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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工程综合实验》实验教学大纲
(实验课程)
◆课程编号：112035
◆课程英文名称：Comprehensive Experiment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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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工程专业
◆先修课程：
《环境化学实验》
、
《环境监测实验》
、
《环境工程实验》等及相关理论课程。

一、课程简介与教学目标
（一）课程简介
环境问题的认识和解决都离不开环境污染防治的设计和实践活动，所培养的环境专业人才
除具有必要的理论基础知识外，还要具备处理环境问题的实际能力，掌握治理过程中工艺的优
化方法和技术。
环境工程综合实验是在环境化学实验、环境工程实验、环境监测实验、环境工程学、大气
污染控制工程等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新的综合性的实验学科，是研究污染物在环境
中的迁移、转化和归宿的方法，是人工强化处理污染物的优化方法。本课程是环境工程专业的
一门专业发展拓展课程。
（二）教学目标
环境工程综合实验教学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学生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培养学生良好的工程独立
操作能力，设计和动手能力，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严格认真的科学态度。

二、教学方式与方法
1.要求学生做好课前预习，设计实验方案，在每次实验前需提交预报告，预报告中包括实验
目的、实验方法与实验步骤设计、注意事项、可能出现问题、预期结果、向老师提出的问题等内
容；
2.教师通过提问、查看预报告等方式对学生的实验预习情况进行检查，然后讲解本次实验原
理、方法、步骤、注意事项等内容；
3.学生根据方案进行实验→数据处理→分析结果→可能出现的问题→再实验→再数据处理
→再分析结果，最后根据存在问题，调节工艺参数。教师对学生实验情况进行监控，并随时给予
指导；
4.实验结束，教师对本次实验情况进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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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学生对实验数据处理、讨论，提交个人实验报告。

三、教学重点与难点
（一）教学重点
本课程教学重点：培养学生运用基础理论知识和实验方法，优化出可行的监测方案及废水、
废气、固废等处理工艺流程参数。
（二）教学难点
本课程打破演示及示范性实验的教学内容与组织方式，具有灵活性，开放性、互动性强，强
调学生个性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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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表水与间隙水中磷形态的测定

选修

设计研究性

8

二

地表水体中总氮的测定

必修

设计研究性

8

三

地表水中叶绿素的测定及水体富营养化评价

必修

综合性

9

四

电催化氧化法处理印染废水

必修

设计研究性

8

五

平流式溶气加压气浮处理含油废水

选修

综合性

8

六

浸没式混凝-微滤法处理重金属废水

选修

设计研究性

8

七

连续微滤法（CMF）处理氨氮废水

必修

设计研究性

8

八

一体化生化装置处理微污染水工艺的优化研究

选修

设计研究性

9

九

生物转盘除磷脱氮工艺的优化研究

必修

设计研究性

8

选修

设计研究性

8

十

A-O 法处理制药废水工艺的优化研究

合计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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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综合实验讲义》
，自编教材，2010。
（二）教学参考书
1．
《水污染控制工程》
，高延耀、顾国维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年；
2．
《污水处理工程设计》
，徐新阳、于锋主编，化工出版社，2008 年；
3．
《污水处理新工艺与设计计算实例》，孙力平主编，科学出版社，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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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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表水与间隙水中磷形态的测定
（一）教学要求
1.了解水中不同形态磷的测定方法；
2.了解间隙水的采集与总磷测定方法；
3.熟悉水样预处理的方法；
4.熟悉钼锑抗分光光度法测定总磷的原理和过程。
（二）知识点提示
知识点：（1）水体中磷的形态及测定意义；
（2）底泥的采集技术；
（3）间隙水的制备方法；
（4）磷的测定原理和过程。
重点：磷的测定原理和过程
难点：底泥的采集；形态的测定。
（三）教学内容
1.利用分层采水器采取水样。
2.沉积物（底泥）的采集：将采泥器轻轻地垂直放下，采集河流或湖泊沉积物。
3.将采集的底泥制备间隙水样品。
4.测定地表水和间隙水中磷的形态。
（四）思考题
1.过硫酸钾消解的作用？
2.用分光光度计测吸光度时，如果比色皿中有气泡对结果有什么影响？如果比色皿外壁有水
痕对结果有什么影响？

实验二 地表水体中总氮的测定
（一）教学要求
1.掌握过硫酸钾氧化—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总氮的原理和方法；

4

2.掌握平行样品精密度的测定及计算方法；
3.学会回收率的测定及计算方法。
（二）知识点提示
知识点：
（1）样品前处理方法；
（2）过硫酸钾氧化—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总氮；
（3）总氮测
定准确度实验（回收率实验）
；
（4）总氮测定精密度实验。
重点：过硫酸钾氧化—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总氮
难点：精密度实验；回收率实验
（三）教学内容
1.样品的采集与处理
2.利用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测定平行水样中总氮，并计算出相对标准偏差。
3.在水样中加入一定以质量的标准溶液，测定回收率。
（四）思考题
1.过硫酸钾氧化—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总氮的过程中过硫酸钾起什么作用？
2.紫外分光光度计和可见光分光光度计有什么不同？

实验三 地表水中叶绿素的测定及水体富营养化评价
（一）教学要求
1.测定水体中的叶绿素 a 含量的原理和实验方法。
2.掌握富营养程度评价的方法。
（二）知识点提示
（1）水体中的叶绿素 a 含量测定技术；（2）水体富营养程度评价方法。
（三）教学内容
1.提取水样中叶绿素 a。
2.把研磨好的悬浊液离心，最后移入容量瓶内，定容，摇匀。
3.分光光度法测定叶绿素含量。
4.综合实验一~实验四结果，计算水体的富营养化指数。
（四）思考题
评价水体富营养化程度有哪些方法？

实验四 电催化氧化法处理印染废水
（一）教学要求
1.了解电催化氧化法处理废水中难降解有机污染物的机理；
2.掌握电催化氧化法使水溶性染料降解脱色的实验方法；
3.掌握实验中主要影响因素的优化方法。
（二）知识点提示
教学重点：电催化氧化设备的操作使用，染料废水中发色有机污染物的测定，总有机碳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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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教学难点：电极材料、电催化时间、电解质投加量、电压、pH 值、曝气量等实验条件对染料
废水中发色有机污染物的降解影响。
（三）教学内容
1.电极材料的影响；
2.最佳电催化氧化时间的确定；
3.最佳电压的确定；
4.最佳电解质投加量的确定；
5.最佳反应酸碱度的确定；
6.最佳曝气量的确定。
（四）思考题
通过什么方法可以提高电催化氧化法处理有机染料废水的效率？色度去除后，有机物是否被
完全降解？

实验五 平流式溶气加压气浮处理含油废水
（一）教学要求
1.加深对气浮基本概念及原理的理解。
2.掌握加压溶气气浮的实验方法，并能熟练操作气浮装置。
3.通过对实验系统的运行，熟练掌握加压溶气气浮的工艺流程。
（二）知识点提示
教学重点：气浮反应设备的组装和操作使用，水中油含量的测定。
教学难点：实验条件对气浮法去除水中油的影响。
（三）教学内容
1.配制模拟含油废水。
2.开动射流器加压，调节好各流量计使加压溶气罐上的压力表读数为 0.3MPa
3.在不同的气浮时间取样测定水中油的含量
（四）思考题
气浮池内气泡是否很微小，若不正常，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实验六 浸没式混凝-微滤法处理重金属废水
（一）教学要求
中空纤维膜分离技术是一种新型的净化分离技术，该分离过程常温进行，无相变，不产生二
次污染，是高效节能型分离净化技术。作为反渗透的预处理系统，可替代传统的絮凝、沙滤、精
滤工艺，减少占地面积，产水水质高且稳定，延长反渗透系统的使用寿命；系统自动化控制程度
高，降低劳动强度和成本。使学生掌握浸没式中空纤维膜分离工艺的基本操作，结合混凝沉淀、
微滤膜分离法的原理，综合运用理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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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识点提示
掌握中空纤维膜的结构和运行方式，中空纤维膜的分离机理是筛孔分离机理，在中空纤维壁
上有数纳米至数百纳米的贯通孔。在压力驱动下，尺寸小于膜分离孔径的分子或粒子，可穿过纤
维壁，而尺寸大于膜分离孔径的分子或粒子则被纤维壁所截留，从而实现大小粒子的分离。
（三）教学内容
中空纤维膜连续微滤系统（CMF）是以中空纤维微滤膜为中心处理单元，配以特殊设计的管
路、阀门、自清洗单元、加药单元和自控单元等，形成闭路连续操作系统。当处理液在一定压力
下通过微滤膜过滤，达到物理分离的目标。
主要记录数据：
1. 工作状态。调节阀门，使工作压力为进口 0.07~0.09 MPa、出口 0.03~ 0.05 MPa。工作时
间 20～30 分钟。
2. 清洗状态 1。调节反洗流量计 1 t/h，清洗时间 20～40 秒。
3. 清洗状态 2。调节反洗流量计 6~9t/h，其余阀门状态同清洗状态 1。清洗 20 秒～40 秒。
4. 排污状态。排污时间 5～30 秒，准确时间以排污口不出污水所需时间。
5. 回到工作状态。
6. 化学清洗。在 MF 循环水槽中加入化学试剂，设定工作时间 40~60min，其余同工作状态。
（四）思考题
1.浸没式微滤膜法和连续式微滤魔法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2.怎样提高浸没膜法去除电池中重金属离子的效果。

实验七 连续微滤法（CMF）处理氨氮废水
（一）教学要求
CMF（Continuous Membrane Filtration 连续膜过滤）技术，是一种新型的膜分离工艺过程。
通过模块化的结构设计，采用错流过滤方式和间歇式自动清洗（气、水洗工艺）的系统，组合成
的一整套封闭连续的膜过滤系统。使学生深入掌握沸石吸附法和微滤膜分离法的原理，将 CMF
工艺对氨氮废水的处理过程与理论知识相结合，考察国产 CMF 系统在污水净化系统中应用，为
工程设计提供科学依据。
（二）知识点提示
掌握分离膜的结构，完善 CMF 工艺流程，考察在运行条件下，连续微滤技术作为反渗透的
预处理的运行工艺条件及清洗方式。
（三）教学内容
1) 连续加药
2) 间歇冲击式加药（循环回流）
3) 化学清洗周期与方法
反渗透膜的运行工艺与清洗方案，包括阻垢与清洗，主要考察水净化处理系 统工艺可靠性与
清洗方案，不考虑反渗透的水回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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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思考题
请简述 CMF 工艺处理氨氮废水的主要优缺点，及应用领域。

实验八 一体化生化装置处理微污染水工艺的优化研究
（一）教学要求
1.熟悉物化-生化处理原理和实验方法。
2.掌握水泵、初沉池、生化控制方法。
（二）知识点提示
（1）水、电、气的线路和控制点；（2）物化-生化处理方法。
（三）教学内容
1.熟悉水路、电路、气路的开关。
2.开启水泵，控制回流阀的流量，曝气量；检查各工艺装置联动情况。
3.测定各工艺 COD、BOD、SS、色度含量变化。测定生化工序的微生物群落（镜检）、SV、
SVI 等。
4 计算各工艺去除率。
（四）思考题
净化微污染水有哪些方法？

实验九 生物转盘除磷脱氮工艺的优化研究
（一）教学要求
1.掌握生物转盘除磷脱氮的原理和方法；
2.了解厌氧-生物转盘结构；
（二）知识点提示
知识点：
（1）生物转盘处理方法；（2）生物转盘除磷脱氮的原理；
（3）生物转盘运行方式；
（三）教学内容
1.了解水路、电路走向和控制点；
2.开启厌氧-生物转盘，控制转速、进水量。
3.3.测定不同转速 COD、BOD、SS、色度含量变化。测定生化工序的微生物群落（镜检）、
膜厚度等。
（四）思考题
1.生物转盘优缺点？

实验十 A-O 法处理制药废水工艺的优化研究
（一）教学要求
1.熟悉 A-O 法处理原理和实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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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水泵、生化控制方法。
（二）知识点提示
（1）水、电、气的线路和控制点；（2）厌氧-好氧处理方法。
（三）教学内容
1.熟悉水路、电路、气路的开关。
2.开启水泵，控制水流量和曝气量，检查各工艺装置联动情况；将装置变为 A2-O 法或 A-O-O
法。
3.测定各工艺 COD、BOD、SS、色度含量变化。测定生化工序的微生物群落（镜检）、SV、
SVI 等。
4 计算各工艺去除率。
（四）思考题
A-O 处理高浓度废水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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