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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届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邀请赛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试题
解析
黄利华，李恺，余旻，卢有彩，武杰*，何占航
郑州大学化学学院，郑州 450001
摘要：介绍了第12届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邀请赛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操作试题的命题思路，总结实验成绩，分析实
验操作考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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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Inorganic and Analyt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s for the
12th National Undergraduate Chemistry Laboratory Tournament
Lihua Huang, Kai Li, Min Yu, Youcai Lu, Jie Wu *, Zhanhang He
College of Chemistry,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Abstract: The inorganic and analyt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s for the 12th National Undergraduate Chemistry
Laboratory Tournament were introduced. The results were summarized and the main problems in the experimental
test were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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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化学教育研究中心主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支持，郑州大学承办的“第
12届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邀请赛”(后文简称邀请赛)于2021年7月8–11日在郑州大学举行。来自全国
43所高校的129位选手和180余位老师汇聚黄河之滨，交流学习。本届邀请赛延续了往届邀请赛的竞
赛模式，所有参赛学生统一参加实验笔试后，抽签决定参加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有机化学实验或
物理化学实验中的一项进行实验操作考试。由于有1名考生在笔试之后因身体原因退赛，本次无机及
分析化学实验的参赛学生共42人。本文分析了本次邀请赛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试题的特点和命题思
路，总结竞赛结果，并分析了竞赛过程发现的问题。希望能为深化化学实验教学改革提供参考，为
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化学人才做出贡献。(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试卷及评分标准请详见“补充材料”，
可通过网站http://www.dxhx.pku.edu.cn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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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思路
本届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邀请赛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竞赛的试题是“热镀锌钢构件酸洗废液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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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回收”。这个实验要求学生：(1) 搭建蒸馏装置，从酸洗废液中尽可能多地回收盐酸，同时得到氯
化亚铁粗产物；(2) 将所得盐酸定容、滴定、计算回收盐酸的总量；(3) 重结晶得到FeCl 2 ·4H 2 O；
(4) 与标准色阶对比，确定FeCl2·4H2O中三价铁离子含量；(5) 利用K2Cr2O7标准溶液滴定亚铁离子，
确定FeCl2·4H2O的纯度；(6) 通过电感耦合等离子光谱(ICP)对重结晶FeCl2·4H2O样品中锌含量进行测
定。
该试题来源于我院何占航教授承担的一项资源回收利用合作项目。试题瞄准环境保护和资源回
收的时代主题，聚焦绿色化学和节能减排的社会热点，注重考查学生对无机和分析化学基本原理、
基本知识和基本实验技能的掌握情况，以及将理论知识与实验操作相结合的能力。本试题所涉及的
实验操作都是大学生们做过的常规实验操作，不偏不怪，注重基础。同时，实验对学生的能力要求
较高，既要求学生具有扎实的化学实验基本技能，又能够体现出考生的科学素养和处理问题的综合
能力，符合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竞赛的宗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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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分析

该实验所涉及的操作均为学生们熟知的常规操作，如蒸馏、重结晶、称量、定容、酸碱滴定、
氧化还原滴定等。对参赛的本科生来说，实验操作相对简单。但是试题在实验步骤中仅提供了简单
操作步骤，没有提供操作细节，因此要求学生能够利用自身化学知识储备和基本技能，自主设计一
些实验的具体内容。另外，实验步骤中设计了一些难点，需要学生先思考计算，然后才能进行合理
正确的操作，能够考查学生利用所学基础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首先，在蒸馏操作过程中，考虑到盐酸易挥发等特点，未采用常规的蒸馏装置，而是通过凯氏
定氮头和蛇形冷凝管搭建冷凝效果更好的蒸馏装置。虽然大多数同学对该装置不太熟悉，但是按照
试卷中给出的明显提示，同学们也都顺利地完成了蒸馏装置的搭建。同时，从试卷上提供的水和盐
酸T–x相图中，同学们可以提取到盐酸和水混合物恒沸点的信息，用以估算甘油浴的温度。
其次，蒸馏过程要求尽可能多地回收盐酸和氯化亚铁。理论上，同学们需要根据酸洗废液的大
概组成(100 mL酸洗废液中含有约50 g FeCl2·4H2O以及2 g ZnCl2)，考虑到FeCl2结晶时会结合一部分
水，以及抽滤操作时需要一定母液，蒸出盐酸的量应该在60 mL左右为佳。若没有进行估算，蒸出盐
酸量过多，会造成更多Fe2+被氧化为Fe3+，以及FeCl2·4H2O的结晶水数量不确定等问题；若蒸出盐酸
量过少，则会由于FeCl2的溶解度过大造成析出的FeCl2·4H2O晶体过少，甚至无晶体析出。
第三，在用碳酸钠基准物质标定盐酸浓度的操作中也设计了以下两个考查点：(1) 盐酸定容时
有250 mL和100 mL容量瓶可供选择，有个别同学选择了用100 mL容量瓶定容盐酸，导致盐酸润洗滴
定管后，所剩的盐酸不够进行三次滴定操作。(2) 甲基橙指示剂和酚酞指示剂的选择。根据指示剂的
选择原则，如考虑滴定液颜色变化应由浅到深、反应终点pH处于指示剂变色范围等因素，在盐酸滴
定碳酸钠的过程中，甲基橙是最佳的指示剂选择。反应按照2HCl + Na2CO3 = 2NaCl + H2O + CO2(g)
的化学反应方程式定量发生反应。
第四，FeCl2·4H2O重结晶过程主要难点是考生需要通过给出的FeCl2溶解度数据进行计算，确定
加入酸的体积。由于FeCl2在水中的溶解度较大，同时FeCl2·4H2O样品中自带一部分结晶水，因此若
重结晶25 g的FeCl2·4H2O样品，加水8 mL左右就可以了，同时加入铁粉抑制Fe2+在加热过程中被氧
化。
最后，在使用K2Cr2O7标准溶液滴定亚铁离子的操作中，考虑到若用烘箱烘干FeCl2·4H2O会造成
2+
Fe 在加热过程中被氧化以及结晶水数量的变化，我们要求考生在重结晶FeCl2·4H2O后尽量抽干。有
考生的样品含水量过高，导致FeCl2·4H2O纯度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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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分析
实验规定完成时间为8小时(包括午餐时间)。本次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的42位参赛学生中，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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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考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实验操作、数据分析及实验报告撰写，其余考生在延时10 min左右
完成实验。
本试题总分150分，其中实验结果115分，思考题15分，实验操作20分，评分规则更注重实验结
果。图1为总成绩分布情况，表1为各部分的得分情况。本实验是资源回收实验，对样品的回收量有
一定的要求。在氯化亚铁回收步骤中，若蒸出盐酸过少导致氯化亚铁回收少于20 g会有扣分，氯化
亚铁回收越少，扣分越多。回收盐酸量低于0.2 mol会有扣分，盐酸回收量越少，扣分越多。在考试
过程中，该步骤出现较多问题。大多数同学蒸出酸溶液量过少，从而导致FeCl2·4H2O晶体过少，甚至
没有晶体析出，不得不重新进行蒸馏。FeCl2·4H2O晶体过少的同学会在后续重结晶操作中由于产品
较少影响得分。可见，参赛的选手都知道不能蒸干溶液来避免Fe2+被氧化，但没有进行认真的计算分
析，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有较大的进步空间。

图1
表1

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成绩分布

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试题各部分的得分分布情况(共150分)

考查项目

主要内容及分值

得分

所占总人数比例/%

实验结果(115分)

氯化亚铁回收(25分)

20–25

12

15–20

71

盐酸浓度及回收量的确定(30分)

重结晶FeCl2.4H2O (15分)

确定三价铁离子含量(8分)

滴定亚铁离子(30分)

锌含量测定(7分)

思考题(15分)

实验操作(20分)

5–10

17

20–30

33

10–20

48

10

19

8–15

62

<8

38

8

24

5

69

3

7

20–30

74

10–20

26

4–7

45

<4

55

10–15

19

5–10

81

15–20

74

15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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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结晶FeCl2·4H2O也是同学们失分较多的一个步骤。如果没有考虑FeCl2 的溶解度数据以及
FeCl2·4H2O本身带的结晶水，会造成加入的水量远远多于所需水量，不仅重结晶所得FeCl2·4H2O过
少，而且由于长时间蒸发造成Fe3+含量过高，在色阶实验中也会被扣分。部分同学在第一步回收的氯
化亚铁量较少，导致重结晶时得到的产品少，个别同学甚至无法得到重结晶产品。另外，重结晶这
一步骤完成不好也会导致Zn/Fe比过高，在后续锌含量测定步骤中也会失分。
本次实验涉及酸碱滴定操作和氧化还原滴定操作，滴定相关的数据也是考试扣分较多的地方。
例如，有部分同学选用酚酞作为盐酸滴定碳酸钠指示剂造成滴定终点判断不够准确，有效数字错误
等。另外，我们对滴定精度和滴定剂体积也有具体的扣分规定。滴定精密度小于1‰得满分；1‰–1.5‰
扣2分；1.5‰–2‰扣4分；大于2.5‰扣8分。滴定体积小于10 mL或大于40 mL扣5分；滴定体积10 mL
至20 mL扣3分；滴定体积20 mL至30 mL得满分；30 mL至40 mL扣1分。
思考题共有3题，每题5分，共15分。总体来看，思考题的得分情况不太理想。思考题1的答案包
含两部分：(1) 蒸干导致Fe2+被氧化；(2) 蒸干导致FeCl2·4H2O结晶水水量偏低。多数考生没有考虑
到第二部分。思考题2是考查考生对K2Cr2O7滴定亚铁离子时加入硫磷混酸的作用的了解，不少学生
对该思考题的回答也不全面。最后一道思考题的得分情况最差，只有少部分考生考虑到KMnO4氧化
能力强，与氯离子发生反应会影响滴定。说明多数考生并未牢固地掌握相关理论知识，不能正确地
运用所学理论来解决稍微复杂的问题。
实验操作分值为20分，主要涉及安全(如衣着、护目镜)，卫生(如桌面整洁、废液回收、样品回
收等)，以及在蒸馏、滴定、重结晶操作过程中的一些明显错误。除此之外，仪器破损、药品洒出、
实验超时、实验重做等都会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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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验竞赛中发现的问题

第12届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邀请赛已圆满结束。本次邀请赛的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试题考查的
内容立足基础，所涉及的操作也较简单，但能够考查出考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手脑并用处理实际
问题的能力，能够反映学生的真实水平。通过本次赛事，我们也发现在学生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主
要有：(1) 实验过程缺少思考，难以做到手脑并用。尽管考生们的实验基本操作比较规范，但没有透
彻领会实验原理。例如，忽略无机盐本身结晶水的影响，不能够通过思考确定蒸馏出盐酸的量和重
结晶时酸液加入的量，这都造成较多的扣分。(2) 部分考生实验补救能力弱。当发现问题时，没有能
够在现有基础上积极补救，而是选择重做。按照赛事要求，重做一次扣10分。(3) 一些基础知识的掌
握仍不够扎实。例如酸碱滴定和氧化还原滴定操作虽然很常见，但仍有不少考生选错指示剂、滴定
精密度不够。另外思考题均为基础的理论知识，考生们的得分却不高。因此，我们今后需要在教学
方法、教学内容、课程设置及课程评价等方面对化学实验教学进行改革，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切
实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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