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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组成员分工 

序号 姓名 职称 分工 

1 王连明 教授  负责人 

2 贾艳 副教授 汇总材料 

3 李金环 教授 光学部分 

4 陆子凤 讲师 光学部分 

5 张涔 高工 光学部分 

6 陈艳伟 副教授 电学部分 

7 安奎生 工程师 电学部分 

8 高志华 讲师 力热部分 

9 张娟 高工 力热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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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学是自然科学的重要基础，是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源动力之一，对于国民经

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如何培养具有扎实的物理基础、具有多

学科综合能力的创新型人才是新时代对高等物理教育提出的严肃命题。 

物理实验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课程之一，为促进本科教学改革，探索创新性人

才培养的新模式；探索理论与实践结合，学习与研究结合的新型人才培养机制，2014 年，

学院实验教学中心启动了新一轮实验教学改革，确定了 6 级的实验教学体系，分别为引

导物理实验、基础物理实验 1、基础物理实验 2、综合物理实验、近代物理实验、探索物

理实验，并付诸实施。其中 1 级和 2 级基础实验课程(基础物理实验 1 和基础物理实验

2)是实验体系中针对理工科本科学生的基础性物理实验课程，服务于全校 7 个院系 19 个

专业的理工科专业学生，其目的旨在扩展学生的视野，激发学生的创造性，在实验教学

中培养学生的知识运用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以及实验探究能力。 

 在前四年的本科实验室建设项目中，中心结合实际情况，逐年逐级完善各级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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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设备的补充和采购，并在实验教学中广泛应用，极大地提高了实验教学质量。但

是,实验室目前仍存在部分仪器陈旧、缺乏现象、存在部分实验题目较落后等问题，不能

适应不同专业开设学科交融的实验题目，较难完成改革后的大学物理实验课程的教学目

标。因此，本次申报主要是为了解决这类基础性实验的仪器设备陈旧、不足、缺乏和落

后，以及结合专业的综合类实验项目的缺乏等实际问题而进行规划。根据实验室现状和

实验教学情况，本建设项目的主要任务是完善 1 和 2 级基础实验设备和仪器更新换代，

改进教学条件，改革或补充教学内容， 增加适合不同专业的新实验题目，促进学科交融

及发展，进一步提高大学物理实验课程的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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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公费师范）、物理学（非公费）、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和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及我校理科非物理专业的学生（数学学院、化学学院、环境

学院、生物学院、计算机学院、地理学院）等。购置仪器设备数 63 件/套，新增和更新

实验项目数 15 个，学生受益人数 1000 余人，建设目标如下： 

1. 基础物理实验 1：包括基础性实验项目和部分综合性实验项目，其教学目标旨

在培训学生基本实验仪器的操作能力和基本物理思维能力,针对不同专业背景，增加适合

其学科背景的结合类实验项目，更好的激发学生兴趣，提高教学质量。 

2. 基础物理实验 2：从基础性实验和综合性实验向设计性实验项目及创新性实验

过渡，教学目标旨在结合各学科不同的专业背景，进一步训练学生的实际实验操作能力

和基本实验技能，拓展学生的视野，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提高学生综合素养，更好的达

到实验课程的教学目标，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奠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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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所申报的仪器设备主要分为两个方面： 

1. 基础类实验项目更新换代。基础物理实验室原有实验装置存有设备陈旧、不足、

缺少及题目落后的状况，因此，部分经费将用于大学物理实验中基础类实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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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设备的更新换代和结合不同专业新增的实验项目的购置。 

2. 综合类实验项目的增补。基础物理实验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在训练学生的实际实验

操作能力和基本实验技能的同时，拓展学生视野，提高学生实验设计能力，创新

能力等综合素养，为后续课程学习奠定良好基础。因此，部分经费将用于拓展大

学物理实验课程中综合类实验项目的增补，及其相关教学内容的拓展，以适应现

代生活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具体实施项目内容及完成时间 

第一阶段：2019 年 1 月-2019 年 2 月,完善采购计划，确定最终采购方案。 

第二阶段：2019 年 2 月-2019 年 3 月,制定招标采购计划并基本完成招标工作。 

第三阶段：2019 年 3 月-2019 年 5 月，完成招标工作，并进行设备验收。 

第四阶段：2019 年 6 月-2019 年 12 月，完成实验项目建设相关工作，为相关课程做好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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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萨实验

仪 
UE-BS-11 

规格： 

1. 环境温度：5-40℃； 

2. 相对湿度:20%-80%；  

3. 工作电压：220V，50Hz 

4.高精度弱磁场双向一体传感器，磁场测量范围：0-5.000mT，精

度：1μT，液晶数字显示； 电流：0-10A（稳流），LED 显示，连续

可调；  

5.单圈待测圆环：R=20mm，40mm，60mm，直导线：L=40cm；  

6. 测量距离：-10-+10cm，精度：0.5mm；  

7. 黑色铝合金槽式导轨，导轨长度 60cm； 

8. 导体支架带双侧读数指针，插线连接，配安全插头； 

9.传感器支架六维可调； 

10.有双向磁场切换按键，并有清零功能，消除地磁场影响； 

11. 测量不同半径单圈圆环中心的磁场强度；  

12. 测量不同半径单圈圆环轴线上的磁场强度；  

13. 测量长直导线的磁场强度；  

14. 验证毕奥—萨伐尔定律； 

1  1     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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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测量地磁场； 

16. 测量手机辐射； 

17.提供电子版实验讲义，负责现场培训 

2 

光电传感

器 

实验仪 

DH-CG-A 

主要技术参数 

1、可调直流稳压电源：0～15V 和 0～5V； 

2、固定电源：±15V、+5V 稳压电源，AC12V 交流电源； 

3、可调恒流源：0～20mA； 

4、电流表：DC 20μA、200μA、20mA 、200mA(量程四档切换)； 

5、电压表：DC200mV、2V、20V（量程三档切换）； 

6、光照度计：1～1999Lx； 

7、光敏电阻（功率 100mW、暗阻≥1MΩ、λp：580nm）； 

8、光敏二极管（Vr：20v、ID＜0.1μA、IL：50μA、λp：880nm）； 

9、光敏三极管（VCEO：50v、ID＜0.1μA、IL：5mA、λp：880nm)； 

10、硅光电池（VOC：300mv、ISC：5μA、λ：300-1000nm、λp：

880nm) 

11、反射式光耦（IFM=20mA、VR=5V、VF=1.3V；VCEO=30V、ICEO=0.1

μA、VCES=0.4V）； 

12、红外热释电探头；  13、光照度计探头； 14、Y 型光纤； 

15、PSD 位置传感器； 16、CCD 摄像头； 17、普通白炽灯； 

18、普通发光二极管 

19、红外发射二极管（VR ：5V、VF：1.4V、IR：10uA、PO：2mw） 

20、半导体激光器（波长：635nm、功率 1～3mw）   

21、衍射光栅、偏振片组； 22、可调速斩光器； 23、莫尔条纹片 

2  2    集中 

3 
光电化学

测试系统 
CEL-QPCE3000 

1.技术参数： 

锁相放大器： 高动态存储，数字化滤波数字相位移动,相位测量

的分辨率为 0.01°，并且 X 输出与 Y 输出正交，分辨率为 0.001°。

频率合成器，内置的直接数字合成源能够产生失真极小（0.80 dBc）

的参考信号。当使用外部参考信号时，合成源则根据参考信号进行

相位锁定。实用特点，自动功能允许仪器对参数进行频繁、自动的

1  1    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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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只需按一键就可以对增益、相位、补偿和动态存储进行快速

优化。模拟输入和输出，标准的 RS-232 和 GPIB(IEEE-488.2)接口，

操作简便 

KEITHLEY 数字源表;直流电流灵敏度 10nA；多参数同时测量与显

示； 峰值，平均值与真有效值响应； 数据存储 8K／32K／128K 可

选； CMRR-140dB , NMRR-90dB； 积分周期从 0.01－10 PLC 可调，

两种数字滤波； 开关量 1 入 4 出； 

软件：集成了分光系统、多级谱滤除装置和弱信号处理系统等的

参数设置和选择自动扫描、信号放大、A/D、数据采集和数据处理，

图表文件自动生成与显示自动计算电池片的绝对光谱响应、相对光

谱响应、光谱反射率和内外量子效率 多种格式的数据和图片备

份及打印输出功能多组数据对比功能粗大误差的自动去除，系统误

差、线性误差、周期误差、T 误差的自动校验。 

2.基本配置 

锁相放大器（斯坦福）、锁相垫块、KEITHLEY 数字源表、软件 

4 氙灯光源 CEL-SLF300 

1.技术参数： 

氙灯光源：额定功率 500w 光谱范围：0.2-2.5um 光源色温 6000K 采

用欧司朗进口灯泡，波动<0.01%配套稳流电源，平行光斑直径 5*5mm 

单色仪：三光栅扫描单色仪 扫描间隔  ≥1nm 连续可调；光谱扫描 

全自动、连续。准确度：±0.2nm（1200g/mm 光栅）；倒线色散：2.7 

nm/mm（1200g/mm 光栅）；杂散光：5x10-4；单色光带宽< 5nm(可调)；

扫描间隔：≥1nm 整数（可调）；配备自动滤光片轮消除多级衍射影

响控制模式：软件控制、全自动扫描、自动消除误差、自动扣除背

景。 

焦距 300mm 采用非对称水平 Czerny-Turner 光路，消慧差设计，可

确保谱线对称和良好的光学分辨率；消二次色散设计，有效抑制杂

1  1    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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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光。 

光源与单色仪连接件：系统固定在一块光学平板上，光路稳定，集

成度高，定制光路导筒保证光的准直输出，单色仪出口安装滤光片

轮。 

光源与斩波器连接件：SR540 斩波器专用固定架。 

数据处理系统 

2.基本配置 

500w 氙灯光源、双出口扫描单色仪（含滤光片轮）、光源与单色仪连

接件、光源与斩波器连接件、数据处理系统 

5 

光电催化

降解反应

系统 

 

光电催化降解反应器材质为 JGS-2 石英材质，可进行光降解等液固

相相反应。反应器具有恒温水套。功率计采用热释电探头，适用多

波段测量，光谱范围宽；响应时间短，热稳定性好，体积小，安装

固定方便；操作简单，数字显示，适用于各种情况的光功率测量。

滤光片波长：350nm、365nm、380nm、400nm、405nm、420nm、435nm、

450nm、475nm、500nm、520nm、550nm、600nm、650nm、700nm。 

1  1    集中 

6 
多通道筛

选仪 
CEL- QPE40 

1.技术参数： 

斩波器：频率范围 4Hz 到 102.4 kHz >100 dB 的动态保留 稳定性为

5 ppm/°C  0.01 度的相位分辨率 时间常数为 10 us 到 30 ks（最

大 24 dB/倍频程衰减速率）具有自动获取，自动定相，自动存储，

自动补偿功能  

探测器：采用进口日本滨松紫外增强型硅探测器，标定范围 300-1100 

nm 波长使用范围 190-1200 nm 峰值波长 960 nm 峰值波长响应度

(Peak Re) 0.5 A/W200 nm 的响应度(200 nm Re) 0.1-0.12 A/W  

移动滑轨：双向光路设计，分别连接水平光路和垂直光路。样品即

可垂直放置也可水平，光斑可在被测样品和标准器件之间自由切换，

置于屏蔽暗箱内。光路全部位于封闭箱体内，样品室为全反射式光

1  1    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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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可将单色仪出射的单色光汇聚到被测样品或标准探测器的成像

面上，并可实现光斑在二者之间的自由切换；样品室配有手动滑台

平移台，可方便进行标准件和被测件的位置更换及定位。 

光电反应池：该反应器采用石英片特殊熔接而成，可以实现四个面

的同时光照，可以分别测试入射光与出射光光强，更容易计算溶液

吸收的光子。池体材质：紫外高透石英池体尺寸：50×50×50mm 池

体为四面透光,适用于紫外和可见光  。  2.基本配置 

斩波器（斯坦福）、标准探测器、屏蔽暗箱、移动滑轨平台、光电反

应池、样品架、光谱电化学样品室。 

7 

CCD 显微 

密立根油

滴仪 

MLG-6+W 

技术指标 

实验仪由主机、CCD成像系统、油滴盒、监视器、集中器、数据处理

系统和喷雾器等部件组成。综合的参数指标如下： 

1.平行极板间距   5.00 mm±0.01 mm 

2.平衡电压       0~420 V±1 V 

3.提升电压       平衡电压+200~300 V±1 V 

4.数字电压表        0~1999 V±1 V 

5.数字计时器        0~99.99 s ±0.01 s  

6.垂直视场       2 mm 

7.格线分度值   0.2 mm/格 

8.电视显微镜   总放大倍数60（标准物镜）  

9.CCD及显示器     TV制式：NTSC3.58；像素：32万；分辨率：480

线以上； 

最低照度：F1.2/0.05LUX；视频输出：1.0VPP±10%（75Ω） 

10.实验误差          ≤3% 

11.集中器：          单个最多可串接10台实验仪 

2  2    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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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三维亥姆

霍兹线圈

磁场测试

及电路分

析系统 

 

对亥姆霍兹线圈空间任意一点磁场的三维分量进行测量和研究。主

要技术参数 1、励磁电流输出：0～1.000A，3 位半电流表显示，调

节步进 1mA，稳定精度±1mA，带过流保护。注：在本实验中只要

求输出 0～0.500A；2、磁场测量范围：0～19.999mT；最小分辨力

0.001mT；可以分别测量通电线圈 X，Y，Z 轴向磁场分布强度及其

三维磁场矢量合成；3、带有自动清零和锁定功能；4、亥姆霍兹线

圈：线圈等效半径：100mm，二线圈中心间距：50～200mm 连续可

调；线圈匝数：500 匝（单个），线圈电阻：约 15Ω；5、霍尔传感

器：3 维正交霍尔传感器测量空间不同方向的磁场强度；6、测量探

头移动范围：X 轴方向±20cm，Y 轴方向±7cm，Z 轴方向±7cm。

带有螺线管磁场实验仪及 RLC 电路特性及应用实验仪能完成 RLC

电路的应用实验(如整流滤波电路的搭建与测试等)。 

2  2    集中 

9 
光学全息

平台 
DH-OTB-0609(50） 600*900*50mm，M6 螺孔，孔距 25mm 8  8    集中 

10 
全息照相

系统 
GCS-QXZX 

1、氦氖激光器,大于 2.0mW,圆形 Φ44×290； 

2、空间滤波器, 含 1 个 40 倍物镜和 3个针孔； 

3、偏置式反光镜架，Φ50.8； 

4、K9 双凸透镜，Φ50.8, f150.0；K9 平凸透镜Φ40.0, f200.0、

f80.0、f150.0； 

5、加强铝反射镜，Φ40.0； 

6、精密透镜/反射镜支架，Φ40； 

7、分光光楔Ф50.8mm，T:R=5:5;4°;450-650nm、

T:R=9:1;2°;450-650nm； 

8、磁性表座，61x51x55； 

9、干板架，M6； 

10、调节支座，L76mm；支杆，Φ12.7,L76mm； 

8  8    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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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激光夹持器，Φ25~50,V 型； 

12、磁性表座（带板磁座），61x51x63；狭缝，80x0~80x6； 

13、可变光阑，M4, φ2~29； 

14、可调节棱镜支架，32x50x50； 

15、精密平移台，40x40mm,X L ±6.5mm；一维光栅，100 线/mm； 

16、复合光栅，100/102；复合光栅，120/122； 

17、白屏，210x150x2； 

18、全息干板，红特硬型 13*18cm 

11 

教学用

STS-VIS

光谱仪套

件 

STS-VIS 

350-800nm 可见光波段光谱仪，狭缝 25um， 

标准 SMA905 接头 ECOVIS   

低功率 Vis-NIR 光源(400-2500nm)，内置比色皿卡槽 

P400-1-VIS-NIR 400um 芯径，VIS-NIR 段适用光纤 

CVD-UV1S-SAM  8 个 1.5-3.0mL 塑料比色皿，可适用波段 220-900nm 

PH-BCG-TRANS-CUV PMMA 比色皿，并内置 pH 贴片 

EDU-CUV-DARK 暗光谱采集附件 

CC-3 余弦校正器 

OCEANVIEW 操作软件 

Storage�Case 套装盒 

配八台笔记本电脑 

8  8    集中 

12 
导热系数

测量系统 

西安夏溪 

TC3100 

技术参数： 

1.导热系数范围：0.001-20W/(mK) 

2.温度范围：-30 -120°C 

3.分辨率：0.0005 W/(mK) 

4.准确度：±3% 

5.重复性：±3% 

1  1    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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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时间：1-20s； 

6.样品形状：块状、片状、膏状、粉末、颗粒、胶体、液体 

7.样品尺寸：厚度≥0.3mm,边长≥25mm（圆形、方形、不规则形

状均可） 

8.工作环境：0~40 ℃，≤65% RH; 

9.软件功能：a）自动多次采集，可以手动输入需要测量次数；b）

具有热平衡界面，可实时监测测量前样品温度变化；c）有误差

分析和数据分布窗口，能实时掌握多次测量结果分布；d）能够

显示循环浴温度随时间变化，实时监控循环浴控温情况；e）可

以导出测试结果为excel格 

配置明细： 

（1） 导热系数仪主机：一台； 

（2） 传感器：一个，通用型传感器，适用于固体，膏体，胶体，

粉末等测试； 

（3） 标准样品：一套包括有机玻璃和石英玻璃； 

（4） 粉末样品框：一套，用于盛放固体粉末样品； 

（5） 测试软件Hotwire.exe：一套 

（6）电脑：一台 

（7）用户手册：一套； 

（8）附件资料：一套。 

13 

流体温控

装置 

 

西安夏溪（循环浴

TC3300*1、测温仪

T1000*1、温度传感

1.输入电源：～220V±10% 50Hz 

2.工作环境：温度5～40℃； 

3.相对湿度＜65%(25℃) 

4 海拔＜4000m； 

5.控温范围：-30-100℃； 

1  1    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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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T6225*2、

T7000*2） 

6.温度波动度：优于±0.05℃；7.循环方式：内/外循环； 

8.泵流量：16L/min； 

9.内容积：30L；10.浴槽开口/深度：160*280/270 mm； 

11.显示分辨率：0.001℃； 

12.通讯方式：USB； 
13.软件操作：带上位机软件操作Xia tech Bath Contronl1.2，可二次

开发。 

14.高精度测温仪；a) 温度范围：-200~850°C；b) 通道数：2（可

扩展8、16、32通道）； 

c) 温度计：热电阻； 

d) 准确度：±0.01°C； 

e)分辨率：0.001°C 

年变化率：<5mK/年 

f)稳定性：±3mK/15min； 

14.传感器A：2支 

直径：3-5mm,长度：250mm；引线：4线1.5m；感应长度:30mm以内；

测温范围：-50℃-250℃；准确度：±0.05℃。 

15.传感器B：2支 

厚度：3mm,长度：25mm； 

宽度：15mm; 

引线：4 线 1.5m；测温范围：-50℃-150℃；准确度：±0.05℃。 

14 

物理设计

性（热学）

实验装置 

FB716-I 

☆ H JK100 型智能温度控制仪： 

（1）工作电源：AC 220V±10% , 50 ～ 60H z；（2）提供加热井、

制冷井可控恒流工作电源：≤ 36V；用独立电源模块；（3）四孔加

热井温度控制范围：从室温～ 120℃，控温精度：±0.2℃；有强制

风冷降温功能，从 120℃～室温≤ 10m in；（4）四孔致冷井温度控 2  2    

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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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范围：从室温～ 0℃；（5）H JK100 内置 PID 温度控制装置作为

主控制器，在用自组温控仪控制温度时，可用内部 PID 温度控制仪

加以跟随监督。从而避免因自组温控仪失控导致实验 

失败。（6）温度控制仪可采用自组温度控制装置实现外部温度控制，

（7）四位半数字电压表，量程可切换： 

① 量程 1：测量范围：0 ～ 200.0m V，分辨率：0.1 mV； 

② 量程 2：测量范围：0 ～ 2000 m V，分辨率：1 m V； 

☆九孔万能实验板：300m m ×297m m 。 

☆运算放大器、差分放大器、晶体管、继电器等模块式元件盒。 

☆八种典型的温度传感器：（1）PT100 铂电阻温度传感器；（2）Cu50 

铜电阻温度传感器；（3） PN 结温度传感器；（4）LM 35 电压型温度

传感器；（5）AD590 集成电路型温度传感器；（6）PTC 正温度系数

热敏电阻温度传感器；（7）NTC 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温度传感器；（8）

铜 - 康铜热电偶温度传感器。 

☆整套仪器含信号源、制冷、制热炉、九孔实验板、各种传感器， 

JK31 直流恒流、恒压电源。配数据采集仪、四位半数字万用表。 

15 

物理设计

性（传感

器）实验

仪 

FB716-II 

由交直流信号源（0 ～ 24V 可调）、音频振荡器（1KHz ～ 10KHz 可

调）、低频振荡器（1Hz ～ 30Hz 可调）、九孔万能基台、电路模盒

等组成。 

☆传感器基本量程：  

（1）差动变压器：量程: ≥ 5mm 由两个透明空心线圈组成，铁芯

为 2019 体。 

（2）霍尔式传感器：量程：± ≥ 2mm，激励源端电阻：0.8 ～ 1.5K

Ω, 输出端电阻：300～ 500Ω；  

（3）电容式传感器：量程：± ≥ 2mm，由两组定片和一组动片组

成的差动变面积式电容；  

2  2    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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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压阻式压力传感器：量程：10Kpa( 差压) 供电：≤ 6V；  

（5）压电传感器：谐振频率：≥ 10KHz，电荷灵敏度：q ≥ 20pc/g； 

（6）应变式传感器：箔式应变片阻值：350Ω、应变系数：2；  

（7）磁电式传感器：Φ0.21×1000，由线圈和动铁（永久磁钢）组成，

灵敏度：0.5V/ms；  

（8）气敏传感器：MQ3：酒精，测量范围50 ～ 2000ppm；  

（9）湿敏电阻：响应时间：吸湿、脱湿小于 10 秒。温度系数：

0.5RH%/℃ 测量范围：10% ～ 95%，工作温度 0℃～ 50℃； 

16 

高温超导

转变温度

测量仪 

 

FB837 型 

 

测试样品：钇钡铜氧超导体；超导体 Tc：约 90K  

☆铂电阻温度计测量范围：70K ～ 675K，精度：≥ 0.1K  

☆ 2 组液晶显示数字电压表：4 位半，最小分辨率：1μV, 积分式，

数据可查询、保存，并可在液晶显示屏上直接数据作图。 

☆恒流源：1mA ～ 80mA, ≤ 0.05%。 

☆内附液晶显示数字秒表。 

☆彩色液晶显示器：7 英寸 LED 背光，亮度 250nie，比例 16:9，分

辨率 800×480，中文显示各项内容、实验图形、实验数据等；触摸

屏无按键接触不良问题。  

☆设备含注入液氮的杜瓦容器，液氮消耗量：≤ 0.05 升/ 小时。 

☆含计算软件；（自备液氮）。 

☆配台式电脑（i7 CPU，8GB 内存） 

2  2    集中 

17 

空气比热

容比测定

仪 

FB739 型 

扩散硅压力传感器，范围：0 ～10Kpa；灵敏度为 20mV/ Kpa；  

☆集成温度传感器 灵敏度 1μA；  

☆数显电压表测压强，数显电压表测温度：  

（1）采用三位半数字电压表测空气压强，测量范围大于环境气压

0 ～ 10Kpa，转换灵敏度为 20mV/ Kpa，测量精度为 5pa。 

（2）采用四位半数字电压表测空气温度，空气温度测量采用电流型

2  2    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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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温度传感器 AD590，灵敏度为 1μA/℃。 

18 
液体比热

容实验仪 
FB501D 型 

（1）双路测温参数：  

①测温范围：-50℃～ 120℃，分辨率 0.01℃；  

②自动采样时间间隔设定范围：0.1s～99s 可选；  

③采样最大数据记录：1000 组×2； 

④曲线扫描：一页 30 组，共 33 页；  

⑤实时记录二路信号温度值；  

⑥输出：通过 USB 端口，以 txt 格式输出。 

可以设定自动采样时间间隔和采样数据个数，并自动保存数据，带

数据查看功能，并能在液晶屏上显示据保存的数据作的曲线图像。

（2）液晶屏：3.5 吋彩色触摸液晶屏；像素模式：480×320；  

背光模式：LED；  

（3）接口：SD 卡接口，FAT32 文件格式。 

实验容器是具有隔离内筒、外筒的专用量热器。 

（1）外筒有机玻璃材质，Φ300mm×200mm；  

（2）隔离内筒是用金属铜制作的，Φ28mm×48mm；  

（3）实验内筒：Φ22mm×48mm 金属铜。 

☆液体的比热容测试误差≤ 5%。 

2  2    集中 

19 
冰的熔解

热测定仪 
FB501C 型 

☆智能型双路温度采集仪 

（1）双路测温参数：  

①测温范围：-50℃～ 120℃，分辨率 0.01℃；  

②自动采样时间间隔设定范围：0.1s ～ 99s 可选；  

③采样最大数据记录：1000 组×2；  

④曲线扫描：一页 30 组，共 33 页；  

⑤实时记录二路信号温度值；  

2  2    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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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输出：通过 USB 端口，以 txt 格式输出。 

（2）液晶屏：3.5 吋彩色触摸液晶屏；像素模式：480×320；  

背光模式：LED；  

（3）接口：SD 卡接口，FAT32 文件格式。 

☆量热器 1 只；量杯 500mL；  

☆电子天平量程 1000g，最小分辨率 0.01g。 

20 

饱和蒸汽

压测定系

统 

  

1.旋片真空泵：Leybold TRIVAC C D8C 
抽速：50Hz,8.77m3/h; 
关气镇极限总压强：3*10-3mbar； 
开气镇极限总压强：6*10-3mbar；水蒸气允许压强：30 mbar；链接

口（进气和排气口）：DN25KF；噪音（气镇关/开时，距离 1 米，50 
Hz 运行）：54/56DB(A)；泵油牌号：LVO100;注油量（最大/最小）：

1.1/0.7Liters；重量 30Kg； 
工作环境温度（最大/最小）：40/10℃。 
电机功率：单相 220V，50Hz.  

2. DPCY-6C饱和蒸气压测定实验装置 

技术指标： 

1).压力测量范围：-101.30～0KPa 

2).压力分辨率（四位半）：0.01KPa 

3).内置双稳压调压包，总容积大于5L 

4).工作烧杯容积：3L 

5).温度显示分辨率：0.01℃ 

6).温度控制精度为±0.05℃（低扰动环境±0.02℃） 

7).保护:智能“欠水位”加热保护，LED工作区照明. 

3. 气压计（普通平原型 DYM3）*2 

2  1    集中 

21 
固体比热

测定装置
FB-BR 型 

FB-BR 比热测定装置 
（1）测量样品铜和铝，标定样品重量，成分，提供比热理论值； 
（2）电阻型加热器；  

2  2    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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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测温集成温度传感器；  
（4）采用发泡绝热材料；  
（5）导热润滑油；  
（6）样品 L：50mm，φ：14mm；  
（7）装置外径尺寸：H：160mm，φ:100mm；  
☆ FB9807 智能型双路温度采集仪 
（1）液晶屏：3.5 吋彩色触摸液晶屏；像素模式：480×320；  
背光模式：LED；  
（2）接口：SD 卡接口，FAT32 文件格式。 
（3）双路测温参数：  
①测温范围：-50℃～ 120℃，分辨率0.01℃；  
②采样时间设定：0.1s～99s可选；  
③采样最大数据记录：1000组×2；  
④曲线扫描：一页30 组，共33 页；  
⑤实时记录二路信号温度值；  
⑥输出：通过USB 端口，以txt 格式输出。 

☆ FBR-1 加热源控制仪 
（1）恒压电源：0-20V 连续可调，三位半数显，分辨率0.01V；  
（2）电压稳定度：<0.2%+3mV；  
（3）负载稳定度：<0.3%+3mV（最大电流<2A）；  
（4）恒流源：0-1.5A 连续可调，三位半数显，分辨率0.001A；  
（5）电流稳定度：<0.2%+3mA；  
（6）纹波噪声：<3m Am s。 

22 

相变潜热

实验装置

 

FB-QR 型 

主要技术参数：  

☆杜瓦瓶容积 1 ～ 1.8 升，用于装液氮，确保开口直径够大，可以

轻松地放入铝块样品而不触屏瓶内壁。 

☆杜瓦瓶质量：小于等于 1.5 千克；  

☆杜瓦瓶支架质量：3 千克，使杜瓦瓶平稳安放，不易倾斜；  

☆升降装置，采用旋转式升降，铝块样品；  

2  2    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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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低温线；烧杯：500ml。 

☆电子天平：1 台，0 ～ 1000g 精度：0.01g。 

23 

半导体致

冷控温实

验仪 

FB820 型 

 

用 PID 智能温控仪控制致冷井、加热井温度；控温、测温精度 0.1℃，

致冷井、加热井内可同时插入 4 个温度传感器；  

☆温度调节范围:  

（1）致冷: 低于室温 30℃～ 0℃，电流 0 ～ 0.35A 可调（风扇散

热）；  

（2）加热: 室温～ 100℃；加热电压 16V，24V 二档；有风扇强制

降 

温装置；  

☆传感器工作电压：2V，5V 两组可供选用；精密恒流源 1.000mA

±1μA；  

☆数字电压表：（1）量程一：1.9999V，分辨率 0.0001V；  

（2）量程二：19.999V，分辨率 0.001V。 

2  2    集中 

24 

PN 结 特

性与玻尔

兹曼常数

测定仪 

FB302A 型 

恒流源（IF）：输出电流 1nA ～ 1mA( 四挡可调)，调节细度 1nA，

开路电压：约 5V；微电流显示范围：10-9 ～ 2×10-6A，  

分辨率 10-9A；  

☆正向电流、正向压降的值分别用两组 3 位半 LED 显示，精度：5 

﹪。 

☆控温范围：室温～ 120℃，控制精度：±0.2℃，分辨率：0.1℃，

控制方式：PID 智能控制。 

☆二种 PN 结传感器：小功率 NPN 晶体三极管(2SC1815、9013) 的

CB 结短路而形成的 PN 结。 

☆温度传感器：PT100 温度直读，3 位半 LED 显示；读数精度 0.1℃；

☆正向压降测量范围：0 ～ 2V，分辨率：1mV。 

2 2   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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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热辐射与

红外扫描

成像装置 

DHRH-1 

1、测试系统：USB 接口，2 个模拟输入通道和 1 个数字输入通道；

2、精密红外传感器，灵敏度 110V/W，放大倍数 1，10，100 倍可调；

3、温度控制器，控温范围：室温～90℃，分辨率 0.1℃； 

4、黑体热辐射架：采用卤素灯加热，最大工作电压 24V；内置 2 个

PT100 温度传感器； 

5、红外成像测试架：电加热，最大工作电压 24V；内置 PT100 温度

传感器；附三个成像物； 

6、半自动扫描平台，开关电源，导轨以及光具座； 

7、实验软件 1 套，计算机（i7 处理器）1 台。 

2  2    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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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物理

特性及应

用实验仪

 

DH-HW-1 

主要技术参数 

1、本实验仪器通信属于近红外传输，其发射波波长为 850nm； 

2、直流源的电压输出范围：0～5V；发射电流 0～36mA 可调； 

3、红外传输方式实验（V-F 变换后的传输实验）中，直流信号输入

范围：0.5V～3.3V； 

4、红外传输方式实验（F-V 变换后的传输实验）中，直流信号输出

范围：1V～4.2V； 

5、红外信道传输的带宽（截止频率）约为 220KHz； 

6、数字信号发生模块和数字信号解调模块地址位和显示位 0～9 编

码可调； 

7、红外发射器和接收器的转动角度范围为±60°； 

8、红外传输的距离为 200mm～600mm； 

9、光功率计：0～4mW。 

2  2    集中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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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