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化学实验—基础化学实验Ⅱ
—化工基础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说明
（一）课程名称、所属专业、课程性质、学分
课程名称：大学化学实验-基础化学实验Ⅱ——化工基础实验
所属专业：核化工
课程性质：专业基础课
学

分：1.5 学分（54 学时）

（二）课程简介、目标与任务、先修课与后续相关课程
课程简介：本课程是为核化工等专业三年级学生开设的专业基础课，化工基础实验
是一门以过程单元操作原理为主要内容、以处理工程问题的实验研究方法为特色的实践
性课程。它在培养学生的工程能力，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通过本
实验训练，学生对过程工业中具有普遍性的流体流动、传热、分离及反应过程及与之相
关的单元操作的规律和理论基础有更深入的理解，对生产化工产品的基本原理和实现工
业化生产的工程技术有初步认识。
目标与任务：深化理论知识。通过实验可使学生对基本原理的理解、公式中各种参
数的来源及使用范围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从而帮助学生理解从书本上较难弄懂的概念。
培养学生从事实验研究的能力。制定实验目标、设计实验方案的能力；进行实验、
观察和分析实验现象的能力；正确选择和使用测量仪表的能力；利用实验的原始数据进
行数据处理以获得实验结果的能力；运用文字表达技术报告的能力。
培养学生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学习态度。从实验预习、实验操作、现象观察到数
据处理等各个环节培养学生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和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
先修课程与后续相关课程：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普通物理、基础化学、物理化学、化工原理、基础化学实验
I 等。
后续相关课程：化工热力学、反应工程、化工仪表及自动化、化工设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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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材与主要参考书
教材：兰州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编著，大学化学实验 基础化学实验Ⅱ，兰州大学出
版社，2004。
主要参考书：
1. 陈敏恒等，化工原理（第 3 版），化学工业出版社，2006。
2. 李绍芬，反应工程（第 2 版），化学工业出版社，2000。
3. 武汉大学，兰州大学，复旦大学。化工基础实验，高教出版社，2005。
4. 张金利，化工基础实验(第 2 版)，化学工业出版社，2006。

二、课程内容与安排
教学思路:
学生的实验能力可概括为：基本操作能力、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查阅文献能力及总结表达能力，不同实验，训练侧重点不同。

（一）实验名称与学时分配
化工基础实验(54 学时)：
实验理论化工实验基础知识和要求 (2 学时)*
实验一

流体流动阻力实验 (4 学时)

实验二

离心泵性能测定实验 (2 学时)

实验三

雷诺实验 (2 学时)*

实验四

流体流动之机械能转换测定 (2 学时)*

实验五

转子流量计校准实验 (2 学时)*

实验六

换热器传热系数的测定实验 (4 学时)

实验七

填料吸收塔吸收系数的测定 (4 学时)

实验八

精馏塔的操作与塔效率的测定 (4 学时)

实验九

液—液萃取塔 (4 学时)

实验十

干燥曲线和干燥速率曲线的测定 (4 学时)

实验十一

脉冲响应法测定非均相反应器的停留时间分布 (4 学时)

实验十二

串联连续搅拌釜反应器转化率测定实验 (4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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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十三

脉冲法测定连续搅拌釜式反应器停留时间分布 (4 学时)*

实验十四

传热仿真实验 (4 学时)

实验十五

填料吸收解吸实训仿真 (4 学时)

实验十六

精馏装置实训仿真 (4 学时)*

实验十七

流化床干燥装置实训仿真 (4 学时)

实验十八

液液萃取装置实训仿真 (4 学时)*

备注：
1. *为选开实验
2. 根据教学计划，化工类专业计划学时 54，在开实验时从以上实验中选择
14—16 个实验，共计 54 学时。

考核方式:
学生成绩由实验操作成绩和实验报告成绩综合得到。实验操作成绩采用逐个实验计
分法，每个实验中预习占 10%，基本操作占 40%、实验结果、报告占 40%，纪律、卫
生占 10%。

（二）实验内容、实验目的难点及注意事项
该课程教学内容包括化工生产中常见仪表、设备、生产单元的认识及操作训练；工
程研究方法的掌握；实验数据的获取及处理；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

化工基础实验（54 学时）
实验项目

主要内容及实验目的

难点及注意事项

主要内容：介绍实验课程概况；讲授化工实验设
计基础理论；化工实验数据的处理方法；化工实验
中常用测量仪表的基本原理及使用方法；
化工实验
实验理论

设备的基本操作方法和注意事项；实验预习、实验
分工和实验安全。
实验目的：了解课程概况，掌握化工实验方法及
要求。

3

难点：数据处理方法、实验报告
的规范写法。
注意事项：化工实验设备的基本
操作方法和注意事项。

主要内容：1．测定流体流经直管时的摩擦系数与
雷诺准数的关系；2．测定 90°标准弯头、突然扩
大的阻力系数；3．测定截止阀及闸阀全开时的阻
实验一：流体
阻力实验

力系数。
实验目的：1．学习掌握流体流动阻力、管子摩擦
系数，管件阻力系数的测定方法，了解它们的变化
规律，巩固对流体流动阻力基本理论的认识；2．掌
握有关压差计、流量计的使用方法；3．了解离心
泵的特性，熟悉离心泵的操作。

难点：测量管道排气操作，数据
处理。
注意事项： 1. 在测试过程中，
发现压差计指示值不能正确反
映流体流动规律时，检查压差计
中是否存在空气；2. 注意离心
泵的启动，运行与停车；3.管线
排气操作。
难点：实验原理及数据处理。

主要内容：测定离心泵在一定转速下的特性曲线。 注意事项：1. 注意离心泵的启
实验二：离心

实验目的：1．了解离心泵的特性，熟悉离心泵的 动，运行与停车；2. 读 0 流量

泵性能测定

操作；2．学习离心泵特性曲线的测定方法和特性

读数时，应先将泵出口阀开大，

曲线的应用。

待管线内水流正常后，再关闭泵
出口阀，使流量为 0 读数。

主要内容：观察流体的三种流动形态：层流、湍

难点：三种状态的调节及判定。

流和过渡态，并测定各自的雷诺数。

注意事项： 1. 保持水槽中水位

实验三：雷诺

实验目的：1. 观察层流、湍流和过渡态的流动形

平稳，尽量减少环境震动。

实验

态；2. 确立雷诺准数与层流和湍流的联系，并测

2. 实验中要仔细调节水流量和

出临界雷诺准数的大小；3. 理解不同流态对传热、 示踪剂加入量，使示踪剂流线清
传质的影响。

晰。

主要内容：测定不可压缩流体在静止及不同流速

难点：认识机械能转换和守恒关

实验四：流体

条件下各种形式机械能的相互转换。

系。

流动之机械

实验目的：1.测定流体在不同流速下，静压头和动

注意事项：1. 保持水槽稳定；

能转换测定

压头的相互转换，从而认识机械能转换和守恒关

2. 注意设备本身加工精度对流

系；2.以实验证实不可压缩流体的伯努利方程。

体机械能守恒的影响。

实验五：转子
流量计校准
实验

主要内容：用湿式流量计校正玻璃转子流量计，
做出校正曲线。
实验目的：1.了解量具校准的意义；2. 理解流量
计校正的原因和方法。

难点：1. 认识瞬时流量与累积
流量的区别；2. 流量计结构对
流量测量准确度的影响。
注意事项：在湿式气体流量计工
作时，保持流量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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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1．在蛇形管换热器中，测定 5~6 个不

难点：实验原理及工程研究方法

同流速下，管内热水与管间冷水之间的总传热系

的掌握

数；流体与管壁面间对流传热系数 α0 和 αi；2．将

注意事项：1．由于采用热电阻

测定值与运用 α0 与 αi 之间关系式计算得出的 αi

测温，检查热电阻的冷端是否全
部浸没在水中；2．检查电加热

值进行比较；计算得出 Nu1(实验)和 Nu2(计算)的
实验六：换热
器传热系数
的测定实验

恒温槽中的水位是否在正常范
值；3．对实验数据进行线性回归，求关联式 Nu1(实 围内。特别是每个实验结束后，
验)=ARemPr0.4 和 Nu2(计算)=ARemPr0.4 中常数 A、 进行下一实验之前，如果发现水
位过低，应及时补给水量；3．调

m 的值。
实验目的：1．通过对冷水—热水蛇形管换热器的
实验研究，掌握对流传热系数 α 及总传热系数 K

节流量后，应在流量计读数稳定
后再读取实验数据。

的测定方法，加深对其概念和影响因素的理解；
2．学会应用线性回归分析方法，确定关联式 中常
数 A、m 的值。
实验内容：本实验以水作为吸收剂，吸收氨—空
气混合物中的氨气，
测定一定操作条件下的吸收系
实验七：填料

数及空塔气速对吸收系数的影响。

吸收塔吸收

实验目的： 1．通过实验进一步理解填料吸收塔

系数的测定

的操作原理；2．在填料吸收塔内，测定在一定温
度及压力下，
用水吸收氨——空气混合物中氨的吸
收系数。

实验八：精馏
塔的操作与
塔效率的测
定

难点：1. 填料吸收塔结构、流
程和操作，风机的流量调节方
法；2. 填料塔的水力学性能及
其对传质性能的影响；3. Ky 的
测定原理、测定方法和数据处理
方法；4. 气膜控制过程的特点。
注意事项：填料吸收塔操作，风
机的流量调节方法。

实验内容：用板式精馏塔分离乙醇~正丁醇混合

难点： 1. 精馏塔的结构、操作

物，塔顶得到较高纯度的乙醇，塔釜得到较高纯度

方法；

的正丁醇，用图解法求理论塔板数。

2. 回流比的确定和调节；

实验目的：1．了解筛板式精馏塔的结构；2．熟 注意事项：1. 通过调节加热量
悉精馏的工艺流程；3．掌握精馏塔的操作方法与

来控制液泛气速，避免液泛和漏

调节；4．学会在部分回流操作条件下，测定乙醇

液；2. 控温方式和热电阻的安

——正丁醇二元体系连续精馏的总板效率。

装位置对全塔操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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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内容：以水为萃取剂，用振动式筛板萃取塔，
萃取溶解于煤油中的苯甲酸，分析原料液、萃取液
实验九：液—

和萃余液中苯甲酸的含量，计算传质单元高度。

液萃取塔操

实验目的：1．了解振动式筛板萃取塔的结构和特

作

点；2．熟悉萃取操作的工艺流程；掌握液一液萃
取塔的操作方法；3．掌握液一液萃取过程的计算

难点：1. 原料液与萃取液的流
量比对萃取效果的影响；2. 振
动频率对萃取效果的影响。
注意事项：正确的滴定方法。

及传质单元高度的测定方法。
实验内容：本实验是用不饱和的热空气作为干燥
介质去干燥湿物料，这也是工业上常用的一种方
法，即热量由空气传至被干燥的物料，以供应物料
实验十：干燥

中水分汽化所需的热量。
物料中的水分以扩散方式

曲线和干燥

传递至空气。
测定在一定空气流量和空气温度下湿

速率曲线的

物料的干燥曲线、干燥速率曲线和临界含水量。

测定

实验目的：1．实验观察在干燥过程的各种性状。
2．掌握物料在干燥条件不变状况下的干燥速率曲
线(U—X 曲线)的测定方法；3. 对流干燥设备的结

难点：1.干燥器结构对干燥速率
的影响；2. 气速、气温对干燥
速率的影响；3.物料形态对干燥
速率的影响；4.绘制、分析干燥
及干燥速率曲线。
注意事项：样品重量的准确测
量。

构、流程和操作。
难点：1.同一个反应器既用作流
化床又用作固定床时的流程和
实验十一：脉
冲响应法测
定非均相反
应器的停留
时间分布

实验内容：本实验以水为介质，用离子交换树脂

操作顺序。

作为催化剂床层，以红墨水为示踪剂，用脉冲相应

注意事项：1. 先用流化床排除

法测定固定床和流化床反应器的停留时间分布。

反应器中的空气，先测定流化床

实验目的：1．掌握脉冲响应法测定连续流动多相

的停留时间，再切换到固定床；

管式反应器的停留时间分布方法；2．初步掌握液

2. 固定床保持水连续满管流动

——固相管式反应器的研究方法。

的意义和方法；3. 示踪剂的注
入量要适当，避免浓度太大，超
出分光光度计的测量范围。

实验十二：串
联连续搅拌
釜反应器转
化率测定实
验

实验内容：本实验以乙酸乙酯水解反应为考察对

难点：保持两股物料的加料速率

象，测定两釜串联连续搅拌反应釜内的转化率。

准确、恒定。

实验目的：1．通过实验操作，了解串联釜式反应 注意事项：1. 反应釜中溶液反
器的结构性能及实验操作方法；2．进一步掌握串

应体积的测量要准确；2. 考虑

联釜式反应器的计算方法；3．比较实验转化率与

搅拌转速对转化率的影响，选择

理论转化率。

合适的搅拌转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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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内容：本实验以水为介质，用饱和 KCl 溶液
实验十三：脉
冲法测定连
续搅拌釜式
反应器停留
时间分布

为示踪剂，
用脉冲相应法分别测定连续搅拌釜式反

难点：反应釜内水位的调节方

应器在反应体积不变时采用单釜、二釜、三釜串联

法。

操作时的停留时间分布曲线。

注意事项：1. 采用单釜、双釜、

实验目的：1. 掌握以脉冲响应法测定串联连续搅

三釜操作时要保持反应体积一

拌釜式反应器停留时间分布的方法；2．掌握物料 致；2. 注意搅拌转速对停留时
在不同数量串联釜式反应器中停留时间分布的差

间分布曲线的影响。

异；3. 了解串联釜数对停留时间分布的影响规律。

实验十四：传
热仿真实验

实验内容：1. 进行换热器开车仿真操作；2. 进行

难点：1.要注意水蒸汽压力控制

换热器切换仿真操作；3. 进行换热器常见异常现

和流量调节，防止蒸汽包超压及

象的判别及处理的仿真操作；4. 进行换热器停车

压力过低；2.换热器切换过程。

仿真操作。

注意事项：1.注意排除不凝气

实验目的：1. 认识传热设备结构；2. 认识传热装

体，防止换热管憋压；2.注意风

置流程及仪表；3. 掌握传热装置的运行操作技能； 机流量调节；3. 换热器切换过
4. 学会常见异常现象的判别及处理方法。
实验内容：1. 进行吸收－解吸装置开车仿真操作；
2. 进行吸收－解吸装置常见异常现象的判别及处
实验十五：填
料吸收解吸
实训仿真

理的仿真操作；3. 进行吸收－解吸装置停车仿真
操作。
实验目的：1.认识吸收－解吸设备结构；2.认识吸
收－解吸装置流程及仪表；3.掌握吸收－解吸装置
的运行操作技能；4.学会常见异常现象的判别及处
理方法。

实验十六：精
馏装置实训
仿真

程防止温度超限。
难点：引起扰动原因的判定及对
参数的调节。
注意事项：1. 控制储罐液位，
维持液位恒定；2.注意调节进入
吸收塔和解吸塔的水流量，使其
大致相等；3.注意 CO2 和空气流
量调节，使流量比合适。

实验内容：1. 进行精馏装置开车仿真操作；2. 进

难点：填料塔的结构特点、气液

行精馏装置常见异常现象的判别及处理的仿真操

传热、传质过程是难点。

作；3. 进行精馏装置停车仿真操作。

注意事项：1. 加热量不能过大

实验目的：1．认识精馏设备结构；2．认识精馏

过小，防止液泛和漏液；2. 维

装置流程及仪表；3．掌握精馏装置的运行操作技

持塔釜液位和塔顶产量，维持恒

能；4．学会常见异常现象的判别及处理方法。

定回流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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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内容：1. 进行流化床干燥装置开车仿真操作； 难点：流程了解。
2. 进行流化床干燥装置常见异常现象的判别及处

注意事项：1. 干燥物料的热空

实验十七：流

理的仿真操作；3. 进行流化床干燥装置停车仿真

气温度由水换热器来控制，因此

化床干燥装

操作。

维持水温的恒定是关键；2. 空

置实训仿真

实验目的：1. 认识干燥设备结构；2. 认识干燥装

气流量要维持恒定，避免空气温

置流程及仪表；3. 掌握干燥装置的运行操作技能； 度的波动；3. 物料加入速率维
4. 学会常见异常现象的判别及处理方法。

持恒定。

实验内容：1. 认识液液萃取设备结构；2. 认识液
液萃取装置流程及仪表；3. 掌握液液萃取装置的
实验十八：液

运行操作技能；4. 学会液液萃取装置常见异常现

液萃取装置

象的判别及处理方法。

实训仿真

实验目的：1. 认识萃取设备结构；2. 认识萃取装
置流程及仪表；3. 掌握萃取装置的运行操作技能；

难点：扰动的分析及调节。
注意事项：1. 注意原料液和萃
取液流量比维持恒定；2. 注意
空气鼓泡速率维持恒定。

4. 学会常见异常现象的判别及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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