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大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编号： 111012 

课程名称： 基础仪器分析实验 

学分学时： 1.5学分 60学时 

开课单位： 化学与环境科学学院 

撰 稿 人： 贾红霞 

审 核 人：  

 

 

 

 

2015年 5月 20日制（修）订 



2 

 

《  基础仪器分析实验   》实验教学大纲 

(实验课程) 

◆课程编号：111012 

◆课程英文名称：Experiments of Instrumen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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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级化学、材料化学、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先修课程：仪器分析、分析化学、无机化学、物理化学 

 

一、课程简介与教学目标 

   课程简介：仪器分析实验大纲是进行仪器分析实验的指导性文件，它规定了实验的教学

目的和要求，规定了课时与实验内容，使教学工作顺利完成。 

   教学目标：仪器分析实验是综合大学化学专业学生必修的基础课程之一。通过仪器分析

实验，使学生加深理解关仪器分析的原理，并掌握常用仪器基本操作，加深对分析化学、仪

器分析化学基础理论、基本知识的理解。同时学习实验数据的处理方法，正确的表达实验结

果。通过实验也对学生进行应有素质的培养。 

二、教学方式与方法 

   学生课前预习；课上讲授仪器构造、设计原理以及相关实验原理；演示讲解仪器基本操

作及实验注意事项；及时发现和纠正学生实验过程中的错误操作，通过具体实验过程引导学

生深入理解和掌握仪器分析相关基础理论知识。 

三、教学重点与难点 

（一）教学重点 

    教学的重点是通过实验使学生掌握常用分析仪器的基本原理、基本操作及应用等，巩固

课堂所学理论知识，培养学生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二）教学难点 

教学难点是常用仪器的设计原理、结构和使用，以及各种仪器常见故障的判断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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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光光度法测定铁 必修 综合性 4 

二 光度法测定有色混合物 必修 综合性 4 

三 奎宁的荧光特性及其含量测定 必修 综合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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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压片法苯甲酸红外吸收光谱的绘制 必修 验证性 4 

五 原子吸收法测定水中钙含量 必修 综合性 4 

六 pH电位滴定法测定混合碱 必修 综合性 4 

七 库仑滴定法测定砷 必修 综合性 4 

八 极谱法测定水中锌 必修 综合性 4 

九 电导池常数的测定及水纯度测定 必修 验证性 4 

十 电位法测定饮用水中氟离子的含量 必修 综合性 4 

十一 气相色谱仪结构、工作原理和进样技术练习 必修 综合性 4 

十二 丁醇异构体混样的分离和定性定量分析（归一法） 必修 综合性 4 

十三 气相色谱填充柱的制备、安装和老化技术 必修 综合性 4 

十四 高效液相色谱仪结构、工作原理和操作技术练习 必修 综合性 4 

十五 高吸光度差示法 选修 综合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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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仪器分析实验（自编） 

《基础化学实验 3-分析检测与表征》，石志红、马志领等，化学工业出版社，2009年 6月，

第一版。 

（二）教学参考书 

1、《仪器分析实验》，仪器分析实验编写组编写，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一版； 

2、《仪器分析实验》,杨万龙、李文友等编，科学出版社，2008年 3月，第一版； 

3、《现代仪器分析实验与技术》,陈培榕、李景虹、邓勃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 1

月，第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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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卷          项目报告/论文 

√ 其它： 项目报告+闭卷                    （填写具体考核方式） 

【成绩评定】 

七、课程内容概述 

实验一 吸光光度法测定铁 

    （一）教学要求 

     学会掌握制作标准工作曲线的方法，学会络合物组成的测定方法，熟悉 723N 型可见分光光  

  度计的使用。 

（二）知识点提示 

     光吸收原理和标准工作曲线的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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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内容 

     在可见区的吸光光度测量中，若被测组分本身无色或颜色很浅，则可用显色剂与其反应， 

  生成有色化合物，再进行吸光度的测量。铁的显色剂很多，其中邻二氮菲是测量铁的一种好的  

  试剂，它与二价铁离子反应，生成稳定的橙红色络合物。此反应很灵敏，络合物的摩尔吸光系 

  数(为 1.1×104。在 pH2－9之间，颜色深度与酸度无关，而且很稳定，在有还原剂存在的情况 

  下，颜色深度可以保持几个月不变。本方法的选择性很高，利用 721型分光光度计测定溶液中 

  的微量铁时，其它离子均不干扰测定。 

（四）思考题 

 1.在实验中盐酸羟胺和醋酸钠的作用是什么？若用氢氧化钠代替醋酸钠，有什么缺点？ 

 2.根据本实验结果，计算邻二氮菲－Fe（Ⅱ）络合物的摩尔吸光系数？ 

 

实验二 光度法测定有色混合物 

（一）教学要求 

     学习掌握光度法同时测定有色混合物组分的实验方法；熟悉 4802 型双光束紫外可见分光光 

  度计的使用 

（二）知识点提示 

     有色混合物测定原理和实验方法的操作，掌握实验方法原理，仪器光谱扫描和定量操作。 

（三）教学内容 

     在很多情况下，溶液中含有两个不同的有色组份时，若两组分的吸收光谱相互不重叠，则 

  只要在波长λ1和λ2处分别测量试样溶液的吸光度，便可求出两组分的含量。若两组分的吸收光 

  谱部分重叠，则根据吸光度的加和性原则，分别在两组分的最大吸收波长λ1和λ2处，测量总吸 

  光度。本实验测定 Co
2＋
和 Cr

3＋
两种有色组分时，由于它们的吸收光谱相互重叠，根据吸光度的 

  加合性原则，在 Co
2＋
和 Cr

3＋
的最大吸收波长处测量总吸光度，从而求出 Co

2＋
和 Cr

3＋
的浓度。 

（四） 思考题 

 1、同时测定两组份混合溶液时如何选择波长？ 

 2、同时测定三组份混合溶液个组成，则应如何设计试验？ 

 

实验三 奎宁的荧光特性及其含量测定 

 

（一）教学要求 

     学习荧光分析法的基本原理,了解荧光光度计的构造，了解荧光法定量的方法 

（二）知识点提示 

     荧光分析法的基本原理和荧光光度计的构造。 

（三）教学内容 

     奎宁在稀酸溶液中是强的荧光物质，它有两个激发波长 250nm和 350nm，荧光发射峰在 450  

  nm。在低浓度时，荧光强度 IF与荧光物质浓度 c成正比：IF=K C，采用标准曲线法，根据待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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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样所测得的荧光强度，利用荧光分光光度计扫描奎宁溶液的荧光光谱和测定其含量。 

（四）思考题 

 1、在荧光测量时，为什么激发光的入射与荧光的接收不在一直线上，而呈一定角度？ 

 

实验四 压片法苯甲酸红外吸收光谱的绘制 

（一）教学要求 

     熟悉 Nicolet380傅里叶变换红外分光光度计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学习压片法制样红外 

  吸收光谱的绘制方法 

（二）知识点提示 

     Nicolet380 傅里叶变换红外分光光度计仪器构造及其使用，压片法制样方法。 

（三）教学内容 

     对于粉末样品，一般是将其在玛瑙研钵中研细后分散到固体介质中，然后用压片装置压成 

  透明的薄片后进行红外吸收光谱的测定。固体分散介质一般是干燥的金属卤化物（如 KBr），

用 

  时将其充分研细后使用。扫描红外光谱，进行谱图处理（基线校正、平滑处理等）、谱图检索， 

  确认其化学结构。 

（四）思考题 

 1、傅里叶变换红外分光光度计的工作原理？ 

 2、压片法制样时的注意事项？ 

 

实验五 原子吸收法测定水中钙含量 

（一）教学要求 

     掌握原子吸收分析方法原理、仪器具体操作及利用标准曲线法定量检测水中钙的含量 

（二）知识点提示 

     原子吸收分析方法原理和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仪器构造。 

（三）教学内容 

     在使用锐线光源（空心阴极灯）条件下，基态原子蒸气对共振线的吸收，符合朗伯-比尔定 

  律，即：A=lg(I0／I)=KLN0  在试样原子化时，在一定实验条件下，待测元素的原子总数目与 

  该元素在试样中的浓度呈正比。则 A = K C，用 A-C标准曲线法可以求算水中钙元素的含量。 

（四）思考题 

  1、原子吸收是如何进行测量的？为什么要使用锐线光源？ 

 

 实验六 pH电位滴定法测定混合碱 

（一）教学要求 

     掌握 pH电位滴定的方法原理，并学会自动电位滴定仪的使用。 

（二）知识点提示 



6 

     理解和掌握实验方法原理和实验方法操作，掌握实验方法原理与仪器测定上的结合。 

（三）教学内容 

     碳酸钠和碳酸氢钠的分析，在容量分析中一般采用双指示剂法，虽然比较简单，但是由于 

  碳酸钠滴定至碳酸氢钠这一步不明显，使滴定结果产生较大的误差，pH电位滴定法是以测定溶 

  液的 pH变化来确定滴定终点的。终点电位可事先从实验得到的滴定曲线求出。本实验用 ZD—2 

  型自动电位滴定计测定碳酸钠和碳酸氢钠混合碱中各组份的含量。 

（四） 思考题 

1、玻璃电极和甘汞电极在使用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实验七 库仑滴定法测定砷 

（一）教学要求 

     通过本实验电生碘滴定砷了解库仑滴定和双铂电极电流法指示滴定终点的基本原理和方 

  法，了解并掌握通用库仑仪的操作及使用。 

（二）知识点提示 

     理解和掌握实验方法原理和实验方法操作，掌握实验方法原理与仪器测定上的结合。 

（三）教学内容 

     在微碱性介质中，碘能把亚砷酸迅速而定量地氧化成砷酸，滴定剂 I3
－
是由电解 KI溶液而 

  产生的，滴定终点用双铂电极电流法指示。 

（四）思考题 

 1、加入电解池中的电解液的体积一定很准吗？为什么？ 

 2、电解液中加入一定量的 KI及 Na2HPO4的作用是什么？ 

 3、实验中碘离子不断再生，那么是否可以用极少量的 KI？ 

 

实验八 极谱法测定水中锌 

（一）教学要求 

     掌握标准曲线法定量测定的原理和方法，了解示波极谱仪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二）知识点提示 

 理解和掌握实验方法原理和实验方法操作，掌握实验方法原理与仪器测定上的结合。 

（三）教学内容 

     在电解过程中，用滴汞电极作工作电极，以测量电流－电压曲线为基础的电化学分析法， 

  成为极谱分析法。它用一个面积微小的滴汞电极作阴极，面积较大的甘汞电极或汞池作阳极。 

  它们与待测试液组成电解池。电解时，溶液静止，在均匀施加递增电压的情况下，在滴汞电极 

  上离子还原或氧化而产生电流。本实验在 JP—303型极谱仪设定的参数下，按照锌系列标准溶 

  液从低浓度到高浓度依此测定峰电位。最后测定自来水样。 

（四）思考题 

 1、实验中除被测离子外，所加的气它试剂各起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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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为什么电解池所取试液的体积不需要很准确? 

 

实验九 电导池常数的测定及水纯度测定 

（一）教学要求 

     巩固电导分析法的理论知识，学会使用雷磁 27型电导仪的方法，学会测定电导池常水及用 

  电导法测定水的纯度。  

（二）知识点提示 

     理解和掌握实验方法原理和实验方法操作，掌握实验方法原理与仪器测定上的结合。 

（三）教学内容 

     电导分析法是以测量溶液的电导值为基础的定量分析方法。它通过测量溶液的电导值，并 

  根据溶液的电导与溶液中待测离子的浓度之间的定量关系来确定待测离子的含量的，本实验使 

  用雷磁 27 型电导仪，在 25℃测定试样水的电导值。 

（四）思考题 

 1、电导值与溶液浓度是何关系？ 

 

实验十 电位法测定饮用水中氟离子的含量 

（一）教学要求 

     掌握直读电位法的测量原理及实验方法，学会正确使用氟电极及酸度计。 

（二）知识点提示 

     理解和掌握实验方法原理和实验方法操作，掌握实验方法原理与仪器测定上的结合。 

（三）教学内容 

     饮水中氟含量的高低对人体健康有一定的影响，本实验中应用氟离子选择性电极、饱和甘 

  汞电极和待测试液组成一电池，通过测得电动势，从而求得氟离子的活度。本实验用 pHS—2 

  型酸度计饮水中氟离子含量。由于氟电极只对游离的氟离子有响应，而水中 F
－
却非常容易与 

  Fe
3+
、Al

3+
等离子络合，因此在测定时必须加络和能力较强的络合剂，把 F

－
释放出来，才能得

到 

  可靠的结果。 

（四）思考题 

 1、氟电极在使用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2、ISAB的组成是什么？它们在测量中各起什么作用？ 

 

实验十一 气相色谱仪结构、工作原理和进样技术练习 

（一）教学要求 

     熟悉气相色谱仪结构及工作原理，掌握基本的进样技术，观察色谱分离现象。 

（二）知识点提示 

     气相色谱仪结构及工作原理和进样技术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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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内容 

     实物了解气相色谱仪结构、气路流程和可拆卸部件的结构及简单工作原理，练习进样技术 

  并了解数据稳定性的影响因素。实验用 GC2014C等型号气相色谱仪作为实验仪器，氢气作载气， 

  聚乙二醇 20M作固定液，以 TCD 检测丁醇异构体混合样品。 

（四）思考题 

 1、你认为本实验的操作关键是什么？ 

 2、气相色谱仪气路流程上各部件的主要功能是什么？ 

 3、影响进样重现性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实验十二 丁醇异构体混合样品的分离和定性定量分析（归一法） 

（一）教学要求 

     了解气相色谱分离原理，掌握定性和归一化定量方法的工作原理。 

（二）知识点提示 

     分离原理的理解和定性及归一化定量方法工作原理。 

（三）教学内容 

     选择适宜的分离条件以定量分离丁醇异构体混合样品，改变柱温以了解影响分离的主要因 

  素。纯样品对照定性法及其限制条件，归一化定量方法工作限制条件。 

（四）思考题 

 1、你认为本实验的操作关键是什么？ 

 2、 归一化定量方法工作限制条件是什么？ 

 3.、纯样品对照定性法的适用条件是什么？ 

 

实验十三  气相色谱填充柱的制备、安装和老化技术 

（一）教学要求 

     了解载体及气相色谱柱管的预处理过程，掌握气相色谱填充柱固定液的涂渍技术,掌握气相 

  色谱填充柱的装填、安装及老化技术。 

（二）知识点提示 

     气相色谱柱管的预处理过程，填充柱固定液的涂渍技术和填充柱的装填、安装及老化技术 

（三）教学内容 

     气相色谱填充柱的制备主要分为固定液涂渍（固定相制备）、固定相填充和色谱柱老化三

步。 

  固定液的涂渍方法有若干种，但其原理不外乎是将固定液溶入某种易挥发的有加溶剂稀释后， 

  在使此溶液均匀的附着于载体表面，待有机溶剂挥发后，载体表面便被均匀地涂渍上了一层薄 

  薄的固定液。各种方法分别适合于不同的配比，本实验采用常规涂渍法。固定相填充方法主要 

  有加压和减压两种方法，最终目的是使固定相均匀而紧密地分布于色谱柱中，本实验采用减压 

  法。老化的目的主要是去除残存溶剂和小分子量固定液，并使固定液在载体表面重新分布，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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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更均匀。采用的技术方法是热载气时间法。 

（四）思考题 

 1、为什么要对载体和色谱柱管进行预处理？ 

 2、配比的含义是甚麽？ 

 3、固定液涂渍的原则？ 

 4、色谱柱装填的原则？ 

 5、对老化温度、流量和时间的选择原则是甚？ 

 

实验十四 高效液相色谱仪结构、工作原理和操作技术练习 

（一）教学要求 

     熟悉液相色谱仪结构及工作原理，掌握基本的操作技术，了解其定量工作原理。 

（二）知识点提示 

     液相色谱仪结构及工作原理和定量分析方法工作原理。 

（三）教学内容 

     实物了解液相色谱仪结构、液路和电路流程及可拆卸部件的结构及简单工作原理，练习进 

  样技术并了解数据稳定性的影响因素。实验用 LC-10AT型液相色谱仪作为实验仪器甲醇作流动 

  相，色谱柱 ODS C18，以 UV-Vis检测芳香混合样品。 

（四）思考题 

 1、气相和液相色谱法的工作差别是什么？ 

 2、液相色谱仪仪器特点是什么？ 

 

实验十五 高吸光度差示法 

（一）教学要求 

     了解高吸光度差示法基本原理，方法的优点。练习标准曲线的绘制及试样溶液的测定。 

（二）知识点提示 

     高吸光度差示法原理和实验方法操作。 

（三）教学内容 

     为了提高吸光光度法测定的准确度，使其适合于高含量组分的测定，可采用高吸光度示差 

  分析法。示差法与普通吸光光度法的不同之处，在于用一个待测组分的标准溶液代替试剂空白 

  溶液作为参比溶液，测量待测溶液的吸光度。本实验利用一个比待测的 Cr(NO3)3 溶液的浓度 

  稍低的标准 Cr(NO3)3溶液代替试剂空白溶液，利用 721型分光光度计测定待测 Cr(NO3)3溶液 

  的吸光度。 

（四）思考题 

 1、在普通分光光度法中，若透光率读数改变 0.01，最小误差点（T＝36.8%）的相对百分误

差是多少？ 

 2、 根据实验数据，指出哪一个实验点的相对百分误差最低？比普通分光光度法中 T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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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8％处精确多少倍？ 

 

 

 


	学生课前预习；课上讲授仪器构造、设计原理以及相关实验原理；演示讲解仪器基本操作及实验注意事项；及时发现和纠正学生实验过程中的错误操作，通过具体实验过程引导学生深入理解和掌握仪器分析相关基础理论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