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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组成员分工 

序号 姓名 职称 分工 

1 朱广山 教授 统筹实验中心建设全面工作 

2 颜力楷 教授 实验中心建设 

3 周仕东 教授 实验教学建设 

4 王春刚 教授 物化实验所需仪器的购置及实验改革 

5 贺庆林 教授 综合化学实验所需仪器的购置及实验改革 

6 李兴奇 副教授 化学合成实验所需仪器的购置及实验改革 

7 邓明虓 副教授 中学化学实验教学研究所需仪器的购置及实验改革 

8 刘丽 讲师 普通化学实验所需仪器的购置及实验改革 

9 张岩峰 高工 实验室建设 

10 刘蕴宇 高工 化工基础实验模拟仿真软件购置及实验改革 

二、本项目建设必要性、目标和内容 

2.1 建设必要性(从学科专业发展、专业培养方案、实验开课现状

及存在的问题等方面阐述） 

化学是一门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学科，许多化学理论和规律是从实验中总结出来

的。“化学离开实验就不能提出理论，化学离开实验理论得不到证实，化学离开实验就

不能发展”。 因此，化学实验是传播知识和培养学生能力的重要手段，更是化学教学

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和重要环节，通过化学实验学习，学生获得的实验的习惯、

技能以及思维方式等，对理科学生的未来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化学基础实验课程是多学科交叉、综合性和应用性极强的课程。对于培养学生理论

联系实际的思维，处理综合问题的能力及科学研究的素质具有重要作用。化学实验教学

不仅是传授知识，而且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优良素质的有效手段。随着化学科学研究

层次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对人才培养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化学基础实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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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握时代的脉搏，加强实验教学模式及教学设施的现代化建设。 

目前，化学基础教学实验中心承担着化学学院、生命科学学院、环境学院、地理科

学学院等理科院系和东北师范大学罗格斯大学•纽瓦克学院的实验教学工作，服务于全校

5 个院系的学生，其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一丝不苟的科学

作风。通过所设置的相关实验训练，提高学生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因此，建设好基础化学实验教学中心，对提升我校理科院系的人才培养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 

因专业不同（如化学专业、生物专业等）、培养人才方向不同（如卓越科研人才培

养、卓越教师培养），在重视化学实验基本素养同质教育的基础上，更应该重视异质素

养的培养。在理念上，要规划因材施教的方针政策；在内容上，要谋划好针对性；在教

学方式上，要落实好进阶式培养。 

为此，化学基础教学实验中心根据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的特点，依据人才培养目标

的不同，注重探索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采取分类培养的教学模式。 

面向大类平台：在“培养兴趣、拓宽视野、重视基础、强调安全”教学理念指导下，

注重培养本科生基本科学素养，普及化学科学常识，面向社会提供服务。 

面向化学专业：在“加强基础、拓宽知识、提高能力、分类培养”的教学理念指导下，

减少单科性、验证性实验，增加综合性、设计性、研究性实验，将优秀的科研成果转化

为实验项目，培养学生从事科学研究的思路、方法，提高严谨认真的科研态度和科研创

新能力，为日后从事科学研究奠定基础。针对国家免费师范专业学生提供具有师范特色

的中学教师教育培养方案，为国家基础教育输出高素质中学教育人才。 

目前，中心所开设的实验课程包括：《普通化学实验》I 和 II、《化学合成实验》、《综

合化学实验》、《物理化学实验》I 和 II、《中学化学实验研究》、《化工基础化学实验》、《现

代仪器分析实验》、《高分子化学实验》、《无机化学实验》、《分析化学实验》、《有机化学

实验》等。现行的课程体系改变了化学实验依附于理论课程学习的状态，使其自成体系、

更有利于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在项目的一期建设中，中心结合实际情况，对实验仪器

进行了部分更新、补充和购置，这些仪器在实验教学中广泛使用，极大提高了实验教学

质量。然而，实验中心目前依然存在实验设施不完善的现状，致使一些问题无法得到解

决： 

首先，部分仪器老化，有些实验费时费力，且实验结果不理想；其次，现行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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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的难度、实验操作的复杂性均有梯度设计，由于缺乏现代化仪器的支持，使得课程

设计的理念无法得到有效落实；第三，化学作为一门实验科学，它包含制备、分离、结

构分析、性质和应用研究五个部分，由于实验仪器缺乏，基础实验研究主要是制备和分

离实验，对所制备化合物结构分析、性质测试以及应用研究涉及很少；第四，由于缺少

实验室空间与相应设备，使得学生在高年级《设计型、研究型化学实验课程》无法开展。

这些问题的存在使改革后的大学化学实验课程的教学目标较难完成。因此，本次申报主

要是为了解决基础性实验仪器设备陈旧、不足、缺乏问题。同时，为分层进阶式实验教

学补充仪器设备，改进教学内容和条件，增加适合不同专业的实验题目，促进各学科的

交叉和发展，进一步提升化学实验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成效。因此，为加强学生实践能力

和创新意识的培养，促进“双一流”学科建设，早日实现我校建设一流师范大学的目标，

急需对实验中心进一步建设和完善，更新、添置相关仪器设备，以适应学科发展和人才

培养的需要。 

2.2 建设情况与目标(具体说明本年度修购基金购置的仪器设备

数，面向的专业，覆盖的实验室，涉及的实验项目数（包括新增

数与更新数），学生受益人数，实验课人时数，建设目标等方面的

建设情况) 

本项目覆盖的专业有化学（公费师范）、化学（非公费）和我校理科非化学专业（环

境学院、生命科学学院、地理科学学院）和东北师范大学罗格斯大学•纽瓦克学院。涉及

《普通化学实验》I 和 II、《综合化学实验》、《中学化学实验研究》、《化工基础实验》、

《现代仪器分析实验》、《无机化学实验》、《分析化学实验》、《有机化学实验》、《高等有

机实验》等 10 门课程，涉及实验题目 8 个，其中新增 1 项，学生受益人数 1200 余人，

年学时 11 万余人学时。 

此次通过常规仪器的购置，为大类平台课程体系的建设提供基础设施保障，培养学

生基本实验仪器的操作能力和化学实验的基本技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

量；通过购买测试仪器，延伸课程内容，拓展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为后

续专业课程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为实验教学改革提供机会。 

2.3 建设内容（请按季度说明具体实施项目内容及完成时间） 

本项目申报的仪器设备主要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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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础实验仪器的更新和补充。针对实验中心原有实验仪器陈旧、超期服役、落后

及不足状况，部分经费（45.60 万元）用于基础实验仪器的更新换代和补充。 

2. 分析测试类仪器的增补。针对各学科特点，结合不同专业的培养目标，增加实验

项目以提高学生的分析问题能力和创新能力，进而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部分经费（46.20

万元）用于综合进阶实验项目所需仪器的增补。部分经费（9.32 万元）用于创新实验仪

器的增补。 

3. 公共实验教学条件的改善。 

实验中心的实验室自 2004 年建成后，实验室的硬件设施未进行改善，为提高教学

效果，改善公共实验教学条件，部分经费（8.88 万元）用于实验室建设。 

 



三、拟购置设备 

序

号 
设备名称 型号 

主要参数 

及配置要求 

原计划

购置数 

原单

价 
现购置数 现单价 

总价 

（含自筹） 
自筹金额 

采购方式 

(集中/分散) 

1 真空干燥箱 DZF-6090 

一体机。电源电压：AC220V，

50HZ；输出功率：1350W；控温

范围：RT+10~200°C；温度分辨

率/波动度：0.1℃/±1°C；达到真

空度：133Pa；工作环境温度：

5~40°C。 

6  6     

2 数字熔点仪 WRS-1B 

熔点测量范围：室温-300°C；温

度数显示值：0.1°C；标准毛细管

尺寸：外径 Φ1.4mm，内径

Φ1.0mm；样品填装高度：≥3mm 

电源：100W，AC220V±22V，

50Hz；仪器尺寸：400 mm x 280 

mm x 210 mm。 

8  12     

3 稳压电源 SANTAK 

输出电压：220V；输出频率：

50HZ；过载能力：105%-150%，

47s-25s；150%-200%，25s-300ms 

1  1     

4 粉碎机 LYSF-20 
500 克容量研磨仓，三层双叶式

立体刀头，2080 瓦大功率电机。 
1  1     

5 电子台秤 CL501T 

秤盘直径：Φ110 nm；电源：220 

V，50 HZ，3 VA；最小读数：

0.01g。 

5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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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电位滴定仪 ZDJ-5B 

测量范围： 2000 mV/（0~14）

pH；分辨率： 0.1 mV；温度测

量范围：0 - 100°C；输入电压：

24 VDC/ 1.25 A；输入频率：50/60 

Hz（带专用电极两套）。 

6  5     

7 超纯水机 
Direct-Pure  

UP10UV 

电阻率：18.2 MΩ • cm@25°C；

TOC （加装 185/254 nm UV 灯）：

<5 ppb；重金属离子<0.1ppb；微

生物：<1 cfu/ml；内毒素：< 0.01 

EU/ml；流速：>1.5 L/min；其他

物质去除率：> 99% 。 

2  2     

8 

紫外分光光

度计（紫外

灯、打印机） 

L7 

光学系统：双光束；波长范围：

190~1100 nm；光谱宽带：1.8 nm；

波长分辨率：0.1 nm；波长准确

性：± 0.3 nm ；波长重复性：≤ 0.2 

nm；波长移动速度：4000nm/min；

扫描速度：100-3200 nm/min；外

形尺寸：600 x 450 x 200（mm）；

使用环境温度：5°C ~35°C。 

4  4     

9 
触摸一体机

推拉黑板 
希沃 F86ea 

触摸一体机，OPS 电脑，视频展

台，推拉黑板。 
3  3     

10 氙灯 HFX-300 

控制模式：数显控制，PHCS300

专用控制软件；光输出功率密度

均值： 0~20 Sun；发光总输出功

率：50 W；发光光谱范围：300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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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2500 nm（无臭氧）；工作光

斑直径（连续可调）：直径 3~60 

mm 以上；光输出形式：圆形光

斑；输入功率：300 W；工作电

流：21 A；工作电压：14 V；紫

外光区输出功率：2.6 W；红外光

区输出功率：28.8 W。 

11 
流化床干燥

实验仪 
BLOC-B 

玻璃流化床干燥器高：800 mm，

直径：100 mm；固体物料加料器，

玻璃旋风分离器，玻璃 U 型管压

差计；加热器：不锈钢，加热功

率 1.5 KW。 

1  1     

12 

流化床干燥

实验 3D 仿

真软件 

DPSP-HGS 

Y3.0 

运用虚拟现实技术模拟化工原理

实验室环境和操作过程，对操作

数据进行分析，得到仿真结果；

该系统包括实验介绍，文件管理，

记录数据、查看图表，系统设置，

打印报告等功能。1. 知识点讲

解；2. 试剂的配制，包括试剂作

用的说明及配制过程中的注意事

项等；3. 具体的操作流程；4. 实

验结果展示，操作中的每步可能

出现的结果，并对结果加以解释

和说明；5.能够有仿真练习的功

能等。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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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磁力搅拌电

热套 
 

温度范围：0~380°C；温度波动

度：1°C；温度均匀度：99（%）；

500 mL 水 7-12 分钟。 

100  100     

14 控温搅拌器  

最大转速：1400 rpm；转速精度：

± 2%；加热盘温度：20~300°C，

刻度显示；加热功率：800 W；

温度设定精度：± 5 K；加热盘过

温保护：高于加热盘 50°C；最大

允许操作湿度：0~100%；面板材

质：硅铝合金，陶瓷涂层。 

3  3     

合计 110.00 

注：原计划购置数与原价请填写 2018 年 6 月上报材料的数据。总价保留至小数点后 2位，单位为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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