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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操作实验 2》实验教学大纲 

(实验课程) 

◆课程编号：112013 

◆课程英文名称：Basic Operation Experiment 2 

◆学分/学时：1学分/30学时 

◆课程类型：  通识通修课程           通识通选课程 

 □√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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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材料化学，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先修课程：无 

 

一、课程简介与教学目标 

《基本操作实验 2》课的主要目的是使学生掌握和了解化学的研究方法，规范地掌握实

验操作的基本技能，培养科学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为使学生成为高素质的合格人才打好基础。 

二、教学方式与方法 

由于基本操作实验是大学一年级开设的，具有一定的启蒙性。要达到上述教学目的，必

须组织好课前预习、课堂实践、实验报告、实验考核等主要教学环节。 

1、认真抓好课前预习  要求学生必须在课前做好预习，写好预习报告，明确每个实验

的目的、要求、理解基本原理，弄清操作步骤和安全注意事项，以便做到心中有数，实验过

程有的放矢。对预习的情况严格检查，对尚未完成预习准备的学生不准进实验室，待预习完

成后方能进入实验室做实验。 

2、科学地组织课堂实践  教师首先仔细研究与实验有关的原理，反复预做实验，研讨

实验成败的原因。废止注入式教学，进行启发式教学，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对不同

层次学生因人施教。对学生实验技能的培养要分清主次，切实可行。每次实验之后及时总结，

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3、严格检查、批改实验报告  实验课后，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验记录，认真书写好

实验报告，字迹要求工整，图表清晰、规范。实验报告不符合要求者，必须重做实验，重写

实验报告。 

三、教学重点与难点 

（一）教学重点 

规范化学实验的基本操作技术，了解注意事项，培养正确的操作习惯，完成小量规模

的制备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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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难点 

在前期理论课程学习的基础上，如何让学生依据化学反应的原理理解各类基本操作，

培养安全意识，实验过程中熟练掌握各种基本操作技术，快速顺利完成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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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结晶 必修 基本技能 5 

二 甲醇和水的分馏 必修 基本技能 5 

三 薄层色谱 必修 基本技能 5 

四 柱色谱 必修 基本技能 5 

五 熔点的测定 必修 基本技能 5 

六 从茶叶中提取咖啡因 选修 综合性 5 

七 正溴丁烷的制备 选修 综合性 5 

八 从肉桂皮中提取肉桂油及其主要成分的鉴定 选修 综合性 5 

九 苯甲醇和苯甲酸的制备 选修 综合性 5 

十 三苯甲醇的制备 选修 综合性 5 

十一 正丁醚的制备 选修 综合性 5 

十二 甲基橙的制备 选修 综合性 5 

合计 注：每次从中选取开课   60 

 

五、教材与教学参考书 

（一）教材 

《基础化学实验 1 基础知识与技能》，孙建民，单金緩，化学工业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 

（二）教学参考书 

1. 《有机化学实验》，兰州大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年第二版； 

2. 《有机化学试验实验常用数据手册》，吕俊民，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 年第三版； 

3. 《无机及分析化学》，李志林，马志领，翟永清，化学工业出版社，2007 年； 

4. 《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南京大学无机及分析化学编写组，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年； 

5. 国家药典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第 2 部) ［Ｍ］.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5 年，

760-761； 

6. GB 1266-1986．化学试剂 氯化钠［S］．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198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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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A 其它：U  抽题面试或指定实验操作   

【成绩评定】实验报告 20%（其中整洁程度 5 分，答案 10 分，创新发挥 5 分）。 

课堂表现 40%（出勤率 5 分，态度 5 分，操作技能 20 分，实验结果 10 分）。 

期末考试成绩占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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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课程内容概述 

实验一 重结晶 

(一) 教学要求 

熟悉实验室环境，进行安全教育，常用仪器的介绍、认领。 

学习重结晶法提纯固态有机化合物的原理和方法；掌握抽滤，热滤等操作。 

(二) 知识点提示 

重结晶的定义，溶解度与温度的关系，重结晶提纯的前提条件。 

(三) 教学内容 

溶剂的选择，固体物质的溶解，杂质的除去，晶体的析出，晶体的收集和洗涤，晶体的干

燥。 

(四) 思考题 

1. 为促进化合物较快的结晶出来，可采用哪些措施？ 

2. 活性炭、氧化铝脱色的适用范围？ 

 

实验二 甲醇和水的分馏 

(一) 教学要求 

了解分馏的原理和意义，分馏柱的种类和使用方法，学习实验室常用分馏的操作方法。 

(二) 知识点提示 

分馏的定义，分馏与蒸馏的关系。 

(三) 教学内容 

利用分馏柱对甲醇-水混合物的进行分馏操作。 

(四) 思考题 

1. 什么是共沸物，为什么不能用分馏法分离共沸物? 

2. 若加热过快，溜出液每秒钟滴数超过要求，用分馏法分离两种液体的能力会显著下

降，为什么？ 

 

实验三 薄层色谱 

(一) 教学要求 

学习薄层色谱法的原理及方法。 

(二) 知识点提示 

薄层色谱定义，展开剂，吸附剂。 

(三) 教学内容 

薄层板的制备和活化、点样、展开、显色等操作技术。 

(四) 思考题 

1. 在混合物薄层谱中，如何确定组分在薄层板上的位置？ 

2. 展开剂高度如超过了点样线，对薄层色谱有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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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四 柱色谱 

(一) 教学要求 

学习柱色谱法的原理及方法。掌握柱色谱分离、鉴定有机化合物的技术和方法。 

(二) 知识点提示 

柱色谱的定义，吸附剂，淋洗剂。 

(三) 教学内容 

采用柱色谱的方法，利用合适的淋洗剂，分离荧光黄和亚甲基蓝或者邻硝基苯胺和对消极

苯胺。 

(四) 思考题 

1. 柱色谱中为什么极性大的组分要用极性较大的溶剂洗脱？ 

2. 柱色谱中若留有空气或填装不匀，对分离效果有何影响？如何避免？ 

 

实验五 熔点的测定 

(一) 教学要求 

了解熔点测定的意义，掌握熔点测定的操作。 

(二) 知识点提示 

熔点的定义，熔点与物质纯度的关系。 

(三) 教学内容 

毛细管法测熔点，升华物质熔点的测定，显微熔点测定法。 

(四) 思考题 

1. 两个相同熔点的有机物是否为同一物质？如何证明？ 

2. 测熔点时，样品未完全干燥或含有杂质对测定结果有何影响？ 

 

实验六 从茶叶中提取咖啡因 

(一) 教学要求 

掌握天然有机化合物的提取方法，掌握脂肪提取器的使用，掌握升华操作。 

(二) 知识点提示 

脂肪提取器，升华，生物碱。 

(三) 教学内容 

利用脂肪提取器从茶叶中提取咖啡因，并用升华操作进行提纯。 

(四) 思考题 

1. 茶叶中提取咖啡因实验中，使用生石灰起什么作用？ 

2. 为什么可以用升华法提纯咖啡因，哪些化合物能用升华的方法进行提纯？ 

 

实验七 正溴丁烷的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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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学要求 

学习制备正溴丁烷的实验原理和方法；学习带有吸收有毒气体装置的回流等操作。 

(二) 知识点提示 

回流装置，尾气吸收装置，蒸馏装置，分液。 

(三) 教学内容 

利用正丁醇和溴化氢（浓硫酸和溴化钠制得）来制备正溴丁烷并进行纯化。 

(四) 思考题 

1. 分液时如何判别油层和水层？ 

2. 硫酸起什么作用，硫酸的用量和浓度过大或过小对反应结果有什么影响？ 

 

实验八 从肉桂皮中提取肉桂油及其主要成分的鉴定 

(一) 教学要求 

学习从天然产物中提取有效成分的一般方法。掌握水蒸气蒸馏的基本操作。学习并掌握官

能团定性、色谱法、衍生物法等在有机化合物鉴定中的应用。 

(二) 知识点提示 

水蒸气蒸馏装置，性质鉴定。 

(三) 教学内容 

利用水蒸气蒸馏装置从肉桂皮中提取肉桂油，利用 2,4-二硝基苯肼、硝酸银溶液、溴的四

氯化碳溶液对其性质进行鉴定。 

(四) 思考题 

1. 本实验利用何种方法从肉桂皮中提取肉桂油？其主要依据是什么？ 

2. 通过官能团定性实验，能判断肉桂油中的主要成分是什么？ 

 

实验九 苯甲醇和苯甲酸的制备 

(一) 教学要求 

学习苯甲醛制备苯甲醇与苯甲酸的原理和方法，从而加深对 Cannizzaro 反应的认识 

(二) 知识点提示 

Cannizzaro反应。 

(三) 教学内容 

本实验是以苯甲醛和氢氧化钠的作用，从而制备苯甲醇与苯甲酸的。 

(四) 思考题 

1. 试比较 Cannizzaro反应与羟醛缩合反应的醛在结构上有何不同？ 

2. 本实验中两种产物根据何种方法进行分离提纯的？ 

 

实验十 三苯甲醇的制备 

(一) 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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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 Grignard试剂的制备，应用和进行反应的条件，掌握搅拌，回流，萃取，蒸馏的操作。 

(二) 知识点提示 

Grignard试剂，回流，萃取，蒸馏。 

(三) 教学内容 

利用溴苯和金属镁制备格式试剂，进而用其和苯甲酸乙酯进行反应制备三苯甲醇。 

(四) 思考题 

1. 本实验中溴苯加入过快或一次加入，有什么不好？ 

2. 如苯甲酸乙酯和乙醚中含有乙醇，对反应有何影响？ 

 

实验十一 正丁醚的制备 

(一) 教学要求 

掌握醇分子间脱水制醚的反应原理和实验方法，学习使用分水器的实验操作。 

(二) 知识点提示 

分水器，蒸馏操作。 

(三) 教学内容 

利用正丁醇的分子间缩合反应制备正丁醚。 

(四) 思考题 

1. 制备正丁醚和乙醚在操作上有何不同？ 

2. 反应结束后为什么要将混合物倒入 50毫升水中？各步洗涤的目的何在？ 

 

实验十二 甲基橙的制备 

(一) 教学要求 

掌握重氮化反应和偶联反应的实验操作。巩固盐析、重结晶的原理和操作。 

(二) 知识点提示 

重氮化，偶联。 

(三) 教学内容 

利用对氨基苯磺酸制备重氮盐，利用重氮盐和 N,N-二甲基苯胺反应制备甲基橙。 

(四) 思考题 

1. 什么叫偶联反应？试结合本实验讨论一下偶联反应的条件？ 

2. 试解释甲基橙在酸碱介质中的变色原因，并用反应式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