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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课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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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程内容

基础化学实验I是一门实践性基础课程，是化学专
业本科学生的第一门实验必修课，是独立开设的课
程，与化学理论课程有紧密联系。

基础化学实验I涵盖了无机化学和化学分析等内容，
是以实验为手段来理解和掌握基础化学中的重要原
理、元素及其化合物的性质、无机化合物的制备、
分离纯化及分析鉴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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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习目的

通过实验掌握元素性质、化学常数测定、无机化
合物的制备等无机化学的基本操作，培养学生设计
无机化学合成的能力。

掌握常见的化学分析方法及其基本操作；掌握实
验方法和实验条件的选择及设计；掌握分析仪器的
原理及使用。

树立准确的“量”的概念。掌握实验数据的处理
及分析；掌握误差的分析及解决方法。

培养综合实验技能、自主学习/实验、创新实践能
力，为今后从事科研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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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验内容
以2019-2020学年秋学期为例，前半个学期进行无机制备
和化学分析基本操作训练、小型综合实验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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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验内容
以2019-2020学年冬学期为例，后半个学期开设较大型的
综合实验，并开展探究性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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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操作视频
化学实验教学中心网站（http://chemcenter.zju.edu.cn/）的主
页的“视频教学”，请同学们多多观看，以尽快熟练基本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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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操作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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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实验讲座视频
提示

课前观看，做好预习，充分领会
实验原理、清楚实验步骤。
课堂只讲关键步骤和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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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成绩评定
在线预习考试 25%

期末操作考试 15%

平时成绩 45% 实验完成/实验报告/卫生等

实验记录本 10%  (平时检查、期末打分)

其他 5% （如团队合作、班级公共事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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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在线预习考试
1.  取消了期末理论考试，加强了预习考试。
2. 第一次实验需70分，以后均需75分。
3. 低于规定分数的允许当场补考一次，若再次不达
标，该次实验的平时成绩不及格。
4. 补考成绩不计入汇总成绩，以第一次考试为准。



6. 成绩评定

在线预习考试 25%

期末操作考试 15%

平时成绩 45% 实验完成/实验报告/卫生等

实验记录本 10% (平时检查、期末打分)

其他 5% （如团队合作、班级公共事务等）

说明2-其他
1. 根据课程组要求，评定项目及比例可适当调整。
2. 实验报告(100分制)：报告书写(40)+实验结果
(40) +结论和分析讨论(20)
3. 实验完成情况：按时结束、台面整洁等
4. 其他5%：迟到、缺课、违反实验室安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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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课程要求

上课要求

着装及考勤要求

记录本要求

实验报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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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课要求
1.  提前到实验室做准备。迟到10分钟之内总分扣2分/次，10分

钟及以上总分扣5分/次，迟到更长者不能进实验室，该次
实验成绩为零。

2. 及时完成实验。按时完成实验、不得延时。

3. 请病假必须出示校级以上医院的正式病假条，事后要自行补
做实验、并完成实验报告。

4. 每无故缺课一次，总分扣10分；缺课3次，课程成绩不及格。

5. 实验过程 保持桌面整洁；及时清理废液和固废；公用器皿
及试剂瓶及时归位。

6. 实验结束 仔细核对所得结果和相关数据，按要求在线输入

原始数据。清洗玻璃器皿、整理桌面、按清单核查实验柜
(不良操作及卫生习惯，总分扣1～2分/次)。

7. 值日生 清洁台面、扫地、拖地、垃圾、关水电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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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着装及考勤要求
严格遵守实验室着装规定和签入-签出制度。
（违反以下任一条安全规则，总分扣2分/次或被赶出实验室）

1. 全程穿过膝、长袖实验服（扣子全扣实、不能敞开；袖子不
挽起），全程佩戴护目镜，不戴隐形眼镜。

2. 不穿高跟鞋和露脚趾鞋子、不穿露脚踝裤子（即除手腕以下
和颈部以上部位需包住、不能裸露）；过肩长发扎起并挽起。

3. 实验台上只能放讲义、教材及笔等；书包、雨伞、水杯等必
须放边台。

4. 进入实验室后，自行在线签入；实验结束后，自行在线签出
再离开。备注：签入-签出会自动显示时间，早签或迟签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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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陆页面 签退提示 签退成功及距离显示

线上签入-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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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数据录入及提交

说明

先录入数据、再签出。
签出后无法录入数据

先再三检查，再提交。
数据录入错误，要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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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记录本要求
1. 准备B5大小本子，格式见模板1，每个实验需另取一页。

2. 课前做好预习，领会实验原理、了解实验步骤和注意事项。

没有按要求完成课前预习，不得进入实验室。

3. 实验中认真实验，严谨记录实验现象和数据。原始数据必须

用水笔及时记录在实验记录本上，不能涂改。若要修改记录，

可以用实线划去原文，再于空白处补充。

4. 实验开始和结束时，老师或助教检查签字。

附件：记录本模板
一、实验名称
二、实验时间
三、原始数据记录表格

（自己设计，用直尺画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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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记录本要求-定量实验表格

实验报告中（后面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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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记录本要求-制备实验表格

实验报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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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粉/g NaOH/g K2SO4/g 理论产量/g 产品/g 产品外观

表1-3制备实验的记录表（“硫酸铝钾晶体的制备”）

表1-3制备实验的记录表（“硫酸铝钾晶体的制备”）

铝粉
/g

NaOH

/g

K2SO4

/g

理论产量
/g

产品
/g

产品外观 产率/%



4. 实验报告要求

提示：1. 上课前未完成前5项，不能进实验室。
2. 实验原理和步骤，自行概括后简写，不能照抄。

1. 实验类型（演示性、验证性、综合性、设计性和研究创新性）
2. 二、实验内容和原理（即实验原理，简单概述，不能照抄讲义，最好不要超过半

页；抄太多，扣分）；
3. 三、主要仪器设备 只写大型仪器，不含玻璃品；
4. 四、操作方法与实验步骤（即实验步骤，不能照抄讲义。合成及测定实验采用流

程图；性质实验采用表格）
5. 实验结果与分析
(结果中含误差和偏差等；分析含误差和偏差分析)

6. 讨论、心得
（对实验的改进及建议、实验体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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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照抄或文字太多，
一律扣分！！！

只是模板哦，不要买！



4. 实验报告要求
制备实验：采用流程图

玻璃仪器的绘制要规范，否则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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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验报告要求
性质实验： 采用表格

备注：要边做实验边在预习报告上填写现象；
结论和解释在正式报告中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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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验报告要求

定量分析实验：表格记录数据

提示
1. 有表名、表头、直尺画表格
2. 计算公式(置于表格下方)
3. 数据书写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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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违反
一律扣分！！！



实验报告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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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报告举例

玻璃仪器的绘制要规范，否则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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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柜

基础化学实验Ⅰ/第1次讲座

温馨提示
专人专柜、指纹开锁
不能放试剂和产品等化学品！！！
如有违规情况，总评成绩扣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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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签入-签出

基础化学实验Ⅰ/第1次讲座

用户名及密码均为学号
公众号最好置顶，每周要用



第三部分 数据记录及处理

定量分析方法概论

有效数字

定量分析的误差

误差种类和来源

提高分析结果准确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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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分析法：以化学反应为基础的分析方法。

 重量分析法：将待测组分转化成可称量的组分。
适用于含量大于1%的常量分析。

 滴定分析法：又名容量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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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分析法：以物理和物理化学性质为基础的分析方法

 光学分析法：基于物质的光学性质。

 电化学分析法：基于物质的电化学性质。

 色谱分析法：基于物质在两相间的吸附亲和性质。

1. 定量分析方法-按测定原理分类



31

按取样量分类

常量 半微量 微量 超微量

质量/  0.1g 0.01-0.1g 0.1-10mg  0.1mg

体积/  10mL 1-10mL 0.01-1mL  0.01mL

按被测组分的含量分类

常量组分 半微量组分 痕量组分

x%  1% 0.01-1%  0.01%

1. 定量分析方法-按取样量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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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定量分析方法-允许的误差

分析结果允许的相对

误差应视组分含量、分

析对象等而改变对准确

度的要求。

常量分析中，允许的

相对误差为0.1~0.2%，

一般取0.2%。

含 量 允许误差

(%) （‰）

～100 1~3

～50 3

～10 10

～1 20-50 

～0.1 50-100

0.01～0.001 ～100



2. 有效数字-概述

举例：分析天平读数 0.2103g，则实际质量为0.21030.0001g 。

significant figures: the digits in a measured quantity, including

all digits known exactly and one digit (the last one) whose

quantity is uncertain.

定义：实际测量到的数字，只保留一位可疑值。不仅
表示数量，也表示精确度。

The uncertainty in the last number (the estimated number) is

usually assumed to 1 unless indic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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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效数字

同一滴定管刻度

甲—20.15 mL

乙—20.16 mL

丙—20.14 mL

uncertain dig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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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效数字-常见误区

 数字越多越准确

体重 = 65.2 kg 

= 65.23765478 kg 

计算器决定有效数字

2.0/7.0 = 0.29 

= 0.285714285 

与测量精确度脱节

测量精度 0.1%: 2.345 

1%: 2.35 

10%: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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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效数字-举例
试样质量/g 0.5180

试样质量/g 0.52

溶液体积/mL 25.00

溶液体积/mL 25.3

4位, 万分之一天平

2位, 台秤(台天平)

4位, 移液管、滴定管、容量瓶

3位，量筒

离解常数 Ka=1.8×10-5

 lg值、pH= 11.02 (或4.02) （均为 2位，小数部分位数，
整数部分只代表该数的方次）

整倍数、分数（如化学计量数）、常数（如e、，R）等，

有效位数为任意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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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效数字-常见仪器精密度

红色数字来自国标

仪器设备 允许误差 有效位数

量筒(10mL) 0.2mL 3

滴定管(50mL) 0.05mL 4

移液管(25mL) 0.03 mL 4

吸量管(10mL) 0.05 mL 3(4)

移液器(1mL) 0.01 mL 3(4)

比色管\容量瓶(50mL) 0.05mL 4

台天平(百分之一) 0.01g 3

分析天平(万分之一) 0.0001g 4

分光光度计 0.001 4

pH计 0.0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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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效数字-0的作用

1. Non-zero digits and “middle” 
zeros are significant.

2. Beginning zeros are never 
significant.

3. End zeros are significant with 
a decimal.

1. 0.0005670

2. 540,000

3. 235.0

4. 100.

5. 1,230,400

6. 0.0456

Notice
1. significant figures connected with the accuracy of the measuring device.

2. For all measurements taken in the lab, there is always one (only one) 

uncertain digit.

3. For scientific notation, all numbers are significant

5.40105

1.230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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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定量分析的误差-基本概念

准确度：测定值与真实值的接近程度，常用误差表示。

精密度：多次平行测量结果相互接近的程度，常用偏差表示。

两者关系：精密度好不一定准确度高(可能有系统误差)；而准
确度高，必须精密度好。

准确度好
精密度好

准确度差
精密度好

准确度差
精密度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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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定量分析的误差-基本概念

真实值：某一物理量本身具有的客观存在的真实数值。
（除理论真值、计量学约定真值和相对真值外，通常未知）

1 2 3

1

1
n

n

i

i

x x x x
x x

n n

   



  

平均值：n次测量数据的算术平均值。

绝对误差(absolute error)：测定值与真实值之差。
E =x - xT

相对误差(relative error)：绝对误差在真实值中所占百分率。
Er=E/xT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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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现性：不同分析工作者在不同条件下所得数据的精密度。

重复性：同一分析工作者在同样条件下所得数据的精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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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定量分析的误差-基本概念



3. 误差的分类和产生原因

1. 系统误差：由某种固定因素引起的误差。

（1）特点

a.对分析结果的影响比较恒定，具有单向性；

b.在同一条件下，重复测定，重复出现；

c.影响准确度，不影响精密度；

d.可检验，可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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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系统误差的种类

方法误差：由所选择的方法本身引起的；

操作误差：由操作者本人所引起的；

仪器误差\试剂误差：由仪器性能及所用试剂的

性质所引起的；

个人误差: 又称主观误差，由分析人员的主观

原因所引起的。

3. 误差的分类和产生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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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误差的分类和产生原因

2. 随机误差 (Random Errors)

—偶然、随机的原因而造成的误差。

特 点
a. 不恒定
b. 难以校正
c. 服从正态分布规律：
大误差出现的概率小，
小误差出现的概率大；
大小相近正负误差出现概率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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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Accurate 
and precise

Precise 
but no Accurate Neither accurate

nor precise 随机误差:  small                              small large
系统误差:  no                                   large                                 no

Notice: 当没有系统误差时，
精密度好才有准确度高。

Q: 是否存在系统误差？或随机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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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提高分析结果准确度的方法

Note：对于常量的化学分析，允许误差不超过0.2%。

选择合适的分析方法

容量分析的准确度高，适用于常量分析；

仪器分析的灵敏度高，适用于微量分析。

减少测量误差

应减少每个测量环节的误差，天平称量应取样0.2g以上，
滴定剂体积应大于20mL。

增加平行测定次数，减小随机误差

分析化学通常要求在3-5次。

Er0.1%

称量或体积范围应和允许的误差范围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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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分析天平的测量误差为±0.1mg，称样量分别为
0.05g，0.2g，1.0g时可能引起的相对误差是多少？
这些说明了什么问题？

解：称量一个样品，至少读数2次，即最大称量误差
为±0.2mg。

因此常量分析，试剂一般至少0.2g、滴定体积至少20mL！

%02.0%100
0.1

102.0

%1.0%100
2.0

102.0

%4.0%100
05.0

102.0

3

3

3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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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检验和消除系统误差

对照试验：以标准样品代替试样进行的测定，以

校正测定过程中的系统误差。

或者用标准方法（如国家标准）对同一试样进行

分析而检验、校正系统误差。

空白试验：不加试样但完全照测定方法进行操作

的试验，消除由干扰杂质或溶剂对器皿腐蚀等所

产生的系统误差。

所得结果为空白值，需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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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检验和消除系统误差

校准仪器：消除因仪器不准引起的系统误差。

主要校准砝码、容量瓶、移液管等，以及容量瓶与移
液管的配套校准。

相对校准和绝对校准

方法校正：校正在分析过程中产生的系统误差。

如：重量法测水样中Ba2+含量，可用原子光度等方法测定
滤液中的Ba2+，将结果加到重量法数据中，消除由于沉
淀的溶解损失而造成的系统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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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数据处理-常用计算公式

i id x x 绝对偏差

1 1
i id d x x

n n
   平均偏差

100%r

d
d

x
 相对平均偏差

1 2

1

1 1
( ... )

n

n i

i

x x x x x
n n 

     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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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数据处理-结果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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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有效数字！



6. 数据处理-结果表示

以乙酰苯胺的合成为例。5.00mL苯胺（5.10g，
0.055mol）和7.40mL乙酸（7.77g，0.129mol）反应，
制备得到4.05g乙酰苯胺产品

理论产量为7.46g。由于产品质量只有三位有效

数字，因此产率也是三位有效数字，即为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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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有效数字！



总结：常见实验数据的有效位数

• 10%组分、标准溶液浓度：

• 1%-10%组分：

•  1%组分：

• 各类误差和偏差：

• 产率：

7 9 .5 8 7 9 .4 5 7 9 .4 7 7 9 .5 0 7 9 .6 2 7 8 .3 8
7 9 .5 0 %

6
x

    


0.08 0.05 0.03 0.00 0.12 0.12
0.067(%)

6
d

    


4位有效数字

3位有效数字

2位有效数字

1-2位有效数字

3位有效数字,小数点后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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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化学实验安全培训
实验室组成及安全因素

实验室潜在危险来源

安全事故类型及原因

化学品的分类及危害

实验室常见其他危害及处理

54基础化学实验Ⅰ/第1次讲座



1. 实验室组成及安全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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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验室组成及安全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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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验室潜在危险来源

危险化学品：药品存放着大量危险化学药品和玻璃制品，即使

最安全的化学药品也有潜在的危险

电、设备：设有加热设备和电源开关，存在火灾和触电的危险

微生物：致病菌污染的危险

高压容器：高压灭菌锅

实验过程常见问题：

若实验时不小心，意外便容易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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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验室潜在危险来源

基于能量或物质与人体的不当接触：

 火灾爆炸；

 急性中毒；

 腐蚀或刺激性化学伤害；

 致癌或慢性中毒的蓄积

实验室潜在的化学性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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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验室潜在危险来源

 烫伤、机械伤害、触电、滑倒、坠落；

 电离与非电离辐射；

 采光照明异常或強光；

 压力异常－真空或高压环境；

 噪音、振动－听力损失；

 高/低温、高湿－中暑、热痉挛、冻伤等

实验室潜在的物理性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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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验室潜在危险来源

不安全行为

知识的不足。〈不了解〉

经验的不足。〈不熟练〉

意愿的缺乏。〈不遵守规章〉

过度疲劳。〈倦怠感〉

对工作不适应。

烦恼。

60基础化学实验Ⅰ/第1次讲座



2. 实验室潜在危险来源

物理环境因素：机械、设备、水源、压力容器、电源、热源；

化学因素：化学危险品、易燃易爆品、气体等；

生物因素：动物、有毒植物、霉菌、病菌等；

不安全环境：指仪器设备、配套设施等硬件处于不安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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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验室安全事故的主要类型

1. 火灾性事故

2. 爆炸性事故

3. 化学污染类事故

4. 机电伤人事故

5. 仪器设备事故

6. 压力气瓶事故

7. 药品类毒性事故

8. 放射源辐射类事故

9. 人身伤害类事故

2016年9月，东华大学实验室爆炸
2人眼部受伤， 1人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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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常见事故具体原因分析

强氧化剂的使用

错误操作引发的事故

违反实验室操作规程

反应容器内形成爆炸性混合物

不相容性质混合导致爆炸

实验不小心或无知引起爆炸事故

插头与插座虚接

不当处理废液

人为失误

隐形杀手

不正规的仪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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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交通大学垃圾渗滤液污水处理
三名研究生不幸遇难/2018年12月



4.常见事故具体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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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郊区工厂，东华理工25岁研究生等
3人身亡，硝酸钠与硫氰酸钠混合加热放大试验

2014，常州工程学院，蒸馏引起爆炸



5.实验室危险源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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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常用化学品的分类及危险特性

《危险化学品名录》（2002版）8类分类体系

爆炸品

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

易燃液体

易燃固体、自燃物品和遇湿易燃物品

氧化剂和有机过氧化物

有毒品

放射性物品

腐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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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常用化学品的分类及危险特性

危化品的定义: 指具有毒害、腐蚀、爆炸、燃烧、助燃等性质，

对人体、设施、环境具有危害的剧毒化学品和其他化学品。

确定原则：危险化学品的品种依据化学品分类和标签国家标准，

从下列危险和危害特性类别中确定：

——《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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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常用化学品的分类及危险特性

1．物理危险（16类）
爆炸物：不稳定爆炸物、1.1、1.2、1.3、1.4。
易燃气体：类别1、类别2、化学不稳定性气体类别A、化学不稳定性气

体类别B。
气溶胶（又称气雾剂）：类别1。
氧化性气体：类别1。
加压气体：压缩气体、液化气体、冷冻液化气体、溶解气体。
易燃液体：类别1、类别2、类别3。
易燃固体：类别1、类别2。
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A型、B型、C型、D型、E型。
自燃液体：类别1。
自燃固体：类别1。
自热物质和混合物：类别1、类别2。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和混合物：类别1、类别2、类别3。
氧化性液体：类别1、类别2、类别3。

氧化性固体：类别1、类别2、类别3。
有机过氧化物：A型、B型、C型、D型、E型、F型。
金属腐蚀物：类别1。 68基础化学实验Ⅰ/第1次讲座



7. 常用化学品的分类及危险特性

2．健康危害 （10类）
急性毒性：类别1、类别2、类别3。
皮肤腐蚀/刺激：类别1A、类别1B、类别1C、类别2。
严重眼损伤/眼刺激：类别1、类别2A、类别2B。
呼吸道或皮肤致敏：呼吸道致敏物1A、呼吸道致敏物1B、皮肤致敏物

1A、皮肤致敏物1B。
生殖细胞致突变性：类别1A、类别1B、类别2。
致癌性：类别1A、类别1B、类别2。
生殖毒性：类别1A、类别1B、类别2、附加类别。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类别1、类别2、类别3。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反复接触：类别1、类别2。
吸入危害：类别1。

3．环境危害（2类）
危害水生环境-急性危害：类别1、类别2；长期危害：类别1、类别

2、类别3。
危害臭氧层：类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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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常用化学品的分类及危险特性

常用无机试剂

酸：盐酸、硝酸、硫酸

碱：NaOH 、KOH

盐：亚硝酸钠、过硫酸钾、叠氮钠

常用有机试剂

乙醇、甲醇、硫脲、苯酚、4-氯苯酚、冰醋酸、乙二醇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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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常用化学品的分类及危险特性

危险的多重性：

物质本身的易燃性、易爆性和氧化性

物质的可燃性、氧化性之外兼有得毒害性、腐蚀性及放射性

物品的盛装和存在状态与条件

与灭火剂的抵触程度及相忌物性

灭火剂的溶剂一般为水，有些物品遇水或受潮时能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
并释放出大量的热和（或）可燃气体，使附近的可燃物着火；
如生石灰，与水反应，能使温度升高到150-300℃，甚至到800-900℃，该
温度已经超过了许多可燃物的自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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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常用化学品的分类及危险特性

危害图示《危险货物包装标志（GB 19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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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实验室常见其他危害—电器

系统接地

经常接触和使用的配电箱、配电板、闸刀开关、按扭开头、插座、插销

以及导线等，必须保持完好，

不得有破损或将带电部分裸露。

插座横置，严禁私拉乱接

对设备进行检查和维修时，一定要切断电源。

从事电气工作的人员为特种作业人员，必须经过专门的安全技术培训和

考核，发证方可上岗。

电器使用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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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电措施

A. 绝缘、屏护和间距是最为常见的安全措施

B. 接地和接零

C. 装设漏电保护装置

D. 采用安全电压

E. 加强绝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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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实验室常见其他危害—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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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实验室常见应急处理-触电



物质燃烧需要空气和一定的温度，所以通过降温或者将燃烧的物质与空气
隔绝，便能达到灭火的目的。可采取以下措施：

停止加热和切断电源，避免引燃电线，把易燃、易爆的物质移至远处。

用湿布、石棉布、沙土灭火。小火用湿布、石棉布覆盖在着火的物体上
便可方便地扑灭火焰，对钠、钾等金属着火，通常用干燥的细沙覆盖。严
禁使用某些灭火器如 CCl4 灭火器，因 CCl4 和钾、钠等发生剧烈反应，会
强烈分解，甚至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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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对着火的油浴覆盖四氯化碳进行灭火时，结果它在油
中沸腾，致使着火的油飞溅反而使火势扩大。

9.实验室常见应急处理-灭火常识



 干粉灭火器：这种灭火器内装NaHCO3等盐类物质与适量的润滑剂

和防潮剂，用于油类、可燃气体、电器设备、精密仪器、图书文件

等不能用水扑灭的火焰；

 泡沫灭火器：主要适用于扑救各种油类火灾、木材、纤维、橡胶等

固体可燃物火灾；

 二氧化碳灭火器：主要适用于各种易燃、可燃液体、可燃气体火灾，

还可扑救仪器仪表、图书档案、低压电器设备等的初起火灾。

 四氯化碳灭火器：内装液态 CCl4，用于电器设备和小范围的汽油、

丙酮等的着火

不同的灭火器有不同的应用范围，不能随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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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实验室常见应急处理-灭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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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实验室常见应急处理-灭火器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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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实验室常见应急处理-其他

(1) 割伤： 可用消毒棉棒把伤口清理干净，若有玻璃碎片需小心挑出，

然后涂以紫药水等抗菌药物消炎并包扎。

(2) 烫伤： 一旦烫伤，应立即将伤处用大量水冲洗，迅速降温避免深

度烫伤。对轻微烫伤，可用浓高锰酸钾溶液润湿伤口至皮肤变为棕色，

然后涂上烫伤膏。

(3) 酸腐蚀：先用大量水冲洗，以免深度烧伤，再用饱和碳酸氢钠溶

液或稀氨水冲洗，最后再用水冲洗。如果酸溅入眼内也用此法，但碳

酸氢钠溶液改用1％的浓度。

(4) 碱腐蚀： 先用大量水冲洗，再用醋酸(20gL1)洗，最后用水冲洗。

如果碱溅入眼内，可用硼酸溶液洗，再用水洗。

(7) 吸入刺激性气体：可吸入少量酒精和乙醚的混合蒸气，然后到室

外呼吸新鲜空气。

(8) 毒物入口：把5~10mL的稀硫酸铜溶液加入一杯温水中，内服后用

手伸入喉部，促使呕吐，吐出毒物，再送医院治疗。



第五部分 基础化学实验室安全守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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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化学实验室的安全守则

1. 严格遵守实验室着装规定和签入-签出制度（见前
面），一切化学药品禁止入口和随意带走。

2. 清楚洗眼器、冲淋器、灭火毯和灭火器等防护消防
器具的位置和使用方法，清楚逃生路径，在发生事
故时可在第一时间内迅速处理或安全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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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化学实验室的安全守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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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化学实验室的安全守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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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强调规范着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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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化学实验室的安全守则

3. 除实验教材、文具等有关用品可放于实验台面，其
他用品如书包、雨具等一律放到边台的柜子里；

4. 实验室内严禁饮食，食物包装也不能扔在实验室垃
圾桶中，实验结束离开实验室前要洗手。

5. 爱护实验仪器，精密仪器使用后要在登记本上记录
使用情况。

6. 节约实验室资源（如试剂、滤纸和水等）。

7. 为保证试剂的质量，取用药品的用具必须洁净。已
取出试剂决不能再放回原容器内。

8. 取用后化学试剂应立即盖上盖子，并及时归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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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化学实验室的安全守则

9. 所有挥发性药品均在通风橱中进行。

10. 化学固废、废纸、碎玻璃和各种废液倒入相应的废
物桶或回收容器中。

11. 损坏仪器应填写仪器破损单。

12. 保持实验室内的清洁和安静，实验台面上保持清洁，
仪器摆放有序，操作有条有理，离开实验室时将所
有废弃物分类放入相应的容器内。

13. 值日生负责将实验室打扫干净，并关闭所有的水电
窗，报实验员老师检查后方可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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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化学实验室的三废处理

1. 凡与化学品接触过的所有固废，必须投入专门的
“化学固废”垃圾桶。
2. 破损玻璃器皿，必须放入专门的“废玻璃箱”内；
3. 其他一般固废等投入普通垃圾桶内
4. 对环境污染小的废液倒入水槽中，并用自来水冲
洗干净，保持水槽的清洁和通畅。

重要提示
不能把纸屑等其他废弃物
扔入“废玻璃箱”内；
不能把一般固废扔入“化
学固废箱”内；
不能把任何固废倒入水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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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化学实验室的三废处理

5. KMnO4 、K2CrO7、重金属盐等废液应小心倒入

专门的废液回收桶内。

重要提示
以下废液不能倒入废液桶
洗涤或稀释后的上述溶液
酸/碱经稀释或相互中和后
一般废液
任何固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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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1. 下午1:30-在线考试、分配实验柜、

清点/清洗仪器

2. 下周实验内容
3. 做好预习、有预习考试
4. 下周安全考试，请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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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我安全 我要安全 我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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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化学实验教学中心提醒您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制度不遵守，老师泪两行

浙江大学化学实验教学中心再提醒您

实验十几个，认真第一个

如果不用心，爸妈泪两行

Have a good time in the 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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