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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合成与表征实验》实验教学大纲 

(实验课程) 

◆课程编号：111013 

◆课程英文名称：Experiments for Synthesis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Inorganic Compo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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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级,化学、材料化学、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先修课程：无机化学、分析化学、仪器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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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现代无机化学所涉及的实验范围是相当广泛的，且每一方

面都要用到大量的现代实验技术和实验设备，研究人员除了必须具备必要的理论基础外，还必须

在实验技能上训练有素。本课程是一门基础实验课程也是继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

理化学等多方面实验训练的后继课程。因此本课程除了继续加强各先行课程中有关基本技能的训

练外，拟把重点放在无机化合物的合成与表征方面，以使学生接受训练的项目相对集中。希望学

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重点解决以下两个问题：1、掌握无机化合物制备和合成的基本技能；2、

理解并学会使用磁天平、红外光谱仪、紫外-可见分光光度仪、热重-差热分析仪、激光粒度仪、

全自动比表面和孔隙分析仪、接触角测量仪等现代实验设备，理解 X 射线衍射仪、扫描电镜、

透射电子显微镜的工作原理和应用方法，并用它们对无机化合物进行表征。 

（二）教学目的和要求 

《无机合成与表征实验》是为化学、材料化学、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程等专业三年级学生开

设的必修实验课之一，本课程的目的是使学生在先行课程-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

理化学以及相关实验课程学习的基础上，进一步掌握化学学科领域中无机材料的类型，如：纳米

材料、配合物、耐高温涂料、固体酸催化剂及微孔材料等；熟悉并掌握常用的无机合成制备技术

和方法，如：水热合成法、溶胶凝胶法、液相沉淀法、微波法、电化学法、超声波辐射法、室温

固相法等；熟悉无机化合物的表征方法，如红外、紫外-可见、X射线粉末衍射、扫描电镜、差热

-热重等；以及相关性质，如磁性质、吸附性能、亲、疏水性以及催化性质等的研究方法，了解

科研工作的一般工作步骤；收集新型无机化合物设计合成所需要的有关资料，具有一定的文献检

索能力，能进行实验方案的设计。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培养学生严谨认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以

及良好的实验工作方法，进一步培养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学生毕业论文和

今后的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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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方式与方法 

要达到上述教学目的，完成实验教学任务，必须组织好课前预习、课堂实践、实验报告、实

验考核等主要教学环节。要求学生课前预习实验指导书，写出预习报告；指导教师讲解实验的原

理、方法、仪器使用及注意事项等，并作针对性指导；具体实验步骤和结果分析、处理由学生独

立完成，并书写完整的实验报告；在实验课全部结束时举行实验考试，每个学生逐一单独考试。 

三、教学重点与难点 

（一）教学重点 

新型无机化合物的制备技术和合成方法, 无机化合物的表征方法, 以及相关物理化学性质

的研究方法。 

（二）教学难点 

制备技术、合成方法、物理化学性质的研究方法的基本原理，以及各种分析图谱的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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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相反应法制备磁性四氧化三铁粉末 必修 综合性 4 

二 溶胶—凝胶法制备多孔 SiO2 必修 综合性 8 

三 碳酸铝铵热分解制备纳米氧化铝 必修 综合性 8 

四 水热法制备纳米 SnO2 选修 综合性 8 

五 微波辐射法制备磷酸钴纳米粒子 必修 综合性 8 

六 
二氯化六氨合镍（Ⅱ）的制备、组成分析及物性

测定 

必修 
综合性 8 

七 三草酸合铁(Ⅲ)酸钾的制备与组成分析 必修 综合性 8 

八 
全钒氧化还原液流电池电极材料的制备及性能测

试 

必修 
综合性 8 

九 均匀沉淀法合成纳米氧化锌 选修 综合性 8 

十 氧化还原溶胶-凝胶法制备 LiCoO2 选修 综合性 12 

十一 低热固相合成磷酸锌 选修 综合性 8 

十二 电化学法合成碘酸钾 选修 综合性 8 

十三 高温陶瓷材料－钛酸铝的制备 选修 综合性 8 

十四 超声波辐射法制备超细 SnO2 选修 综合性 4 

十五 固体超强酸的制备及表征 选修 综合性 8 

合计 注：每次从中选取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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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制备与分离》，王书香、翟永清、徐建中等编，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9年。 

（二）教学参考书 

1.《微型无机化学实验》，周怀宁主编，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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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无机化学实验》（第二版），武汉大学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 年； 

3.《化学综合设计实验》，霍冀川编，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7 年； 

4.《综合化学实验》，浙江大学等校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年； 

5.《现代化学基础实验》，张勇主编，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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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成绩占 60%，期末成绩占 40%。 

平时成绩的考核主要以出勤、课堂提问、实际操作、实验报告等四个方面为依

据。在实验课全部结束时举行一次实验考试，每个学生逐一单独考试。 

七、课程内容概述 

实验一  液相反应法制备磁性四氧化三铁粉末 

（一）教学要求 

了解四氧化三铁的性质和用途，掌握利用二价铁盐制备四氧化三铁的方法和原理。掌

握称量、溶解、搅拌、过滤、洗涤、干燥等基本操作。 

（二）知识点提示 

重点和难点：反应原理，温度控制、pH 控制、过滤洗涤。 

（三）教学内容 

四氧化三铁是具有磁性的黑色晶体，可用于制录音磁带和电讯器材。因它具磁性又名

磁性氧化铁，可视为 FeO·Fe2O3，经 X-射线研究认为它是铁(III)酸的盐。本实验以二价铁

盐、硝酸盐和强碱可以制备四氧化三铁粉末，主要发生以下反应： 

12Fe2+ + 23OH- + NO3-  → 4Fe3O4 + NH3 + 10H2O 

经干燥后的产品粉末可以用磁石检验其磁性。 

（四）思考题 

1. 为何不使用普通的布氏漏斗进行过滤分离产品，而采用熔砂玻璃过滤器？ 

2. 制备过程中为何要用盐酸调节 pH 至为酸性？ 

 

实验二  溶胶—凝胶法制备多孔 SiO2 

（一）教学要求 

了解多孔 SiO2的性质和用途，掌握溶胶－凝胶法制备多孔 SiO2的原理和方法。掌握

过滤、洗涤、蒸馏、干燥等基本操作。学习用 TG-DTA、TEM、XRD、IR、物理吸附仪、

接触角测量仪等手段对多孔 SiO2的结构及性质进行分析表征。 

（二）知识点提示 

重点和难点：反应原理，反应温度及 pH 控制、凝胶洗涤、恒沸蒸馏，图谱解析。 

（三）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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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孔 SiO2超细粉体是一种轻质纳米非晶固体材料，因具有比表面积大、密度小和分散

性能好等特性，而被用作催化剂载体、高效绝热材料、气体过滤材料和高档填料等。以可

溶性硅酸盐为原料的溶胶-凝胶法具有制备成本低的特点，是一种较有工业应用前景的方

法。该方法的基本原理是：向水玻璃溶液中加入乙酸乙酯，乙酸乙酯在碱性条件下发生如

下水解反应:  

 
使体系的碱度降低并从而诱发硅酸盐的聚合反应，当胶体粒子粒径达到一定尺寸时，整个

反应体系就转变为硅溶胶。成溶胶后，随着乙酸乙酯水解反应引起的体系 pH 值的进一步

降低，吸附 OH－
而带负电荷的 SiO2胶粒的电动电位也相应降低，当胶粒电动电位降低到

一定程度时，SiO2胶体颗粒便通过表面吸附的水合 Na+的桥联作用而凝聚形成凝胶。最后

经干燥、预烧、烧结制得多孔 SiO2。 

  二氧化硅超细粉体的热学行为用 TG-DTA 分析表征，颗粒尺寸和形貌由 TEM 观察，

用 XRD 进行物相分析，用氮气吸附法测定吸附等温线和孔径分布，用接触角测量仪测试

其亲疏水性，，用红外光谱仪测定红外光谱，解析其成键情况。 

（四）思考题 

          反应温度、pH值、乙酸乙酯用量对溶胶、凝胶形成过程有何影响？ 

 

实验三  碳酸铝铵热分解制备纳米氧化铝 

（一）教学要求 

掌握碳酸铝铵热解法制备纳米 α-Al2O3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熟练掌握溶液配制、减压

过滤、干燥、焙烧等基本操作。学习用 SEM、XRD、IR 等手段对 氧化铝 的结构及性质进

行分析表征。 

（二）知识点提示 

重点和难点：滴加顺序、滴加速度、溶液浓度、搅拌速度、表面活性剂的加入量，图

谱解析。 

（三）教学内容 

氧化铝在工业、国防等领域有着很多重要的应用，无论是作为粉体应用还是作为烧结

体的陶瓷器件应用，超细、单分散的氧化铝粉体的制备是提高产品最终使用性能的关键所

在。本实验采用碳酸铝铵热解法来制备纳米 α-Al2O3，这是一种改良的方法，它克服了硫

酸铝铵热解时的热溶解现象，得到的 α-Al2O3粉体粒径均匀，成本较低，且对环境基本上

没有污染，符合“绿色设计”的要求，综合经济效果较好。反应方程式如下： 

4NH4HCO3+NH4Al(SO4)·24H2O = NH4AlO(OH)HCO3↓+3CO2↑+2(NH4)2SO4+25H2O 

2NH4AlO(OH)HCO3 →焙烧 A12O3+2NH3+3H2O+2CO2。 

  采用X射线衍射仪分析物相组成，采用透射电子显微镜(TEM)观察粉末的颗粒尺寸及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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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思考题 

1. 如果将碳酸氢铵滴入剧烈搅拌的硫酸铝铵溶液中，会不会得到碳酸铝铵？ 

     2. 反应产物与滴定速度有何关系？滴定速度大于或等于 1.2 L·h-1时，能否得到碳酸铝

铵？ 

 

实验四  水热法制备纳米 SnO2 

（一）教学要求 

了解水热法制备纳米氧化物的原理及实验方法，研究 SnO2纳米粉制备的工艺条件；

学习用透射电子显微镜检测超细微粒的粒径，用 X 射线衍射法(XRD)确定产物的物相。 

（二）知识点提示 

      重点和难点：反应物的浓度、温度、介质的 pH、反应时间，纳米粒子的团聚，图谱

解析。 

（三）教学内容 

物质处于纳米尺度状态时，其许多性质既不同于原子、分子，又不同于大块体相物质，

构成物质的一种新的状态。纳米粒子的新特性为物理学、电子学、化学和材料科学等开辟

了全新的研究领域。 

         SnO2是一种半导体氧化物，它在传感器、催化剂和透明导电薄膜等方面具有广泛用途。

纳米SnO2具有很大的比表面积，是一种很好的气敏和湿敏材料。本实验以水热法制备SnO2

纳米粉。以 SnCl4为原料，利用水解产生的 Sn(OH)4，脱水缩合晶化产生 SnO2纳米微晶，

反应如下： 

Sn Cl4 十 4H2O → Sn(OH)4 (s)十 4HCl 

n Sn(OH)4 → nSnO2十 2n H2O。 

用多晶 x 射线衍射仪测定产物的物相，用透射电子显微镜(TEM)观察样品粒子的尺寸与形

貌。 

（四）思考题 

1. 水热法合成无机材料具有哪些特点？ 

2. 水热法制备纳米 SnO2微粉过程中，哪些因素影响产物的粒子大小及其分布? 

    3. 在洗涤 SnO2纳米粒子沉淀物过程中，为什么用乙酸－乙酸铵的缓冲溶液做洗液? 

          4. 如何减少纳米粒子在干燥过程中的团聚？ 

 

实验五  微波辐射法制备磷酸钴纳米粒子 

（一）教学要求 

了解微波辐射法制备纳米粒子的方法，加深理解微波辐射的原理。学习使用透射电镜、

激光粒度仪、差热分析仪等对样品进行表征。 

（二）知识点提示 

重点和难点：反应物的浓度、微波功率、反应时间、冷却方式，表面活性剂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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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谱解析。 

（三）教学内容 

          纳米材料的制备方法有多种，微波辐射法可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具有时间短、见效快、

操作方便等特点。本实验是将含硫酸钴、磷酸二氢钠、尿素、十二烷基苯磺酸钠的混合液，

在微波辐射下反应制备纳米材料—磷酸钴，其反应式为： 

3Co2+＋2H2PO4- +4OH-→Co3 (PO4) 2·4H2O↓ 

      固体沉淀物经离心分离、洗涤、干燥后，用透射电镜观察其粒子分布及颗粒形状，用激光

粒度仪测定其粒子的尺寸分布，用热分析仪观察其受热时脱水和晶型变化的情况。 

（四）思考题 

          1. 制备过程中加入的表面活性剂十二烷基苯磺酸钠有何作用? 

2. 试分析制备磷酸钴纳米材料受到哪些因素影响？ 

 

实验六  二氯化六氨合镍（Ⅱ）的制备、组成分析及物性测定 

（一）教学要求 

综合训练无机制备、提纯和定量分析的常规操作，了解并掌握某些物性和结构测试方

法，学习自行设计物质的提纯方法和定量分析方法。 

（二）知识点提示 

重点和难点：沉淀的过滤、洗涤，配合物干燥，配合物组成分析、结构、物性测试方

法及原理。 

（三）教学内容 

      以镍为原料，先制备硝酸镍，再以此为原料制备二氯化六氨合镍（Ⅱ）。 

氯化镍氨溶于水后，可与二乙酰二肟生成很稳定的红色螯合物沉淀。将沉淀烘干，称

量，即可测出 Ni2+的含量，用返滴定法测 NH3含量，摩尔法测 Cl-含量。 

通过电导法测定配离子电荷。对完全电离的配合物，在极稀溶液中离解出一定数目的

离子，测定它们的摩尔电导 Λm，取其上、下限的平均值。由此数值范围来确定其离子数，

从而可确定配离子的电荷数。 

根据组成分析和配离子电荷的测定，能确定配合物的化学式。 

通过磁化率的测定，得到中心离子 Ni2+的 d 电子组态及该配合物的磁性信息。 

通过测定配合物的电子光谱，计算分裂能 Δ 值。 

（四）思考题 

           1. 在什么条件下沉淀 Ni2+最适当？ 

           2. 洗涤二乙酰二肟镍时，为什么不用冷水或高于 50 ℃水洗？ 

           3. 测 Cl-含量时，K2CrO4浓度、溶液的酸度对分析结果有何影响？合适的条件是什么？ 

 

实验七  三草酸合铁(Ⅲ)酸钾的制备与组成分析 

（一）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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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三草酸合铁(Ⅲ)酸钾的制备方法，掌握确定化合物化学式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巩

固无机合成、滴定分析和重量分析的基本操作，掌握离子交换树脂的操作方法。 

（二）知识点提示 

重点和难点：配合物合成原理及方法，配合物组成确定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三）教学内容 

      三草酸合铁（Ⅲ）酸钾是制备负载型活性铁催化剂的主要原料，也是一些有机反应很

好的催化剂。本实验采用硫酸亚铁铵与草酸反应形成草酸亚铁，然后在草酸钾存在下，用

过氧化氢将草酸亚铁氧化为草酸合铁(III)酸钾配合物。 

(NH4)2Fe(SO4)2·6H2O＋H2C2O4 === FeC2O4·2H2O(s)＋ (NH4)2SO4＋H2SO4＋ 4H2O 

6 FeC2O4·H2O＋3H2O2＋6K2C2O4 === 4K3[Fe(C2O4)3]＋2Fe(OH)3＋6H2O 

2Fe(OH)3＋3H2C2O4＋3K2C2O4 === 2K3[Fe(C2O4)3]＋6H2O 

加入乙醇放置，由于三草酸合铁（III）酸钾低温时溶解度很小，便可析出绿色的晶体。 

      采用重量法测定结晶水含量，采用高锰酸钾氧化滴定法测定 C2O42−含量，铁含量采用

Zn 粉         还原及 KMnO4 氧化滴定法测定，钾含量的确定采用差减计算法。

K3[Fe(C2O4)3] ·3H2O 中配阴离子电荷采用阴离子树脂交换测定法（也可用电导法测定），

通过测定磁化率确定配合物中心体电子结构。 

（四）思考题 

1. 合成过程中，滴完 H2O2后为什么还要煮沸溶液？ 

2. 合成产物的最后一步，加入质量分数为 0.95 的乙醇，其作用是什么?能否用蒸干溶

液的方法来取得产物？为什么? 

3. 产物为什么要经过多次洗涤？洗涤不充分对其组成测定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4. K3[Fe(C2O4)3]·3H2O 可用加热脱水法测定其结晶水含量，含结晶水的物质能否都可

用这种方法进行测定？为什么? 

 

实验八  全钒氧化还原液流电池电极材料的制备及性能测试 

（一）教学要求 

了解全钒氧化还原液流电池的结构、电解液组成、工作原理，了解 V（Ⅳ）硫酸电解

液及电极的制备原理和方法，掌握循环伏安法测定电极的性能的原理和方法。 

（二）知识点提示 

重点和难点：全钒氧化还原液流电池的结构、工作原理，循环伏安法测定电极的性能

的原理和方法。 

（三）教学内容 

V3+/V2+电对分别作为电池的正极和负极，与其他电池相比较，具有容量和功率可调

节、大电流无损深度放电、使用寿命长、易操作和维护等优点。 

1.电解液的制备 

以升华硫作为还原剂制备钒离子硫酸溶液的反应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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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O5 + H2SO4 + S → VOSO4 + H2O + SO2 

以草酸为还原剂，反应原理： 

V2O5 + H2C2O4 + H2SO4 → VOSO4＋H2O＋CO 

通过电位滴定总钒离子浓度, 用 pH计测定溶液的 pH值。 

2.电极的制备 

石墨毡首先用硫酸活化处理，然后对其进行持续的电化学阳极氧化，最后用金属离子

修饰石墨毡电极。 

3.循环伏安法测定电极的性能  

本实验 采用 用循环伏安法考察不同活化方法处理后电极在钒溶液中的电化学性能。 

（四）思考题 

1. 制备 V（Ⅳ）硫酸电解液所用还原剂应符合什么条件，你认为最好的还原剂可能是

何种物质？ 

2. 我们在微机中输入的电压是工作电极相对参比电极的还是对电极的? 

3. 实验中，参比电极的作用是什么? 

4. 解释循环伏安图的形状，如何根据峰电流、峰电位及峰电位差和扫描速度之间的函

数关系来判断电极反应可逆性？ 

 

实验九  均匀沉淀法合成纳米氧化锌 

（一）教学要求 

了解均匀沉淀法制备纳米粉体的原理，掌握沉淀洗涤、转移的基本操作，练习使用恒

温磁力搅拌器、马弗炉等仪器，掌握产率的计算方法。 

（二）知识点提示 

重点和难点：均匀沉淀法反应原理，反应温度、反应时间的控制，保证反应充分进行。 

（三）教学内容 

均匀沉淀合成法是在溶液中加入某种试剂，在适宜的条件下于溶液中均匀地生成沉淀

剂，从而使沉淀在整个溶液中均匀析出。这种方法可以避免沉淀剂局部过浓的不均匀现象，

使过饱和度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从而控制沉淀粒子的生长速度，能获得粒度均匀、纯度

高的超细粒子。本实验以硫酸锌为原料，尿素为沉淀剂，制备纳米氧化锌的反应方程式如

下： 

          尿素分解反应：  CO(NH2)2+3H2O ∆→CO2↑+2NH3·H2O 

          沉淀反应：      Zn2++2NH3·H2O → Zn(OH)2↓+2NH4+ 

          热处理：        Zn(OH)2
∆→ZnO+H2O↑ 

（四）思考题 

           1. 该实验采用 500 ℃灼烧 2.5 h 的加热条件，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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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是否将沉淀在马弗炉中灼烧的时间越长越好？ 

 

实验十  氧化还原溶胶-凝胶法制备 LiCoO2 

（一）教学要求 

掌握 氧化还原溶胶-凝胶法制备 LiCoO2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熟练掌握水浴加热、蒸发、

干燥、焙烧等基本操作。 

（二）知识点提示 

重点和难点：氧化还原溶胶-凝胶法 的基本原理，成胶 pH 值、温度的控制，煅烧温

度、时间的选择，分析表征，图谱解析。 

（三）教学内容 

LiCoO2是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领域的研究热点。本实验采用氧化还原溶胶-凝胶法制

备LiCoO2正极材料，反应如下： 

2Co(NO3)2 + 4LiOH + H2O2 → 2LiCoO2 + 2HNO3 +2LiNO3 + 2H2O。 

利用XRD表征产物的物相结构，用SEM观察其形貌粒度，用自动吸附仪测试其比表面积。 

（四）思考题 

1. 实验中加入加入H2O2的目的是什么？ 

          2. 试写出LiCoO2锂离子电池正负电极反应式。 

3. 氧化还原溶胶-凝胶法合成锂离子二次电池正极材料LiCoO2有何优、缺点？ 

 

实验十一  低热固相合成磷酸锌 

（一）教学要求 

了解低温固相反应的特点，熟练掌握低温固相反应的一般步骤，操作技巧，通过新的

合成方法，直接合成磷酸锌。 

（二）知识点提示 

重点和难点：低温固相反应的基本原理，表面活性剂的作用，固相研磨时间、反应温

度及时间的控制，超声分散洗涤。 

（三）教学内容 

低热(室温或近室温)固相化学合成是近年发展起来的一种非常有潜力的材料合成方

法，本实验通过 Zn(NO3)2 ·6H2O 和 Na3PO4·12H2O 在表面活性剂乙二醇条件下通过低温

固相反应直接合成磷酸锌。 

Zn(NO3)2 ·6H2O+Na3PO4·12H2O→Zn3(PO4)2·4H2O+NaNO3+H2O。 

（四）思考题 

1. 低热固相合成磷酸锌的优点主要表现在那几方面？ 

2. 超声分散洗涤的作用是什么？ 

 

实验十二  电化学法合成碘酸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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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要求 

掌握碘酸钾的电化学合成方法，了解电化学仪器的使用方法，掌握电解、蒸发、浓缩、

结晶、干燥等基本操作。 

（二）知识点提示 

重点和难点：电化学合成方法的基本原理，电解操作，电解时 pH 值、温度、时间、

电流密度的控制。 

（三）教学内容 

低热(室温或近室温)固相化学合成是近年发展起来的一种非常有潜力的材料合成方

法，本实验通过 Zn(NO3)2 ·6H2O 和 Na3PO4·12H2O 在表面活性剂乙二醇条件下通过低温

固相反应直接合成磷酸锌。 

Zn(NO3)2 ·6H2O+Na3PO4·12H2O→Zn3(PO4)2·4H2O+NaNO3+H2O。     

碘酸钾是工业上最重要的碘酸盐，从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执行碘酸钾代替碘化钾作为

食盐加碘剂，其保存期可延长至三年之久。 

          鉴于氯酸钾直接氧化法制碘酸钾，在反应过程中产生氯气，污染环境，又产品中混有

副反应物，分离困难，成本高，所以，本实验以电化学合成法代替氯酸钾氧化法。电化学

法制备碘酸钾的原理是：以石墨为阳极、不锈钢作阴极，以碘化钾溶液(加入少量重铬酸钾)

为电解液，在一定的电流密度和温度下进行电解。在阳极上，碘化钾被氧化为碘酸钾，而

阴极上则析出氢气，其电解反应的总反应方程式如下： 

KI+3H2O= KIO3+3H2↑ 

过滤电解液，收集滤液，蒸发浓缩，冷却，结晶，抽滤，得碘酸钾的结晶。 

（四）思考题 

          1. 为什么不选用石墨作为阴极？ 

          2. 为什么溶液的 pH 要维持在 8.5～9.5？ 

          3. 加入重铬酸盐的目的是什么？ 

 

实验十三  高温陶瓷材料－钛酸铝的制备 

（一）教学要求 

了解沉淀法制备钛酸铝的基本方法和原理，掌握过滤、洗涤、干燥、高温煅烧的基本

操作，了解现代测试分析及表征手段。 

（二）知识点提示 

重点和难点：制备钛酸铝的基本方法和原理，滴加顺序，pH值控制，高温炉的使用，

图谱分析。 

（三）教学内容 

        钛酸铝(Al2TiO5)具有接近零的热膨胀系数(α<1.5×10-6 Ｋ-1)、低的导热系数、非常好的

耐热震性、低的密度、高的熔点(1860±10℃)、优越的耐蚀性、对铝和铁有良好的浇铸性等

特点，是一种具有广泛应用前景的高熔点、高耐热震的高温结构材料。但是，由于钛酸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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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热膨胀各向异性，造成材料内部出现大量的微裂纹而使强度降低。研究表明：Al2TiO5

陶瓷晶体粒径减小到临界粒径以下，能使 Al2TiO5的强度及韧性大幅增加。目前已报道的

制备 Al2TiO5粉体的方法有溶胶－凝胶法、等离子体法、流态化 CVD 法等。这些方法所

采用的原料大多为金属醇盐。 

本实验以低廉的 Ti(SO4)2和 Al2(SO4)3为原料、以 NH4HCO3为沉淀剂制得前驱体，然

后经热处理得到均匀、无硬团聚的 Al2TiO5陶瓷粉体。所得产品经 XRD 表征并通过 TEM

或 SEM 观察粉料的形貌、估算粒径。 

（四）思考题 

1. pH 值对 Al2TiO5前驱体质量有何影响？ 

2. 如何研究前驱体在热处理过程中的相变过程？ 

 

实验十四  超声波辐射法制备超细 SnO2 

（一）教学要求 

了解超声波辐射法制备超细 SnO2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掌握超声波发生器、真空干燥

器、马弗炉等的使用方法，了解现代测试分析及表征手段。 

（二）知识点提示 

重点和难点：超声波辐射法的基本原理，晶型转化时温度及时间的控制。 

（三）教学内容 

SnO2 是一种n 型宽禁带半导体材料，具有优异的光电性能和气敏特性。制备纳米

SnO2 有喷雾热解、溶胶-凝胶、化学沉淀、凝胶-燃烧等多种方法。 

由于在高能超声场作用下，反应溶液中由于发生超声空化现象，提供了生成大量超细

晶核所需要的能量，成核速率大大提高。在晶核生长阶段，颗粒不断产生团聚。此时，超

声场引起的大量空泡破灭可产生强大的冲击波，破坏颗粒间的表面吸附并引起氢键等化学

键的断裂从而使颗粒相互脱离，有效抑制颗粒团聚。并且，超声场产生大量的微小气泡会

吸附在颗粒表面进而降低其比表面能，阻止颗粒的长大。因此，本实验以SnCl2·2H2O为原

料，在超声波条件下制备纳米SnO2 粉体。反应方程式如下： 

2SnCl2·2H2O + 4NH3·H2O + O2 →2SnO2 + 4NH4Cl + 6H2O 

（四）思考题 

1. pH的改变对于最终产物晶粒尺寸、产率有何影响？ 

2. 煅烧温度、煅烧时间对于最终产物的晶体结构有何影响？ 

 

实验十五  固体超强酸的制备及表征 

（一）教学要求 

了解固体超强酸的概念，掌握固体超强酸的一种制备方法，掌握水解、沉淀、抽滤、

洗涤、烘干、焙烧、研磨、筛分等基本操作，学习利用 IR、TG—DTA 表征其结构及热稳

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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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识点提示 

重点和难点：固体超强酸的概念，硫酸浓度范围的控制，活化温度和时间的控制，图

谱解析。 

（三）教学内容 

固体酸定义为能使碱性指示剂变色或能对碱实现化学吸附的固体。酸强度是指由一个

固体酸去转变一个吸附的中性碱使其成为共轭酸的能力。如果这—过程是通过质子从固体

转移到被吸附物的话，则可用 Hammett 函数 H。表示， 

o a +

[B]H =pK +lg
[BH ]

 

平衡时 H。＝pKa，其中[B]和[BH＋]分别代表中性碱及其共轭酸的浓度。 

          超强酸是比 100％的 H2SO4还要强的酸，即 H0＜-11.93 的酸。液态超强酸的 Ho为-12～

-20，固体超强酸 Ho约为-12～-16。对固体超强酸的开发、研究近十几年发展很快。已合

成的固体超酸大多数与液体超强酸一样是含卤素的。如 SbF5—SiO2·TiO2 、

FSO3H—SiO2·ZrO2、SbF5—TiO2·ZrO2等，最近用硫酸根离子处理氧化物制备的新型固体

超强酸 MxOy—SO42-。这类固体超强酸对烯烃双键异构化，烷烃骨架异构化，醇脱水、酯

化、烯烃烷基化、酰化等许多反应都显示非常高的活性。在有机合成中不仅易分离，节省

能源，而且具有不腐蚀反应装置，不污染环境，对水稳定，热稳定性高等优点，日益受到

工业界的重视，特别是在精细化工中的应用日趋扩大，认识和研究开发固体超强酸是非常

有意义的。 

制备 MxOy—SO42-固体超强酸一般是将某些金属盐用氨水水解得到较纯的氢氧化物

(或氧化物)，再用一定浓度的硫酸根离子的水溶液处理，在一定温度下焙烧即可。目前只

发现有三种氧化物可合成这类超强酸，即 SO42-/ ZrO2，SO42-/ Fe2O3和 SO42-/ TiO2。本实

验合成 TiO2/ SO42-及 Fe2O3/ SO42-固体超强酸，并通过 IR、TG－DTA 表征其结构和热稳

定性。以冰乙酸及乙醇为原料，自制固体超强酸作催化剂合成乙酸乙酯，并与用硫酸催化

的结果作比较。 

（四）思考题 

1. 什么是固体超强酸？它有何用途? 

2. 合成固体超强酸成败的关键步骤是什么? 

 


	掌握碳酸铝铵热解法制备纳米α-AlR2ROR3R4T的基本原理和方法，4T熟练掌握溶液配制、减压过滤、干燥、焙烧等基本操作。学习用SEM、XRD、IR等手段对5T氧化铝5T的结构及性质进行分析表征。
	用多晶x射线衍射仪测定产物的物相，用透射电子显微镜(TEM)观察样品粒子的尺寸与形貌。
	了解三草酸合铁(Ⅲ)酸钾的制备方法，掌握确定化合物化学式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巩固无机合成、滴定分析和重量分析的基本操作，掌握离子交换树脂的操作方法。
	了解全钒氧化还原液流电池的结构、电解液组成、工作原理，了解V（Ⅳ）硫酸电解液及电极的制备原理和方法，掌握循环伏安法测定电极的性能的原理和方法。

	LiCoOR2R是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领域的研究热点。本实验采用氧化还原溶胶-凝胶法制备LiCoOR2R正极材料，反应如下：
	2Co(NOR3R)R2R + 4LiOH + HR2ROR2R → 2LiCoOR2R + 2HNOR3R +2LiNOR3R + 2HR2R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