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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化学实验》实验教学大纲 

(实验课程) 

◆课程编号：110108 

◆课程英文名称：Experiments in Environmental Chemistry 

◆学分/学时：2学分/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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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跨学科)选修课程 

 □√ 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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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专业 

◆先修课程：基础化学 

 

一、课程简介与教学目标 

环境化学实验是在无机化学实验、有机化学实验、分析化学实验、物理化学实验及化学工程

学实验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新的综合性的实验学科。它是研究化学污染物在环境中的

迁移、转化和归宿以及污染物在环境中的积累、相互作用和生物效应等。而化学污染物在环境中

的含量很低，而且各种污染物在环境中可以发生物理变化和化学反应。因而在实验项目的选择，

采样点及采样方法，样品的保存及实验结果数据等方面均有它的特殊性，这些并非经典化学实验

所能胜任的，环境化学实验要求现场采样，及时采取灵敏度高，准确度也高，重现性好和选择性

也好的手段，对环境的各组成部分，特别是对某些危害大的污染物的性质来源，含量及其分布形

态，进行细致的分析监测，从而了解污染情况，预报污染趋势，为污染控制防治提供科学依据和

技术支持。本课程是环境工程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 

 环境化学实验教学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学生运用现代科学仪器和实验方法研究污染物在环境

中迁移转化和归宿以及污染物治理原理和方法。培养学生良好的工作方法，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和严格认真的科学态度，从而使学生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处理和解决环境问题的实际能力，掌握

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法和技术。 

二、教学方式与方法 

在实验室内，由实验员准备有关试剂和仪器。在学生预习的基础上，教师做好实验的讲解（如

实验的目的、原理、基本方法），指出实验的难点和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学生根据教师讲授实

验的内容自己动手进行实验并处理数据，完成实验报告。 

三、教学重点与难点 

（一）教学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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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教学的重点是培养学生运用现代科学仪器和实验方法研究污染物在环境中迁移转化

和归宿以及污染物治理原理和方法。 

（二）教学难点 

难点实验是实验一 “大气中硫化氢含量的测定”；实验五“天然水中 Cr（III）的沉积曲线”；

实验八“底泥中腐殖质物质的提取和分离”；实验九“土壤的阳离子交换量”和实验十二“底泥

中铬的简单状态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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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水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必修 验证性 6 

二 废水生化需氧量的测定 必修 验证性 6 

三 大气中氮氧化合物的测定 必修 验证性 6 

四 以硫酸铝赋活的活性氧化铝饮水除氟 必修 综合性 6 

五 苯酚的光降解与光催化降解 必修 设计研究

性 
6 

六 有机物挥发性的测定 必修 验证性 6 

七 对二甲苯、萘的辛醇一水分配系数的测定 必修 验证性 6 

八 底泥中腐殖质物质的提取和分离 必修 验证性 6 

九 土壤的阳离子交换量 必修 综合性 6 

十 土壤尿酶活性的测定 必修 综合性 6 

十一 底泥中铬的简单状态鉴别 必修 设计研究

性 
8 

十二 大气中硫化氢含量的测定 选修 验证性 6 

十三 天然水中 Cr（III）的沉积曲线 选修 综合性 8 

合计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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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环境化学实验讲义》，河北大学化学与环境科学学院编，2006 年 

 

（二）教学参考书 

1.《环境化学实验》，董德明，花修艺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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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环境化学实验讲义》，王毅力主编，北京林业大学。 

六、课程考核与成绩评定 

【考核类型】考试                □√  考查             

【考核方式】 开卷（Open-Book）   闭卷（Close-Book）   项目报告/论文 

□√ E

A 其它：U  实际操作+口试         U（填写具体考核方式） 

【成绩评定】课程的成绩评定以学生平时成绩（包括操作、实验报告、回答问题等）与期末

考试成绩相结合确定。本课程成绩＝平时成绩（40％）＋期末考试（60％） 

 

七、课程内容概述 

实验一  废水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一）教学要求 

通过本实验使学生同时掌握测定 COD的实际操作，深刻理解测定 COD的测定原理和重要意义。 

（二）知识点提示 

本实验是环境化学实验的难点和重点实验内容之一。由于大部分污水和污染较严重的水样测

定 COD时需要稀释，选择合适的稀释比是本实验是否成功的关键。 

（三）教学内容 

化学需氧量(COD)是指水样在一定条件下，氧化 1 升水样中还原性物质所消耗的氧化剂的量，

以氧的 mg/L 表示。化学需氧量反应了水中受还原性污染的程度。在饮用水的标准中Ⅰ类和Ⅱ类

水要求 COD≤15。 

水中的还原性物质有各种有机物、亚硝酸盐、硫化物、亚铁盐等，主要的是有机物。因此，

化学需氧量又往往作为衡量水中有机物质含量多少的指标。化学需氧量越大，说明水体受有机物

的污染越严重。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随着测定水样中还原性物质以及测定方法的不同，其测定

值也有不同。目前应用最普遍的是酸性高锰酸钾氧化法与重铬酸钾氧化法。高锰酸钾（KmnO4）

法，氧化率较低，但比较简便，在测定水样中有机物含量的相对比较值时，可以采用。重铬酸钾

（K2Cr2O7）法，氧化率高，再现性好，适用于测定水样中有机物的总量。  

（四）思考题 

1．为什么要测定水体的化学需氧量？ 

2．测定水体的化学需氧量为什么要进行稀释？ 

 

实验二 废水生化需氧量的测定 

（一）教学要求 

通过本实验使学生同时掌握三个实验的实际操作，一是溶解氧的测定；二是酸性高锰酸钾

法测定化学耗氧量；三是生化需氧量的测定，从而深刻理解测定 BOD、COD 和 DO 的重要意

义及三者之间的关系。 
（二）知识点提示 

http://baike.baidu.com/view/1499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107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5487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46.htm


 

5 

本实验是难点和重点实验内容之一。由于大部分污水和污染较严重的水样测定生化需氧量

时需稀释，选择合适的稀释比是本实验是否成功的关键。  
（三）教学内容 

水体中的有机物，在有氧条件下由于微生物的代谢活动而被分解，水中的溶解氧也随之降

低。水中有机物越多，消耗氧也越多，但水中的溶解氧是有限的，因此，对于大部分污水和污

染较严重的水需要稀释，即先用酸性高锰酸钾法测定水样中的化学耗氧量选择稀释比，然后用

曝气水稀释后才能测定。通过本实验使学生同时掌握三个实验的实际操作，一是溶解氧的测定；

二是酸性高锰酸钾法测定化学耗氧量；三是生化需氧量的测定，从而深刻理解测定 BOD、COD

和 DO 三者的重要意义及三者之间的关系。 
（四）思考题 

1.为什么要测定水体的生化需氧量？ 

2.测定水体的生化需氧量为什么要进行稀释？如何选择稀释比？ 

 

实验三 大气中氮氧化合物的测定 

（一）教学要求 

掌握大气采样器及吸收液采集大气样品的操作技术，学会用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测定大

气中二氧化氮的方法。 

（二）知识点提示 

本实验重点是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测定大气中二氧化氮的方法，难点是二氧化氮的采

集、测定中干扰物的消除。 

（三）教学内容 

空气中的含氮氧化物很多，通常用 NOx表示，其中主要是无色无味的 NO和有刺激性的 NO2。

本实验主要测定空气中的二氧化氮。实验中包括空气中二氧化氮的采集，吸光度的测定，二氧化

氮测定的计算。 

（四）思考题 

1．氮氧化物与光化学烟雾有什关系？产生光化学烟雾需要哪些条件？ 

2．通过实验测定结果，你认为大气中氮氧化物的污染状况如何？ 

 

实验四  以硫酸铝赋活的活性氧化铝饮水除氟 

（一）教学要求 

目的是使学生了解饮水除氟的目的意义及目前国内外饮水除氟的各种方法。通过本实验操

作，掌握以硫酸铝赋活的活性氧化铝饮水除氟的原理和方法；重点掌握影响离子交换操作技术的

各种因素。 

（二）知识点提示 

重点使学生掌握活性氧化铝法除氟的目的意义及其优点。通过本实验操作，使学生认识到用

离子交换法处理饮水和废水时，影响处理效果的因素很多，操作时必须注意，这也是本实验的重



 

6 

点和难点。 

（三）教学内容 

当前国内外报道的除氟方法很多，如铝盐沉降法、活性碳、磷酸盐粒化柱式除氟法等在使用

中各有利弊，不能令人满意。以活性氧化铝为母体，用硫酸铝复活进行饮水除氟是目前最有希望

的处理方法，既有高效地除氟效果、又不会带入有害杂质离子，而且操作简便易行。使学生重点

了解此法除氟的目的意义及其优点；掌握离子交换操作技术及影响离子交换操作技术的各种因

素。 

（四）思考题 

1.目前国内外饮水除氟的方法有哪几种？ 

2.以硫酸铝赋活的活性氧化铝饮水除氟的原理是什么？它有哪些优点？ 

3.通过本实验操作，你认为影响离子交换操作的因素有哪些？  

 

实验五  苯酚的光降解与光催化降解 

 （一）教学要求 

了解光催化氧化降解有机废水的机理；掌握紫外光催化装置，熟悉光催化处理废水的工艺流

程； 了解光催化动力学参数测定的意义，并探讨不同实验条件下光催化降解的效果。 

（二）知识点提示 

重点使学生掌握紫外光催化氧化降解有机废水的机理和装置。 

（三）教学内容 

光催化氧化法氧化能力强，要求的反应条件温和，是目前处理含低浓度难降解有机物废水的

一种高级氧化法。本实验以 TiO2为催化剂，在紫外光照射处理配制的苯酚溶液，通过测定处理前

后溶液中苯酚浓度的变化，求出苯酚的光降解效率及其动力学。 

（四）思考题 

1. 处理过程中反应温度和 pH对结果有何影响？ 

 

实验六 水中有机物挥发速率的测定 

（一）教学要求 

通过模拟天然水体环境中甲苯的自然挥发规律进行探究，测定甲苯的挥发速率。。 

（二）知识点提示 

水体中有机污染物的挥发符合一级动力学方程，可求得有机物质挥发掉一半所需的时间

（t1/2）。 

（三）教学内容 

挥发性有机物(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VOCS)是环境科学领域热点研究的化合物之一, 其

在环境中的来源和分布倍受关注。苯及其苯系物(BTEX)是典型的挥发性有机污染物，其中苯已被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确认是强烈的有毒致癌物质, 可引发癌症、血液病等, 长期吸入苯还能导致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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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障碍性贫血。 BTEX 在湖泊、河流等水体中普遍存在, 而水环境中 BTEX 随自身的物理化学性

质和环境条件不同而进行不同的迁移转化过程, 诸如挥发、微生物降解、光解、水解以及吸附等。 

挥发是 BTEX 在环境中跨介质迁移的重要过程, 且受共存物质的影响较大。 

（四）思考题 

1.求纯物质的挥发量（Q） 

        根据纯物质的挥发损失量（W）和挥发容器的面积（A）及时间（t）可求出 Q的平均值。 

2．求亨利常数（H） 

        绘制苯和甲苯的蒸汽压-温度及溶解度-温度关系曲线，用内插法从曲线上找出苯和甲苯

在实验温度下的蒸汽压 P和溶解度 S，由亨利定律求得亨利常数 H。  

3.求半衰期（t
1/2

） 

    4.求α值 

       由以求得的β、H、t1/2 以及试样高度 L，利用关系式 计算α值。 

5.求挥发速率常数（K
V
）。 

 

实验七  对二甲苯、萘的辛醇一水分配系数的测定 

（一）教学要求 

目的是使学生了解测定有机化合物的辛醇——水分配系数的意义和方法；掌握用紫外分光光

度法测定分配系数的操作技术。 

（二）知识点提示 

重点使学生掌握测定有机化合物的辛醇——水分配系数的意义和方法；掌握用紫外分光光度

法测定分配系数的操作技术。 

（三）教学内容 

本实验通过测定水相中有机物浓度，然后再根据分配前有机化合物在辛醇相的浓度以及分配

后有机化合物在水相的浓度，计算得到分配系数。从而使学生了解测定有机化合物的辛醇——水

分配系数的意义和方法；掌握用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分配系数的操作技术。 

（四）思考题 

1.测定有机化合物的辛醇----水分配系数有何重要意义？ 

2.本实验操作中应注意哪些问题？ 

 

实验八  底泥中腐殖质物质的提取和分离 

（一）教学要求 

目的是使学生加深对腐殖质的感性认识，了解富里酸与腐殖酸在性质上的区别；掌握提取分

离富里酸和腐殖酸的方法。 

（二）知识点提示 

重点使学生掌握提取分离富里酸和腐殖酸的方法。 

（三）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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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用稀碱和焦磷酸钠混合液提取底泥中的腐殖质物质，提取物酸化析出腐殖酸，而富里

酸仍留在酸化液中，据此可将富里酸与腐殖酸分离开。通过本实验操作，使学生加深对腐殖质物

质的感性认识；了解富里酸与腐殖酸在性质上的区别；掌握提取分离富里酸和腐殖酸的方法；正

确掌握碳氢自动分析仪的操作技术。 

（四）思考题 

1.富里酸与腐殖酸在外观上有何区别？ 

2.环境中的腐殖质物质对重金属污染物的迁移转化起什么作用？ 

 

实验九   土壤的阳离子交换量 

（一）教学要求 

目的是通过对污灌区表层土和深层土的阳离子交换容量的测定，使学生了解污灌对土壤阳离

子交换量的影响，有助于深刻理解土壤对污染物质的净化能力及对污染负荷的允许程度。 

（二）知识点提示 

重点使学生掌握污灌区表层土和深层土的阳离子交换容量的测定；难点是根据实验数据分析

表层土和深层土的阳离子交换容量有差别的原因。 

（三）教学内容 

土壤是环境中污染物迁移转化的重要场所，土壤的吸附和交换能力又使它成为重金属类污染

物的主要归宿。因此，对土壤性能的测定，有助于了解土壤对污染物质的净化对污染负荷的允许

程度。通过对污灌区表层土和深层土的阳离子交换容量的测定，了解污灌对土壤阳离子交换量的

影响。 

（四）思考题 

1.根据你的实验数据说明表层土和深层土的阳离子交换容量有差别的原因。 

2.试述土壤的离子交换与吸附作用对污染物的迁移转化的影响。 

 

实验十  土壤尿酶活性的测定 

（一）教学要求 

目的是使学生了解脲素这种有机物在土壤环境中的降解转化途径和脲酶对脲素的催化降解

的专一性；掌握土壤尿酶活性测定的方法和所取土壤的尿酶活性。 

（二）知识点提示 

重点使学生掌握土壤尿酶活性测定的方法。 

（三）教学内容 

酶是一类具有蛋白质性质的、高分子的生物催化剂，它的特征之一是其催化反应的专一性。

通过本实验操作，使学生了解脲酶对脲素的催化降解的专一性；掌握土壤尿酶活性测定的方法和

所取土壤的尿酶活性；同时了解脲素这一有机物在土壤环境中的降解转化过程。 

（四）思考题 

1.土壤尿酶活性测定中为什么要加入甲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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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实验操作中为什么要迅速加入氢氧化钠？ 

3.如果蒸氨时吸收液倒吸到冷凝管中如何解决？ 

 

实验十一 底泥中铬的简单状态鉴别 

（一）教学要求 

目的是通过对底泥中不同状态铬的鉴定实验，使学生学会底泥中不同状态铬的提取技术，利

用比色法测定不同状态铬的含量。  

（二）知识点提示 

重点使学生掌握底泥中不同状态铬的提取技术，并利用比色法测定不同状态铬的含量。 

（三）教学内容 

本实验以受铬污染的底泥为试样，依次用海水、稀酸、稀碱和硝酸、高氯酸对试样中的铬进

行逐步溶出，然后测出各溶出液的含铬量。使学生学会底泥中不同状态铬的提取技术，利用比色

法测定不同状态铬的含量。  

（四）思考题 

1.底泥中的重金属主要以哪几种状态存在？ 

2.由实验结果说明所用底泥中铬的主要存在状态。 

 

实验十二 大气中硫化氢含量的测定 

（一）教学要求 

掌握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测定大气中硫化氢的测定原理和操作技术。  

（二）知识点提示 

本实验重点是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测定大气中硫化氢的方法，难点是硫化氢的采集、测

定中干扰物的消除。 

（三）教学内容 

硫化氢被氢氧化镉—聚乙烯醇磷酸铵溶液吸收，生成硫化镉胶状沉淀。聚乙烯醇磷酸铵

能保护硫化镉胶体，使其隔绝空气和阳光，以减少硫化物的氧化和光分解作用。在硫酸溶液

中，硫离子与对氨基二甲基苯胺溶液和三氯化铁溶液作用，生成亚甲基蓝，根据颜色深浅，

用分光光度法测定。 

（四）思考题 

1、 通过实验测定结果，你认为大气中硫化氢的污染状况如何？ 

 

实验十三 天然水中 Cr（III）的沉积曲线 

（一）教学要求 

绘制天然水中 Cr（III）的沉积曲线，找出该水中 Cr（III）沉淀所需的最低 Cr（III）浓度。

学习微孔膜过滤器的使用方法。  

（二）知识点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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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使学生掌握 Cr（III）的沉积曲线绘制的方法。 

（三）教学内容 

天然水中铬含量较低，主要因为当铬以三价存在时形成了溶解度低的水合氧化物的缘故。当

向一定量水中加入 Cr（III）水溶液时，其沉淀量开始一段变化不大。但当加入量达到某一值时，

沉积量呈线性增加。此时，直线延伸后要横轴上的交点可以认为是所使用的天然水中欲使 Cr（III）

形成沉淀是所需的最低浓度 Cr（III）。 

（四）思考题 

1. 由含 Cr量微克数如何换算成 ppm？ 

2. 煮沸时若红色消退，为何要补加 KMnO4溶液？ 

3. 滴加 NaNO2时为何要慢慢加入，且不能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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