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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监测实验》实验教学大纲 

(实验课程) 

◆课程编号：110140 

◆课程英文名称：Experiments in Environment Monitoring 

◆学分/学时：1.5学分/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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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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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工程 

◆先修课程：《无机及分析化学》、《仪器分析》、《基础仪器分析实验》、《无机及分析实验》等。 

 
一、课程简介与教学目标 
（一）课程简介 
《环境监测实验》是环境工程专业学生的一门专业发展核心课程，属于环境学科中一门综合

性的实际应用课程，也是《环境监测》课程的主要教学环节之一，其任务是帮助学生理解环境监

测的基本原理、掌握监测方法和操作技能，培养学生进行科学实验的严谨作风和初步能力。本课

程力求将环境样品的多样性和实验方法的互补性相结合，体现实验科学的实用性、知识性和先进

性。 

（二）教学目标 
环境监测实验通过对环境样品（如水体、土壤、空气等）的分析、测试、监测，加深理解环

境监测的基本原理、掌握监测的方法和操作技能，其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运用现代科学仪器和实

验方法检测环境中的污染物，帮助学生进一步认识环境，了解环境污染来源，培养学生独立工作

和进行科学实验的初步能力和严谨的工作作风。要求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实践，针对实验中涉及的

项目应能熟练操作，掌握质量控制的方法、实验的关键环节、干扰消除方法，掌握从样品采集到

现代分析仪器的使用、从常规环境监测到复杂环境样品中微量污染物分析的操作技术和数据处理

方法，提高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严谨的工作作风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为

学习后继课程和未来的科学研究及实际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教学方式与方法 
1．开课后，任课教师需向学生讲清课程的性质、任务、要求、课程安排和进度、平时考核

内容、期末考试办法、实验守则及实验室安全制度等。 
2．实验前，实验指导教师布置相关内容的预习和资料查阅，讲解实验程序和注意事项，设

计性实验前学生必须进行预习，设计报告经教师批阅后，方可进入实验室进行实验。 
3．实验在规定的时间内，由学生独立完成。实验过程中，教师进行相应的指导和管理，及

时纠正错误。如果出现问题，教师要引导学生独立分析、解决。 
4. 实验完成后，教师验收实验数据指导学生进行数据处理、结果分析，批改实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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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重点与难点 
（一）教学重点 
水体、空气常见监测项目的监测方法及原理。 

（二）教学难点 
所用仪器的正确操作和使用、分析监测数据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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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水中悬浮固体的测定 必修 验证性 4 

二 废水色度和浊度的测定 必修 验证性 6 

三 废水中氨氮测定 必修 验证性 6 

四 生活污水中化学需氧量（COD）的测定 选修 验证性 6 

五 大气中的 NO 和 NO2的测定 选修 综合性 6 

六 污水中油的测定 选修 验证性 6 

七 空气中总悬浮微粒（TSP）/PM10/PM2.5 的测定 选修 验证性 6 

八 空气中 SO2的测定 必修 综合性 6 

九 室内空气中甲醛的测定 选修 综合性 6 

十 校园环境噪声质量监测 必修 验证性 4 

十一 
河水中溶解氧含量的日变化及不同水质中溶解

氧含量的测定 
选修 设计研究性 6 

十二 火焰原子吸收法测定土壤中铅含量 必修 综合性 8 

十三 气相色谱法测定空气中挥发性有机物 选修 设计研究性 8 

十四 废水中有机碳的测定 选修 综合性 6 

合计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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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监测实验》，奚旦立，自编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二）教学参考书 
1. 《环境监测》，奚旦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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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环境监测》，奚旦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3. 《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3，（第四版）； 
4. 《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9，第四版增

补版； 
5. 《环境监测实验》，孙成，科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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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绩评定】 
实验成绩由实验指导教师根据预习情况、方案设计、操作技能、数据处理、实验报告撰写和

合作能力等综合评定，平时实验占 70%（其中预习 5%、实验与数据处理技能 30%，考勤 10%，

实验报告 25%），期末考试占 30%。 
 

七、课程内容概述 
实验一 废水中悬浮固体的测定 

（一）教学要求 
1．通过本实验进一步明确水体中悬浮固体的测定对水质评价的意义。 
2．掌握悬浮固体（SS）的测定方法。 
3. 学会电子天平、恒温干燥箱的使用，学习抽滤的基本操作。 
（二）知识点提示 
1．悬浮固体物的含义、水中悬浮固体物测定的原理和基本操作。本实验重点和难点是准确

地对滤膜进行烘干恒重，是影响实验结果的关键。 
2．了解恒重的概念，对滤膜烘干恒重的掌握。 
3．天平的使用要点。 
（三）教学内容 
空滤膜烘干恒重，水样过滤、淋洗；最后将带有悬浮固体的滤膜烘干，直至恒重为止，称量、

计算。 
（四）思考题 
1．水样中悬浮固体的测定中应注意哪些问题？ 
2．天平使用中应注意哪些问题？ 
 

实验二 废水色度和浊度的测定 
（一）教学要求 
1．掌握浊度、色度等物理指标的含义。 
2. 掌握上述 2 个指标的测定原理及实际操作。 
（二）知识点提示 
1. 浊度的含义、分光光度法测定浊度的基本原理和操作。 
2. 真色、表色、色度的含义、稀释倍数法测定水的色度的原理和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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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内容 
总残渣、浊度、色度测定。 
（四）思考题 
1．浊度与悬浮固体的质量浓度有无关系？为什么？ 
2．测定色度的常用方法有哪些？ 
 

实验三 废水中氨氮测定 
（一）教学要求 
通过本实验使学生了解水中氨态氮测定的意义，掌握针对不同水样特征选择测定方法、预处

理方法的原则，掌握水中纳氏比色法测定氨态氮的原理与方法。 
（二）知识点提示 
实验的重点是样品的预处理及纳氏试剂光度分析测定技术。难点是纳氏试剂的配制、使用以

及样品的预处理，也是影响实验结果准确性的的关键步骤。 
（三）教学内容 
氨氮的测定方法通常有纳氏比色法、气相分子吸收法、苯酚（或水杨酸）-次氯酸盐比色法和

电极法。其中纳氏比色法是最常用的测定方法，本实验选用该方法。实验内容包括：根据采集的

水样色度、浊度以及含其他一些干扰物质的不同，可选用絮凝沉淀法、蒸馏法等不同的预处理方

法，预处理后的样品溶液与系列标准溶液以相同的方法加入干扰掩蔽剂、显色剂，显色后进行测

定，最后根据吸光度计算水样氨氮浓度。 
（四）思考题 
在蒸馏比色测定水样氨氮时，为什么要调节水样的 pH 在 7.4 左右？pH 值偏高或偏低对测定

结果有何影响？ 
 

实验四 生活污水中化学需氧量（COD）的测定 
（一）教学要求 
1. 掌握化学需氧量的含义； 
2. 掌握化学需氧量的测定方法。 
（二）知识点提示 
1. 化学需氧量的含义与测定意义； 
2.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方法原理及有关注意事项； 
3. 加热回流操作和滴定操作； 
4. 快速法与国家标准方法的异同点。 
重点是重铬酸盐法的滴定操作过程；难点是加热回流过程控制、试剂用量及浓度调整、与滴

定分析终点的判断及化学需氧量的测定干扰。 
（三）教学内容 
取混合均匀的水样（或适当稀释后的水样），置于 250 mL 锥形瓶中，准确加入重铬酸钾标准

溶液，装上回流冷凝管，回流 2 hr。冷却后加入 3 滴试亚铁灵指示剂，用硫酸亚铁铵标准溶液滴

定，溶液颜色由黄色经蓝绿到绿色，最后变成红褐色为终点，记录消耗的硫酸亚铁铵溶液体积。

同时做空白试验。 
计算稀释后水样（未经稀释则为原水样）的化学需氧量。 
（四）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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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配制硫酸亚铁铵标准溶液时，为何要加浓硫酸？ 
2. 水样加酸时，为什么必须缓慢加入、摇匀后才能进行回流？ 
 

实验五 大气中的 NO 和 NO2的测定 -- Saltzman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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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中氮氧化物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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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是氮氧化物的转

化、采集及测定中干扰物的消除。 
（三）教学内容 
空气中的含氮氧化物包括 NO、N2O、N2O5、.NO2等，通常用 NOx表示，其中主要是无色无

味的 NO 和有刺激性的 NO2。空气中的二氧化氮被吸收液吸收后，生成亚硝酸和硝酸。其中，亚

硝酸与对氨基苯磺酸起重氮化反应，再与盐酸萘乙二胺偶合，生成玫瑰红色偶氮染料，用分光光

度法定量测定吸光度。空气中的一氧化氮可被三氧化铬-石英砂氧化管氧化成二氧化氮，通过测定

二氧化氮的浓度从而计算氮氧化物总浓度。 
本实验中包括空气中三氧化铬—石英砂氧化管氧化及直接的空气采集，吸光度的测定，氮氧

化物测定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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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氧化管中的石英砂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氧化管变成绿色就失效了？ 
4. 氧化管为何做成双球形？双球形氧化管有何优点？ 
5. 三氧化铬-石英砂氧化管与酸性高锰酸钾氧化法相比各有何优缺点？ 
 

实验六 污水中油的测定 
（一）教学要求 
训练学生利用萃取方法对水样进行预处理，并掌握萃取的操作技巧。 
（二）知识点提示 
本实验的重点和难点是水中油测定中的水样的采集方法和水中油的萃取技术。 
（三）教学内容 
环境水中的石油类来自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污染。测定废水中的油有重量法、紫外分光光

度法、红外分光光度法及非分散红外法等多种方法，随测定方法的不同，矿物油中被测定的组分

不同。 
重量法是常用的分析方法，它不受油品种的限制，但操作复杂，灵敏度低，只适于测定 10 mg/L

以上的含有水样，方法的精密度随操作条件和熟练程度的不同差别很大。本实验选用该种方法。 
本实验主要内容有：将采集的水样酸化至 pH<2，取一定体积水样转入分液漏斗中用石油醚

（沸程 30~60℃）重复萃取水样两次，萃取液经无水硫酸钠脱水后过滤，首先经水浴加热后再放

烘箱中进一步蒸出石油醚，称重，计算水样中油的含量。 
（四）思考题 
水中油的测定方法有哪些？试比较它们的异同及使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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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七 空气中总悬浮微粒（TSP）/PM10/PM2.5 测定 

（一）教学要求 
通过本实验使学生和掌握重量法测定大气中总悬浮颗粒物（TSP）/PM10/PM2.5 的方法，学

习中流量颗粒物采样器基本技术及采样方法。加深恒重概念的理解。 
（二）知识点提示 
本实验的重点和难点是颗粒物采样器的使用。 
（三）教学内容 
重量法测定大气中悬浮颗粒物中实验内容包括：对在平衡室内己平衡 24h 的滤膜称重，然后

将已恒重的滤膜用小镊子取出平放在采样夹的网托上，拧紧采样夹，采集样品。记录现场温度、

大气压力等有关参数。采样结束后，将采样膜放回表面光滑的纸袋并贮于盒内平衡 24h，然后迅

速称重，计算总悬浮颗粒物浓度。 
（四）思考题 
1．采样点如何选择？ 
2．滤膜在恒重称量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实验八 空气中 SO2的测定 -- 甲醛缓冲溶液吸收-盐酸副玫瑰苯胺分光光度法 
（一）教学要求 
使学生掌握大气采样器及吸收液采集大气样品的操作技术。学会用盐酸副玫瑰苯胺分光光度

法测定 SO2的方法。 
（二）知识点提示 
实验的重点甲醛缓冲溶液吸收-盐酸副玫瑰苯胺分光光度法，难点是标准系列的测定。 
（三）教学内容 
本实验选用环境友好的甲醛缓冲溶液吸收-盐酸副玫瑰苯胺分光光度法测定空气中二氧化硫，

实验内容包括：甲醛缓冲溶液为吸收液，短时采样方法采集一定体积的空气样品，然后带回实验

室利用盐酸副玫瑰苯胺分光光度法测定标准系列和空气中二氧化硫，计算测定结果。 
（四）思考题 
1. 实验过程中存在哪些干扰？应该如何消除？ 
2. 多孔筛板吸收管的作用是什么？ 
3. 通过实验测定结果，你认为大气中二氧化硫的污染状况如何？ 
 

实验九 室内空气中甲醛的测定—酚试剂法 
（一）教学要求 
通过本实验使学生进一步熟悉大气采样器及吸收液采集大气样品的操作技术、学会用酚试剂

分光光度法测定空气中甲醛的方法。 
（二）知识点提示 
重点是使学生了解室内空气中甲醛的各种测定方法，掌握酚试剂分光光度法测定空气中甲醛

的方法。 
（三）教学内容 
采集室内空气 30 min 左右，将吸收后的样品溶液定容至适当体积，加入酚试剂溶液显色，测

定吸光度，并根据工作曲线进行定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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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思考题 
测定空气中甲醛的分光光度法有哪些？各有何优缺点？ 
 

实验十 校园环境噪声质量监测 
（一）教学要求 
通过实验室学生掌握环境噪声的监测方法，熟悉声级计的使用，掌握对非稳态的无规噪声监

测数据的处理方法，了解环境质量图的绘制。 
1. 学会声级计的使用方法。 
2. 学会测定网络的划分、测量点的选择。 
3. 掌握区域环境噪声的监测方法。 
4. 学会噪声污染图的绘制。 
（二）知识点提示 
教学重点：声级计的操作使用方法，Leq、L10、L50、L90的计算方法。本实验教学的难点是

环境质量图的绘制，绘制中需要监测大量点位，实验时间有限，所以质量图可由多组合作完成。 
（三）教学内容 
实验主要内容包括对学校（或某一地区）进行网格的划分，使用声级计对噪声的测定，等效

噪声的计算及根据测量结果绘制噪声污染图，对监测地噪声环境质量进行评价。 
环境噪声是随时间而起伏的无规律噪声，因此，测量结果一般用统计值或等效声级来表示，

本实验用等效声级表示。 
将各网点每一次的测量数据顺序排列找出 L10、L50、L90，求出等效声级 Leq，再将该网点一

整天的各次 Leq值求出算术平均值，作为该网点的环境噪声评价量。以 5 dB 为一等级，用不同颜

色或阴影线绘制学校（或某一地区）噪声污染图。 
（四）思考题 
1. 等效声级的意义是什么？ 
2. 影响噪声测定的因素有哪些？如何注意？ 
 

实验十一 河水中溶解氧含量的日变化及不同水质中溶解氧含量的测定 
（一）教学要求 
通过测定河水中溶解氧在一天中不同时间的含量和河水、污水及自来水中溶解氧的含量，了

解影响水中溶解氧的含量的因素，掌握一种水质监测方法及使用溶氧仪的一般操作技术。 
（二）知识点提示 
溶解氧的测定中影响测定结果的因素很多，其中样品采集技术是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也是样

品采集的难点，需给与特别注意。 
（三）教学内容 
本实验中首先对实际样品定时进行现场采集，并利用按便携式溶解氧测定仪测定不同水样的

溶解氧值。根据测定值分析溶解氧含量的日变化及不同水质中溶解氧含量的规律。 
（四）思考题 
1. 简述测定溶解氧的水样采样过程？ 
2. 简述膜电极法测定水中溶解氧的原理？ 
3. 分析了河水水体中溶解氧含量的日变化特征及影响溶解氧含量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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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十二 火焰原子吸收法测定土壤中镉含量 
（一）教学要求 
镉是土壤中常测项目之一，通过该实验，熟悉土壤样品进行全消解的方法，并进一步掌握原

子吸收光谱仪的操作方法。 
（二）知识点提示 
本实验先将样品湿式消解，然后采用萃取—火焰原子吸收法测定铅元素含量。 
重点和难点：（1）火焰原子吸收法的原理及测定铅含量的方法；（2）土壤样品的预处理方法；

（3）掌握标准溶液配制方法。 
（三）教学内容 
将土壤样品经盐酸、硝酸、氢氟酸、高氯酸消解，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钠（铜试剂 DDTC） 

作络合剂，四氯化碳作萃取剂萃取，用硝酸-过氧化氢反萃取至水相，用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

水相中镉。 
（四）思考题 
1. 火焰原子吸收法测定土壤中镉可能存在的干扰有哪些？如何消除？ 
2. 说明影响测定方法精密度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实验十三 气相色谱法测定空气中挥发性有机物 
（一）教学要求 
以挥发性卤代烃为例，这类物质具有“三致”（致癌、致畸、致突）作用和在环境中的难降

解性引起了各国的重视，对它们的含量进行监测相当重要，通过本实验，使学生熟悉气相色谱基

本原理及操作，了解挥发性卤代烃污染状况。 
（二）知识点提示 
挥发性卤代烃采样采用活性炭吸附法，然后利用二硫化碳解吸/气相色谱法测定。实验的重点、

难点是气相色谱的操作。 
（三）教学内容 
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解吸/气相色谱法测定空气中挥发性卤代烃为国标方法（HJ645-2013），

主要实验内容包括：（1）样品的采集；（2）试样的制备：采集好的采样管中活性炭放入二硫化碳，

振荡解吸 1h；（3）气相色谱法测定；（4）空白实验。 
（四）思考题 
1. 挥发性卤代烃的测定方法有哪些？ 
2. 测定过程中存在哪些干扰？ 
 

实验十四 废水中有机碳的测定 
（一）教学要求 
掌握总有机碳的测定原理和方法。熟悉有机碳测定仪的使用方法。 
（二）知识点提示 
总有机碳采用燃烧法，将有机物全部氧化，然后用非分散红外吸收法测定。实验的重点、难

点是有机碳测定仪的原理和操作。 
（三）教学内容 
主要实验内容包括：（1）样品的采集；（2）有机碳测定仪仪器调试；（3）工作曲线的绘制及

样品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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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思考题 
1. 说明什么水样需要差减法测定？水样可以直接测定？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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