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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类专业化学实验教学建议内容
2013－2017 年教育部高等学校化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为了保证化学实验教学水平，提高本科人才培养质量，2006－2010 年教育部高等学校化学类专业
教学指导分委员会于 2011 年制订并出版了《高等学校化学类专业指导性专业规范》(以下简称《规范》)，
规定了化学类专业实验教学基本内容。受教育部委托，2013－2017 年教育部高等学校化学类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教指委)又于 2015 年完成了《化学类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以下简称《标准》)的
制订，简要阐述了化学类专业实验教学的基本内容和教学要求。
《规范》与《标准》强调的都是化学类专业化学实验教学的最低要求。随着学科的发展和社会的进
步，实验技术和方法在不断丰富和更新，人才培养的要求也在不断调整和发展。为了满足人才培养的
需要，同时引导不同高等学校办出特色，教指委在《标准》的基础上，对实验教学内容进行了细化和拓
展，制订了《化学类专业化学实验教学建议内容》(以下简称《实验建议内容》)，作为今后一段时期本科
化学类专业化学实验教学改革、教学建设和教材建设的参考，并就其内容和使用说明如下：
(1)《实验建议内容》涵盖了《标准》的最低要求，并在此基础上引入了一些其他仪器设备和实验方
法，它既不是教学内容的下限，也不是教学内容的上限。各高等学校可以根据本校专业培养目标、办
学特色以及学生未来就业与发展的需要，对《实验建议内容》中《标准》未涵盖的内容进行选择，也可以
自主增加《实验建议内容》之外的其他仪器设备和方法。
(2)《实验建议内容》不与课程直接挂钩，不规定具体实验和学时，其排列顺序也不是教学顺序。
各专业可以自主设计实验，确定实验学时，将实验组成相应课程，再根据学生实验知识学习、实验技
能形成和科学素质养成的逻辑顺序对课程进行编排，构建一体化、多层次、开放式的实验课程体系。
(3)《实验建议内容》主要列出实验教学的知识点，各高等学校应以此为基础，在传授化学实验的
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训练基本技能的同时，注重传授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培养学生规范严谨的
实验习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分工协作的团队精神、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勇于探索的创新精
神，使学生能够更好地适应未来就业和发展的需要。

I 实验室安全与防护
1. 实验室安全设施的使用
2. 水、电、燃气的安全知识与安全使用
3. 气体、压力容器的安全使用
4. 化学品的安全使用
5. 化学废弃物的回收与处置
6. 个人安全防护，常见事故的预防与应急处理

II 操作与技术
1. 玻璃仪器的洗涤、干燥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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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溶液的配制、稀释与定量移取
3. 样品的称量
4. 样品采集、保存、预处理与制备
5. 沉淀及其转移、洗涤、干燥、恒重
6. 滴定
7. 火焰加热 电加热 水浴加热 油浴加热 红外加热 微波加热
8. 冷却 深度冷却 空气冷凝 水冷凝 冰盐浴
9. 机械搅拌 电磁搅拌
10. 气体钢瓶的使用
11. 真空的获得与检漏
12. 高压的获得
13. 气体的制备与净化 液体中气体的脱除
14. 烘干 真空干燥 冷冻干燥
15. 蒸发 倾析 常压过滤 减压过滤 正压过滤 热过滤 离心分离 分液简单蒸馏 减压蒸馏
水蒸气蒸馏 分馏 精馏 溶剂萃取 固相萃取 超临界萃取 结晶与重结晶 升华 渗析
膜分离 吸附 吸收 手性拆分
16. 回流
17. 无水无氧操作
18. 薄层层析 柱色谱 纸色谱 电泳
19. 流体输送与流量控制
20. 常用数据处理、分子模拟及设计等化学软件的使用 重要参数的理论计算

III 基本物理量、物理化学参数与性质的测量
1. 基本物理量与物理化学参数
气体常数 阿伏伽德罗常数 浓度(含量) pH 溶解度 密度 熔点 沸点 蒸气压 黏度
折射率 比旋光度 消光系数 玻璃化温度 相对分子质量 高分子相对分子质量及其分布
偏摩尔量
2. 热力学性质
热效应 平衡常数 相图
3. 动力学性质
反应速率 反应级数 速率常数 活化能
4. 电化学性质
电导率 离子迁移数 电动势 电动势温度系数 电极电势 极化曲线 腐蚀速率
5. 表面与胶体性质
表面张力 比表面积 孔隙度 孔径分布 吸附等温线 吸附量 胶体电泳速率 电动电势
6. 分子的结构与性质
磁化率 偶极矩 配位数 晶体结构参数
7. 流量 导热系数与总传热系数 传质系数与塔板数

IV 物质的合成与制备
1. 合成与制备方法

No.8

2013－2017 年教育部高等学校化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化学类专业化学实验教学建议内容

3

固相合成法 高温合成法 水热与溶剂热合成法 溶胶-凝胶合成法 模板合成法 光化学合成法
电化学合成法 催化反应合成法 相转移反应合成法 微波与超声合成法 聚合合成法
自组装与层-层组装合成法 晶体生长法 化学气相沉积法
2. 物质制备与制取
(1) 单质 酸 碱 盐 配合物 烯烃 卤代烃 醇 酚 醚 醛 酮 羧酸 酯 酰胺 胺
硝基化合物 偶氮化合物 杂环化合物 高分子化合物 金属有机化合物
(2) 多孔材料 纳米材料 簇合物 配位聚合物 非化学计量比化合物 多酸化合物 天然产物

V 仪器设备与软件
1. 称量类
电子台秤 电子天平
2. 加热、温度测量与控制类
电加热板 电热套 马弗炉 管式炉 鼓风干燥箱 真空干燥箱 温度计 热敏电阻 热电偶
恒温槽 温差测量仪 温度控制仪
3. 压力控制与测量类
压力计 真空计 真空泵 减压阀 空气压缩机
4. 光学性质测量类
旋光仪 折射仪
5. 电学性质测量类
pH 计 离子活度计 电导率仪 电位差计 标准电池
6. 热学性质测量类
熔点测定仪 弹式量热计
7. 反应类
反应釜 微波合成仪 超声波反应器 光化学反应仪 无水无氧合成装置 微分反应器
8. 化工设备类
流体输送泵 流量计 稳压阀 管式换热器 填料塔
9. 分析与表征类
(1) 可见分光光度计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红外光谱仪 原子发射光谱仪 原子吸收光谱仪
气相色谱仪 高效液相色谱仪 电化学工作站 热分析仪
(2) 荧光光谱仪 原子荧光光度计 化学发光分析仪 拉曼光谱仪 圆二色光谱仪 离子色谱仪
凝胶渗透色谱仪 质谱仪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比表面测定仪
毛细管电泳仪 元素分析仪 X 射线粉末衍射仪 核磁共振波谱仪 扫描电子显微镜
透射 电子 显微镜 扫描探针显微镜 单晶衍射仪
10. 其他类
旋转蒸发仪 离心机 手套箱 古埃磁天平 超声波发生器 黏度计 流变仪 微波消解仪
固相萃取仪
11. 软件
常用数据处理、绘图、模拟与虚拟仿真软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