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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实验守则 
 

1 学生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参加实验，不得迟到、早退。 

2 学生进入实验室后，不准随地吐痰、抽烟和乱抛杂物，保持室内清

洁和安静。 

3 实验前应认真阅读实验指导书，复习有关理论并接受教师提问检

查，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须经指导教师同意后方可动用仪器设备

进行实验。 

4 实验中，认真执行操作规程，注意人身和设备安全。学生要以科学

的态度进行实验，细心观察实验现象、认真记录各种实验数据，不

得马虎从事，不得抄袭他人实验数据。 

5 如仪器发生故障，应立即报告教师进行处理，不得自行拆修。不得

动用和触摸与本次实验无关的仪器与设备。 

6 凡损坏仪器设备、器皿、工具者，应主动说明原因，书写损坏情况

报告，根据具体情节进行处理。 

7 实验完毕后，将实验仪器和设备整理好，认真书写实验报告（包括

数据记录、分析与处理，以及绘制必要的图形）。 

 

 

 

 



前   言 

本实验指导书是《环保技术与设备》课程的配套实验教材。 

《环保技术与设备》是安全工程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掌握大气污

染与防治、水污染与防治、固体废物处理、环境监测等技术及其设备的原理和方

法，是安全工程专业学生必须达到的专业要求。 

环保技术与设备实验是《环保技术与设备》课程教学的必须实验环节。其目

的是加深学生对本课程所涉及的环境监测等重要原理、技术、方法理解，并且锻

炼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为更进一步的应用本学科的知识

提供锻炼和操作练习的平台。本课程要求学生提前阅读实验指导书，在教师指导

下自己动手，亲自实践，边做边想，认真记录，并写出实验报告。                           

本实验指导书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所限，难免有疏漏廖误之处，热切期望实

验指导老师与学生能提出宝贵的意见，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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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一 水样中金属离子的测定 

一、实验目的 

掌握用化学发光分析仪测定水样中金属离子的测定方法。 

二、预习要求 

1. 了解水样中金属离子的测定方法有哪几种？ 

2. 了解化学发光测定水样中金属离子的原理、方法。 

三、实验原理 

化学发光是指在化学反应中产生的光发射现象，利用化学发光可以实现痕量

组分的灵敏测定。鲁米诺－过氧化氢是常用的化学发光体系 

流动注射为化学发光分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手段。流动注射技术是指将各发

光试剂以某一恒定流速经蠕动泵驱动，在流动过程中，所有的试验参数如试剂体

积、保留时间、温度、试剂的混合时间和方式等都能严格控制并重复操作，以此

可以得到稳定的发光信号。 

常见的鲁米诺－过氧化氢流动注射化学发光分析流程如图 1 所示： 

 

 

 

 

 

 

 

 

 

图 1 流动注射化学发光分析流程图 

在固定的流速下，某个化学发光体系会获得稳定的强度，当被分析物（如钴

离子 Co
2+
）注入化学发光体系时，会产生增强或抑制信号，典型的流动注射分析

记录峰如图 2所示，一般以峰高为读出值绘制校正曲线，并计算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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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典型的 FIA 记录峰 

S：注样点；T：留存时间；A：峰顶读出位；B: 峰坡读出位 

四、仪器 

1. 流动注射化学发光分析仪 

2. 50mL 容量瓶 

3. 1mL、2mL、5mL 移液管 

五、试剂 

1． 鲁米诺溶液：用 0.05 mol/L NaOH 配制 1×10-2 mol/L 的鲁米诺储备溶液待

用。常温避光保存，放置一周后使用，使用时用 pH9.9 的 Na2CO3-NaHCO3

缓冲液（0.1 mol/ L）稀释到 5×10-5 mol/ L。 

2． H2O2 溶液每天新鲜配制，直接用纯净水稀释到合适浓度。 

3． 金属离子标准溶液：准确称取适量的标准物质溶于纯净水后得到金属离

子的储备液，经过稀释后得到标准溶液。 

六、实验步骤 

1． 工作溶液的配置 

用移液管移取适量的金属离子标准溶液于 50mL 容量瓶中，定容后

得到 2×10-5 mol/ L；4×10-5 mol/ L；6×10-5 mol/ L；8×10-5 mol/ L；1×10-4 

mol/ L 五个浓度的工作溶液。 

2．标准曲线的绘制 

将各浓度的金属离子工作溶液依次注入化学发光系统，从动力学曲

线上获得相应的信号后，以样品浓度为横坐标，信号强度为纵坐标绘制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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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曲线。 

3．水样金属离子含量的测定 

取未知水样，按照相同的方法获得信号强度后，由标准曲线上查出

水样中金属离子的浓度。 

七、思考题 

1. 水样中金属离子的测定方法还有哪些？ 

测定某种金属离子时，应该如何避免其他金属离子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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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二  废水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一、 实验目的 

1. 掌握用酸性高锰酸钾法测定废水化学需氧量的原理和方法。 

2. 了解水中化学耗氧量测定的意义。 

二、 预习要求 

1. 了解水中化学需氧量 COD 的意义。 

2. 了解化学需氧量的测定方法有几种，分别是什么？ 

三、 实验原理 

水中化学需氧量（COD）是衡量水质污染程度的主要指标之一。COD 是指

在一定的条件下，采用强氧化剂处理水样，1L 水中还原性物质（无机的或有机

的）被氧化剂氧化时所消耗的氧的量。本实验采用高锰酸钾法测定水中化学需氧

量 COD。 

水样加入硫酸使呈酸性后，加入一定量的高锰酸钾溶液，并在沸水浴中加热

反应一定的时间。剩余的高锰酸钾，用草酸溶液还原并加入过量，再用高锰酸钾

溶液回滴过量的草酸，通过计算求出高锰酸盐指数值。 

此方法适用于氯离子含量不超过 300mg/L。 

当水样的高锰酸盐指数值超过 5mg/L 时，则酌情分取少量，并用水稀释后

再进行测定。 

四、 仪器 

1. 沸水浴装置。 

2. 250ml 锥形瓶。 

3. 50ml 酸式滴定管。 

五、 试剂 

1. 高锰酸钾溶液（1/5KMnO4=0.1mol/L）：称取 3.2g 高锰酸钾溶于 1.2L 水

中，加热煮沸，使体积减少到约 1L，放置过夜，用虹吸管将上层清夜移入棕色

瓶内。 

2. 高锰酸钾溶液（1/5KMnO4=0.01mol/L）：吸取 100ml 上述高锰酸钾溶液，

用水稀释至 1000ml，贮于棕色瓶中。使用当天应进行标定，并调节至 0.01mol/L

准确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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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3 硫酸。（1 份浓硫酸慢慢加到 3 份水中，煮沸，滴加高锰酸钾溶液至

硫酸溶液保持微红色） 

4. 草酸标准溶液（1/2H2C2O4·2H2O）=0.1000mol/L）：称取 0.6304g（分子

量乘以 0.05）在 105－110℃烘干 1h 并冷却的草酸溶于水，移入 100ml 容量瓶中，

用水稀释至标线。 

5. 草酸标准溶液（1/2H2C2O4·2H2O）=0.0100mol/L）：吸取 10.00ml 上述草

酸钠溶液，移入 100ml 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标线。 

六、 试验步骤 

1． 分取 100ml 混匀水样（如高锰酸钾指数高于 5mg/L，则酌情少取，并用

水稀释至 100ml）于 250ml 锥形瓶中。 

2． 加入 5ml（1＋3）硫酸，混匀。 

3． 加入 10.00ml0.01mol/L 高锰酸钾溶液，摇匀，立即放入沸水浴中加热

30min（从水浴重新沸腾起计时）。沸水浴液面要高于反应溶液液面。 

4． 取下锥形瓶，趁热加入 10.00ml 0.0100mol/L 草酸标准溶液，摇匀，立即

用 0.01mol/L 高锰酸钾溶液滴定至显微红色，记录高锰酸钾溶液消耗量。 

5． 高锰酸钾溶液的浓度的标定：将上述已滴定完毕的溶液加热至约 70℃，

准确加入 10.00ml 草酸标准溶液（0.0100mol/L），再用 0.01mol/L 高锰酸钾溶液

滴定至显微红色。记录高锰酸钾溶液的消耗量，按下式求得高锰酸钾溶液的校正

系数（K）： 
10.00K

V
=  

式中，V－高锰酸钾溶液消耗量（ml）。 

若水样经稀释时，应同时另取 100ml 水，同水样操作步骤进行空白试验。 

七、 计算： 

1. 水样不经稀释 

高锰酸盐指数（O2，mg/L）＝
( )110 10 8 1000

100
V K M+ − × × ×⎡ ⎤⎣ ⎦  

式中，V1－滴定水样时，高锰酸钾溶液的消耗量（ml）；K－校正系数；M－高锰

酸钾溶液浓度（mol/L）；8－氧（1/2O）摩尔质量。 

2. 水样经稀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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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锰酸盐指数（O2，mg/L） 

＝
( ) ( ){ }1 0

2

10 10 10 10 8 1000V K V K c M

V

+ − − + − × × × ×⎡ ⎤ ⎡ ⎤⎣ ⎦ ⎣ ⎦  

式中，V0－空白试验中高锰酸钾溶液的消耗量（ml）；V2－分取水样量（ml）；c

－稀释的水样中含水的比值，例如：10.0ml 水样用 90ml 水稀释至 100ml，则

c=0.90。 

八、 注意事项 

1. 在水浴中加热完毕后，溶液仍应保持淡红色，如变浅或全部褪去，说明

高锰酸钾的用量不够。此时，应将水样稀释倍数加大后再测定。 

2. 在酸性条件下，草酸钠的高锰酸钾的反应温度应保持在 60－80℃，所以

滴定操作必须趁热进行，若溶液温度过低，需适当加热。 

九、 思考题 

1. 水中化学需氧量 COD 的测定水域哪种滴定方法？为何采用这种方式滴

定？ 

2. 水中化学需氧量 COD 的测定有何意义？测定水中 COD 有哪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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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三  自来水总硬度的测定 

一、 实验目的 

掌握测定自来水总硬度的原来和方法。 

二、 预习要求 

1. 了解水的硬度的概念及计算方法。 

2. 了解测定水的硬度的实验方法。 

三、 实验原理 

水中含有较多 Ca2+、Mg2+的水为硬水，水的总硬度是指水中 Ca2+、Mg2+的

总量。硬度又分钙硬和镁硬，钙硬是由 Ca2+引起的，镁硬是由 Mg2+引起的。 

水的硬度是表示水质的一个重要指标，对工业用水关系很大，尤其是锅炉用

水，硬度较高的水都要经过软化处理并经滴定分析达到一定标准后才能输入锅

炉。水的硬度是形成锅垢和影响产品质量的主要因素。因此，水的总硬度即水中

Ca2+、Mg2+总量的测定，为确定用水质量和进行水处理提供依据。 

测定水的总硬度，一般采用配位滴定法，即在 pH=10 的氨性缓冲溶液中，

以铬黑 T 作为指示剂，用 EDTA 标准溶液直接滴定水中的 Ca2+、Mg2+，直至溶

液由紫色经紫红色转变为蓝色，即为终点。 

测定水中钙硬时，另取等量水加 NaOH，调节溶液 pH 值为 12-13，使 Mg2+

生成 Mg(OH)2 沉淀，加入钙指示剂，用 EDTA 滴定，测定水中的 Ca2+含量。已

知 Ca2+、Mg2+的总量以及 Ca2+的含量，即可计算出水中 Mg2+的含量即镁硬。滴

定时 Fe3+、AlEDTAAlpH=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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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仪器 

3. 100 mL 移液管 

4. 50 mL 酸式滴定管 

5. 250 mL 锥形瓶 

五、 试剂 

6. 0.010 mol/L EDTA 标准溶液 

7. NH3-NH4Cl 缓冲溶液（pH=10） 

8. NaOH 溶液（40 g/L） 

9. 铬黑 T 指示剂（10 g/L） 

10. 三乙醇胺 

11. 水样（自来水事先放置 1-2 天） 

六、 实验内容 

12. 总硬度的测定 

用洁净的移液管移取 100.00 mL 水样于 250 mL 锥形瓶中，加氨性缓冲

溶液 10 mL，铬黑 T 指示剂少许，用 EDTA 标准溶液滴定至溶液由紫红色变

为蓝色，即为终点。记取 EDTA 消耗的体积为 V1（mL）。平行测定 3 份，计

算水的总硬度。 

13. 钙硬的测定 

移取与内容 1 等量水样于 250 mL 锥形瓶中，加入 5 mL 40 g/L NaOH，

再加入少许钙指示剂，用 EDTA 标准溶液滴定至溶液由酒红色变为蓝色为终

点，记取 EDTA 消耗的体积为 V2（mL），平行滴定 3 份。 

按下式分别计算水中 Ca2+、Mg2+的质量浓度ρ（以 mg/L）表示。 

2+

2

2 EDTA Ca
Ca

H O

( )
1000

cV M
V

ρ = ×  

2+

2

1 2 EDTA Mg
Mg

H O

( )
1000

c V V M
V

−
ρ = ×  

要求水的总硬度（°）和 Ca2+、Mg2+的含量计算的相对平均偏差不大于 0.3%。 

七、 思考题 

为什么滴定 Ca2+、Mg2+的总量时要控制 pH=10，而滴定 Ca2+的分量时要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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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12-13？若 pH>13 时测 Ca2+，对结果有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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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四   农药残留测定 

一、实验目的 

掌握用高效液相色谱测定环境样品农药残留的方法。 

二、预习要求 

1. 了解农药残留检测的意义 

2. 了解高效液相色谱仪的基本知识 

三、实验原理 

高效液相色谱分离是利用试样中各组分在色谱柱中的淋洗液和固定相间的

分配系数不同，当试样随着流动相进入色谱柱中后，组分就在其中的两相间

进行反复多次（103-106）的分配（吸附－脱附－放出）由于固定相对各种组

分的吸附能力不同（即保存作用不同），因此各组份在色谱柱中的运行速度

就不同，经过一定的柱长后，便彼此分离，顺序离开色谱柱进入检测器，产

生的离子流信号经放大后，在记录器上描绘出各组分的色谱峰。 

四、仪器 

1. 高效液相色谱仪、色谱柱 

2. 50mL 容量瓶 

3. 1mL、2mL、5mL 移液管 

4. 滤膜。 

五、试剂 

4． 色谱纯甲醇、乙醇、乙腈等。 

5． 农药储备液：准确称取合适质量的农药标准品，用色谱流动相溶解并至

50mL 容量瓶中，制得相应浓度的储备液。 

6． 农药工作溶液：将上述农药储备液通过逐级稀释，得到一系列浓度的工

作溶液。 

六、实验步骤 

4． 设置合适的色谱条件 

根据实验条件，通过控制软件设置柱温、流动相速度、检测器等合

适的色谱条件。 

5．样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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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仪器基线平直后，分别注入所配农药工作溶液和待测试样。 

根据各工作溶液的色谱图分别求出各酚类化合物的校正因子。以各

种纯物质的保留时间确定待测试样中各组分的出峰次序。计算待测试样中

个组分的含量。 

 

七、思考题 

1. 农药残留有什么危害？ 

2. 农药残留还有哪些检测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