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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安全教育及课程要求 

第一节 安全教育 

一、 对分析仪器的使用要求 

1. 实验所使用的玻璃仪器按清单清点后为一人一套，如有损坏，应按价

赔偿。 

2. 实验中所使用的精密仪器应严格按操作规程使用，使用完后应拔去插

头，仪器各旋钮恢复至原位，在仪器使用记录本上签名并记录其状态。 

3. 实验时应节约用水、用电，实验器材一律不得私自带离实验室。 

二、 对试剂药品的使用要求 

1. 实验室内禁止饮食、吸烟，不能以实验容器代替水杯，餐具使用，防

止试剂入口，实验结束后应洗手。 

2. 使用 As2O3、HgCl2 等剧毒品时要特别小心，用过的废物、废液不可乱

倒，应回收或加以特殊处理。 

3. 使用浓酸、浓碱或其他具有强烈腐蚀性的试剂时，操作要小心，防止

溅伤和腐蚀皮肤、衣物等。对易挥发的有毒或有强烈腐蚀性的液体或气体，

应在通风橱中操作。 

4. 使用苯、氯仿、CCl4、乙醚、丙酮等有毒或易燃的有机溶剂时应远离

火焰或热源。 

5. 实验过程中万一发生着火，不可惊慌，应尽快切断电源。对可溶于水

的液体着火时，可用湿布或水灭火；对密度小于水的非水溶性的有机试剂着

火时，用砂土灭火（不可用水）；导线或电器着火时，用 CCl4 灭火器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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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分析化学课程要求 

一、实验操作要求 

1. 容器的洗涤：对实验中使用过的仪器应按正确的洗涤方法进行洗涤至

洁净。 

2. 基本操作：滴定管、容量瓶、移液管、吸量管在使用前、使用时、使

用后的操作应规范准确。 

二、实验报告 

1. 预习报告：每次实验前应做好预习、预习报告应包括实验的原理、步

骤、数据记录表格、计算公式以及实验过程中的注意事项等。 

2. 实验报告：实验数据直接记录在原始数据记录表上，完成实验后把原

始数据写入实验报告的数据栏内并把原始数据上交实验老师保存。实验报告

应有误差分析，完成后当堂上交。 

三、课堂要求 

1. 实验过程中应严谨、认真地独立完成实验，培养规范的科学的工作作

风。 

2. 实验完成后应做好清洁卫生工作，保持仪器、台面、水槽的洁净。 

第二章  误差及有效数字的概念 

第一节 测量中的误差 

一、准确度和误差 

1. 准确度： 

指实验值（测量值）与真实值符合的程度。准确度常以误差的大小来衡

量，即误差越小表示实验值与真实值越接近，准确度越高；反之，误差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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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度越低。 

2. 误差表示法 

⑴绝对误差指测量值与真实值之差，即 

绝对误差=测量值-真实值 

⑵相对误差指绝对误差与真实值之比，即 

                相对误差=绝对误差/真实值 

由于测定值可能大于真实值，也可能小于真实值，所以绝对误差和相对

误差都可能有正有负。 

二、精密度和偏差 

1. 精密度： 

指在相同条件下多次重复测定某一量时，所得测量值彼此之间相符合的

程度。偏差一般是指测量值与平均值之差，精密度大小用偏差来表示，偏差

越小说明精密度越高。 

精密度用偏差、相对偏差、平均偏差、相对平均偏差、标准偏差、相对

标准偏差表示。如果测量次数较少，在一般的化学实验中，可以用平均偏差

或相对平均偏差来表示。若测量次数较多，或要进行其他的统计处理，可以

用标准偏差或变异系数表示。 

2. 偏差表示法 

⑴ 绝对偏差与相对偏差 

绝对偏差      XXd i   

相对偏差     %100% 
X

d
d  

⑵ 平均偏差与相对平均偏差 

平均偏差      
n

xx

d

n

i

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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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平均偏差     %100% 
X

d
d  

⑶ 标准偏差与（标准差）相对标准偏差（变异系数） 

标准差      
1

1










n

xx

S

n

i

i

 

变异系数    %100
X

S
RSD  

三、误差产生的原因 

根据误差产生的原因及性质，误差可以分为系统误差、偶然误差及过失

误差三类。 

1. 系统误差   

系统误差又称可测定误差，是由于某些确定性原因引起的，使测定结果

偏高或偏低，多次测定时重复出现。这种误差的大小、正负往往可以测定出

来，若设法找出原因就可以采取适当的方法消除和校正。系统误差主要原因

有： 

    根据来源，可分为方法误差、仪器或试剂误差和操作误差三种。 

⑴ 计量或分析方法不够完善。 

⑵ 仪器有缺陷或者没有调整到最佳状态。 

⑶ 实验所用的试剂或溶剂不符合要求。 

⑷ 操作者自身的主观因素。 

系统误差具有明显的规律，可以采用标准加入法，即在被测试样中加入

已知量的被测组分，与被测试样同样进行测定，然后根据所加入组分的回收

率高低来判断是否存在系统误差。 

回收率 %100
-

% 
加入量

试样含量测得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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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计量或测定精密度要求较高应事先对所用的仪器进行校正。由于所有

试剂、溶剂（如纯水）或所用的器皿引入被测组分或杂质产生的系统误差，

可以通过空白试验来校正，即用溶剂（如纯水）代替被测试样，按照同样的

测定方法和步骤进行测定，所得到的结果为空白值从测定试样的数据中扣除。

当然空白值不能太大，若太大应进一步找出原因，必要时可更换器皿、提纯

试剂或溶剂，如对纯水做进一步处理等。 

2. 偶然误差   

偶然误差又称随机误差和不可定误差。造成的原因有计量或测定过程中

温度、湿度、电压、电流、灰尘等外界因素微小的随机波动，计量读数的不

确定性以及操作上的微小差异。 

偶然误差与系统误差不同，即使条件不变，其大小正负在同一实验中都

不是恒定的，很难找出其确切原因，也不能完全避免。误差的数值时大时小

时正时负，它的出现无法控制，但进行多次测定就会发现符合统计规律。因

此，可以通过适当增加测量次数取平均值的办法减小偶然误差。 

3. 过失误差   

这类误差是由于分析者粗心大意，不遵守操作规程，错误操作引起的。

例如，加错试剂、读错读数、溶液溅失等，虽也有偶然性但一般皆可引起较

大的误差。应及时查明原因，数据弃去不用，因此这类误差是完全可以避免

的。决不允许把过失误差当做偶然误差。 

通过加强责任心、严格遵守操作规范、认真操作可以避免过失误差。初

学者应规范操作训练、多做勤练，才能做到熟能生巧，消除过失误差。 

第二节 有效数字及计算规则 

一、有效数字 

    在化学实验中 要根据实验测得的数据进行计算，为了取得准确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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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要准确测量，而且还要正确地记录和计算。正确记录是指正确记录数据

的位数，数字位数不仅反映数量的大小也反映测量的准确程度。 

有效数字是指仪器实际能测到的数字，由若干位准确数字加上最后一位

可疑数字构成。应当根据分析方法和仪器的准确度来决定保留有效数字的位

数。例如，一支 50ml 滴定管进行滴定操作，滴定管最小分度是 0.1ml，测得

滴定体积为 25.87ml。这个数据中前三位是准确可靠的，最后一位数因没有刻

度是估读出来的，属于可疑数字，因而这个数字为四位有效数字。它不仅表

示了具体的滴定体积，而且还表示了测量的精确度为±0.01ml。若滴定体积正

好是 25.90ml，此时应注意最后一位“0”一定写上，不能省略。若记为 25.9ml

则表示测量的精确度仅为±0.1ml，显然这样记录数据是错误的，无形中就降

低了测量精度。上例中可以看出，实验数据的有效数字与所用仪器精密度有

关，而不同精度仪器在其最小分度这位都有一固定的绝对误差，如用万分之

一分析天平称量，每读数一次就有±0.0001g 的绝对误差，减重法称量读数两

次，产生的绝对误差最大可达±0.0002g。因此有效数据最后一位已经不是十

分准确的，记录实验数据时应注意有效数字的位数要与计量仪器精密度相对

应。在测定准确度范围内，有效数字位数越多，测量越准确，但超过准确度

范围过多的位数毫无意义。 

除此之外，还应注意“0”的作用，“0”在有效数字中有两种意义：一

种作为有效数字，另一种则作为数字定位。例如下列各有效数字的位数。 

万分之一分析天平称试样重量        1.0028      五位有效数字 

50ml 常量滴定管测量滴定剂体积     25.90        四位有效数字 

标准溶液浓度                     0.09852      四位有效数字 

“0”在以上数据中作用是不同的，数字间和末尾“0”均是有效数字，

如 1.0028、25.90。而在数字前面的“0”则为无效数字，只起定位作用，如

0.09852，可以写成 9.852³1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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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效数字计算规则 

在数据处理过程中，需要几个测量数据进行运算时应注意以下方面： 

1. 加减运算时，保留有效数字的位数取决于小数点后位数最少的数据；

乘除运算时，保留有效数字的位数取决于有效数字位数最少的数据。             

2. 将多余的数字舍去，所采用的修约规则是：“四舍六入五留双”。当

被修约的数≤4 时舍去，当被修约的数≥6 时进位。当被修约的数恰好为 5 时，

若 5 后面有不为零的任何数时将 5 进位，5 后面无数据或为零时，则应视 5

前面的是奇数还是偶数，永远留偶数，即 5 前为偶数应将 5 舍去，5 前为奇数

应将 5 进位。例如：3.5655、98.0251、0.47885 修约为四位有效数字是应为：

3.566、98.03、0.4788。 

三、几点说明： 

1. 遇到一些非测量数据，如测量次数 n，应视为有无限多位，运算时不

以这些数据为准。 

2. 某有效数据首数≥8 时，则有效数据可多保留一位。如，91.2 可视为

四位有效数字。 

3. 在有效数据运算过程中，可先多保留一位，最后再按规则修约。 

4. 修约偏差、误差时，大多数情况下取一位最多取两位，而不遵循“四

舍六入五留双”的修约原则。例如 S 为 0.213 取两位应为 0.22；取一位应为

0.3。表示偏差、误差时应使结果更差些，若写成 0.21 或 0.2 则使偏差变小，

是测定结果所不能达到的，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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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分析化学标准化实验报告的写法 

第一节 分析化学标准化实验报告的书写要求 

    实验报告是实验工作的全面总结，是用简明的形式将实验操作、实验现

象及所得各种数据综合归纳、分析提高的过程；是把直接的感性认识提高到

理性概念的必要步骤；也是学生向指导教师报告、与他人交流及储存备查的

手段。因此，实验报告的质量将体现学生对实验内容的理解掌握、动手能力

及实验结果的正确水平。 

    实验报告的书写要求简明扼要，文理通顺，字迹端正，图表清晰，结论

正确，分析合理，讨论力求深入。不同类型的实验有不同的格式，一般包括

以下几个部分： 

(1) 实验目的：简述实验的目的要求。 

(2) 实验原理：尽量用自己的语言简要说明实验有关的基本原理、主要反

应式及定量测定的方法原理等。 

    (3) 主要仪器与试剂：包括实验所需的试剂、药材及仪器规格等。 

    (4) 实验步骤及实验现象：实验者可按实验指导书上的步骤编写，也可根

据实验原理由实验者自行编写，尽量用简单的图表、表格或化学式、符号等

表示，对实验现象逐一做出正确的解释，能用反应式表示的尽量用反应式。 

    (5) 实验记录数据及处理：以原始记录为依据，并注明测试条件如温度、

压力等。 

(6) 实验结果和讨论：根据实验的现象或数据进行分析、解释，得出正确

的结论，并进行相关的讨论，或者将计算结果与理论值比较，分析造成误差

的原因。对实验结果进行讨论和总结，主要包括：对实验结果和产品进行分

析、写出做实验的体会、分析实验中出现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对实验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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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和建议等。通过讨论来总结、提高和巩固实验中所学到的理论知识和实

验技术。 

(7) 实验思考问题：写报告时对实验后面的有关思考题进行解答。 

第二节 分析化学标准化实验报告的书写格式 

实验报告的具体格式按照分析化学实验报告册要求书写。大致应包括：

一、实验目的；二、实验原理；三、实验试剂与仪器；四、实验记录和结果；

五、实验思考题；六、实验总结等项。 

实验中要认真记录原始数据，实验后要及时整理数据，完成实验报告。 

 



第四章 定量分析标准操作训练内容 

第一节 分析天平的操作 

分析天平是定量分法析中用来准确称量物体重量的精密仪器，每一项分

析工作都直接或间接地需要使用分析天平。一般分析天平分为机械加码电光

分析天平和电子天平（重点要求电子天平的使用）。按仪器精度度分为万分

之一分析天平和十万分之一分析天平（微量天平）等。称量方式可分为：①

固定质量称量法，用来称量指定质量的试样，要求试样本身不吸水，并在空

气中性质稳定。②递减称量法（减量法），称出的样品不要求固定数值，只

须在要求范围内即可，适于称取多份易吸水、易氧化或易与 CO2 反应的物质，

称量时需使用称量瓶，既可防止吸潮和防尘，又便于称量操作。 

与光电分析天平相比，电子天平的优点如下：1. 可直接称量，全量程不

需要砝码，显示读数，称量速度快，精度高；2. 用弹性簧片取代机械天平的

玛瑙刀口作为支承点，用差动变压器取代升降枢装置，用数字显示代替指针

刻度。因而，电子天平具有使用寿命长、性能稳定、操作简便和灵敏度高等

特点；3. 电子天平具有自动校正、自动去皮、超载指示、故障报警等功能。

因此，电子天平因称量快捷，使用方法简便，是目前最好的称量仪器。 

【操作步骤】（电子天平的使用） 

①准备工作：将天平护罩取下并叠好，检查天平是否处于水平状态，如

不水平，可调整天平底角螺丝，使气泡正好处在水平器的中心；再检查称盘

是否清洁，如不清洁可用软毛刷拭去灰尘等杂物； 

②开机：接通电源，按照说明书要求进行预热；打开开关 ON，调零。 

③称量：打开天平门，将被称物放至称盘中央（化学试剂不能直接接触

秤盘），关闭天平门，待读数稳定后记录。 



天津中医药大学自编教材 

 

 11 

④去皮称量：按 TARE 键清零后，将空容器放在秤盘中央，再按 TARE

键显示零，即去皮。将称量物放入空容器中，待读数稳定后此时天平所示读

数即为所称物体的质量。 

⑤递减称量法称量：打开天平门，将装有样品的称量瓶（戴上手套或用

洁净的纸条夹取称量瓶）放至称盘中央，关闭天平门，称量，待数据稳定后

记录，设为 W1（g）。打开天平门，将称量瓶取出，在准备盛装试样的容器

上方打开瓶盖，将称量瓶倾斜，并用称量瓶盖的上沿轻轻敲击瓶口上沿，使

样品缓慢落入容器中，然后边敲边缓慢竖起称量瓶，使沾在瓶口的样品落入

瓶中，盖好瓶盖。再将称量瓶放回天平盘上，关闭天平门，称量。如此重复

操作，直到倾出试样重量达到要求为止。设倒出试样后称量瓶与试样重为 W2

（g），则试样重 W= W1-W2（g）。 

⑥关机：称量完毕取出被称物，检查天平内外是否清洁，关好天平门。

按 OFF 键，关闭天平，罩上天平罩，切断电源，在天平使用登记本上登记。 

【注意事项】 

①称量时绝对不能超过天平的最大负载。 

②化学试剂和试样都不能直接放在天平盘上称量，应放在硫酸纸或容器

中。有腐蚀性的气体或吸湿性物质，必须放在称量瓶或其他适当密闭的容器

中称量。一般固体样品的取放必须使用药匙。 

③递减称量法使用的称量瓶取出后不得随意放在台面上或本子上，只能

放在干燥器中。 

④称量的物品必须与天平箱内的温度一致，不得将过冷或过热的物品放

进天平称量。为了防潮，天平内放有干燥剂（变色硅胶），并定期烘干，使

其保持良好的吸湿性能。 

⑤称量读数时应关好天平门。 

⑥称量数据应及时写在记录在本上，不能记在纸片和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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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天平使用前必须预热。 

第二节 滴定管的操作 

滴定管是滴定时准确测量溶液体积的量器。滴定管分为酸式滴定管和碱

式滴定管。前者用于量取对橡皮管有侵蚀作用的液态试剂（酸性和氧化性溶

液）；后者用于量取对玻璃有侵蚀作用的液体（碱）。 

酸式滴定管的下端为一玻璃活塞，开启活塞，液体即自管内滴出。 

碱式滴定管的下端用橡皮管连接一支带有尖嘴的小玻璃管。橡皮管内装

有一个玻璃珠。用左手拇指和食指轻轻地往一边挤压玻璃珠外面的橡皮管，

使管内形成一缝隙，液体即从滴管滴出。 

【操作步骤】 

 

图 2-1 酸式滴定管涂凡士林与碱式滴定管排气泡示意图 

 

图 2-2  滴定管读数方法与读数卡的使用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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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酸式滴定管操作与碱式滴定管操作示意图 

①涂油(酸式滴定管)：将已洗净的滴定管活塞拔出，用滤纸将活塞及活塞

套擦干，在活塞粗端和活塞套的细端分别涂一薄层凡士林，把活塞插入活塞

套内，向一个方向转动直到凡士林层均匀透明。如发现转动不灵活或活塞上

出现纹路，表示凡士林涂的不够；若有凡士林从活塞挤出，或活塞孔被堵，

表示凡士林涂的过多。遇到这种情况，都必须把活塞和塞槽擦干净后，重新

涂凡士林。涂好凡士林后，在活塞末端套一橡胶圈以防活塞脱落。 

②试漏：在滴定管内装入蒸馏水，置滴定管架上直立 2min 观察有无水滴

下滴，缝隙中是否有水渗出，并将活塞转 180°再观察一次，放在滴定管架上，

没有漏水即可应用，否则应将活塞取出，重新涂凡士林，再使用。 

③润洗：为避免装入后的溶液被稀释，应用所装溶液 1-2mL 润洗滴定管

2-3 次。操作时，两手平端滴定管慢慢转动，使标准溶液流遍全管，并使溶液

从滴定管下端流净以除去管内残留水分。 

④装液：将溶液自试剂瓶直接倒入滴定管，不得借助其它器皿，以免标

准溶液浓度改变或造成污染，装入的液面应高于滴定管零位。待溶液稳定后，

将管下端悬挂的液滴除去。 

⑤排气泡：检查滴定管下部是否有气泡。如有气泡，酸式滴定管可转动

活塞使溶液急速下流驱去气泡。碱式滴定管可将橡胶管向上弯曲，约呈 45°

角，并在稍高于玻璃珠所在处用两手指挤压，使溶液从尖嘴口喷出，气泡即

可除尽。 

⑥调零：缓慢放出溶液，直至液面降至滴定管零位。以小烧杯盛接废液。 

⑦滴定：用左手控制滴定管，右手拿锥形瓶。使用酸式滴定管时，左手

拇指在前，食指及中指在后，一起控制活塞，在转动活塞时，手指微微弯曲

呈球状空拳，轻轻向内扣住，手心不要顶住活塞小头一端。使用碱式滴定管

时，用手指捏玻璃珠所在部位稍上处的橡皮，使形成一条缝隙，溶液即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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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若捏玻璃珠下方则会立即出现气泡）。滴定时，左手控制溶液流量，右

手拿住锥形瓶颈，并向同一方向作圆周运动，旋摇。在接近终点时，必须用

少量蒸馏水吹洗锥形瓶内壁，使溅起的溶液淋下，充分作用完全。同时，滴

定速度要放慢，每次加入 1 滴或半滴溶液，不断摇动，直至到达终点。半滴

的滴法是将滴定管活塞稍稍转动，使有半滴溶液悬于管口，将锥形瓶内壁与

管口相接触，使液滴流出，并使用吹瓶以蒸馏水冲下。 

⑧记录：在记录本上记录数据。 

 

图 2-4 锥形瓶中滴定操作与烧杯中滴定操作示意图 

【注意事项】 

①装液时要将溶液直接从试剂瓶倒入滴定管，不要再经过漏斗等其他容

器。 

②平行实验的每次滴定，必须加入溶液调零（或在同一起点滴定），不

得将前次滴定剩余的溶液继续滴定，以避免引入体积误差。 

③滴定管下端口应伸进锥形瓶颈内，以防滴至瓶外。 

④滴定操作应根据需要选择指示剂，不要忘记加入指示剂。 

⑤调零及终点读数时，应将滴定管垂直地夹在滴定管夹上，或取下滴定

管，手持滴定管上方无溶液处，使其自然下垂呈竖直状态。眼睛与溶液液面

处同一水平，平视读数。浅色溶液读取弯月面的下缘，深色溶液可读取液面

的上缘。读数时应估读到 0.01ml。 

⑥注入溶液或放出溶液后，需等 1-2min，使附着在内壁上的溶液流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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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才能读数。 

第三节 容量瓶的操作 

容量瓶是常用来测量容纳液体体积的一种容量器皿，一般用来配制标准

溶液或试样溶液。 

【操作步骤】 

①试漏：放入自来水至标线附近，按住瓶塞，把瓶倒立 2min，观察瓶塞

周围是否有水渗出，如果不漏，将瓶直立，把瓶塞转动约 180°后，再倒立过

来试一次。 

②洗涤：先用自来水清洗，再用蒸馏水清洗。配制非水溶剂的溶液，应

将容量瓶置电热干燥箱干燥后使用。 

③定量转移：如使用固体物质配制溶液时，应先将固体物质放在烧杯中

加适量溶剂溶解，再将溶液定量转移至容量瓶中，转移时，要使玻璃棒的下

端靠近瓶颈内壁，使溶液沿壁流下，溶液全部流完后，将烧杯轻轻沿玻璃棒

上提，同时直立，使附着在玻璃棒与烧杯嘴之间的溶液流回到烧杯中，然后

用溶剂洗涤烧杯三次，洗涤液同法转入容量瓶并混匀溶液。 

④稀释至刻度：加溶剂接近标线时，使用胶头滴管慢慢滴加，直至溶液

的弯月面与标线相切为止。 

⑤摇匀：盖上容量瓶塞，右手握容量瓶底部，左手手心抵住瓶塞，反复

颠倒并旋转容量瓶，使溶液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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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容量瓶操作示意图 

第四节 移液管的操作 

移液管（包括吸量管）用于准确移取一定体积的溶液。 

【操作步骤】 

①洗涤：水洗→蒸馏水润洗→溶液润洗 

溶液润洗：如有较多溶液，可将溶液注入洁净且干燥、或洗净的用少量

溶液润洗三次后的小烧杯中，润洗洗净的移液管三次；若无较多的溶液润洗

小烧杯时，只有用滤纸将洗净的移液管外壁擦干、将内壁的水尽量吸干后，

再伸入溶液中靠毛细作用吸取少量溶液润洗移液管三次。 

②取液：一般右手操作移液管，左手操作洗耳球。将移液管插入待取溶

液（管子插入溶液不要太深或太浅，太深会使管外沾附溶液过多，影响量取

溶液的准确性；太浅往往会产生空吸），捏紧洗耳球，利用真空吸入溶液，

当溶液吸至标线（零位）以上时，用右手食指按住管口，抬起移液管至离开

液面。 

③调零：移液管垂直，使溶液的原容器稍倾斜，管尖靠容器壁，稍松食

指，使液面缓慢下降，直至液面的弯月面与标线（零位）相切，立即按紧食

指。 

④擦干：将移液管离开原容器，用滤纸擦干管壁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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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放液：将接收溶液的容器稍倾斜，并将移液管垂直、管尖靠容器壁，

放松食指，使溶液自由流出，流完后静待 15秒（粘度大的溶液适当延长时间）。

管上未刻有“吹”字的，切勿把残留在管尖内的溶液吹出，因为在校正移液

管时，已经考虑了末端所保留溶液的体积。 

 

图 2-6 使用移液管移液、放液示意图 

【注意事项】 

①应尽量选取与所需待取溶液体积一致的移液管，避免多次移取带来的

累积误差。待取溶液体积太大或不为整数时，才不得不多次移取及使用吸量

管。 

②使用吸量管移取溶液制备两份平行样品时，不得将吸量管内前次剩余

的溶液继续放出制备第二份样品，应重新调零，以避免体积误差。 

③注意不要污染待取溶液。 

④残留于移液管尖的液体不必吹出。要领：垂直靠壁 15 秒。 

附：干燥器的使用 

干燥器是一种保持物品干燥的玻璃器皿，内盛干燥剂，防止物品吸潮，

常用于放置坩埚或称量瓶等。干燥器内有一带孔的白瓷板，白瓷板上放样品，

其下放干燥剂。常用的干燥剂有无水氯化钙、变色硅胶、无水硫酸钙、浓硫

酸和五氧化二磷等。干燥器使用时盖边应涂上一薄层凡士林，这样可使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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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合不漏气。搬动干燥器时用双手拿稳并紧紧握住盖子。打开盖子时，用左

手抵住干燥器身，右手把盖子往后拉或往前推开。一般不应完全打开，开到

能放入器皿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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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分析化学标准化实验内容 

实验一 葡萄糖干燥失重的测定 

一、实验目的 

1. 掌握干燥失重的测定原理与方法。 

2. 熟练掌握挥发重量分析法的基本操作。 

3. 掌握恒重的概念。 

二、实验原理 

干燥失重是利用挥发法测定药物干燥至恒重后减失的重量，这里的被测

组分包括吸湿水、结晶水和在该条件下能挥发的物质。“恒重”系指药物连

续两次干燥或灼烧后称得的重量差在 0.3mg 以下。 

葡萄糖含有 1 分子结晶水和少量吸湿水，当温度达到 100℃以上时转化为

水蒸气逸出，此时，葡萄糖试样中的挥发性组分也会气化逸出。《中国药典》

规定，葡萄糖在 105℃干燥至恒重，减失重量不得超过 9.5%。 

三、仪器与试剂 

分析天平；扁形称量瓶；干燥器；电热恒温箱；葡萄糖试样。 

四、实验步骤 

1. 称量瓶的干燥失重 

将洗净的扁形称量瓶置于电热恒温箱中，打开瓶盖并置于称量瓶旁，于

105℃进行干燥，取出称量瓶加盖，置于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精密成定重

量至恒量。 

2. 试样的干燥失重测定 

将 1g 混合均匀的葡萄糖试样（若试样结晶较大，应先迅速捣碎至 2mm

以下的颗粒）平铺于扁形称量瓶中，厚度不得超过 5mm，加盖，精密称定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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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置电热恒温箱中，打开瓶盖，逐渐升温，分别先 60℃干燥 1h，再调至 105℃

干燥至恒重，然后转至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平行测定三次。 

由下式计算试样的干燥失重： 

( + ) ( + )
%= 100%




试样重 称量瓶重 恒重后试样重 称量瓶重
葡萄糖干燥失重

试样重
 

五、注意事项 

1. 任何经过烘干的物体如称量瓶和试样，必须放置到室温后，才可以在

天平上称量。如果放在空气中冷却会重新吸收水分，也会受到尘埃或其它有

害烟雾的侵蚀，因此都必须放在干燥器中冷器，且试样每次在干燥器中冷却

时间均应相同。 

2. 称量过程应迅速完成，否则干燥试样或称量瓶在空气中露置过久吸潮

而不易达到恒重。 

六、思考题 

1. 为什么葡萄糖干燥失重不宜直接置于 105℃中干燥至恒重？ 

2. 求出的干燥失重与理论含水量相比有何不同？为什么？ 

3. 什么叫恒重？影响恒重的因素有哪些？恒重时，几次称量数据中哪一

次为真实质量？ 

实验二 电子分析天平的称量练习 

一、实验目的 

1. 掌握电子天平的基本操作和常用称量方法。 

2. 熟练掌握直接称量和减量称量的方法。 

3. 熟悉称量瓶的使用方法。 

二、实验原理 

电子天平是利用电子装置完成电磁力补偿的调节，使物体在重力场中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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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里力的平衡。 

三、仪器与试剂 

分析天平；称量瓶；小烧杯；无水碳酸钠。 

四、实验步骤 

1. 天平检查 

观察水平仪的气泡是否在圆圈中心，若不在中心，应调节天平脚处的水

平调节螺丝的高低使气泡回到中心。 

2. 天平预热 

接通天平电源，预热 30min，待天平显示屏出现稳定的 0.0000g，即可进

行称量。若天平显示不在零状态，可按“TARE”键，使天平显示回零。 

3. 称量 

准备两个干净并干燥的小烧杯，编上编号。分别在分析天平上精确称量，

准确至 0.1mg，在记录本上记下小烧杯的质量 m1 和 m2。从干燥器中取出一只

装有样品的称量瓶，在分析天平上准确称量，记下质量 m3。从天平中取出称

量瓶，减重法连续称出两份样品 0.3g（即称出 0.3±10%范围）于以上两个小

烧杯中。两次检出样品后的质量分别记为 m4 和 m5。分别称出两个已装样品

的小烧杯的质量记为 m6 和 m7。检验称量瓶减少的质量是否等于小烧杯增加

的质量。如果不相等，则要求称量的绝对值小于 0.4mg，称量结果若不符合要

求，分析原因后继续称量。 

4. 关闭天平 

称量完毕取出被称物，检查天平内外是否清洁，关好天平门。按 OFF 键，

关闭天平，罩上天平罩，切断电源，在天平使用登记本上登记。 

五、注意事项 

1. 分析天平是称量试样的精密仪器，必须严格按照规定的操作步骤进行

称量练习，以免损坏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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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取放烧杯/称量瓶或其他被称物时，不得直接用手接触，应将被称物用

干净纸条套住，或用专用手套进行操作。 

3. 被称物质量不得超过电子分析天平量程。 

六、思考题 

1. 称量结果应记录至几位有效数字？为什么？ 

2. 称量时应将被称物放在天平盘的中央，为什么？ 

3. 本实验中要求称量偏差不大于 0.4mg，为什么？ 

实验三 醋酸的电位滴定和酸常数的测定 

一、 实验目的 

1. 通过醋酸的电位滴定，掌握电位

滴定的基本操作和滴定终点的计算方法。 

2. 学习测定弱酸常数的原理和方法，

巩固弱酸离解平衡的基本概念。 

二、 实验原理 

电位滴定法是在滴定过程中根据指示

电位和参比电极的电位差或溶液的 pH 值

的突跃来确定终点的方法。在酸碱电位滴

定过程中，随着滴定剂的不断加入，被测

物与滴定剂发生反应，溶液 pH 值不断变

化，就能确定滴定终点。滴定过程中，每

加一次滴定剂，测一次 pH 值，在接近化

学计量点时，每次滴定剂加入量要小到

0.10ml，滴定到超过化学计量点为止。这

样就得到一系列滴定剂用量 V 和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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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 值数据。 

常用的确定滴定终点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1）绘 pH~V 曲线法   

以滴定剂用量 V 为横坐标，以 pH 值为纵坐标，绘制 pH~V 曲线。作两

条与滴定曲线相切的 45°倾斜的直线，等份线与直线的交点即为滴定终点，

如图 3-10（a）所示。 

（2）绘△pH/△V～V 曲线法   

△pH/△V 代表 pH 的变化值一次微商与对应的加入滴定剂体积的增量

（△V）的比。绘制△pH/△V～V 曲线的最高点即为滴定终点[图 3-10(b)]。 

（3）二级微商法    

绘制（△2
pH/△V2）～V 曲线。（△pH/△V）～V 曲线上一个最高点，

这个最高点下即是△2
pH /△V 2 等于零的时候，这就是滴定终点法。该法也可

不经绘图而直接由内插法确定滴定终点[图 3-10（c）]。 

确定滴定体积以后，从 pH～V 曲线上查出 HAc 被中和一半时（1/2Vep）

的 pH 值。此时，pH=pKa，从而计算出 Ka。醋酸在水溶液中电离如下： 

               HAc = H+Ac 

其酸常数为
[HAc]

]Ac][H[ -

a



K  

当醋酸被中和了一半时，溶液中：[Ac
-
]=[HAc] 

根据以上平衡式，此时 Ka=[H
+
]，即 pKa=pH。因此，pH V 图中 1/2Vep 所处

的 pH 值即为 pKa，从而可求出醋酸的酸常数 Ka。 

三、仪器和试剂 

仪器：Phs-2c 型酸度计，电磁搅拌器，复合电极，25ml 半微量碱式滴定

管，100ml 小烧杯，10.00ml 移液管，100ml 容量瓶。 

试剂：0.1mol/L HAc，1mol/L KCl，0.1000mol/L NaOH 标准溶液，pH=4.00

（25℃）的标准缓冲溶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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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验步骤 

1. 用 pH=4.00 (25℃)的缓冲溶液将 Phs-2C 型酸度计定位。 

2. 准确吸取醋酸试液 10.00ml 于 100ml 容量瓶中，加水至刻度摇匀，吸

10.00ml 于小烧杯中，加 1moL/L KCl 5.0ml，再加水 35.00ml。放入搅拌磁子，

浸入复合电极。开启电磁搅拌器，用 0.1000mol/L NaOH 标准溶液进行滴定，

滴定开始时每点隔 1.0ml 读数一次，待到化学计量点附近时间隔 0.10ml 读数

一次。记录格式如下。 

V/ml pH △V △pH △pH/△V △2
pH/△V2

 

1.00 

2.00 

  1.00 

2.00 

      

          

 

3. 数据处理 

（1）绘制 pH V 和（△pH/△V） V 曲线，分别确定滴定终点 Vep（可由

HG 软件作图）。 

（2）用二级微商法由内插法确定终点 Vep。 

（3）由 1/2Vep 法计算 HAc 的电离常数 Ka
,，并与文献值比较（Ka 文献

=1.76

³ ），分析产生错误的原因。 

（4）△pH，△V，△pH／△V，△2
pH/△V2 可用计算和编程处理。 

五、 注意事项 

1. 玻璃电极在使用前必须在去离子水中浸泡活化 24h，玻璃电极膜很薄

易碎，使用时十分小心。 

2. 甘汞电极在使用前应拔去加在 KCl 溶液小空处的橡皮塞，以保持足够

的液压差，并检查饱和氯化钾溶液是否足够，若盐桥内溶液不能与白色甘汞

部分接触时应再添加一些饱和 KCl。 

3. 安装电极时甘汞电极应比玻璃电极略低些，两电极不要彼此接触，也

: :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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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碰到杯底或杯壁。 

4. 滴定开始时滴定管中 NaOH 应调节在零刻度上，滴定剂每次应准确放

至相应的刻度线上。滴定过程中，可在读数一直保持打开，直至滴定结束，

电极离开被测时应即使将读数开关关闭。 

5. 切勿把搅拌珠连同废液一起倒掉。 

六、思考与讨论 

1. 用电位滴定法确定终点与指示剂法相比有何优缺点？ 

2. 实验中为什么要加入 1mol/L KCl 5.0ml？ 

3. 当醋酸完全被氢氧化钠中和时，反应终点的 pH 值是否等于 7？为什

么？ 

实验四 0.1mol/L NaOH 标准溶液的配制和标定 

一、实验目的 

1. 掌握 NaOH 标准溶液的配制和标定。 

2. 掌握碱式滴定管的使用，掌握酚酞指示剂的滴定终点的判断。 

二、实验原理 

NaOH 有很强的吸水性和吸收空气中的 CO2，因而，市售 NaOH 中常含

有 Na2CO3。 

反应方程式： 2NaOH + CO2 → Na2CO3 + H2O 

由于碳酸钠的存在，对指示剂的使用影响较大，应设法除去。除去 Na2CO3

最通常的方法是将 NaOH 先配成饱和溶液（约 52%，W/W），由于 Na2CO3

在饱和 NaOH 溶液中几乎不溶解，会慢慢沉淀出来，因此，可用饱和氢氧化

钠溶液，配制不含 Na2CO3 的 NaOH 溶液。待 Na2CO3 沉淀后，可吸取一定量

的上清液，稀释至所需浓度即可。此外，用来配制 NaOH 溶液的蒸馏水，也

应加热煮沸放冷，除去其中的 CO2。标定碱溶液的基准物质很多，常用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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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酸 （ H2C2O4·2H2O ） 、苯 甲 酸（ C6H5COOH ） 和 邻苯 二 甲 酸氢 钾

（C6H4COOHCOOK）等。最常用的是邻苯二甲酸氢钾，滴定反应如下： 

       C6H4COOHCOOK + NaOH → C6H4COONaCOOK + H2O 

计量点时由于弱酸盐的水解，溶液呈弱碱性，应采用酚酞作为指示剂。 

三、试剂与仪器 

仪器：碱式滴定管（50ml）、容量瓶、锥形瓶、分析天平、台秤。 

试剂：邻苯二甲酸氢钾（基准试剂）、氢氧化钠固体（A.R）、10g/L 酚

酞指示剂：1g 酚酞溶于适量乙醇中，再稀释至 100ml。 

四、实验步骤 

1. 0.1mol/L NaOH 标准溶液的配制 

用小烧杯在台秤上称取 120g 固体 NaOH，加 100ml 水，振摇使之溶解成

饱和溶液，冷却后注入聚乙烯塑料瓶中，密闭，放置数日，澄清后备用。准

确吸取上述溶液的上层清液 2.8ml 到 500 毫升无二氧化碳的蒸馏水中，摇匀，

贴上标签。 

2. 0.1mol/L NaOH 标准溶液的标定           

准确称取邻苯二甲酸氢钾 0.4~0.5g 于锥形瓶中，加 20-30ml 水，温热使

之溶解，冷却后加 1-2 滴酚酞，用 0.10mol/L
 
NaOH 溶液滴定至溶液呈微红色，

半分钟不褪色，即为终点。平行标定三份。 

)2.204,(
1000

KHPNaOH

NaOHkHP

NaOH 


 MmlV
VM

m
C  

五、注意事项 

1. 固体 NaOH 应在表面皿上或小烧杯中称量，不能在称量纸上称量。 

2. 滴定管在装液之前，要用待标定的 NaOH 标准溶液（7~8 ml）润洗滴

定管内壁 3 次，以免改变标准溶液的浓度。 

3. 滴定之前，应检查橡皮管内核滴定管管尖处是否应有气泡，如有气泡

应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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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每次滴定结束后，要将标准溶液加至近滴定管零点处，再开始第 2

份溶液的滴定，以减小误差。 

六、思考题 

1. 如何计算称取基准物邻苯二甲酸氢钾或 Na2CO3 的质量范围？称得太

多或太少对标定有何影响？ 

2. 溶解基准物质时加入 20～30ml 水，是用量筒量取，还是用移液管移取？

为什么？ 

3. 如果基准物未烘干，将使标准溶液浓度的标定结果偏高还是偏低？ 

4. 用 NaOH 标准溶液标定 HCl 溶液浓度时，以酚酞作指示剂，用 NaOH

滴定 HCl，若 NaOH 溶液因贮存不当吸收了 CO2，问对测定结果有何影响？ 

实验五 苯甲酸的含量测定 

一、实验目的 

1．掌握用酸碱滴定法测定苯甲酸的原理和操作； 

2．掌握酚酞指示剂的滴定终点。 

二、实验原理 

苯甲酸的 Ka＝6.3×10
-6，可用 NaOH 标准溶液直接滴定，酚酞作指示剂，

计量点时，苯甲酸钠水解溶液呈微碱性使酚酞变红而指示终点。反应式为： 

    C6H5COOH＋NaOH →C6H5COONa＋H2O 

三、试剂与仪器 

仪器：分析天平、台秤、称量瓶、烧杯、锥形瓶、量筒、碱式滴定管 

试剂：苯甲酸试样、酚酞指示剂、氢氧化钠、0.2％酚酞乙醇指示剂、中

性乙醇溶液 

四、实验步骤 

1. 配置中性乙醇（对酚酞显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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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95%乙醇 75ml，加入酚酞指示剂 2 滴，用已标定的 NaOH 标准溶液滴

定至溶液显微粉 30 秒内不退色。 

2. 苯甲酸的含量测定 

 取苯甲酸约 0.3g，精密称定，置 250ml 锥形瓶中，加中性乙醇溶液 25ml

溶解后加酚酞指示剂 2～3 滴，用已标定的 NaOH 标准溶液滴定至溶液显微粉

30 秒内不退色，即为终点，记录消耗的 NaOH 体积。平行测定三次。 

由下式计算苯甲酸的百分含量：C7H6O2％＝
1000

267 OHCNaOHNaOH

S

MVC
³100％  

（
267 OHCM ＝122.11g/mol） 

S：试样的质量（g）。 

五、注意事项 

1. 酚酞指示剂的用量不宜太大，以免滴定终点提前出现。 

2. 量取试液的移液管要先用被测试液润洗 3 次后才能准确移去。 

六、思考题 

1. 为何使用中性乙醇作为溶剂，其“中性”是相对于什么而言？ 

2. 如果 NaOH 标准溶液吸收了空气中的 CO2，对苯甲酸含量的测定有何

影响？ 

3. 如果称量的苯甲酸含量超过 0.7g，问是否需要重新称量？为什么？ 

4. 本实验除去酚酞作指示剂，还可选用什么指示剂？ 

实验六 0.05mol/L EDTA 标准溶液的配制与标定 

一、实验目的 

1. 了解 EDTA 标准溶液标定的原理。 

2. 掌握配制和标定 EDTA 标准溶液的方法。 

二、实验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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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二胺四乙酸二钠盐（习惯上称 EDTA）是一种有机络合剂，能与大多

数金属离子形成稳定的 1∶1 螯合物，常用作配位滴定的标准溶液。 

EDTA在水中的溶解度为 120g/L，可以配成浓度为 0.3mol/L以下的溶液。

EDTA 标准溶液一般不用直接法配制，而是先配制成大致浓度的溶液，然后

标定。用于标定 EDTA 标准溶液的基准试剂较多，例如 Zn、ZnO、CaCO3、

Bi、Cu、MgSO4²7H2O、Ni、Pb 等。 

用氧化锌作基准物质标定 EDTA 溶液浓度时，以铬黑 T 作指示剂，用

pH=10 的氨缓冲溶液控制滴定时的酸度，滴定到溶液由紫色转变为纯蓝色，

即为终点。 

滴定前：Zn
2+

+In（蓝）=Zn-In（酒红色） 

滴定：Zn
2+

+Y=ZnY 

终点时：ZnIn+Y=ZnY+In（蓝色） 

以 ZnO 为基准物，钙指示剂，用 NaOH 控制 pH=12~13。 

三、试剂 

乙二胺四乙酸二钠盐（EDTA）；盐酸；氧化锌（基准试剂） 

氨水-氯化铵缓冲液（pH=10）：称取 5.4g 氯化铵，加适量水溶解后，加

入 35mL 氨水，再加水稀释至 100ml； 

铬黑 T 指示剂：称取 0.1g 铬黑 T，加入 10g 氯化钠，研磨混合； 

40%氨水溶液：量取 40mL 氨水，加水稀释至 100ml； 

四、实验步骤 

1. 0.01mol/LEDTA 溶液的配制 

称取乙二胺四乙酸二钠盐（Na2H2Y·2H2O）4g，加入 1000mL 水，加热使

之溶解，冷却后摇匀，如混浊应过滤后使用。置于玻璃瓶中，避免与橡皮塞、

橡皮管接触。贴上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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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锌标准溶液的配制 

准确称取约 0.16g 于 800℃灼烧至恒量的基准 ZnO，置于小烧杯中，加入

0.4ml 盐酸，溶解后移入 200ml 容量瓶，加水稀释至刻度，混匀。 

3. EDTA 溶液浓度的标定  

吸取 30.00～35.00ml 锌标准溶液于 250ml 锥形瓶中，加入 70ml 水，用

40%氨水中和至 pH 为 7～8，再加 10ml 氨水-氯化铵缓冲液（pH=10），加入

少许铬黑 T 指示剂，用配好的 EDTA 溶液滴定至溶液自紫色转变为纯蓝色。

记下所消耗的 EDTA 溶液的体积，根据消耗的 EDTA 溶液的体积，计算其浓

度。 

五、注意事项 

1. 络合滴定反应速度较慢，故滴定速度不宜太快； 

2. 络合滴定法干扰大（在络合滴定中 M 有络合效应和水解效应，EDTA 

有酸效应和共存离子效应），滴定时应注意消除各种干扰； 

3. 络合滴定通常在一定的酸度下进行，故滴定时应严格控制溶液的酸度。 

六、思考题 

1. 用铬黑 T 指示剂时，为什么要控制 pH=10？ 

2. 配位滴定法与酸碱滴定法相比，有哪些不同？操作中应注意哪些问

题？ 

实验七 水的总硬度测定 

一、实验目的 

1. 了解水硬度测定的原理及方法 

2. 了解水硬度的表示方法及其计算 

二、实验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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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总硬度是指水中 Ca
2+、Mg

2+的总量。 

EDTA 和金属指示剂铬黑 T )( 3InH 分别与 Mg
2+、Ca

2+形成络合物，稳定

性为 CaY
2-

>MgY
2-

>MgIn
-
>CaIn

-，当水样中加入少量铬黑 T 指示剂时，它首先

和 Mg
2+生成红色络合物 MgIn

-，然后与 Ca
2+生成红色络合物 CaIn

-。 

CaIn
- 
+ H2Y

2-
=CaY

2-
 + HIn

2-
 + H

+
 

MgIn
- 
+ H2Y

2-
=MgY

2-
 + HIn

2-
 + H

+
 

红色                   蓝色 

三、试剂 

EDTA 标准溶液（0.01mol/L）；NH3-NH4Cl 缓冲溶液（pH=10）；铬黑 T 指

示剂 

四、实验步骤 

取水样 100ml 于锥形瓶中，加入氨性缓冲溶液 5ml，铬黑 T 指示剂少许，

用 EDTA 标准溶液滴定至溶液由酒红色变为纯蓝色，即为终点。记下消耗

EDTA 的体积。重复测定 3 份试样。 

水的硬度有多种表示方法，常以水中 Ca、Mg 总量换算为 CaO 含量的方

法表示，以每升水中含 10mgCaO 为 1 度 ( 
o 

)，用度来表示水的硬度。即 1 度

=10mgCaO/1L(H2O)。 

100
)(

/ CaOEDTA 



水样

）（水的总硬度
V

McV
   

五、注意事项 

因水样中的钙、镁含量不高、滴定时，反应速度较慢，故滴定速度要慢。 

六、思考题 

1. 什么叫水的总硬度？怎样计算水的总硬度？ 

2. 为什么滴定 Ca
2+、Mg

2+总量时要控制 pH≈10，而滴定 Ca
2+分量时要控

制 pH 为 12～13？若 pH>13 时测 Ca
2+对结果有何影响？ 

3. 如果只有铬黑 T 指示剂，能否测定 Ca
2+的含量？如何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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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八 0.02mol/LKMnO4 标准溶液的配制与标定 

一、实验目的 

1. 掌握 KMnO4 标准溶液的配置和保存方法。 

2. 了解自身指示剂指示终点的方法。 

二、实验原理 

1. KMnO4 不能直接配制，采用间接配制法的原因：  

    ①市售 KMnO4 试剂常含有少量 MnO2 和其他杂质；②蒸馏水中含有少量

有机物质。它们能使 KMnO4还原为MnO(OH)2，而MnO(OH)2又能促进KMnO4

的自身分解：4MnO4
-
+2H2O=4MnO2+3O2↑+4OH

-见光时分解得更快。 

2. 标定 KMnO4 溶液的基准物质：As2O3、铁丝、H2SO4·2H2O 和 Na2C2O4

等，其中以 Na2C2O4 最常用。Na2C2O4 易纯制、不易吸湿、性质稳定。 

3. 标定原理 

①H2SO4 介质中进行。a.注意酸度不能过高或过低；b.不能用 HNO3 或 HCl

调节酸度。 

②KMnO4 作自身指示剂。 

③加热到 70-80℃ 

  H2SO4 介质中，温度加热到 70-80℃： 

2MnO4
-
+ 5C2O4

2-
 + 16H

+ 
= 2Mn

2+
 + 10CO2 ↑ + 8H2O 

KMnO4 作自身指示剂    终点颜色：微红色半分钟不褪色 

一、 实验步骤 

1. 基准物质 Na2C2O4的称取及溶解： 

准确称取 0.13~0.16g 基准物质 Na2C2O4 置于 250ml 锥形瓶中，加 40ml

水溶解。 

2. KMnO4 溶液的标定 

溶解后的 Na2C2O4 溶液，加 30ml 2mol/L N2SO4，加热至 70-80℃，趁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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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KMnO4 溶液进行滴定。 

KMnO4 浓度计算公式：
4

4224

KMnO

OCNaKMnO

1
)(

5

2

VM

m
C   

四、注意事项 

1. 加热温度不能太高，若超过 90℃，易引起 H2C2O4 分解： 

H2C2O4=CO2↑ + CO2 ↑+ H2O 

2.KMnO4 颜色较深，读数时应以液面的上沿最高线为准； 

3. 开始时滴定速度要慢，一定要等前一滴 KMnO4 的红色完全褪去再滴

入下一滴。若滴定速度过快，部分 KMnO4 将来不及与 Na2C2O4 反应而在热的

酸性溶液中分解： 

        4MnO4
2-

 + 4H
+
 = 4MnO2 + 3O2↑ + 2H2O 

4. 终点判断：微红色半分钟不褪色即为终点。 

五、思考题 

1. 配制 KMnO4 标准溶液时，为什么要将 KMnO4 溶液煮沸一定时间并放

置数天？配好的 KMnO4 溶液为什么要过滤后才能保存？过滤时是否可以用

滤纸？ 

2. 配制好的 KMnO4 溶液为什么要盛放在棕色瓶中保护？如果没有棕色

瓶怎么办？ 

3. 在滴定时，KMnO4 溶液为什么要放在酸式滴定管中？ 

4. 用 Na2C2O4 标定 KMnO4 时候，为什么必须在 H2SO4 介质中进行？酸

度过高或过低有何影响？可以用 HNO3 或 HCl 调节酸度吗？为什么要加热到

70～80℃？溶液温度过高或过低有何影响？ 

5. 标定 KMnO4 溶液时，为什么第一滴 KMnO4 加入后溶液的红色褪去很

慢，而以后红色褪去越来越快？ 

6. 盛放 KMnO4 溶液的烧杯或锥形瓶等容器放置较久后，其壁上常有棕

色沉淀物，是什么？此棕色沉淀物用通常方法不容易洗净，应怎样洗涤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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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此沉淀？ 

实验九 H2O2的含量测定 

一、 实验目的 

1. 了解 H2O2 的性质和液体样品的取样方法。 

2. 熟悉有色溶液的滴定管读数方法。 

3. 掌握 KMnO4 法测定 H2O2 含量的原理和滴定方法。 

二、实验原理 

H2O2 既可作为氧化剂又可作为还原剂，具有杀菌、消毒、漂白等作用，

在生物、医药等行业有广泛作用。 

在酸性介质中遇 KMnO4 时，H2O2 作为还原剂，可发生下列反应： 

                  2MnO4
-
+5H2O2+6H

+ 
= 2Mn

2+
+5O2↑+8H2O 

计量点后稍过量的 KMnO4 使溶液呈微红色指示滴定终点。 

三、仪器与试剂 

仪器：酸式滴定管（50ml），锥形瓶（250ml），刻度吸管（5、10ml）。 

试剂：0.02mol/L KMnO4 标准溶液。30％H2O2 样品（市售为水溶液）。

 2mol/L H2SO4。 

四、实验步骤 

精密量取 30％H2O2样品 2.5ml，置贮有约 100ml蒸馏水 250ml容量瓶中，

加水稀释至刻度，摇匀；精取 10ml，置 250ml锥形瓶中，加 2mol/L H2SO4 10ml，

用 KMnO4 标准溶液滴定至溶液呈微红色且在 30s 内不褪色即为滴定终点，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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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KMnO4 标准溶液消耗的体积。平行测定三份。 

五、 注意事项 

1. KMnO4 滴定 H2O2 的反应在室温下速度较慢，由于 H2O2 不稳定，故不

能加热。滴定时，当第 1 滴 KMnO4 颜色褪去生成 Mn
2+后，再滴加第 2 滴；

由于生成的 Mn
2+对滴定反应有催化作用，加快了反应速率，使滴定能顺利进

行。 

2. 过氧化氢溶液具有较强的腐蚀性，防止溅洒在皮肤和衣物上。 

六、思考题 

市售过氧化氢溶液若含有乙酰苯胺或尿素作稳定剂时，采用本法测定结

果将会如何？宜采用什么滴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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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分析化学实验带教规范与要求 

一、关于实验记录 

①要逐页编号，不允许撕掉，实验记录本不是草稿纸，原始记录要求一

定要严格，让学生养成保留原始记录的习惯； 

②记录要规范，如有记录数据错误，不能完全涂掉或掩盖，应该能看到

数据错误的原因； 

③有效数字及原始记录完全写在记录本的左侧，处理数据结果写在右侧，

切忌记录在纸上然后再誊抄到记录本上。 

二、定量仪器的使用 

1. 天平的使用 

①称量纸的折叠最好使用四角折叠，十字交叉放不稳，手握钥匙，食指

敲打； 

②减重法称量适合于不太稳定，容易吸潮的的样品。 

2. 容量器皿的洗涤 

要求洗到不挂壁，蒸馏水润洗的时候不会利用洗瓶，教师要给予提示。 

3. 滴定管的操作 

操作时一定要注意手拿无液体的部位，注意平行原则，使用同一段液体

进行滴定，初始读书不要估读，如不可以从 0.02 开始，可以是 0.0，0.1 或 1.0

等，终读数可以估读。 

①操作过程中始终是左手操作滴定管，右手旋摇，身体笔直，三角瓶放

于滴定管内部约 2-3cm； 

②碱式滴定管使用时要注意排除气泡，剩余少量气泡时直排，手握的部

位是玻璃球的稍上方，轻轻挤压，液体自缝隙流出； 

③酸式滴定管的涂油对学生必须要求，注意洗涤后擦干再涂油，还要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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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使用前固定活塞，小头用胶垫固定，涂油时管子重心放低，半堵时可以使

用洗耳球给予一定的压力； 

④液体要直接加入滴管中，不能使用其他器皿进行转移，放置片刻后再

进行初读，液体自由落下为 1 滴，吹落为半滴，半滴=0.02ml，操作时左手一

直处于握塞或握球状态。 

4. 容量瓶操作 

①首先注意瓶塞不要张冠李戴，每个瓶和塞是一一对应的，洗涤时注意

清洗干净颈部，洗到不挂液为止； 

②定量转移时必须是完全溶解的液体，玻璃棒不要插入太深，转移完以

后烧杯上提，玻璃棒不要放在烧杯的尖嘴处，此处有待转移的液体，避免损

失； 

③转移液体要反复多次，加入溶剂定容，不要蹲下看读数，而是要提起

来以保证液面切线与视线相切。 

5. 移液管的操作 

洗涤后尽量吸干，擦干移液管后才可以深入工作液中，吸量管取分体积

时，尽量使用上段，中段，不要使用下段，吸液后擦干外壁，调液、放液时

移液管均是竖直的，并且靠壁 15s。 

三、实验报告规范及评分标准(按百分制计算) 

①是否有原始记录； 

②基本操作没有大问题； 

③报告书写是否规范； 

④数据表是否合理； 

⑤结果处理是否准确，偏差是否在误差允许的范围内； 

⑥思考题占 10 分。 

以上各项均符合要求的得到满分 100 分，没有原始记录只有及格分 6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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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任课教师与实验员的工作协调 

本着培养学生基本实验技能，培养学生良好的实验习惯出发，要求任课

教师和实验人员之间相互协调，互相监督，共同完成实验课程的教学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