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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子化学实验》实验教学大纲 

(实验课程) 

◆课程编号：111041 

◆课程英文名称：Experiments in Polymer Chem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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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三年级 

◆先修课程：无机化学及实验，有机化学及实验，分析化学及实验，物理化学及实验，仪器分析、

物理学及实验，高分子化学 

一、课程简介与教学目标 

高分子化学实验课程是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材料科学与材料工程类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

课。实验注重对高分子化学合成的基本实验技能和能力的培养，通过实验现象的观察，使学生能

对课堂知识进行验证、巩固，从而将从课本上获得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实验课程是验证、

巩固和补充课堂所讲授理论知识的必要环节，通过高分子化学实验课程的学习，可以使学生对高

分子化学课程中所学的基础知识有进一步的理解，使所掌握的知识更加巩固，同时进一步熟悉化

学实验中的基本操作，并不断培养学生自己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开设的实验内容包括基

础性实验、综合性实验和设计研究性实验，以及依据我院近年来科研成果而设计的特色实验。 

    高分子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合成高分子材料的技术基础，主要培养学生的基本实验技能

和能力，并通过实验现象的观察使学生对课堂所学到的基本理论知识得到验证、巩固。通过系统

学习后，让学生进行实验设计、实施、观察和总结，培养学生具有从事高分子研究和开发的基本

技能和实验能力，为本科生进一步学习深造打下坚实的实践基础。开设本课程的目的在于： 

1. 使学生掌握各种聚合反应的实验手段及各种重要聚合物的制备方法。 

2. 初步掌握聚合反应动力学的研究方法并对聚合物结构和性能的关系有初步认识。 

3. 使学生增强对聚合物和聚合反应的感性认识，加深对课堂知识的理解，提高学生的动手

能力，并培养实事求是的科研态度。 

4. 初步掌握聚合物合成方法和基本技术技能，培养并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教学方式与方法 

本课程要求学生课前预习实验并按照规定的报告格式书撰写预习报告，预习报告包括三部分

内容：实验方案和安排、实验注意事项、预习中的问题。课堂上教师采用讲解、提问、示范、实

际操作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实验教学，启发引导、精讲多练，激发学生的实验兴趣，为学生创造动

手的机会和条件。实验过程中要求学生详细观察实验现象、记录原始数据、规范操作。课后学生

撰写实验报告，实验报告包括四部分内容：实验原理、实验结果和数据处理、思考题解答、教师

1. 一级标题，黑体，小四号； 

2. 二级标题，黑体，五号； 

3. 正文，宋体，五号字 

4. 1.25倍行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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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语。 

三、教学重点与难点 

（一）教学重点 

教学重点是传授高分子化学的知识和实验方法，在实验的过程中训练科学研究的方法和思维，

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的科研精神。重点了解并掌握高聚物的合成手段和技术，自由基聚合和逐步聚

合的实施方法及典型反应动力学的研究方法。 

（二）教学难点 

难点是离子聚合和定向聚合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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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体精制和纯度分析 选修 其它 5 
二 常用引发剂的精制 必修 其它 5 
三 甲基丙烯酸甲酯的本体聚合 必修 验证性 5 
四 苯乙烯悬浮聚合 必修 综合性 5 

五 醋酸乙烯溶液聚合及官能团反应—聚乙烯醇的

制备 
必修 综合性 10 

六 醋酸乙烯酯乳液聚合 必修 综合性 5 

七 苯乙烯乳液聚合 选修 综合性 5 

八 苯乙烯与马来酸酐共聚合反应 必修 综合性 5 

九 正丁基锂的合成和苯乙烯、甲基丙烯酸甲酯、丙

烯腈的阴离子聚合 
必修 综合性 5 

十 环氧丙烷、四氢呋喃在 BF3·Et2O 引发下的阳离

子聚合 
必修 综合性 5 

十一 环氧树脂的制备及环氧值的测定 选修 综合性 5 

十二 不饱和聚酯的合成和玻璃增强塑料的制备 必修 综合性 5 

十三 尼龙-66 及尼龙-6 的合成 必修 综合性 5 

十四 膨胀计法测定苯乙烯自由基聚合反应速率 必修 验证性 5 

十五 醇酸树脂反应动力学 选修 验证性 5 

合计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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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子化学实验》讲义，邓奎林、刘盈海编写，2003 年；第一版。 

2.《高分子科学实验》，张兴英，李齐方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 年；第一版。 

（二）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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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分子科学实验》，韩哲文编著，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一版。 

2.《高分子科学实验》，李树新，王佩章主编，中国石化出版社，2008 年；第一版。 

3.《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实验教程》，沈新元编著，中国纺织出版社，2010 年；第二版。 

4.《高分子化学实验与技术》，杜奕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二版。 

5.《高分子化学实验》，何卫东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一版。 

6.《高分子化学实验》，梁晖，卢江编著，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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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卷          项目报告/论文 

 其它：   实验报告+平时成绩   （填写具体考核方式） 

【成绩评定】平时成绩 60%—70%和实验报告成绩 30%—40%作为实验成绩。根据学生的实

验预习报告、实验纪律、实验动手能力进行综合评定给出平时成绩。 

七、课程内容概述 

实验一  单体精制和纯度分析 

（一）教学要求 

掌握几种烯类单体的精制、分析方法，并对有机化学基础实验技术进行集中训练。 

（二）知识点提示 

依据具体单体结构的不同来选择单体精制及其纯度分析方法。有机化学中基础实验操作技术。 

（三）教学内容 

1. 甲基丙烯酸甲酯的精制及纯度分析 

2. 苯乙烯的精制及纯度分析 

3. 醋酸乙烯酯的精制及纯度分析 

4. 丙烯腈的精制及纯度分析 

（四）思考题 

对甲基丙烯酸甲酯、苯乙烯、醋酸乙烯酯以及丙烯腈进行纯度分析的依据是什么？ 

 

实验二  常用引发剂的精制 

（一）教学要求 

掌握常见引发剂精制方法及技术，以备后面室验使用。 

（二）知识点提示 

根据引发剂不同的结构与性质来确定各种引发剂的精制方法。有机化学中基础实验操作技术。 

（三）教学内容 

1. 过氧化二苯甲酰的精制 

2. 偶氮二异丁腈的精制 

3. 过硫酸钾（铵）的精制 

4. 三氟化硼乙醚和四氯化钛的精制 

http://vip.book.sina.com.cn/pub/book.php?book=752401&dpc=1
http://vip.book.sina.com.cn/pub/book.php?book=752401&dpc=1
http://vip.book.sina.com.cn/pub/book.php?book=752401&dp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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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思考题 

在常见自由基聚合引发剂的精制过程中应注意什么？ 

 

实验三  甲基丙烯酸甲酯的本体聚合 

（一）教学要求 

了解本体聚合原理，熟悉有机玻璃制备方法，测定不同引发剂用量对聚合反应速率的影响。 

（二）知识点提示 

准确判断聚合体系变稠的时间，防止爆聚的发生。 

（三）教学内容 

甲基丙烯酸甲酯通过本体聚合方法可以制得有机玻璃，有机玻璃是航空工业与光学仪器制造

工业的重要原料。通过甲基丙烯酸甲酯的本体聚合使学生了解本体聚合的原理，熟悉有机玻璃的

制备方法，并观察引发剂的不同用量对甲基丙烯酸甲酯聚合速率的影响关系。 

（四）思考题 

1. 简述本体聚合的特点及相应的工业实施方法。 

2. MMA 聚合至粘度较高而不流动时，转化率是多少？聚合体系刚至不流动时，是否进入了

自动加速阶段？ 

3. 如何选择沉淀剂？重量法测定转化率的优点是什么？ 

 

实验四  苯乙烯悬浮聚合 

（一）教学要求 

熟悉悬浮聚合方法优缺点，通过磺化反应了解高分子化学反应的一般概念。掌握离子交换树

脂的净化和交换量的测定。 

（二）知识点提示 

严格控制聚合反应温度以及搅拌速度以保证制备出粒径适中且分布均匀的聚苯乙烯小球。 

（三）教学内容 

离子交换树脂是一种具有离解能力的高聚物，它一般包括体型网状结构的母体骨架以及母体

骨架上的可离解基团（官能团），这种可离解基团能和溶液中的离子起交换反应。本实验以苯乙

烯和二乙烯苯为主要原料，通过悬浮聚合方法来制得共聚物小球（即母体骨架），然后用浓硫酸

磺化为强酸型阳离子交换树脂。并测定该离子交换树脂的净化和交换量。 

（四）思考题 

1. 比较本体聚合和悬浮聚合的优缺点。 

2. 高聚物的磺化反应与小分子磺化反应的异同。 

3. 聚苯乙烯磺化时，加入二氯乙烷的目的是什么？ 

 

实验五  醋酸乙烯溶液聚合及官能团反应—聚乙烯醇的制备 

（一）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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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溶液聚合的基本原理和实验技术，了解聚合物中官能团反应的一般知识。 

（二）知识点提示 

依据具体条件来选择溶液聚合中适当的溶剂；准确判断聚醋酸乙烯醇解时相变的出现并及时

采取相应的措施防止结块，合成出具有较高醇解度的聚乙烯醇。 

（三）教学内容 

以甲醇为聚合溶剂，在 AIBN 的引发下制备出聚醋酸乙烯的甲醇溶液，并在此基础上采用干

法醇解进一步合成具有较高醇解度的聚乙烯醇。 

（四）思考题 

1. 本实验的醋酸乙烯溶液聚合属于什么类型的溶液聚合，为什么要选择甲醇作聚合溶剂？ 

2.  PVC 的醇解反应属于哪一类型的大分子反应？醇解过程中发生相变的原因是什么？ 

 

实验六  醋酸乙烯乳液聚合 

（一）教学要求 

了解乳液聚合的基本原理并掌握实验技术，对醋酸乙烯均相成核技术有一定了解。 

（二）知识点提示 

依据单体的不同性质选择乳化剂体系，聚合过程正确掌握反应温度和单体滴加速度的控制是

成功合成稳定乳液的关键。 

（三）教学内容 

采用单体-乙酸乙烯酯和引发剂-过硫酸钾均分批加入，以聚乙烯醇和OP—10 为复合乳化剂，

制备出乙酸乙烯酯的稳定乳液。 

（四）思考题 

1. 简述乳液聚合的特点和机理。 

2. 在乳液聚合中乳化剂的类型及其选择原则。 

 

实验七  苯乙烯乳液聚合 

（一）教学要求 

了解乳液聚合的基本原理并掌握实验技术。 

（二）知识点提示 

控制水溶性氧化还原引发体系中氧化剂与还原剂的比例，破乳以及对聚合物的后处理方法。 

（三）教学内容 

以中性皂为乳化剂，以过硫酸钾—亚硫酸氢钠为氧化还原引发剂进行苯乙烯的乳液聚合，并

通过后处理来获得聚苯乙烯的白色粉末。 

（四）思考题 

简述乳液聚合的基本原理。 

 

实验八  苯乙烯与马来酸酐共聚合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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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要求 

了解并掌握非均相溶液聚合物特点，掌握苯乙烯与马来酸酐共聚机理及操作技术。 

（二）知识点提示 

异相溶液聚合中溶剂的选择，苯乙烯与马来酸酐共聚机理以及在竞聚率不等于零的交替共聚

合中两单体浓度的控制。 

（三）教学内容 

以过氧化二苯甲酰为引发剂，等计量的苯乙烯与马来酸酐为共聚单体，在苯中通过自由基聚

合制备苯乙烯与马来酸酐交替共聚物。 

（四）思考题 

1. 原料苯乙烯，为什么要使用新鲜蒸馏过的？ 

2. 查阅苯乙烯和马来酸酐的 r1 和 r2 值，用以说明所得共聚物结构属于哪一类共聚物？为什

么？试画出此共聚物组成曲线的形状。 

 

实验九  正丁基锂的合成和苯乙烯、甲基丙烯酸甲酯、丙烯腈的阴离子聚合 

（一）教学要求 

掌握阴离子聚合操作技术，熟悉正丁基锂引发阴离子聚合机理、特点。 

（二）知识点提示 

对空气以及湿气不稳定化合物-正丁基锂的合成。阴离子聚合的实验操作、判断常见阴离子聚

合单体的活性顺序以及正确掌握嵌段共聚合中单体的加料顺序。 

（三）教学内容 

制备一定浓度的正丁基锂的苯或者庚烷溶液，以正丁基锂为引发剂进行常见单体的阴离子聚

合，并在上述实验基础上合成几种嵌段共聚物。 

（四）思考题 

1. 合成正丁基锂装置中的分液漏斗为什么有一侧管？石蜡油封的目的是什么？ 

2. 为什么离子型聚合对原料的纯度要求特别严格？ 

 

实验十  环氧丙烷、四氢呋喃在 BF3 • Et2O 引发下的阳离子聚合 

（一）教学要求 

掌握阳离子聚合操作技术，熟悉 BF3 • Et2O 引发开环聚合的机理和特点。 

（二）知识点提示 

环氧丙烷的阳离子聚合机理及其实验操作，BF3 • Et2O 的纯化。 

（三）教学内容 

在二氯乙烷中，以三氟化硼乙醚络合物（BF3 • Et2O）—丁二醇体系来催化环氧丙烷的阳离

子均聚合反应。以三氟化硼乙醚络合物为催化剂，环氧氯丙烷为助催化剂进行四氢呋喃的阳离子

本体聚合反应。 

（四）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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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写出环氧丙烷(或环氧乙烷)用碱作催化剂时的引发和增长反应式。 

 

实验十一  环氧树脂的制备及环氧值的测定 

（一）教学要求 

制备低分子量环氧树脂，了解聚合反应机理和粘结性能，掌握测定环氧值的方法及意义。 

（二）知识点提示 

环氧树脂的分子量控制，以及正确的环氧值测定方法。 

（三）教学内容 

以二酚基丙烷（双酚 A）与环氧氯丙烷为单体在碱的存在下制备低分子量的环氧树脂。利用

盐酸-丙酮法测定所得环氧树脂的分子量并选择适当的固化剂对实物进行黏结。 

（四）思考题 

1. 环氧树脂有哪些特点？ 

2. 影响环氧树脂分子量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实验十二 不饱和聚酯的合成和玻璃增强塑料的制备 

（一）教学要求 

了解不饱和聚酯的制备原理和过程、熟悉手糊玻璃钢制作技术。 

（二）知识点提示 

高温条件下缩聚反应的实验操作，不饱和聚酯酸值的正确测定方法，玻璃纤维的预处理以及

高强度玻璃钢的制作方法。 

（三）教学内容 

在引发剂过氧化苯甲酰存在下，以顺丁烯二酸酐、邻苯二甲酸酐和乙二醇为单体合成具有一

定分子量的不饱和聚酯，测定所得不饱和聚酯的分子量。以苯乙烯为交联剂制备高强度的玻璃钢

产品。 

（四）思考题 

1. 玻璃布为什么要进行表面处理？ 

2. 不饱和聚酯不能遇水，为什么？ 

 

实验十三 尼龙-66 及尼龙-6 的合成 

（一）教学要求 

掌握熔融缩聚的特点及实施方法。 

（二）知识点提示 

高温熔融缩聚的实验操作，严格的单体等物质的量比对于合成高分子量缩聚产品的重要性以

及获得严格等物质的量比单体的一些方法。 

（三）教学内容 

利用有机酸与有机胺的成盐性质合成己二酸与己二胺盐的 66 盐。通过高温缩聚的方法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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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尼龙- 66。 

（四）思考题 

1. 将 66盐在封密体系 220℃进行预缩聚，实验室中进行时有何主要困难？工业上如何解决？ 

2. 为什么制备尼龙- 66 过程中需通 N2? 

 

实验十四  膨胀计法测定苯乙烯自由基聚合反应速率 

（一）教学要求 

掌握膨胀计的原理及其使用方法，验证聚合反应速率与单体浓度的动力学关系式并求得聚合

反应速率 

（二）知识点提示 

膨胀计的原理及其正确的使用方法。 

（三）教学内容 

通过过氧化苯甲酰引发的苯乙烯本体聚合，利用膨胀计验证自由基聚合反应速率与单体浓度

的动力学关系式并以此求得苯乙烯聚合反应速率。 

（四）思考题 

1. 膨胀计法测定自由基聚合反应速率的原理是什么？ 

2. 在整个实验操作过程中应注意哪些问题？ 

 

实验十五  醇酸树脂反应动力学 

（一）教学要求 

了解缩聚反应特点，掌握反应时间与分子量间定量关系，进而了解其动力学特征。 

（二）知识点提示 

缩聚反应过程中，聚合物不断生成而官能团羟基和羧基会逐渐减少。因此，测定缩聚反应过

程中反应物的酸值或溶解性的变化，就可知反应时间与转化率(反应程度)的关系，即求出反应时

间与分子量的动力学关系。进一步掌握熔融缩聚反应的实验操作。 

（三）教学内容 

以等物质的量的邻苯二甲酸酐与甘油进行熔融缩聚反应（物质的量比为 3∶2），研究反应过

程的动力学，即求出转化率与时间的动力学关系。 

（四）思考题 

简述缩聚反应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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