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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化工原理实验作为化工类创新人才培养过程中重要的实践环节#在化工教学中起着重

要的作用$化工原理实验是一门工程实践课程#十分重视实验技巧和测试技术的训练%现代

实验技术的传输和创新理念的培养#在实验教学中引导学生利用化工过程技术与设备%试验

方法学%现代测控技术等理论知识#分析%设计和操作典型化工单元操作的实验#进而全面提

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创新能力和工程意识$它具有直观性%实践性%综合性和创新性#而且还

能培养学生具有一丝不苟%严谨的工作作风和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

新世纪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企业工艺装备水平的日新月异迫切需要高校提高实验装备水

平$为满足高校培养高素质复合型技术人才的需要#自$%%)年化工原理课程成为江苏省一

类优秀课程%$%%'年实验室被遴选为省级示范实验中心以来#学校投入大量研制经费#重建

了化工原理实验室$化工原理全体教师和实验室人员主动放弃休息日%不辞辛苦%不计报

酬%自己动手%发挥聪明才智研制开发了*+,采集控制填料精馏塔%*+,采集控制流体流动

输送机械 传热联合测定装置%数字化填料吸收塔%数字化洞道干燥实验装置%渗透汽化脱

水实验装置%板框过滤实验装置%-+.,组态控制转盘萃取塔%-+.,组态控制筛板精馏塔%

*+,四塔吸附和流体力学演示实验装置$装置具有多功能化%集成化%数字化%自动化和中

试规模等特色#并可用于学生的生产实习和教师的科研$&化工原理实验多媒体+/0课件'

及&化工原理实验教学改革的研究和实践'先后获江苏省教学成果二等奖$$%&)年&化工原

理实验立体化教学网站'获江苏省优秀多媒体课件一等奖#现代化工实验中心获批国家级实

验教学示范中心$

以培养学生在实验研究过程中所需的各种能力和素质为目的#以强化创新能力为重点#

我们对化工原理实验进行了相应的改革#更新了实验内容#并重新编写了化工原理实验教

材$全书共&1章#主要介绍了化工原理实验数据的处理方法%实验参数测量及常用仪器仪

表%实验测控软件和化工原理各种单元操作的实验$通过实验#我们希望学生不仅能加深对

化工原理课堂教学中有关基本理论的了解#而且能在组织实验%完成实验的技能和技巧等方

面有所提高#为后续课程的实验#为将来的化工研究和解决工程实际问题奠定良好的基础$

各章编写人员如下(&!$#2!&%#&)!&3)))马江权*$4&&#3)))魏科年*5)))王岚*

))))杨德明*'#&1)))韶晖*6)))张琪*&&)))姚超*&$)))王茂华*&5)))冷一欣*&2)))

陈乐$全书由马江权统稿$

特别感谢冷一欣教授#她不但参与了书稿写作#还对本书的编写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对提高本书质量给予了很大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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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所有实验是我校化工原理全体教师和实验室人员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逐步完

善而成的#同时也参考汲取了兄弟院校的宝贵经验$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疏漏和

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指正#以便今后改进$

编!者

!"#$年#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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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工原理实验基础知识
!!!及基本要求

!"!!教学目标及基本要求

化工原理实验是一门工程实践课程!化工原理是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学科"它不仅有
自身的理论体系"也有一些独特的实验研究方法!由于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尚未臻于完
善"对化工生产中的众多因素之间的关系也未完全弄清楚"所以化工原理课程中处理问题的
方法和结论很多是根据实验结果整理归纳得到的!为了能更好地反映生产实际"化工原理
实验是在接近于中试装置的规模上进行的"比以往各课程的实验更接近于生产实际"但又不
同于生产装置"它要求有更完善的测试条件以便于对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测试#探索"更便
于对过程进行观察分析!教师在实验教学中要注重引导学生利用化工过程技术与设备#试
验方法学#现代测控技术等理论知识"分析#设计和操作典型化工单元操作的实验"进而全面
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创新能力和工程意识!

!"!"!!化工原理实验课的教学目标

$!%化工原理实验不应只是对理论教学内容进行验证"而且要通过实验对化工原理的
基本理论加深理解"并得到充实和提高!

$"%提供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机会!学习运用所学的化工原理等化学化工的理论知识去
解决实验中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同时学习在化工领域内如何通过实验获得新的知识和信息!

$#%进行化工实验基本技能的训练"学习化工实验的基本方法和测量技术"培养从事化
工科学实验研究的能力!

$$%培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清楚正确表达实验结果#进行技术
交流的能力!

$%%培养科学的思维方法#科学态度和科学作风"提高自身素质水平!
$&%随着科技的发展"不断引进新的化工技术和实验技术"开阔眼界"启发创新意识!
希望同学们在实验过程中能够对自己提出全面的要求"重视各个环节"如审查实验指导

书中提出的实验任务#实验装置及实验方法!审查实验教材中所做的规定是否合理"如有可
能"不妨提出自己的设想"化被动为主动"在征得指导老师同意后可以改变指导书中的规定!
切忌墨守成规"不动脑筋"但也要避免贪图省事"草率从事的现象!实验过程中应该努力做
到思想活跃"态度严肃认真"这样才能达到每做一个实验都有较大的收获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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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生的基本要求

$!%实验前必须到现场结合实验装置"进行实验预习"列出书写报告所需要的原始数据
表"并通过老师的检查提问"方可参加实验!

$"%不准迟到#早退"不准大声喧哗#嬉闹!实验中要听从实验教师#工作人员的指导!
爱护公共财物"严格遵守实验设备#仪器的操作规程"如有损坏应立即报告指导教师"登记损
坏情况"按学校规定酌情赔偿!

$#%实验做完后"所记录的数据经指导老师检查合格后"才可结束实验&实验数据若有
短缺或不合理应该补全或重做!结束实验后"指导老师应在原始数据表上签字!

$$%实验结束后"应将使用的仪器设备整理复原!检查水源#电源#气源等是否已确实
关断"并将场地打扫干净!

$%%用计算机采集控制或整理实验数据时"要爱护计算机"不要胡乱操作"如计算机出
现问题要及时报告老师!

$&%实验后要认真写实验报告"报告要求独立完成"若发现彼此抄袭"对所有相关的人
都给低于及格分数线的分数!

$'%实验报告中"除了包括实验数据与计算结果的表格以及需要标绘的曲线外"还必须
有计算举例!同组每个人取实验的不同序号进行举例"列出全部数学运算过程&若发现同组
中两人用相同的序号进行计算举例"则两人的报告均给低分!对实验所测得的数据结果要
做必要的分析#讨论!

!"!"$!实验课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实验的成败以及是否能反映客观实际"除了实验的设计及装置的可靠性以外"实验操作
是否正确是十分重要的因素"是由实验者本身的素质和态度决定的!素质只有通过长期的
训练及本身的努力才能提高&而态度更是实验者主观能动作用是否真正发挥的体现!

为了达到教学目的"对学习化工原理实验提出了下列要求!

!(!(#(!!课前预习

在实验之前要求将所有的问题都搞清楚是不可能的!但如果不预习"实验是做不好的!
与课堂讲课不同"为开设实验课"所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是很大的"若实验后收获甚小"
将是极大的浪费!尤其是本实验课工程性较强"有许多问题需事先考虑#分析"并做好必要
的准备!实验预习具体要求如下!

$!%认真阅读实验教材和网络课堂上的多媒体课件"明确本实验的目的#内容及注意事项!
$"%根据本实验的具体任务#研究实验的做法及其理论根据"分析应该测取哪些数据"

并估计实验数据的变化规律!
$#%在现场结合实验教材"仔细查看设备流程"主要设备的构造"仪表种类"安装位置&

了解设备启动和使用方法以及设备流程的特点!
$$%拟定实验方案"掌握操作顺序及操作条件#设备的启动程序&知道如何调整操作条

件#实验数据应如何布点!

"



!!化工原理实验基础知识及基本要求

$%%写出预习报告"包括实验目的#实验原理#装置流程示意图#实验步骤和注意事项
等"列出本实验需在实验室得到的全部原始数据#操作现象观察项目的清单"并画出便于记
录的原始数据表格!

!(!(#("!实验操作及数据记录

实验操作是实验教学的核心环节!学生只有通过操作才能了解和领会单元操作设备及流
程"了解如何实现过程的优化"分析各种非正常现象产生的原因并研究可能采取的措施!实
际上"关于操作问题的讨论和思考无不与基本原理息息相关!例如流体流动阻力实验中"工
作介质为水"实验前务必对系统$实验管道和测压管%进行排气操作!那么"为什么要排气'
怎样排气' 怎样检验系统内的气体是否排净' 这一系列问题都是伯努利方程的生动应用!

要求认真记录实验数据"让学生懂得并努力养成科学研究工作所必需的良好习惯!实
验数据的记录不仅是写报告和出版作品的原始资料"而且是可供查阅的永久记录!把与实
验有关的每件事$数据#实验过程中的计算#情况说明#对于实验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的看法及
图示等%直接记录在编有页码的记录本内"是实验室研究工作的标准做法!这种良好的习惯
是高素质的一种表现!实验数据记录具体要求如下!

$!%实验中应密切注意仪表示数的变动"随时调节"以保证过程的稳定!一定要在过程
稳定后方可取样或读取数据!所以实验条件改变后"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取样或读数"时间的
长短视实验是(热模)还是(冷模)#仪表的滞后等情况而定!

$"%准备好完整的原始数据记录表"记下各项物理量的名称#符号和计量单位!不应随
便用一张纸记录"要保证数据完整!

$#%凡是影响实验结果或与实验相关的数据均应测取"包括大气压#室温#水温#设备有
关尺寸#物料性质等"不应遗漏!需注意*并非所有的数据都是能够直接测取的"如水的黏
度#密度等"测定水温即可!吸收实验中的平衡组成!)"可根据测得的当地大气压#塔顶表
压#塔顶塔底压降#吸收液温度及查算亨利系数"进行计算得到!

$$%实验时待现象稳定后开始读数据!条件改变后"也要待稳定一定时间后读取数据"
以排除因仪表滞后现象导致读数不准确的情况!

$%%同一条件下至少应读取两次数据"而且只有当两次读数相近时才能改变操作条件!
$&%每个数据记录后"应该立即复核"以免发生读错或写错数字等事故!
$'%数据记录必须真实地反映仪表的精度"一般要记录至仪表最小分度以下一位数!
$*%如果出现不正常情况以及数据有明显误差时"应在备注栏中加以注明!小组成员

应与教师一起认真讨论"研究异常现象发生的原因"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或者对现象做
出合理的分析和解释!

$+%实验过程中切忌只顾埋头操作和读数"忽略了对过程中现象的观察!
$!,%实验完毕后"所记录的数据经指导老师检查合格签字后"才可结束实验&实验数据

若有短缺或不合理应该补全或重做!

!(!(#(#!实验报告的书写要求

按照一定的格式和要求表达实验过程和结果的文字材料称为实验报告"它是实验工作
的全面总结和系统概括"是实验工作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从现实的状况看"很大一部分学
生的实验报告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为此"本实验课对实验报告的书写进行强化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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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完整的实验报告一般应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实验名称
实验报告的名称"又称标题"列在报告的最前面!实验名称应简洁#鲜明#准确!字数要

尽量少"一目了然"能恰当反映实验的内容!如传热系数及其准数关联式常数的测定#离心
泵的操作和性能测定!

"%实验目的
简明扼要地说明为什么要进行本实验"实验要解决什么问题!例如"填料吸收塔实验的

实验目的*!了解填料吸收塔的构造并练习操作&"了解填料吸收塔的流体力学性能&#学
习填料吸收塔传质能力和传质效率的测定方法!

#%实验的理论依据$实验原理%
简要说明实验所依据的基本原理"包括实验涉及的主要概念"实验依据的重要定律#公

式及据此推算的重要结果"要求准确#充分!
$%实验装置流程示意图
简单地画出实验装置流程示意图"测试点的位置及主要设备#仪表的名称!标出设备#仪

器仪表及调节阀等的标号"在流程图的下面写出图名及与标号相对应的设备#仪表的名称!
%%实验操作方法和注意事项
根据实际操作程序"按时间的先后划分为几个步骤"并在前面加上序数词!"""#"+"

以便条理更为清晰!实验步骤的划分"一般多以改变某一组因素$参数%作为一个步骤!对
于操作过程的说明应简单明了!

对于容易引起危险#损坏仪器仪表或设备以及一些对实验结果影响比较大的操作"应在
注意事项中注明"以引起注意!

&%数据记录
实验数据是实验过程中从测量仪表所读取的数值"要根据仪表的精度决定实验数据的

有效数字位数!读取数据的方法要正确"记录数据要准确!通常是将数据先记在原始数据
记录表格里!数据较多时"此表格宜作为附录放在报告的后面!

'%数据整理表或作图
数据整理是实验报告的重点内容之一"要求将实验数据整理#加工成图或表格的形式!数

据整理时应根据有效数字的运算规则进行!一般将主要的中间计算值和最后计算结果列在数
据整理表格中!表格要精心设计"使其易于显示数据的变化规律及各参数的相关性!为了
更直观地表达变量间的相互关系"有时采用作图法"即用相对应的各组数据确定出若干坐标
点"然后依点画出相关曲线!实验数据不经过重复实验不得修改数据"更不得伪造数据!

*%数据整理计算过程举例
数据整理计算是以某一组原始数据为例"把各项计算过程列出"以说明数据整理表中的

结果是如何得到的!
+%对实验结果的分析与讨论
实验结果的分析与讨论十分重要"是作者理论水平的具体体现"也是对实验方法和结果进

行的综合分析研究!讨论范围应只限于与本实验有关的内容!讨论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从理论上对实验所得结果进行分析和解释"说明其必然性!
$"%对实验中的异常现象进行分析讨论!
$#%分析误差的大小和原因"讨论如何提高测量精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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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本实验结果在生产实践中的价值和意义!
$%%由实验结果提出进一步的研究方向或对实验方法及装置提出改进建议等!
有时将'%#+%两项合并写为(结果与讨论)"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讨论的内容少"无须

另列一部分&二是实验的几项结果独立性大"内容多"需要逐项讨论"使条理更清楚!
!,%实验结论
结论是根据实验结果所做出的最后判断"得出的结论要从实际出发"有理论根据!

!"#!化工原理的实验研究方法

化学工程问题实验研究的困难在于所涉及的物料千变万化"如物质#组成#相态#温度#
压力均可能有所不同"设备形状尺寸相差悬殊"变量数量众多"如采用通常的实验研究方法"
必须遍及所有的流体和一切可能的设备几何尺寸"其浩繁的实验工作量和实验难度是人们
难以想象的!那么"能不能用模拟物料进行实验"在物料种类上由此及彼' 能不能只在小设
备上进行实验#在设备尺寸上由小见大' 能不能只做少量的探索性实验#归纳方程用于工业
设计' 化学工程学科"如同其他工程学科一样"除了生产经验的总结之外"实验研究是学科
建立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多年来"化工原理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研究方法有*直接实验法#
量纲分析法#数学模型法和过程变量分离法等几种!

!"#"!!直接实验法

直接实验法是解决工程实际问题最基本的方法!一般是指对特定的工程问题"进行直
接实验测定"从而得到需要的结果!这种方法得到的结果较为可靠"但它往往只能用在条件
相同的情况下"具有较大的局限性!例如物料干燥"已知物料的湿分"利用空气作干燥介质"
在空气温度#湿度和流量一定的条件下"直接实验测定干燥时间和物料失水量"可以作出该
物料的干燥曲线&如果物料和干燥条件不同"所得干燥曲线也不同!

对一个多变量影响的工程问题"进行实验"为研究过程的规律"用网格法实验测定"即依
次固定其他变量"改变某一个变量测定目标值!如果变量数为"个"每个变量改变条件数为
#次"按这种方法规划实验"所需实验次数为#" 次!这样的实验必是旷日持久#费时费钱!
依这种方法组织实验"所需实验数目非常大"难以实现!

因此"针对工程实验的特殊性"必须采用有效的工程实验方法"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化学工程基础理论在发展过程中"已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理论"在这些理论指导下
的实验研究方法具有两个功效*一是能够(由此及彼)"二是可以(由小见大)"即借助于模拟
物料$如空气#水#黄沙等%"在实验室规模的小设备中"经有限的实验并加以理性的推断而得
出工业过程的规律!这种在实验物料上能做到(由此及彼)"在设备上能(由小见大)的实验
方法理论"正是化学工程基础理论精华的根本所在!

!"#"#!量纲分析法

在流体力学和传热过程的问题研究中"出现许多影响这些过程的变量"如设备的几何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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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流体流动条件#流体的物性变化等!利用直接实验法测定"使研究工作困难"因为改变许
多变量来做实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实验结果也难以普遍使用!利用量纲分析法"可
以大大减少工作量!

法定单位基本量*长度#质量#时间#温度的量纲分别以,--#,.-#,/-#,$-表示"某物
理量的量纲式为 ,.-$,--%,/-&,$-'"$#%#&#'称为量纲"当$(%(&('(,时"则称
它的量纲为一!

量纲一致性原则*能合理反映一个物理规律$现象%的方程"其符号两边不仅数值要相
等"且每一项都应具有相同的量纲!

量纲分析法"所依据的基本原则是物理方程的量纲一致性!将多变量函数整理为简单
的量纲为一数群的函数"然后通过实验归纳整理出准数关系式"从而大大减少实验的工作
量"同时也容易将实验结果应用到工程计算和设计中!

量纲分析法的具体步骤如下!
$!%找出影响过程的独立变量!
$"%确定独立变量所涉及的基本量纲!
$#%构造变量和自变量间的函数式"通常以指数方程的形式表示!
$$%用基本量纲表示所有独立变量的量纲"并写出各独立变量的量纲式!
$%%依据物理方程的量纲一致性和%定理得出准数方程!
$&%通过实验归纳总结准数方程的具体函数式!
例如流体在管内流动的阻力和摩擦系数!的计算研究$图! !%"是利用量纲分析法和

实验得到解决的!实验得知"影响流体在管内流动阻力的因素有*管径'"管长)"流速*"流
体的密度"和黏度#及管壁的粗糙度$!

图! !!流体在管内的流动阻力分析

写成函数关系式为

+0(,$'")"*"""#"$% $! !%

白金汉%定律$123456789:提出%*设影响某现象的物理量数为#个"这些物理量的基
本量纲为"个"则该物理现象可用- (#."个独立的量纲为一数群$准数%关系式表示!
由以上分析"变量数#('个"表示这些物理变量的基本量纲"(#"有质量,.-#长度,--和
时间,$-!由%定律可知"可以整理得到$个量纲为一数群!

当某一物理量与其他物理量有关时"则可假设这一物理量与其他物理量的指数次方成
正比$即-;<=>?@)78指数法%"将式$! !%写成乘幂函数的形式"即

+0(/'$)%*&"'#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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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0#'#)#*#"###$的量纲,-"/A"-#,--#,--#,-/A!-#,.-A#-#,.-A!/A!-#
,--代入式$! "%"通过量纲分析"将变量量纲为一化"式$! "%可化为式$! #%和式
$! $%"即

+0

*" (/ )$ %'
% '*"$ %#

.0 $$ %'
,

$! #%

@7+0

*$ %" (@7/1%@7 )$ %' 1$.0%@7'*"$ %#
1,@7 $$ %'

$! $%

原来具有'个变量的关系式经量纲分析变为只有$个准数$欧拉准数2*(+0.*"#长径
比).'#雷诺准数30#相对粗糙度$.'%的关系式$图! "%!常数/#%#0#,通过实验确定!
固定).'和$.'"把+0.*"与30的实验数据在双对数坐标纸上进行标绘"确定0"同理确定%"

,"截距为/!由+0")知%(!!将式$! #%与摩擦阻力公式+0 (!)
'

*"

"
相比"得到

!(%$30"$.'%!将一个复杂的多变量影响的管内流体阻力计算问题"简化为摩擦系数!的
研究和确定!具体的函数关系还必须依靠实验确定!

物性变量 !#" #"
设备变量)"'" #$$$
操作变量 !* #!

#$$湍流直管阻力 +0$&!%

!!!!!!!!!!!!!!!!!影响因素!!!!!!可测量的结果

减少变量*量纲分析!+0

*" (&
'*"
#

")
'

"$$ %'

图! #!研究流体在管内流动阻力的量纲分析

同样"利用量纲分析方法也可以得到许多各种传热过程的准数函数!由此看来"量纲分
析方法是化工实验研究的有用工具"它指出了减少实验变量的方法"但在变量合并过程中"
如何合并变量为有用准数"这是研究者必须十分注意的问题!必须指出"应用量纲分析的过
程"必须对所研究的过程问题有本质的了解!如果有一个重要的变量被遗漏"那么就会得出
不正确的结果"甚至导致谬误!所以应用量纲分析法必须持谨慎的态度!

!"#"$!数学模型法

数学模型法是将化工过程各变量之间的关系用一个$或一组%数学方程式来表示"通过
对方程的求解可以获得所需的设计或操作参数!数学模型法是近",年内产生#发展和日趋
成熟的方法!

按数学模型的由来"可将其分为机理模型和经验模型两大类!前者从过程机理推导得
出"后者由经验数据归纳而成!习惯上"一般称前者为解析公式"后者为经验关联式!如流

体力学中的泊谡叶$B;5C)25@@)%公式*+0(#"#)*
"'" "即为流体在圆管中层流流动的解析公式&

而流体在圆管中湍流时摩擦系数的表达式 !
槡!

(!('$."@7"$
'
则为经验关联式!化学工程

中应用的数学模型大多介于两者之间"即所谓的半经验半理论模型!我们讨论的数学模型"
主要指这种模型!机理模型是过程本质的反映"因此结果可以外推&而经验模型$关联式%

'




	目录
	1  化工原理实验基础知识及基本要求
	2  化工实验参数测量、常用仪器仪表及设备控制方案
	3  化工原理实验控制软件、数据处理软件及3D网上虚拟实验中心介绍
	4  流体流动阻力和孔板流量计孔流系数的测定
	5  离心泵性能的测定
	6  板框过滤机过滤常数的测定
	7  传热综合实验
	8  填料塔气体吸收实验
	9  MCGS控制筛板精馏塔的操作
	10  DCS控制填料连续精馏塔的操作
	11  洞道式干燥器干燥速率曲线的测定
	12  流化床干燥器干燥速率曲线的测定
	13  联机控制精馏实验
	14  MCGS组态控制转盘萃取实验
	15  振动筛板萃取实验
	16  填料萃取塔综合实验
	17  渗透汽化膜分离有机溶剂中微量水
	18  DCS控制四塔变压吸附实验
	19  演示实验
	参考文献
	附录  化工原理实验模拟试题及参考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