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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性参数测定实验 1》实验教学大纲 

(实验课程) 

◆课程编号：111010 

◆课程英文名称：Determination of the physical-chemical parameter 1 

◆学分/学时：1.5学分/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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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专业、材料化学专业、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普通物理、化学基本操作实验 

 

一、课程简介与教学目标 

（一）课程简介 

物性参数测定实验 1 是利用物理方法来研究化学反应和相变等过程的规律，实验中常用多种

仪器测量体系某些物理量变化为基本内容，经过处理实验数据得出该变化的某些参数。本课程的

实验内容包括物理化学热力学、动力学、电化学、表面与胶体等方面的代表性实验，力求使开设

的实验涵盖物理化学各分支学科研究方法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与物性参数测定实验 2 一起形成完

整的物性参数测定实验课程。 

（二）教学目标与要求 

该课程的教学目标是使学生系统地掌握物理化学各学科分支的基本实验技术和技能，学会

重要的物理化学参数测定方法；掌握常见仪器的性能、用途和使用方法；培养学生仔细观察实验

现象、正确记录数据和对实验数据分析归纳、从中找出规律以加深对物理化学基本原理、基本概

念的理解，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观察能力、思维能力、想象能力以及表达能力。 

该课程要求学生重视实验预习，实验中认真仔细，记录实验数据和现象必须忠实、准确、

整齐、清楚，实验报告整洁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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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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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掌握物理化学基本实验技术和方法，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二）教学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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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是实验原理和数据处理。 

四、学时分配计划 

从列出的以下实验中选取 12 个左右能达到学时数要求的有代表性的实验项目，项目的选

取可以根据课程改革和专业的需要做适当调整和更新。 

 

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实验要求 实验类型 学时 

一 液体饱和蒸汽压的测定 必修 验证性 5 

二 乙酸乙酯皂化反应速率常数的测定 必修 验证性 5 

三 溶液表面张力的测定 必修 验证性 5 

四 双液系的气液平衡相图 必修 验证性 5 

五 二元金属相图的绘制 必修 验证性 5 

六 蔗糖转化反应速率常数的测定  必修 验证性 5 

七 界面移动法测定离子迁移数 必修 验证性 5 

八 阳极极化曲线的测定 必修 验证性 5 

九 差热分析法测定含水盐的脱水温度 必修 验证性 5 

十 燃烧热的测定 必修 验证性 5 

十一 过氧化氢分解速率常数的测定 必修 验证性 5 

十二 电池电动势的测定 必修 验证性 5 

十三 沉降分析法测定碳酸钙的粒径分布 选修 验证性 5 

十四 粘度法测定高分子化合物的分子量 选修 验证性 5 

十五 碘和碘离子平衡常数的测定 选修 验证性 5 

十六 化学振荡反应动力学参数的测定 选修 验证性 5 

十七 丙酮碘化反应速率常数的测定 选修 验证性 5 

十八 二过碲酸合铜（Ⅲ）氧化乙二醇的动力学 选修 设计研究性 10 

合计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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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化学实验》，蔡显鄂 等，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 6月（第二版）； 

2．《物理化学实验》，杨百勤 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2001 年 1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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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它：   考试或实验操作           （填写具体考核方式） 

【成绩评定】平时成绩占 60-70%，考试成绩占 3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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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课程内容概述 

实验一  液体饱和蒸汽压的测定 

（一）教学要求 

1．掌握纯液体的饱和蒸汽压随温度变化的关系—克拉贝龙—克劳修斯方程。 

2．用静态法测定丙酮在不同温度下的饱和蒸汽压，求其摩尔汽化热和正常沸点。 

（二）知识点提示 

相，相平衡条件。单组份体系两相平衡遵从的克拉贝龙方程。 

（三）教学内容 

测定纯液体在不同温度下的饱和蒸气压，计算其正常沸点及摩尔汽化热。 

（四）思考题 

1．本实验中，如何求得丙酮的正常沸点？ 

2．解释概念：液体的饱和蒸气压、沸点、正常沸点。 

实验二  乙酸乙酯皂化反应速率常数的测定 

（一）教学要求 

1．掌握电导法测定乙酸乙酯皂化反应速率常数的实验技术。 

2．掌握电导率仪的测量原理及使用方法。 

3．了解二级反应的特征。 

（二）知识点提示 

电导、电导率定义，电导率和浓度的关系，二级反应及速率方程，活化能和反应速率常数的

关系。 

（三）教学内容 

利用电导法测定乙酸乙酯皂化反应速率常数。 

（四）思考题 

1．本实验中配置碱溶液时要用电导水，如果用普通蒸馏水有无影响？为什么？ 

2．为什么乙酸乙酯和碱溶液的浓度必须足够稀？ 

实验三  溶液表面张力的测定 

（一）教学要求 

1．掌握最大气泡法测定表面张力的原理和实验技术。 

2．测定不同浓度乙醇水溶液的表面张力， 

3．了解吸附量与浓度的关系。 

（二）知识点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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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现象，表面张力的定义和测定表面张力的原理，吸附量与浓度的关系。 

（三）教学内容 

最大气泡法测定不同浓度乙醇水溶液的表面张力。 

（四）思考题 

1．影响本实验测量结果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2．讨论吸附量、表面张力、溶液浓度三者之间的关系。 

实验四  双液系气液平衡相图 

（一）教学要求 

1．掌握气-液平衡相图的绘制方法。 

2．掌握液体折光率的测定方法。 

3．确定恒沸温度和恒沸液的组成。 

（二）知识点提示 

相的概念，相图的概念，二组分相图中点、线、面的意义，相图的用处。利用数据绘制相图。 

（三）教学内容 

掌握气相组分的收集分析方法，绘制环己烷—乙醇双液系的气液平衡相图。 

（四）思考题 

1．本实验中，气液两相是如何达到平衡的？ 

2．本实验采取了哪些措施防止或减少过热及分馏作用的产生？ 

3．沸点仪中的冷凝贮存球体积过大或过小对测定有何影响？ 

实验五  二元金属相图的绘制 

（一）教学要求 

1．用热分析法绘制二元金属相图 

2．了解步冷曲线及相图中各曲线代表的物理意义。 

（二）知识点提示 

相的概念，相图的概念，二组分相图中点、线、面的意义，金属相图的用处。利用数据绘制

相图。 

（三）教学内容 

热分析法绘制二元金属相图。 

（四）思考题 

1．实验用各样品的总重量为什么要求相等？如果不等会有什么影响？ 

2．冷却速度快慢对实验有何影响？ 

3．热电偶使用前为什么要进行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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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六  蔗糖转化反应速率常数的测定 

（一）教学要求 

1．测定蔗糖转化反应速率常数和半衰期； 

2．掌握旋光仪的测量原理及使用方法 

（二）知识点提示 

一级反应、准一级反应、二级反应、半衰期的概念，一级反应的速率方程，旋光度，催化。 

（三）教学内容 

用旋光仪测定蔗糖转化反应速率常数和半衰期。 

（四）思考题 

1．估算本反应体系的初始旋光度。 

2．为什么蔗糖溶液的浓度不需要精确配置？ 

3．蔗糖转化反应的速率常数和哪些条件有关？ 

实验七  界面移动法测定离子迁移数 

（一）教学要求 

1．掌握界面移动法测定离子迁移数的原理和方法。 

2．测定 H+的迁移数及 H+、Cd2+的淌度。 

（二）知识点提示 

离子的电迁移现象，离子迁移数和离子淌度定义，迁移数的测定方法。  

（三）教学内容 

界面移动法测定 H+的迁移数及 H+、Cd2+的淌度。 

（四）思考题 

1．离子迁移数与加在迁移管两端的电压大小有没有关系？为什么？ 

2．影响离子迁移数的因素有哪些？ 

实验八  阳极极化曲线的测定 

（一）教学要求 

1．掌握恒电势法的测量原理及实验方法。 

2．恒电势法测定铁在碳铵溶液中的阳极极化曲线。 

（二）知识点提示 

电极电势、极化、极化曲线的定义，正常极化曲线测定方法，金属钝化曲线测定方法。 

（三）教学内容 

恒电势法测定铁在氨水的碳铵饱和溶液中的阳极极化曲线。 

（四）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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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阳极保护的原理是什么？ 

2．测量回路中，三个电极各起什么作用？ 

实验九  差热分析法测定含水盐的脱水温度 

（一）教学要求 

1．了解差热分析仪的构造及测量原理。 

2．绘制 CuSO4·5H2O 脱水过程的差热图谱，熟悉差热图谱定性解释方法。 

（二）知识点提示 

硫酸铜脱水分三步，通过差热分析仪可以测定出脱水温度，从差热曲线能得到很多有用信息。 

（三）教学内容 

研磨样品，绘制 CuSO4·5H2O 等脱水过程的差热图谱，并从图谱上得到相应脱水信息。 

（四）思考题 

1．影响差热分析实验结果的因素有哪些？ 

2．为什么差热分析中温度 T 必须在参比物中得到？ 

实验十  燃烧热的测定 

（一）教学要求 

1．掌握测定燃烧热的实验技术。 

2．了解量热卡计的结构和使用方法 

（二）知识点提示 

反应热效应定义，热容的定义，等压热效应和等容热效应的关系。 

（三）教学内容 

以苯甲酸测定体系热容，然后测定萘或蔗糖的燃烧热。 

（四）思考题 

1．如何利用等容燃烧热求得燃烧焓？ 

2．如何安全使用氧气钢瓶？ 

实验十一  过氧化氢催化分解速率常数的测定 

（一）教学要求 

1．测定过氧化氢分解反应速率常数及半衰期。 

2．掌握量气法的操作方法。 

（二）知识点提示 

一级反应的定义、速率方程，速率常数的单位，催化剂和催化反应。 

（三）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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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室温下测定 KI 溶液催化过氧化氢分解反应速率常数及半衰期 

（四）思考题 

1．影响反应速率常数的因素有哪些？ 

2．每次液面下降距离不同对测定结果有没有影响？ 

实验十二  电池电动势的测定 

（一）教学要求 

1．掌握对消法测定电动势的原理及方法； 

2．测定铜电极、锌电极的电极电势和铜锌电池的电动势。 

（二）知识点提示 

可逆电极和可逆电池的定义，能斯特方程，对消法测定原理，电池电动势测定的用途。  

（三）教学内容 

对消法测定几个电池的电动势，以饱和甘汞电极为参比，分别测定测定铜电极、锌电极的电

极电势。 

（四）思考题 

1．对消法的测量原理是什么？ 

2．盐桥的作用是什么？应选择什么样的电解质做盐桥？ 

实验十三  滴定法绘制三组分体系等温相图 

（一）教学要求 

1．掌握滴定法绘制三元等温相图的实验方法； 

2．掌握三角坐标绘制三元相图的方法 

（二）知识点提示 

相和相图的概念，相图的应用，三组分相图中，各组分组成表示法，三组分相图的用途。 

（三）教学内容 

滴定法绘制苯－醋酸－水三元体系的等温相图。 

（四）思考题 

1．为什么根据体系由清变浊的现象能确定相界面？ 

2．本实验根据什么原理做出连结线？ 

实验十四  氨基甲酸铵分解平衡常数的测定 

（一）教学要求 

1．测量不同温度下氨基甲酸铵分解压力计算相应温度下氨基甲酸铵分解平衡常数。 

2．掌握静态法测定平衡压力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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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识点提示 

化学反应热力学平衡常数及经验平衡常数的定义，分解压力的测量，温度控制。  

（三）教学内容 

调节和控制恒温槽的温度，样品管的使用，测定不同温度下氨基甲酸铵的分解压力。 

（四）思考题 

1．如何判断体系达到平衡？ 

2．平衡管里的液体如何选择？ 

实验十五  光密度法测定络合物稳定常数 

（一）教学要求 

1．掌握光密度法测定络合物组成及稳定常数的基本原理与方法。 

2．熟悉分光光度计的使用方法。 

（二）知识点提示 

络合物稳定常数的定义，分光光度法测定原理，比尔定律。 

（三）教学内容 

光密度法测定 Fe2+与铁钛试剂形成的络合物的稳定常数。 

（四）思考题 

1．络合物稳定常数受哪些因素和条件的影响？ 

2．如何测定络合物的逐级稳定常数？ 

实验十六  比表面测定—溶液吸附法 

（一）教学要求 

1．测定活性炭在醋酸水溶液中对醋酸的吸附作用，并推算活性炭的比表面。 

2．掌握溶液吸附法测定固体比表面的实验技术 

（二）知识点提示 

比表面的定义、测定方法。吸附现象。 

（三）教学内容 

利用水浴恒温震荡器及滴定技术，测定活性炭在醋酸水溶液中对醋酸的吸附量，进而推算

活性炭的比表面。 

（四）思考题 

1．讨论本实验产生误差的原因。 

2．为什么必须在恒温下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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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十七  凝固点下降法测量分子量 

（一）教学要求 

1．用凝固点下降法测量分子量。 

2．掌握溶液凝固点的测定技术。 

（二）知识点提示 

稀溶液的依数性，冰点降低公式的用途及适用条件。 

（三）教学内容 

凝固点降低法测定萘或蔗糖的分子量。 

（四）思考题 

1．本实验如何确定凝固点的温度？ 

2．什么叫过冷现象？过冷现象对测定分子量有什么影响？ 

实验十八  磁化率的测定 

（一）教学要求 

1．利用古埃磁天平测定物质的磁化率，计算摩尔磁化率，估算未成对电子数。 

2．掌握古埃磁天平测定磁化率的原理和方法。 

（二）知识点提示 

磁矩，磁化率，顺磁性磁化率，反磁磁化率，磁天平。 

（三）教学内容 

古埃磁天平测定硫酸亚铁和硫酸铜晶体粉末的磁化率。 

（四）思考题 

1．简述古埃法测定磁化率的原理。 

2．测定磁化率的有什么用处？ 

实验十九  电导法测定弱电解质的电离常数 

（一）教学要求 

1．掌握用电导率仪测定醋酸的电离平衡常数的方法； 
2．熟悉电导率仪的使用方法。 

（二）知识点提示 

电导、电导率、摩尔电导率的定义，电离平衡常数。 

（三）教学内容 

电导法测定醋酸的电离平衡常数 

（四）思考题 

1．什么叫溶液的电导、电导率和摩尔电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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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影响摩尔电导率的因素有哪些？  

3．电离平衡常数主要与哪些因素有关？  

实验二十  电导法测定水溶液表面活性剂的临界胶束浓度 

（一）教学要求 

1．测定阴离子型表面活性剂—十二烷基硫酸钠的临界胶束浓度。 

2．掌握电导法测定离子型表面活性剂临界胶束浓度的方法。 

3．了解表面活性剂的临界胶束浓度含义。 

（二）知识点提示 

电导、电导率、摩尔电导率的定义，胶体、胶束、临界胶束浓度。 

（三）教学内容 

电导法测定离子型表面活性剂临界胶束浓度 

（四）思考题 

1．表面活性剂临界胶束浓度 cmc 的意义是什么？ 

2．在本实验中，采用电导法测定 cmc 可能影响的因素有哪些？ 

实验二十一  胶体的制备及电泳 

（一）教学要求 

1．掌握胶体的制备方法。 

2．观察溶液中的电泳现象，掌握电泳实验方法，测定ξ电位。 

（二）知识点提示 

胶体的定义，制备和纯化方法，电泳概念，ξ电位。 

（三）教学内容 

利用电泳仪测定氢氧化铁溶胶的ξ电位。 

（四）思考题 

1．电泳速度的快慢与哪些因素有关？ 

2．如果电泳仪事先没洗净，管壁上残留微量电解质，对电泳测量结果将有什么影响？ 

实验二十二 溶液中化学反应速度率常数的测定 

（一）教学要求 

1．学习测定反应级数，反应速率常数、活化能及指前因子的实验方法。 

2．了解碘钟法及其特点。 

3．了解影响溶液中离子反应速率的各种因素。 

（二）知识点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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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速率方程，反应级数及测定方法，活化能，阿伦尼乌斯公式，离子强度，碘钟法， 

（三）教学内容 

测定溶液中过硫酸根与碘离子反应的速率方程 

（四）思考题 

1．碘钟法在什么条件下使用？ 

2．能否推断本反应是简单级数反应还是复杂级数反应？  

实验二十三  摩尔折射度的测定 

（一）教学要求 

1．了解分子偶极矩及其形成原因。 

2．了解分子极化率与摩尔折射度的关系。 

3．掌握使用摩尔折射度确定分子结构的方法。 

（二）知识点提示 

分子偶极矩、摩尔折射度。 

（三）教学内容 

测定几种化合物的摩尔折射度 

（四）思考题 

1．分析摩尔折射度的实验值与理论值产生误差的原因。 

2．如何用测定摩尔折射度的方法确定混合溶剂的组成？ 

实验二十四  分子偶极矩的测定 

（一）教学要求 

1．用溶液法测定丙酮分子的偶极矩，掌握溶液法测定偶极矩的主要实验技术。  

2．了解偶极矩与分子电性质的关系。  

3．掌握小型电容仪的使用方法。 

（二）知识点提示 

偶极矩和极化度，摩尔变形极化度、摩尔转向极化度，介电常数。 

（三）教学内容 

测定几种有机物质的偶极矩。 

（四）思考题 

1．在本实验中转向极化率如何测量？ 

2．变形极化由哪几个部分组成？本实验在求偶极矩时，是如何考虑这一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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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二十五  沉降分析法测定碳酸钙的粒径分布 

（一）教学要求 

1．用沉降分析法测定碳酸钙粉末的粒子大小的分布。 

2．学会使用扭力天平。 

3．掌握从沉降曲线求粒子分布曲线的数据处理方法。 

（二）知识点提示 

分散体系的分类，沉降，粒子分布曲线。 

（三）教学内容 

用沉降分析法测定碳酸钙粉末的粒子大小的分布。 

（四）思考题 

1．如果粒子不是球形的，测得粒子半径有何意义？ 

2．试液中加焦磷酸钠起何作用？ 

3．粒子含量太多，粒子半径太小或太大，对测定有何影响？ 

实验二十六  粘度法测定高分子化合物的分子量 

（一）教学要求 

1．掌握乌式粘度计测定粘度的方法。 

2．测定聚乙烯醇的分子量 

（二）知识点提示 

粘均分子量，粘度，相对粘度、增比粘度。 

（三）教学内容 

粘度法测定聚乙烯醇的分子量。 

（四）思考题 

1．粘度法测定高聚物的分子量有何局限性？ 

2．毛细管的粗细对实验结果有何影响？ 

实验二十七  碘和碘离子平衡常数的测定 

（一）教学要求 

1．测定碘和碘离子的平衡常数和碘在四氯化碳及水中的分配系数。 

2．了解温度对分配系数及平衡常数的影响。 

（二）知识点提示 

化学平衡，平衡常数，分配系数等概念。  

（三）教学内容 

溶液移取，滴定分析，测定给定温度下碘和碘离子的平衡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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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思考题 

1．为使体系达平衡采取了哪些措施？ 

2．为什么要通过分配系数的测定求平衡常数？ 

实验二十八  化学振荡反应动力学参数的测定 

（一）教学要求 

1．了解震荡反应（简称 B-Z 反应）的基本原理。 
2．测定振荡反应的诱导期与振荡周期并有关反应的表现活化能。 

（二）知识点提示 

自催化反应，反应机理，活化能，震荡反应，震荡周期，诱导期。 

（三）教学内容 

测定振荡反应的诱导期与振荡周期并有关反应的表现活化能。 

（四）思考题 

1．什么是化学震荡现象，产生化学震荡需要什么条件？ 
2．系统中什么样的反应步骤对振荡行为最为关键？ 

实验二十九  丙酮碘化反应速率常数的测定 

（一）教学要求 

1．学习分光光度法研究反应的动力学规律。 
2．学习用孤立法测定丙酮碘化反应的反应级数。 
3．测定反应的速率常数和活化能。 

（二）知识点提示 

复杂反应，丙酮碘化反应，反应级数，反应速率常数，活化能。 

（三）教学内容 

用孤立法测定丙酮碘化反应的反应级数，测定反应的速率常数和活化能 

（四）思考题 

1．分析 A-t 线形状并说明原因？ 

2．根据速率方程设计本反应可能的反应机理？ 

实验三十  二过碲酸合铜（Ⅲ）氧化乙二醇的动力学 

（一）教学要求 

1．学习分光光度法研究反应的动力学规律。 
2．测定反应级数，测定反应的速率常数和活化能，拟定反应机理。 

（二）知识点提示 

复杂反应，反应级数，反应速率常数，活化能、反应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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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内容 

用分光光度法测定二过碲酸合铜（Ⅲ）氧化乙二醇的动力学 

（四）思考题 

1．标准曲线的用途？ 

2．反应机理的拟定遵从哪些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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