 

八 固体流态化实验 选修 基础性 4 

九 离心泵的特性曲线测定 选修 基础性 4 

十 流化干燥速率曲线测定 选修 基础性 4 

十一 液体流量测量与流量计校验 选修 综合性 4 

十二 
连续精馏填料性能评比试验 选修 设计研究

性 
5 

十三 水-煤油-苯甲酸液－液转盘萃取 选修 综合性 5 

合计    60 

注：1.“实验要求”填写“必修”或“选修”； 

2.“实验类型”填写“演示性”“验证性”“综合性”“设计研究性”或“其它”； 

3. 学时“合计”数应大于或等于该实验课程总学时数。 

五、教材与教学参考书 

（一）教材 

《基础化学实验 4-物性参数与测定》，马志广、庞秀言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2009。 

（二）教学参考书 

1．《化学工程基础》，武汉大学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2．《化工基础实验》，冯亚云编，化学工业出版社，2000； 

3．《化工基础实验》，北京大学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4．《化学工程基础实验》，北京师范大学化学工程教研室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 

5．《化工基础实验》，武汉大学、兰州大学、复旦大学，高教出版社，2005。 

六、课程考核与成绩评定 

【考核类型】考试□√考查 

【考核方式】开卷□√闭卷项目报告/论文 

其它：（填写具体考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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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评定】平时成绩占 60-70%，考试成绩占 30-40%。 

七、课程内容概述 

 

实验一熟悉化工参数测量仪表及其使用方法 

（一）教学要求 

本实验为基本性实验，通过实验可使学生了解常用化工参数测量仪表的构造、原理和使用

方法。 

（二）知识点提示 

本实验主要介绍化工参数测量仪表及其使用方法，包括转子流量计、U 形压差计（包括

倒置 U形压差计）、真空表、压力表、孔板流量计、阿贝折光仪、分光光度计、高压氢气和

氮气钢瓶、湿式转子流量计、玻璃转子流量计、空气压缩机、量筒、容量瓶等的使用方法

和操作步骤。重点和难点为倒置 U 形压差计、高压氢气和氮气钢瓶以及分光光度计的使用

和操作步骤。 

（三）教学内容 

在化工生产过程中，化工参数的准确测量非常重要，因此必须能够正确使用化工参数

测量仪表才能保证参数测量的准确性。本实验主要介绍化工实验中经常使用到的各种测量

仪表，包括转子流量计、U 形压差计（包括倒置 U形压差计）、真空表、压力表、孔板流量

计、阿贝折光仪、分光光度计、高压氢气和氮气钢瓶、湿式转子流量计、玻璃转子流量计、

空气压缩机、量筒、容量瓶等的使用方法及正确操作步骤。 

（四）思考题 

1.阿贝折光仪使用前有何注意事项？ 

2.如何正确读取转子流量计的读数？ 

3.高压氮气钢瓶总阀和分阀的开关顺序是怎样的？ 

4.湿式转子流量计的读数有何特点？ 

 

实验二管路流体阻力的测定 

（一）教学要求 

本实验为综合设计性，通过对管路流量、流体压强降的测量，可通过实验获得由于克

服阻力造成的机械能损失，进而计算摩擦阻力系数、局部阻力系数，并研究摩擦阻力系数

随雷诺准数变化情况，进一步巩固流量测量方法，加深对机械能衡算方程的理解与应用。 

（二）知识点提示 

本实验的重点和难点为流体阻力测量方法和倒置 U压差计的使用方法。 

（三）教学内容 

依据流体的机械能衡算得出流体阻力的实验法测量原理；实验中重点介绍流量和流体阻

力测量的实施方法，倒置 U压差计量程的调节方法以及流体阻力测量中影响准确度的因素及

控制措施。 

（四）思考题 

1.摩擦系数随 Re 如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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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验中如何获得流量的准确值。 

 

实验三液--液套管换热器总传热系数及膜系数的测定 

（一）教学要求 

本实验为综合设计性。要求以热能衡算方程、总传热速率方程、总给热速率方程为依据

设计实验方案，进行总传热系数和膜系数测定计算；要求掌握转子流量计的正确使用方法。 

（二）知识点提示 

本实验的重点和难点为：综合运用热能衡算方程、总传热速率方程、总给热速率方程，

同时借助于温度、流量等参数的测定来完成总传热系数和给热膜系数的计算是本实验的重

点。难点为热电偶测量温度原理。 

（三）教学内容 

传热是化工基本单元操作，对于已有换热器，测定并计算一定操作条件下该设备的总传

热系数和给热膜系数是化工设计的重要内容之一。本实验综合运用热能衡算方程、总传热速

率方程、总给热速率方程，同时借助于温度、流量等参数的测定来完成总传热系数和给热膜

系数的计算。实验中传热面上各点平衡温度准确测定是实验准确性的保证。 

（四）思考题 

1.影响 K的因素有哪些？ 

2.影响α的因素有哪些？ 

3.实验中是如何判断传热过程是否达到平衡的？ 

4.α的理论值和实验测定结果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实验四连续填料精馏柱分离能力的测定 

（一） 教学要求 

本实验为综合设计性，根据影响连续填料精馏柱的主要因素，在一定填料形式、被分离

物系及全回流条件下，测定上升气体流速、回流液体流速对分离能力的影响。通过实验观察

连续精馏的操作状况，了解填料塔的结构及操作，加深对连续精馏原理的理解。 

要求测定全回流下不同气、液流速对分离能力的影响，掌握全回流条件下填料塔分离能

力的计算方法和表征方法。 

（二）知识点提示 

本实验的教学重点和难点为精馏分离原理，填料塔分离能力的计算和表征方法，一定气、

液流速下填料塔分离能力的测定方法。 

（三）教学内容 

精馏是用于分离有相对挥发度差异的双组分或多组分液体混合物的单元操作。精馏设备

有板式精馏塔和填料塔两大类。对于填料精馏塔，影响精馏分离能力的因素主要有：填料形

式、混合液的物理性质、操作条件。本试验以 θ型不锈钢压延环或瓷拉西环为填料，在全回

流和不同气、液流速条件下，通过测定塔顶产品和塔底产品的折光率，考察堆积高度为 50cm

的填料塔对乙醇—正丙醇混合体系的分离能力。填料塔的分离能力分别以理论塔板数和等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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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表征。 

（四）思考题 

1.什么是液泛？为什么要预液泛？ 

2.气、液流速变化对分离能力有哪些影响？ 

3.温度对产品的折光率测定有什么影响？ 

 

实验五中空超滤纤维膜分离能力测定 

（一）教学要求 

本实验为综合设计性，通过改变流量、压力等操作条件，考察操作条件对膜的分离能

力的影响。使学生了解新材料、新技术在产品净化、混合物分离中的应用。要求了解超滤

膜的结构、分离原理，掌握超滤膜分离能力的影响因素及评价方法。 

（二）知识点提示 

本实验的重点和难点为超滤膜的结构和分离原理、超滤膜分离能力的影响因素、超滤膜

分离能力评价方法。 

（三）教学内容 

超滤是指对分子量在 500以上的溶质的分离过程。超滤中所用超滤膜是用高分子聚合物

制成的多孔膜，多为聚砜材料。根据混合体系各组分分子直径差异，可采用超滤膜进行选择

性分离。本实验用超滤膜为聚砜 4000 和聚砜 6000，分别考察在不同的流量、压力条件下，

超滤膜对聚乙二醇——水混合体系的分离能力。超滤膜分离能力以对一定分子量的聚乙二醇

的截留率评价。 

（四）思考题 

1.实验中所用超滤膜性能指标如何确定？ 

2.压力对超滤膜的截流率有什么影响？ 

 

实验六填料塔吸收传质系数的测定 

（一）教学要求 

本实验为综合设计性，通过实验使学生了解填料吸收塔的结构和流体力学性能；要求掌

握填料吸收塔传质能力和传质效率的测定方法。 

（二）知识点提示 

本实验的重点和难点为吸收传质分离原理及影响因素、吸收塔结构及操作条件、吸收塔

传质能力和传质效率的测定及评价方法。 

（三）教学内容 

吸收是用于分离存在溶解度差异的气体混合组分的传质单元操作。吸收塔传质能力主要

影响因素为溶剂的选择、溶剂用量、气体流量、吸收温度和压强。吸收传质效率以传质膜系

数或溶质的吸收效率表征。本实验采用水吸收二氧化碳，测定填料塔的液-液传质膜系数、总

传质系数和传质单元高度，并通过实验确立液-液传质膜系数与各项操作条件的关系。 
（四）思考题 

1.影响填料吸收塔传质能力和传质效率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2.本实验接收测试用 CO2水溶液应注意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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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七恒压过滤常数测定 

（一）教学要求 

本实验为综合设计性，采用板框压滤机过滤一定浓度的 CaCO3乳浊液，使学生熟悉板框

压滤机的构造和操作方法，通过恒压过滤实验，验证过滤基本理论，并通过处理实验数据学

会测定过滤常数及压缩性指数的方法，并了解过滤压力对过滤速度的影响。 

（二）知识点提示 

本实验的重点和难点为通过操作板框压滤机学会测定过滤常数 K 、 eq 及压缩性指数 s

的方法。 

（三）教学内容 

过滤是以某种多孔物质为介质来处理悬浮液以达到固、液分离的一种传质单元操作，在

实验室及工业生产中均有非常广泛的应用。本实验通过采用板框压滤机在恒压下过滤一定浓

度的 CaCO3水悬浮液，数据处理后学会计算恒压过滤常数 K 、 eq 及压缩性指数 s，熟悉板框

压滤机的操作方法。 

（四）思考题 

1．为什么过滤开始时，滤液常常有点混浊，而果断时间后才变清？ 

2．影响过滤速度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实验八固体流态化实验 

（一）教学要求 

本实验为基础性，通过实验观察固定床向流化床转变的过程，以及聚式流化床和散式流

化床流动特性的差异；实验测定流化曲线和流化速度，并实验验证固定床压降和流化床临界

流化速度的计算公式。通过本实验要求初步掌握流化床流动特性的实验研究方法，加深对流

体流经固体颗粒床层的流动规律和固体流态化原理的理解。 

（二）知识点提示 

本实验的重点和难点为聚式流化床和散式流化床流动特性的差异，流化曲线和流化速度

测定方法及手段。 

（三）教学内容 

流化床在物料干燥、化学反应过程有广泛的应用。流态化分为聚式流化和散式流化两种。

通过控制实验条件可观察聚式流化和散式流化现象。通过测定不同流速下的床层压降，再将

实验数据标绘在双对数坐标上，作图法求得临界流化速度。 

（四）思考题 

1.为什么在散式流化中压降波动小，而在聚式流化中压降波动大？ 

2.如何判断流化床的操作是否正常？ 

 

实验九离心泵的特性曲线测定 

（一）教学要求 

本实验为基础性，通过实验完成对离心泵的特征参数的测量与计算，进一步认识离心泵

特性曲线在离心泵选型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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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识点提示 

本实验的重点和难点为：离心泵的特征参数测量方法，离心泵扬程的正确计算。 

（三）教学内容 

离心泵是一种重要的流体输送机械，其特征参数包括流量、扬程、功率、效率。离心泵

各特征参数之间的关系——特性曲线是正确选择和使用离心泵的关键。本实验借助于离心

泵、贮水槽及管路、流量计、压力表、真空表、电流和电压表完成对离心泵各特征参数的测

定，并完成其特性曲线。 

（四）思考题 

1.离心泵的各特性参数有什么关系？ 

2.离心泵的特性曲线对操作和选择离心泵有何指导意义？ 

 

实验十流化干燥速率曲线测定 

（一）教学要求 

本实验为基础性，通过本实验使学生了解干燥在实验室及工业生产中的应用；要求掌握

干燥原理，掌握物料含水量的测定方法，掌握干燥曲线和干燥速率曲线的测定方法。 

（二）知识点提示 

本实验的重点和难点为干燥原理、物料含水量的表征及测定方法、干燥曲线和干燥速率

曲线的测定方法。 

（三）教学内容 

固体干燥是一重要的化工单元操作，对流干燥是主要的干燥方法之一。干燥过程分为恒

速干燥和降速干燥两个阶段。干燥速率是单位面积、单位间隔内干燥气化的水分量。物料含

水量有干基浓度和湿基浓度两种。本实验通过连续跟踪测定湿帆布在洞道干燥器中与空气的

对流传热、传质过程的温度和质量变化，计算得到干燥速度或速率并绘制干燥曲线和干燥速

率曲线。 

（四）思考题 

1.物料含水量有哪些测定方法？ 

2.物料临界含水量 Xc 如何定义的？ 

3.影响干燥速率的因素？ 

 

实验十一流量测定与流量计的校准 

（一）教学要求 

本实验为基本性实验，通过实验可使学生了解常用流量计的构造、原理和使用方法；掌

握流量计的校准方法和流量测量方法，了解流量计校验的重要性。 

（二）知识点提示 

本实验的重点和难点为倒置 U管压差计的原理及使用方法、孔板流量计的测量原理、孔

板流量计的校验方法。 

（三）教学内容 

在化工生产过程中，流量测量与控制对于保证产品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流量测量方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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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测量法和借助于流量测量仪表的间接测量法；孔板流量计是最常用的流量测量仪表，在

用于流体流量测量之前，需要以直接容量法或重量法对其刻度进行校正，以保证流量测定的

准确性。本实验主要介绍孔板流量计的结构、原理、流量校正的必要性和直接容量校正方法。 

（四）思考题 

1.为什么要对孔板流量计的刻度进行校正？ 

2.倒置 U压差计的原理及使用方法。 

 

实验十二连续填料精馏柱分离能力评比 

（一）教学要求 

本实验为研究创新性，通过实验设计与实施，考察不同填料在全回流操作条件下的分离

能力（即测定理论填料的理论层数和等板高度），学习精馏传质分离能力的评价方法。要求

通过测定气液流速、填料形式对分离能力的影响，充分认识传质过程操作条件控制的复杂性

和操作条件优化的必要性。 

（二）知识点提示 

本实验的重点和难点为：精馏操作条件的选择、平行精馏条件的实现、填料分离能力的

评价及表征方法。 

（三）教学内容 

影响连续填料精馏分离能力的因素主要有：填料形式、混合液的物理性质、操作条件。

本试验分别考察 θ型不锈钢压延环和瓷拉西环对乙醇—正丙醇混合体系在全回流和一定气、

液流速条件下的分离能力。通过测定塔顶产品和塔底产品的折光率获得产品中乙醇的摩尔

分率，填料塔的分离能力分别以理论塔板数和等板高度表征。理论塔板数越多或填料的等

板高度越小说明填料的分离能力越强。 

（四）思考题 

1.填料分离能力的评价参数有哪些？ 

2.实验中是如何保证实验条件平行的？ 

3.气体流速、液体流速、填料形式及填充密度对分离能力的影响是单方面的还是多因素的？ 

 

实验十三水-煤油-苯甲酸液－液转盘萃取 

（一）教学要求 

1、了解转盘萃取塔的基本结构、操作方法及萃取的工艺流程。 

2、观察转盘转速变化时，萃取塔内轻、重两相流动状况，了解萃取操作的主要影响因素，

研究萃取操作条件对萃取过程的影响。 

3、掌握每米萃取高度的传质单元数 ORN 、传质单元高度 ORH 和萃取率η的实验测法。 

（二）知识点提示 

本实验的重点和难点为：传质单元数 ORN 、传质单元高度 ORH 和萃取率η的计算 

（三）教学内容 

萃取是分离和提纯物质的重要单元操作之一，是利用混合物中各个组分在外加溶剂中的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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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差异而实现组分分离的单元操作。使用转盘塔进行液－液萃取操作时，两种液体在塔内作逆

流流动，其中一相液体作为分散相，以液滴形式通过另一种连续相液体，两种液相的浓度则在设

备内作微分式的连续变化，并依靠密度差在塔的两端实现两液相间的分离。当轻相作为分散相时，

相界面出现在塔的上端；反之，当重相作为分散相时，则相界面出现在塔的下端。 

（四）思考题 

1. 分析比较萃取实验装置与吸收、精馏实验装置的异同点？ 

2．说说本萃取实验装置的转盘转速是如何调节和测量的？从实验结果分析转盘转速变化对萃取

传质系数与萃取率的影响。 

3．测定原料液、萃取相、萃余相的组成可用哪些方法？采用中和滴定法时，标准碱为什么选用

KOH－CH3OH 溶液，而不选用 KOH－H2O 溶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