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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试科目：涂料化学考试大纲

本《涂料化学》考试大纲适用于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材料与化工领域涂料工程方向硕士研

究生入学考试。涂料化学是涂料科学和涂料制造技术的核心课程，是涂料制备工艺的基础理

论课程，它的内容丰富，要求考生对其基本概念有较深入的了解，能够系统地掌握涂料的几

大组成部分，各组成部分的作用和特点，特别是涂料成膜树脂的分子结构以及制备方法；掌

握涂料配方的设计原则和其制备工艺，掌握涂料在干燥成膜过程中的流变特性以及固化后的

干膜性能，能够清楚了解各种涂料的特性和应用领域。要求能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

决涂料漆膜问题的能力。

一、考试内容

1、涂料的组成

(1) 涂料的组成部分主要有哪几类物质

(2) 涂料每个组成部分的作用和特点

2、固态漆膜的性质

(1) 固态漆膜的形成过程

(2) 自由体积，玻璃化温度和成膜固化方式

3、涂料中的流变学及表面化学

4、成膜树脂的种类

(1) 干性油，醇酸树脂，聚酯树脂，不饱和聚酯，氨基树脂，丙烯酸树脂，环氧树脂，聚氨

酯树脂，氟硅树脂等

(2) 不同树脂的成膜固化方式及性能特点

5、颜填料

(1) 颜填料的作用

(2) 颜填料的分散特性

6、溶剂

(1) 涂料中常用溶剂的种类

(2) 每种溶剂的特点及其应用

7、常见环保型涂料品种

水性涂料，UV 固化涂料，粉末涂料，高固体涂料

二、考试要求(要求掌握和了解的各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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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掌握涂料的基本组成及各组成的作用；熟悉涂料的功能、分类与命名；了解涂料科学的发展

历程和发展方向。

1.1 涂料的功能

1.2 涂料的基本组成及其作用

1.3 涂料的分类与命名

1.4 涂料面临的挑战

第二章 漆膜的形成及有关的基本性质

掌握黏度的基本概念和漆膜的形成过程；掌握玻璃化温度的影响因素；了解无定形聚合物的

玻璃化温度与自由体积理论。

2.1 固体漆膜的性质

2.2 粘度的基本概念

2.3 聚合物溶液的粘度和分子量

2.4 无定形聚合物的玻璃化温度与自由体积理论

2.5 膜的形成

2.6 热固性涂料的稳定性与固化速度问题

第三章 聚合反应

掌握聚合物制备的几种聚合方法。

3.1 缩聚反应

3.2 自由基聚合反应

3.3 共聚合反应

3.4 聚合反应方法

3.5 超支化聚合物及其合成

第四章 聚合物改性

熟悉聚合物的化学反应，掌握聚合物的老化原因以及防老化的方法，对聚合物基复合材料和

聚合物合金有一定的了解。

第五章 涂料中的流变学及表面化学

掌握施工中出现的流平与流挂的原因以及解决的思路，掌握造成漆膜弊病的原因。

5.1 涂料中的流变学问题

5.2 表面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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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流平与流挂

5.4 涂料施工中的表面张力问题

5.5 表面活性剂及其应用

第六章 溶剂

掌握常见溶剂的溶解特点和涂料中溶剂、水的作用，了解溶剂对环境的影响。

6.1 溶剂的分类

6.2 溶剂的挥发性

6.3 溶剂的溶解力

6.4 涂料中溶剂的作用

第七章 颜填料

掌握颜料的吸油量和颜料体积浓度，了解颜料的主要品种及其各自的性质。

7.1 颜料的作用与性质

7.2 颜料的主要品种

7.3 颜料的吸油量和颜料体积浓度

7.4 乳胶漆的临界颜料体积浓度

第八章 漆膜的表观及颜色

掌握漆膜遮盖力和光泽的影响因素，了解光和颜色的关系。

8.1 基本光物理概念

8.2 遮盖力

8.3 光泽

8.4 光和颜色

第九章 颜料的分散与色漆的制备

掌握颜料的分散过程和分散体的稳定作用原理；了解聚合物、表面活性剂在颜填料分散过程

中的作用。

9.1 颜料的分散过程

9.2 分散体的稳定作用

9.3 表面活性剂的作用

9.4 聚合物的保护作用

9.5 研磨设备

第十章 漆膜的力学性质与附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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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漆膜的强度和漆膜的附着力的影响因素；了解无定形聚合物力学性质的特点。

10.1 无定形聚合物力学性质的特点

10.2 漆膜的强度

10.3 漆膜的附着力

第十一章 干性油、松香与大漆

掌握油的干燥原理；了解松香与大漆基本成分与成膜原理。

11.1 干性油与油性涂料

11.2 松香

11.3 大漆

第十二章 醇酸树脂与聚酯

掌握醇酸树脂和聚酯树脂的成膜原理，了解不饱和聚酯的组成与原料的选择。

12.1 醇酸树脂

12.2 聚酯树脂

12.3 不饱和聚酯树脂

第十三章 氨基树脂及其它的交联剂

掌握三聚氰胺甲醛树脂的交联原理，了解其它交联剂的交联原理。

13.1 三聚氰胺甲醛树脂

13.2 其它交联剂

第十四章 丙烯酸树脂

掌握常见的丙烯酸单体，掌握丙烯酸树脂的特点及功能，了解水性丙烯酸树脂的制备方法。

14.1 丙烯酸单体与聚合物

14.2 溶剂型丙烯酸树脂

14.3 高固体份丙烯酸树脂

14.4 水可稀释性丙烯酸树脂

14.5 丙烯酸乳胶与非水分散体系

第十五章 环氧树脂

掌握环氧树脂的固化成膜机理，了解水性环氧树脂的水性化原理。

15.1 环氧树脂的制备

15.2 环氧酯与环氧树脂的固化成膜

15.3 环氧化合物的均聚



7

15.4 水性环氧树脂

第十六章 聚氨酯

掌握异氰酸酯的反应原理，了解单组分聚氨酯和双组份聚氨酯各自的特点以及水性聚氨酯涂

料的优缺点。

16.1 异氰酸酯的反应

16.2 二异氰酸酯及其加成物与封闭型异氰酸酯

16.3 单组分聚氨酯涂料

16.4 双组分聚氨酯涂料

16.5 水性聚氨酯

第十七章 元素有机树脂涂料

掌握有机硅树脂涂料和有机氟树脂涂料各自的优缺点以及存在的问题。

17.1 有机硅树脂涂料

17.2 有机氟树脂涂料

第十八章 高固体份涂料

掌握影响高固体份涂料粘度的有关因素，掌握实现高固体份的技术核心要点。

18.1 高固体份涂料的粘度

18.2 高固体份色漆的粘度及有关问题

18.3 漆膜形成中的有关问题

18.4 低聚物的制备

第十九章 水性涂料

掌握水可稀释性树脂的一般制备方法及其特征，了解丙烯酸酯乳胶漆制备、漆膜形成中的有

关问题。

19.1 水可稀释性树脂与涂料

19.2 乳胶漆

第二十章 粉末涂料

掌握粉末涂料的制备工艺、涂装方法，几种主要粉末涂料中存在的问题。

20.1 粉末涂料的制备与涂装

20.2 几种主要的粉末涂料

20.3 粉末涂料的应用与发展

第二十一章 UV 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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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 UV 固化涂料的成膜原理、制备及应用；掌握自由基光敏聚合涂料的有关原理。

21.1 基本光化学知识

21.2 自由基光敏聚合体系

21.3 阳离子光敏聚合体系

21.4 光敏涂料的制备及应用

21.5 电子束固化涂料

第二十二章 防腐蚀涂料

掌握电化学腐蚀的机理以及有机涂料的防腐蚀作用原理。

22.1 电化学腐蚀的机理

22.2 有机涂料的防腐蚀作用

22.3 防腐蚀涂料及其应用问题

三、题型

填空题、选择题、名词解释题、简单题，综合论述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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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试科目：物理化学考试大纲

本《物理化学》考试大纲适用于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材料与化工领域—化学材料与工程方向硕

士研究生入学考试。通过本课程的考核，促进学生掌握该课程的基本理论和实验操作技能，为后

续专业课学习奠定扎实的基础。掌握热力学三定律及其数学表达式与应用；基本掌握简单基数反

应的动力学方程及计算、可逆电池电动势及热化学及界面与胶体的理论与实践应用。培养严谨的

科学态度和细致、踏实的工作作风，培养创新精神以及做事认真、实事求是的人生态度，并具有

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经过必要的理论和操作技能的考核，使学生养成以物理化学为理论

基础从微观及能量角度掌握化学反应过程，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考试内容

1、化学热力学

理想气体定律及范德华方程

热力第一定律、第二定律及第三定律的内容及数学表达式

典型过程中的热、功计算，热化学，内能、焓变、熵、吉布斯自由能等热力学函数的相互关系及

计算

熵判据

稀溶液的经验定律，稀溶液的依数性及其应用

多相平衡的一般条件，二组分体系的相图及应用，杠杆规则，步冷曲线

反应等温方程式，反应平衡常数及各种表示法，平衡转化率，温度、压力及惰性气体对化学平衡

的影响及计算

2、化学动力学

反应级数

零级及一级反应的动力学方程及计算

链反应、光化学反应、催化反应

阿伦尼乌斯方程、活化能的计算及活化能与温度的关系

3、电化学

法拉第定律及计算

电解质溶液的电导，电导率，摩尔电导率的概念及计算，摩尔电导率和浓度的关系

离子的平均活度和平均活度系数，离子强度

电极反应、电池反应及电池符号的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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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极电势及电池电动势的计算及应用

电解时电极反应及相关计算

金属电化学腐蚀及防护原理

4、界面现象与胶体

表面现象与吸附现象

接触角的概念

表面活性剂的种类及结构

胶体的光学、动力学及电化学性质

胶体的稳定性及聚沉

唐南平衡

二、考试要求（要求掌握和了解的各章内容）

第一章、气体

要求掌握理想气体定律、性质及状态方程等。

1.1 理想气体定律

1.2 理想气体混合物

1.3 气体的凝聚与蒸汽压

第二章、热力第一定律

要求掌握热力第一定律基本概念；系统、环境、热力学平衡状态、过程途径、热和功。内能、

热力学第一定律的内容和数学表达式、等容热、等压热和焓。定容热容、定压热容、定容热容和

定压热容之间的关系。热力学第一定律在理想气体中的应用。定压反应热、定容反应热及其相互

关系。盖斯定律、标准摩尔燃烧焓、标准摩尔生成焓、化学反应的标准摩尔焓变的计算、基尔霍

夫定律。

主要内容：

2.1 状态函数

2.2 内能、热和功之间的关系即热力第一定律

2.3 焓和热容

2.4 理想气体的内能和焓

2.5 气体的绝热过程

2.6 相变（热）焓

2.7 标准反应热（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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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物质的标准摩尔生成焓与化学反应式写法的关系

第三章、热力学第二定律

要求掌握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表示，了解卡诺定理。熵，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数学表达式，熵变的

计算及熵判据的应用。吉布斯函数的计算（理想气体等温过程、相变过程、化学变化），吉布斯

函数判据。热力学函数的一些重要关系式。克拉贝龙方程。

3.1 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经典表述

3.2 卡诺热机效率

3.3 熵变的计算

3.4 克劳修斯不等式

3.5 孤立体系熵增加原理和平衡判据

3.6 吉布斯函数

3.7 热力学函数 U,H,S,A,G 之家的关系及麦克斯韦关系式

3.8 热力学第三定律

第四章、溶液-多组分体系热力学在溶液中的应用

要求掌握溶液、混合物的概念和组成表示法；化学势的概念及表达式；拉乌尔定律和亨利定律；

稀溶液的依数性及分配定律。

4.1 偏摩尔量的定义及集合公式

4.2 化学势定义及几种表达式

4.3 纯组分理想气体的化学势

4.4 理想气体混合物的化学势

4.5 拉乌尔定律

4.6 理想液态混合物中物质的化学势

4.7 难挥发溶质理想稀溶液的依数性

第五章、相平行

要求掌握相、相数、物种、物种数、组分、组分数、自由度数。相律及其应用。单组分系统中

水的相图（相图中点、线、面）；纯液体的饱和蒸气压。双组分系统的液固平衡：热分析法，步

冷曲线的绘制，杠杆规则，有简单低共熔混合生成的系统。了解双组分完全互溶的双野系统沸点

组成 T—x 图（物系点、相点）。

5.1 相律

5.2 水的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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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完全互溶的双液系统的相图极其应用

5.4 简单低共熔混合物的固液系统相图

第六章、化学平衡

要求掌握反应进度、化学反应等温方程式，化学反应的平衡条件、标准平衡常数，利用吉布斯

自由能计算标准化学平衡常数，湿度对平衡常数的影响。

6.1 反应进度

6.2 化学反应的标准平衡常数

6.3 复相反应的分解压及其应用

6.4 化学反应的等温方程式及其应用

6.5 标准摩尔生成吉布斯自由能与标准常数的关系

6.6 湿度、压力及惰性气体对化学平衡的影响

第七章、电化学

要求了解电解质溶液的电导，电导率，摩尔电导率，摩尔电导率和浓度的关系。掌握离子独立

定律和摩尔电导的关系；了解电导测定原理及应用，了解强电解质溶液理论—离子互吸理论要点。

离子的平均活度和平均活度系数，离子强度。可逆电池、可逆电池电动势及可逆电池热力学；氢

电极，电极电势与标准电极电势，影响电极电势的因素――能斯特方程式，原电池电动势的计算。

电极的种类；了解电极的种类、电解和极化。

7.1 离子的平均活度和平均活度系数，离子强度

7.2 电极的种类

7.3 可逆电池

7.4 可逆电池热力学

7.5 由电极电势计算电池电动势

7.6 电极电势的应用

7.7 电极的极化

7.8 电解时电极上的反应

7.9 金属的腐蚀与防护

第八章、化学动力学基础

明确基元反应、简单反应、复杂反应、反应级数、速率常数等概念，熟悉反应速率的表示方法。

掌握 0、1 和 2级反应的反应的速率公式（微分式和积分式），掌握简单级数反应的特征。了解典

型复杂反应和链反应的动力学特征，掌握温度对反应速率的影响——阿累尼乌斯公式的应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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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理解活化能的概念，并会用实验数据进行相关计算。

8.1 化学反应速率表示方法

8.2 0、1 和 2 级反应的动力学规律

8.3 温度对反应速率的影响-阿仑尼乌斯公式

8.4 对峙反应、平行反应及连串反应的特殊

第九章、界面现象

明确表面自由能、表面张力的概念，通过杨-拉普拉斯、Kelvin 等公式的计算解释一些现象。

掌握液体的润湿与铺展，掌握毛细管现象。了解物理吸附与化学吸附的区别。

9.1 弯曲表面下的附加压力和蒸气压

9.2 液体界面的性质

9.3 液-固界面现象

9.4 固体表面的吸附

第十章、胶体分散体系和大分子溶液

理解胶体分散体系的超微不均匀性以及由此产生的胶体分散体系的动力性质、光学性质及电学

性质；了解大分子溶液的性质。

10.1 胶体及胶体的光学、力学及电学性质

10.2 纯液体的表面现象

10.3 溶胶离子的结构

10.4 溶胶的稳定性和聚沉作用

三、题型

选择题、填空题、简答题、计算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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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试科目：高分子化学考试大纲

一、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1）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 150 分，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2）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试卷由试题和答题纸组成；答案必须写在答题纸相应的位置上。

（3）试卷题型结构

1、名词解释 10～20%;

2、判断题 10～20%;

3、选择题 10～20%;

4、简答题 10～20%;

5、论述题 20～40%.

二、考查目标（复习要求）

《高分子化学》是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化学学院高分子化学与物理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入学考

试必考科目，该科目以评价学生是否具备高分子化学基础知识为目标，检测学生灵活运用所学知

识、综合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主要内容涉及高分子的基本概念及用语、缩聚和逐步聚合、自

由基聚合、离子聚合、配位聚合和开环聚合。攻读该学位的考生应：掌握高分子化学的基础知识

和基本理论，具有独立分析解决有关高分子化学问题的能力。

三、考查范围或考试内容概要

《高分子化学》的考试内容主要包含高分子的基本概念及用语、缩聚和逐步聚合、自由基聚

合、离子聚合、配位聚合和开环聚合六章内容。

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章 高分子的基本概念

1. 高分子化学物的基本概念、分类、及命名原则；

2. 聚合物的分类和命名；

3. 聚合物的平均分子量、分子量分布、大分子微结构等基本概念以及分子量的计算；

4. 玻璃化温度和熔点的概念。

第二章 缩聚和逐步聚合

1. 聚合反应的分类；

2. 线形缩聚的概念及反应机理；

3. 线形缩聚物的聚合度、反应程度和平衡常数；



15

4. 影响线型缩聚物聚合度的因素和控制方法及分子量及分子量分布的概念与计算；

5. 线型逐步聚合原理和方法的应用及重要线型逐步聚合物；

6. 凝胶化作用及凝胶点的测定方法。

第三章 自由基聚合

1. 自由基聚合的基本概念；

2. 烯类单体对聚合机理的选择性；

3. 自由基聚合机理、 基元反应及动力学；

4. 自由基聚合链引发反应及引发剂的选择；

5. 聚合速率的概念及测定方法；

6. 动力学链长和聚合度、链转移反应和聚合度分布的概念；

7. 自由基共聚合的基本概念及共聚物的分类和命名；

8. 阻聚和缓聚的基本概念及机理；

9. 四种常用的自由基聚合方法原理、 基本组成、 特征、 优缺点和典型例子；

10. 可控/活性自由基聚合的基本概念。

第四章 离子聚合

1. 离子聚合的定义和基本概念；

2. 阳离子聚合的机理及单体；

3. 影响阳离子聚合的因素；

4. 阳离子和阴离子聚合的机理及单体；

5. 阳离子和阴离子聚合的引发剂和引发反应；

6. 自由基聚合和离子聚合的比较；

第五章 配位聚合

1. 配位聚合的基本概念、单体和聚合机理；

2. 聚合物的立构规整性的基本概念及测定方法；

3. Ziegler-Natta 引发体系的组成、种类、性质和反应；

4. 丙烯配位聚合时，提高引发剂的活性和等规度的方法；

5. 丙烯配位聚合中链增长、链转移、链终止等基元反应的特点；

6. 配位聚合、络合聚合、插入聚合、定向聚合、有规立构聚合的概念；

7. 一些典型的配位阴离子聚合反应；

第六章 开环聚合

1. 开环聚合的常见单体及相应引发剂体系；

2. 环的稳定性及开环聚合倾向；

3. 环醚的阳离子开环聚合；

4. 己内酰胺的阴离子开环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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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聚硅氧烷的聚合机理及结构性能与应用。

四、主要参考教材

《高分子化学》，潘祖仁主编，第五版，2014 年 1 月，化学化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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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试科目: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考试大纲

本《高分子化学与物理》考试大纲适用于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材料与化工领域涂料工程方向硕

士研究生入学考试。高分子化学与物理是化学学科的基础理论课。高分子化学内容主要包括连锁

聚合反应、逐步聚合反应和聚合物的化学反应等聚合反应原理，要求考生熟悉相关高分子化学的

基本概念，掌握常用高分子化合物的合成方法、合成机理及大分子化学反应，能够写出主要聚合

物的结构式，熟悉其性能并且能够对给出的现象给以正确、合理的解释。高分子物理内容主要包

括高分子的链结构与聚集态结构，聚合物的分子运动，聚合物的溶液性质以及聚合物的流变性能、

力学性能、介电性能、 导电性能和热性能等，要求考生熟悉相关高分子物理的基本概念，掌握有

关聚合物的多层次结构及主要物理、机械性能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研究方法。考生应具备运用高分

子化学与物理的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考试基本要求

1、熟练掌握高分子化学与物理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知识；

2、能够灵活运用所学知识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二、考试方式与时间

硕士研究生入学《高分子化学与物理》考试为笔试，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

三、考试主要内容

高分子化学部分

1.绪论

(1) 引言；(2) 高分子的基本概念；(3) 聚合物分类和命名；(4) 聚合反应；(5) 分子量；

(6) 高分子的链结构；(7) 大分子的微观结构；(8) 大分子的聚集态结构

基本要求：

(1) 掌握：高分子化合物的基本概念、分类和命名、分子量及分布概念;(2) 理解：线型、支

链和体型大分子以及高分子的微观结构;(3) 了解：聚合物的物理状态和主要性能，高分子材料和

机械强度以及高分子化学简史。

2.逐步聚合反应

(1) 引言；(2) 缩聚反应；(3) 线型缩聚反应的机理；(4) 线型缩聚反应动力学；(5) 影响

线型缩聚物聚合度的因素和控制方法；(6) 逐步聚合的方法；(7) 线型逐步聚合原理和方法的应

用及重要线型逐步聚合物；(8) 体形缩聚；(9) 凝胶化作用和凝胶点

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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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掌握：逐步聚合反应的特点，线型缩聚反应中影响聚合度的因素及控制聚合度的方法，

反映程度、官能度、官能团等活性、凝胶现象、凝胶点等基本概念;(2) 了解：线型缩聚反应动力

学，体型缩聚反应中凝胶点的预测方法，逐步聚合的实施方法，重要线型缩聚产物的合成方法及

用途。

3.自由基聚合

(1) 引言；(2) 连锁聚合的单体；(3) 自由机聚合机理；(4) 链引发反应；(5) 聚合速率；

(6) 分子量和链转移；(7) 阻聚和缓聚

基本要求：

(1) 掌握：自由基聚合机理及特征，主要引发剂种类及引发机理，自由基聚合反应动力学及

影响聚合速率的因素，分子量及其影响因素;(2) 理解：引发剂，引发作用，引发效率，自由基的

特性，单体的特性，稳态理论，自由机等活性理论，链转移，阻聚和缓聚等基本概念;(3) 了解：

光、热、辐射等其他引发作用。

4.自由基共聚合

(1) 引言；(2) 二元共聚物的概念；(3) 二元共聚物组成方程；(4) 二元共聚曲线及组成控

制；(5) 单体和自由基的活性；(6) Q-e 概念

基本要求：本章是高分子化学的重点章之一

(1) 掌握：共聚物组成与单体组成的关系，竞聚率的意义;二元共聚组成曲线，转化率与共聚

物组成的关系，共聚物组成的控制方法;(2) 理解：自由基及单体的活性与取代基的关系;(3) 了

解：多元共聚，Q-e 概念及共聚合速率以及共聚物组成序列分布。

5.聚合方法

(1) 引言；(2) 本体聚合；(3) 溶液聚合；(4) 悬浮聚合；(5) 乳液聚合

基本要求

(1) 了解：各种聚合方法的特点;(2) 了解：悬浮聚合、乳液聚合机理及动力学

6.离子聚合

(1) 引言；(2) 阴离子聚合；(3) 阳离子聚合；(4) 自由基聚合与离子聚合的比较

基本要求

(1) 掌握：离子型聚合的单体与引发剂的匹配关系，活性聚合及活性聚合物，离子聚合的活

性种形式、反应机理及其特点;(2) 了解：溶剂、温度及反离子对反应速率及分子量的影响，了解

异构化聚合，等基本概念。

7、开环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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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环烷烃开环聚合热力学；（2）杂环开环聚合机理和动力学特征；（3）环氧化物的阴离

子开环聚合；（4）其他环醚的阳离子开环聚合；（5）三聚甲醛（三氧六环）的阳离子开环聚合；

（6）环酰胺开环聚合；（7）环硅氧烷的开环聚合；（8）聚磷氮烯；（9）羰基化合物的聚合。

基本要求

（1）掌握环烷烃开环聚合热力学；（2）掌握环氧化物、环醚、三聚甲醛（三氧六环）、环

酰胺、环硅氧烷的开环聚合，聚磷氮烯的合成方法；（3）熟悉聚合单体特征及动力学；（4）熟

悉羰基化合物的聚合。

8.配位聚合

(1) 引言；(2) 聚合物的立构规整性；(3) 配位聚合的基本概念；(4) Ziegler-Natta 引发体

系；(5) α-烯烃的配位阴离子聚合；(6) 二烯烃的配位阴离子聚合物

基本要求

(1) 掌握：聚合物的立构现象，等规度、定向聚合、配位聚合等基本概念，Ziegler-Natta 引

发体系;(2) 理解：丙烯的配位阴离子聚合机理及定向原因;(3) 了解：二烯烃的配位阴离子聚合。

9.聚合物的化学反应

(1) 引言；(2) 聚合物的反应活性及影响因素；(3) 聚合物的相似转变；(4) 功能高分子；

(5) 聚合度变大的相似转变；(6) 降解；(7) 聚合物的老化和防老化

基本要求

(1) 掌握：聚合物侧基化学反应的特点，聚合物相似转变、接枝、扩链，交联等基本概念及

反应原理;(2) 了解：功能高分子，聚合物的降解，老化反应及防老化原理。

高分子物理部分

1、高分子物理的内涵和发展历程

涵盖高分子物理的研究内容； 近现代高分子界的名人名事； 高分子发展趋势等。

2、高分子链结构:

涵盖高分子的链结构分类；高分子链的构型和构象；链的柔顺性和刚性的判断以及相关参数；

自由结合链、 高斯等效链、 自由旋转链的均方末端距、等公式以及相关计算； 贯穿全课程的高

分子与小分子在结构、 性能以及分子运动等方面的异同。

3、高分子的分子量和分子量分布：

涵盖各类高分子分子量的定义和相关计算； 分子量分布的表示方法； 高分子分子量和分子

量分布的测定方法（区分绝对分子量和相对分子量的测定方法） ， 重点掌握黏度法、 渗透压法、

凝胶色谱法的测试原理、 操作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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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分子的溶液性质：

涵盖高分子的溶解过程； 溶剂选择原理； 高分子溶液的热力学性质； Flory-Huggins 高分

子溶液理论；高分子溶度参数的计算； 良溶剂、 θ状态等的判断依据和各类参数的物理意义。

5、聚合物的非晶态:

涵盖高分子分子间的作用力， 以及与内聚能和内聚能密度之间的关系； 非晶态聚合物的结构

模型； 非晶态聚合物的力学状态和热转变， 与分子运动之间的关系； 聚合物的热机械曲线（形

变与温度曲线） ； 高分子的分子热运动的特点； 玻璃化转变温度的测定方法； 玻璃化转变理

论——自由体积理论； 玻璃化温度和黏流温度的影响因素； 聚合物黏性流动的特点； 各种黏度

的定义和相关关系； 表征聚合物黏性流动（或加工性能） 的各种参数和现象， 如熔融指数、 挤

出物胀大现象等； 取向态的定义， 取向度的表征。

6、聚合物的结晶态

聚合物的结晶特点和结晶条件；球晶和单晶的特点和形成条件；结晶聚合物的结构模型；结

晶速度及测定方法以及与温度之间的关系； Avrami 方程； 结晶的影响因素； 熔点的测定及影

响因素； 结晶度的计算、测定及其对聚合物性能的影响； 聚合物液晶的特点、 分类。 结晶聚

合物与非晶态聚合物在力学状态和热转变以及热机械曲线方面的异同。

7、聚合物的屈服和断裂：

涵盖玻璃态和结晶聚合物在力学性能、 应力-应变曲线等方面的异同； 模量和泊松比之间的

关系；“强迫高弹形变” 、冷拉、“应变硬化” 、“应变软化” 、“银纹” 、“裂纹” 、

“屈服” 、 “脆性断裂” 、“韧性断裂” 等的定义和特点； 聚合物的断裂方式与理论强度；

影响聚合物强度的因素。

8、聚合物的高弹性与黏弹性：

涵盖聚合物的高弹性与黏弹性的特点， 并能结合高分子的特点从热力学角度进行解释； 高

弹性的热力学分析和分子理论； 理想交联橡胶的状态方程； 理想交联橡胶的交联密度、 模量等

的计算； 聚合物黏弹性的表现方式， 以及与日常生活某些现象之间的联系； 黏弹性的力学模型

以及相应的公式推导； 时温等效原理和 WLF 方程。

9、聚合物的流变学：

聚合物熔体的流动性质及特点、牛顿流体和非牛顿流体的基本特征及流动曲线；表观黏度、零

切黏度和无穷切黏度的概念、聚合物黏度的测定方法。

四、 参考教材

高分子化学(第五版).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潘祖仁.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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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子物理 化学工业出版社 华幼卿

五、试卷结构：

试卷类型主要有名词解释；填空题；判断题；选择题；简答题；计算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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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试科目：仪器分析考试大纲

本考试大纲适用于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材料与化工领域—化学材料与工程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入

学考试。通过本课程的考核，促进学生掌握主要仪器分析法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操作技

能；掌握分析仪器的结构、原理和应用；掌握基本的仪器分析方法及分析数据的处理手段。掌握

各种仪器分析的样品处理技术，并能把仪器分析技术运用到科学研究、工业生产和环境监测等实

际样品检验中去。培养严谨的科学态度和细致、踏实的工作作风，使学生养成分析工作整洁、有

序、珍惜仪器设备的良好实验习惯；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以及做事认真、实事求是的人生态度，

并具有初步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一、考试内容

1、掌握仪器分析方法的特点

(1) 标准工作曲线的绘制方法及意义；

(2) 灵敏度、精密度、准确度及检出限的概念及计算方法。

2、原子光谱与分子光谱，发射光谱与吸收光谱，光谱法与非光谱法

(1) 原子光谱与分子光谱产生的机理，原子光谱与分子光谱的分类；

(2)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的主要部件及作用，双波长分光光度法，催化动力学光度法；

(3) 主要的电子跃迁类型，有机化合物的紫外可见吸收光谱，掌握溶剂对吸收光谱的影响，紫外

与可见吸收光谱的异同点；

(4) 分子荧光及磷光产生的机理，荧光效率及影响因素；

(5) 荧光、磷光及化学发光之间的区别，荧光、磷光及化学发光的应用；

(6) 原子光谱的产生的原理和原子发射光谱法的一般分析步骤，三种基本光源的分析特性及光源

的选择；

(7) 原子发射光谱仪各组成部分的结构及工作原理，原子吸收线的产生、轮廓及变宽，基态原子

数与温度的关系；

(8) 原子吸收基本原理、定量依据、定量分析方法及计算，空心阴极灯的工作原理，火焰原子化

器的工作原理；

(9) 原子吸收的干扰因素及其消除方法，灵敏度的表示方法，检出限及有关计算。

3、电分析化学有关的基本概念及应用

(1) 电池的组成及表达式，电极电位和电池电动势，电极分类、参比电极和指示电极、工作电极，

液接电位、盐桥，极化现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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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H 玻璃电极的响应机理，玻璃电极的特性、溶液 pH 值的计算, 离子选择电极的性能参数，

电位滴定中电极体系的选择及滴定终点的确定；

(3) 极谱分析法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特点, 扩散电流及扩散电流公式，影响扩散电流的因素, 现代

新极谱分析法的原理及特点。

4、色谱法的基本概念和相关理论

(1) 色谱法的基本概念：分配系数，分配比，色谱峰，保留值，区域宽度等；

(2) 塔板理论及有关柱效的计算，速率理论及解释速率理论方程，色谱分离的基本方程及计算；

(3) 气相色谱固定液的选择方法；

(4) 气相色谱定性与定量分析方法及有关计算；

(5) 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的特点和应用。

二、考试要求（要求掌握和了解的各章内容）

第一章 绪论

考核知识点：

1、仪器分析方法的特点及分类，标准曲线（绘制、线性范围、相关系数）；

2、灵敏度、精密度、准确度及检出限的概念。

考核要求：

1、掌握仪器分析方法的特点；

2、了解标准工作曲线的绘制方法及意义；

3、了解灵敏度、精密度、准确度及检出限的计算方法。

第二章 光学分析法导论

考核知识点：

1、电磁辐射的性质，电磁波谱区，光辐射与物质的相互作用；

2、原子光谱与分子光谱，发射光谱与吸收光谱，光谱法与非光谱法。

考核要求：

1、了解原子光谱与分子光谱产生的机理，原子光谱与分子光谱的分类；

2、了解原子光谱与分子光谱的区别。

第三章 紫外可见吸收光谱法

考核知识点：

1、有机化合物的紫外可见吸收光谱；

2、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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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的应用；

4、催化动力学光度法。

考核要求：

1、掌握主要的电子跃迁类型，有机化合物的紫外可见吸收光谱，掌握溶剂对吸收光谱的影响，紫

外与可见吸收光谱的异同点；

2、掌握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的主要部件及作用；

3、了解紫外吸收光谱的特点和应用；

4、了解紫外分光光度计结构原理，双波长分光光度法，催化动力学光度法。

第四章 分子发光分析法

考核知识点：

1、分子荧光及磷光产生的机理，荧光效率及影响因素。

2、荧光、磷光及化学发光的强度与浓度的关系；

3、荧光、磷光及化学发光的分析仪器；

4、荧光、磷光及化学发光的应用。

考核要求：

1、掌握分子荧光及磷光产生的机理，荧光分析法与吸光光度法的区别；

2、掌握荧光效率及影响因素；

3、了解荧光、磷光及化学发光之间的区别，荧光、磷光及化学发光的应用；

4、了解荧光法、磷光法、化学发光法仪器特点。

第五章 原子发射光谱法

考核知识点：

1、原子光谱的产生及其与原子结构的关系；

2、常用的发射光谱光源：直流电弧、交流电弧、高压火花；

3、单色仪的色散率及分辨率；

4、光谱定性分析。灵敏线最后线、分析线、分析结果判断。

5、光谱定量分析原理，乳剂特性曲线，谱线强度与试样浓度的关系，内标法。

6、原子发射光谱仪各组成部分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考核要求：

1、掌握原子光谱的产生的原理和原子发射光谱法的一般分析步骤；

2、掌握三种基本光源的分析特性及光源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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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光谱定性分析方法及定量分析方法及原理；

4、了解光栅单色仪的色散率及分辨率的计算；

5、了解原子发射光谱仪各组成部分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第六章 原子吸收与原子荧光光谱法

考核知识点：

1、原子吸收线的产生、轮廓及变宽，基态原子数与温度的关系；

2、峰值吸收与吸收定律；

3、空心阴极灯及其在原子吸收中的作用；

4、火焰原子化器与石墨炉原子化器。

5、原子吸收的干扰因素及其消除方法；

6、定量分析方法、标准曲线法、标准加入法；

7、原子吸收光谱仪各组成部件及作用；

8、原子荧光分析法的基本原理、仪器与应用。

考核要求：

1、比较原子吸收与原子发射、原子吸收与与紫外可见、原子吸收与原子荧光光谱分析法；

2、掌握原子吸收基本原理、定量依据、定量分析方法及计算；

3、掌握空心阴极灯的工作原理，火焰原子化器的工作原理；

4、掌握原子吸收的干扰因素及其消除方法；

5、了解灵敏度的表示方法，检出限及有关计算；

6、了解原子吸收光谱仪各组成部件及作用；

7、了解无火焰（石墨炉）原子吸收法，冷原子法。

8、了解原子荧光分析法的基本原理、仪器与应用。

第七章 电分析化学导论

考核知识点：

1、电池的组成及表达式，电极电位和电池电动势。

2、电极分类、参比电极和指示电极、工作电极；

3、液接电位、盐桥，极化现象。

考核要求：

1、掌握有关电池的计算；

2、了解电分析化学有关的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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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电位分析法

考核知识点

1、pH 玻璃电极的响应机理及特点，溶液 pH 值的测定；

2、离子选择电极基本类型及其结构；

3、定量分析方法，总离子强度调节剂。

4、离子选择电极的性能参数，测定误差。

5、电位滴定中电极体系的选择及滴定终点的确定。

考核要求：

1、掌握 pH 玻璃电极的响应机理，玻璃电极的特性、溶液 pH 值的计算；

2、了解离子选择电极选择系数 Kij意义、及由干扰离子引起的测量误差计算。

3、掌握定量分析方法及有关的计算，电位分析法的应用；

4、了解各类离子选择性电极；

5、了解电位滴定中电极体系的选择及滴定终点的确定。

第九章 极谱分析法

考核知识点：

1、经典极谱法的一般原理；

2、极化，极化电极，去极化电极，极谱过程的特殊性；

3、扩散电流及扩散电流公式，影响扩散电流的因素；

4、极谱分析中的干扰电流及其排除；

5、简单金属离子和配位离子的极谱波方程及意义；

6、极谱定量分析方法，催化极谱法原理及其应用；

7、单扫描极谱法原理及应用，循环伏安法原理及应用；

8、脉冲极谱法原理及应用，溶出伏安法原理及应用。

考核要求：

1、掌握极谱分析法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特点；

2、掌握极谱分析中的干扰电流及其排除；

3、掌握极谱定量分析方法及有关计算；

4、了解扩散电流及扩散电流公式，影响扩散电流的因素；

5、了解简单金属离子和配位离子的极谱波方程及意义；

6、了解现代新极谱分析法的原理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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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色谱分析法

考核知识点：

1、色谱法分类，色谱法的基本概念：分配系数，分配比，色谱峰，保留值，区域宽度等；

2、塔板理论和速率理论，色谱分离的基本方程式；

3、气相色谱仪的主要部件，气相色谱的固定相与流动相；

4、气相色谱定性与定量分析方法，气相色谱法的应用。

5、高效液相色谱法的特点和应用。

考核要求：

1、掌握色谱法的基本概念：分配系数，分配比，色谱峰，保留值，区域宽度等；

2、掌握塔板理论及有关柱效的计算，速率理论及解释速率理论方程，色谱分离的基本方程及计算；

3、掌握气相色谱固定液的选择方法；

4、掌握气相色谱定性与定量分析方法及有关计算；

5、了解气相色谱仪的主要部件、工作原理及作用；

6、了解高效液相色谱法的特点和应用。

三、考试题型

考试题型可以包括：名词解释、填空及选择、简答、计算等，覆盖教学大纲的 85%以上。



28

复试科目：功能高分子考试大纲

一、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1）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 100 分，考试时间为 100 分钟。

（2）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试卷由试题和答题纸组成；答案必须写在答题纸相应的位置上。

（3）试卷题型结构

名词解释题（概念题）：6小题，每小题 5 分，共 30 分

问答题（简述题）：5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50 分

分析论述题（综合题）：1小题，每小题 20 分，共 20 分

二、考查目标（复习要求）

重点是要求了解和掌握各种功能高分子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并阐明功能高分子的结构和

组成与其功能性之间的关系，各种材料的研究方法和应用情况以及可能的应用前景。

三、考查范围或考试内容概要

绪论

1、功能高分子：功能高分子的定义、功能高分子的特点、功能高分子的分类、高分子功能化的途

径和原则；

2、功能高分子的发展史

第一章 电功能高分子

1、电功能导电高分子材料：电功能导电高分子的定义、电功能导电高分子的导电机理和分类；

2、电子导电型高分子：电子导电型高分子的结构、电子导电型高分子的性能、典型的电子导电型

高分子材料及其应用、提高电子导电型高分子电导率的途径；

3、复合型导电高分子：复合型导电高分子的组成、复合型导电高分子的导电机理、复合型导电高

分子的制备方法、复合型导电高分子的性质与应用；

4、离子导电型高分子：离子导电型高分子的导电机理、离子导电型高分子的种类与制备、离子导

电型高分子的应用；

第二章 光功能高分子

1、光功能高分子：光功能高分子的概念、光功能高分子的分类、光功能高分子的化学原理；

2、光传导功能高分子：光导材料的评价参数；

3、光敏性高分子：光敏材料的重要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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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电/光转换高分子：电致发光现象与材料、高分子电致发光原理、高分子电致发光的颜色、电/

光转换高分子的应用；

5、光/电转换高分子：太阳能电池的光/电转换原理、高分子太阳能电池材料；

6、光致导电高分子：光致导电现象、光致导电高分子的应用；

7、光致变色高分子：光致变色现象与材料、光致变色原理、光致变色高分子的应用；

8、电致变色高分子：电致变色现象与材料、电致变色高分子原理、电致变色高分子材料的应用。

第三章 热功能高分子

1、固体材料导热概论：温度场和温度梯度、物质的传热机理、固体材料的导热性；

2、高分子材料的导热性：高分子的热导率、影响高分子热导率的因素；

3、导热高分子的类型：本征型导热高分子、复合型导热高分子、导热绝缘高分子复合材料、导热

高分子材料的应用；

4、热电原理与材料：热电现象定义、热电原理、无机热电材料；

5、高分子热电材料：导电性高分子热电材料、纳米复合型高分子热电材料；

6、热电材料的应用：热电测温、温差发电、热电制冷。

第四章 磁功能高分子

1、物质磁性的基本原理：静磁性与电磁性、物质磁性的类型、磁性材料的类型及其应用；

2、复合型磁功能高分子：磁功能高分子的发展、复合型磁性高分子的主要类型、影响复合型磁性

高分子材料性能的因素；

3、结构型磁性高分子：磁性高分子分子设计准则、金属有机磁性高分子、纯有机磁性高分子的分

子设计。

第七章 智能高分子

1、智能材料概述：智能材料的基本要素与分类、智能高分子的设计思路；

2、智能高分子凝胶：高分子凝胶的物理化学基础、非特异性智能高分子凝胶、智能高分子凝胶的

分子设计、智能高分子凝胶的应用；

3、形态记忆高分子：高分子材料的形态记忆原理、形态记忆高分子材料的加工与记忆过程、形态

记忆高分子的特点、形态记忆高分子的应用。

第八章 液晶高分子

1、液晶与液晶态：液晶的结构特点、液晶的分类；

2、液晶高分子概论：液晶高分子的分类；

3、液晶高分子的结构：液晶高分子的织态结构、液晶高分子的晶态结构、液晶高分子的热转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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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液晶高分子的电磁行为、液晶高分子的流变性、液晶高分子基本理论；

4、主链型液晶高分子：主链型溶致液晶高分子、主链型热致液晶高分子；

5、侧链型液晶高分子：非双亲性侧链型液晶高分子、双亲性侧链型液晶高分子；

6、液晶高分子的应用：液晶显示器、液晶高分子纤维。

第九章 新型功能碳材料

1、富勒烯：富勒烯的命名、富勒烯的结构、富勒烯的纯化、富勒烯的性质、富勒烯的应用；

2、碳纳米管：碳纳米管的结构、碳纳米管的分类、碳纳米管的性能、碳纳米管的应用；

3、石墨烯：石墨烯的分类、石墨烯的结构、石墨烯的物理性能、石墨烯的制备、石墨烯的应用；

4、碳纤维：碳纤维的结构与性能、碳纤维的分类、碳纤维的生产、碳纤维的应用。

四、主要参考教材

1、《功能高分子》，殷勤俭主编，2017 年 11 月，化学化工出版社。

2、《功能高分子材料》，焦剑主编，第二版，2016 年 02 月， 化学化工出版社。



31

加试科目：无机化学考试大纲

本《无机化学》考试大纲适用于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涂料工程、化学材料工程、功能高分子等

研究方向的专业硕士加试科目考试。

无机化学是阐述化学基本知识、基本原理的一门基础性学科。它的内容丰富，要求考生对其

基本概念有较深入的了解，重点掌握平衡的原理、溶液中的各种化学平衡及其在分析化学中的应

用，建立准确的“量”的概念和掌握各种化学分析方法；掌握化学反应速率、物质结构、分散体

系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会运用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解释化学现象，会运用基本分析方

法和测试手段进行一般的化学分析，能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能将化学知

识与专业实际相结合。

一、考试内容

1、气体及化学热化学初步

(1) 气体：理想气体状态方程，道尔顿分压定律

(2) 热力学第一定律：环境与体系、状态与状态函数、内能、功和热

(3) 反应热和自由能变的含义及其计算；自发性判据；盖斯定律

2、化学平衡和化学反应速率

(1) 反应速率的表示方法；质量作用定律；阿累尼乌斯公式

(2) 标准平衡常数；化学平衡的计算；化学反应等温方程的应用

(3) 溶液酸度计算；缓冲溶液；分步沉淀；电极电势；常用滴定方法

质子平衡式；溶液的 pH 值及其计算；缓冲作用原理；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的配平；原电池，电极

电势，标准电极电势，原电池电动势的计算，计算原电池电动势；判断反应方向；计算平衡常数、

Ksp 及溶液 pH；EDTA 的性质及在溶液中的解离平衡；金属指示剂的变色原理；常用金属指示剂；

(4) 滴定法：滴定曲线与指示剂以及滴定的应用

3、原子结构和元素周期律

(1) 原子核外电子的运动状态：玻尔的原子结构理论和电子的玻粒二象性

(2) 波函数、概率密度、电子云；四个量子数

(3) 原子核外电子排布与元素周期律

4、化学键与物质结构

(1) 离子键、共价键理论

(2) 杂化轨道理论要点、杂化轨道类型与分子几何构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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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了解分子间力和氢键

5、化学分析

(1) 误差的分类、来源、减免方法，准确度、精密度的概念及其表示方法

(2) 有效数字在分析实践中的运用

(3) 标准溶液的表示方法及配制、标定方法；滴定分析计算

(4) 吸光光度法

朗伯比尔定律；吸光系数；单一组分的分析；多组分分析及示差法。

二、考试要求(要求掌握和了解的各章内容)

第一章 气体和溶液

掌握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式及其应用。

掌握道尔顿分压定律。

掌握稀溶液的依数性及其应用。

熟悉胶体的结构、性质、稳定性及聚沉作用。

1.1 气体

掌握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式及道尔顿分压定律

1.2 溶液

了解分散系及稀溶液的通性

1.3 胶体溶液

了解溶胶的制备，溶胶的性质，胶团结构和电动电势，溶胶的稳定性与聚沉

第二章 化学热力学初步

2.1 了解热力学能、焓、熵、自由能等状态函数的概念

2.2 掌握热力学第一定律，第二定律的基础内容

2.3 掌握化学反应热效应的各种计算方法

2.4 掌握过程的△S、△G的计算

2.5 掌握△G 与温度的关系式，及温度对反应自发性的影响

第三章 化学平衡

了解经验平衡常数与标准平衡常数以及标准平衡常数与标准吉布斯自由能变的关系。

掌握不同反应类型的标准平衡常数表达式，并能从该表达式理解化学平衡的移动。

掌握有关化学平衡的计算，包括运用多重平衡规则进行计算。

掌握化学平衡移动的定性判断以及移动程度的定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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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正确理解平衡常数的物理意义及表示方法

3.2 掌握 Gibbs 自由能变与平衡常数的关系，并能熟练地进行有关平衡常数的计算

3.3 利用 Van’t Hoff 等温式判断任意给定条件下化学反应的方向

3.4 运用平衡移动原理说明温度、浓度压力对化学平衡移动的影响

3.5 多重平衡规则

第四章 化学反应速率

了解化学反应速率的概念及其实验测定方法。

掌握质量作用定律和反应的速率方程式。

掌握阿累尼乌斯经验式，并能用活化分子、活化能等概念解释各种外界因素对反应速率的影响。

4.1 化学反应速率及其表示法

4.2 浓度对反应速率的影响

4.2.1 基元反应与非基元反应

4.2.2 质量作用定律

4.2.3 非基元反应速率方程式的确定

4.2.4 反应机理

4.3 温度对反应速率的影响

4.4 反应速率理论简介

4.4.1 碰撞理论

4.4.2 过渡态理论

4.5 催化剂对反应速率的影响

第五章 解离平衡

了解活度、离子强度等概念。

理解缓冲作用原理以及缓冲溶液的组成和性质，掌握缓冲溶液 pH 值计算。

理解难溶电解质沉淀溶解平衡的特点，会运用溶度积规则判断沉淀溶解平衡的移动以及有关计算。

5.1 酸碱理论

5.1.1 酸碱质子理论

5.1.2 酸碱电子理论

5.2 弱酸、弱碱的解离平衡

5.2.1 一元弱酸、弱碱的解离平衡

5.2.2 多元弱酸、弱碱的解离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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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两性物质的解离平衡

5.2.4 同离子效应和盐效应

5.3 强电解质溶液

5.3.1 离子氛概念

5.3.2 活度和活度系数

5.4 缓冲溶液

5.4.1 缓冲作用原理和计算公式

5.4.2 缓冲容量和缓冲范围

5.5 沉淀溶解平衡

5.5.1 溶度积和溶度积规则

5.5.2 沉淀的生成和溶解

5.5.3 分步沉淀和沉淀的转化

第六章 氧化还原反应

掌握氧化还原反应的基本概念，能配平氧化还原反应式。

理解电极电势的概念，能用能斯特公式进行有关计算。

掌握电极电势在有关方面的应用。

了解原电池电动势与吉布斯自由能变的关系。

掌握元素电势图及其应用。

6.1 氧化还原反应的基本概念

6.2 氧化还原方程式配平

6.3 电极电势

掌握原电池，电极电势，能斯特方程式，原电池的电动势与△rG 的关系

6.4 电极电势的应用

计算原电池的电动势，判断氧化还原反应进行的方向，选择氧化剂和还原剂，判断氧化还原反应

进行的次序，测定某些化学常数

6.5 元素电势图及其应用

第七章 原子结构

了解核外电子运动的特殊性—波粒二象性。

能理解波函数角度分布图，电子云角度分布图和电子云径向分布图。

掌握四个量子数及物理意义，掌握电子层、电子亚层、能级、轨道等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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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用不相容原理、能量最低原理、洪特规则写出一般元素的原子核外电子排布式和价电子构型。

7.1 微观粒子的波粒二象性

7.1.1 氢光谱和玻尔理论

7.1.2 微观粒子的波粒二象性

7.2 氢原子核外电子的运动状态

7.2.1 波函数和薛定谔方程

7.2.2 波函数和电子云图形

7.2.3 四个量子数

7.3 多电子原子核外电子的运动状态

屏蔽效应和钻穿效应,原子核外电子排布

7.4 原子结构和元素周期律

7.4.1 核外电子排布和周期表的关系

7.4.2 原子结构与元素基本性质

第八章 分子结构

掌握离子键理论要点，理解决定离子化合物性质的因素及离子化合物的特征。

掌握电子配对法及共价键的特征。

能用轨道杂化理论来解释一般分子的构型。

了解离子极化、分子间力的概念，掌握氢键的形成和特征。

8.1 离子键和共价键

掌握价键理论，共价键的特征

8.2 轨道杂化理论

了解轨道杂化理论的基本要点，掌握杂化轨道的类型

8.3 价层电子对互斥理论

8.4 分子轨道理论简介

8.5 分子的极性和分子间力

8.6 氢键

第九章 配位化合物

掌握配位化合物的组成、定义、类型和结构特点。

理解配位离解平衡的意义及有关计算。

掌握螯合物的特点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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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配位化合物的组成和定义

9.2 配位化合物的类型和命名

9.3 配位解离平衡

掌握配位解离平衡和平衡常数，配位解离平衡的移动，掌握 EDTA 滴定法的基本原理，

9.4 螯合物的稳定性

掌握螯合物的结构特点及稳定性，了解螯合剂的应用

三、题型

判断对错题、选择题、填空题、问答题、计算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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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试科目：分析化学考试大纲

考试科目：分析化学

本《分析化学》考试大纲适用于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涂料工程、化学材料工程、功能高分子等

研究方向的专业硕士加试科目考试。

分析化学是阐述化学基本知识、基本原理的一门基础性学科。它的内容丰富，要求考生对其

基本概念有较深入的了解，重点掌握平衡的原理、溶液中的各种化学平衡及其在分析化学中的应

用，建立准确的“量”的概念和掌握各种化学分析方法；掌握化学反应速率、分散体系等方面的

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会运用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解释化学现象，会运用基本分析方法和测试手

段进行一般的化学分析，能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能将化学知识与专业实

际相结合。

一、考试内容

1、气体及化学热化学初步

(1) 气体：理想气体状态方程，道尔顿分压定律

(2) 热力学第一定律：环境与体系、状态与状态函数、内能、功和热

(3) 反应热和自由能变的含义及其计算；自发性判据；盖斯定律

2、化学平衡和化学反应速率

(1) 反应速率的表示方法；质量作用定律；阿累尼乌斯公式

(2) 标准平衡常数；化学平衡的计算；化学反应等温方程的应用

(3) 溶液酸度计算；缓冲溶液；分步沉淀；电极电势；常用滴定方法

质子平衡式；溶液的 pH 值及其计算；缓冲作用原理；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的配平；原

电池，电极电势，标准电极电势，原电池电动势的计算，计算原电池电动势；判断反应方

向；计算平衡常数、Ksp 及溶液 pH；EDTA 的性质及在溶液中的解离平衡；金属指示剂的

变色原理；常用金属指示剂；

(4) 滴定法：滴定曲线与指示剂以及滴定的应用

3、化学分析

(1) 误差的分类、来源、减免方法，准确度、精密度的概念及其表示方法

(2) 有效数字在分析实践中的运用

(3) 重量分析；滴定分析

(4) 标准溶液的表示方法及配制、标定方法；滴定分析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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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光度分析法

朗伯比尔定律；吸光系数；单一组分的分析；多组分分析。

4、分析化学中常用的分类方法和生物试样的前处理

(1)分析化学中常用的分离方法

(2)生物试样的前处理

二、考试要求(要求掌握和了解的各章内容)

第一章 气体和溶液

掌握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式及其应用。

掌握道尔顿分压定律。

掌握稀溶液的依数性及其应用。

熟悉胶体的结构、性质、稳定性及聚沉作用。

1.1 气体

掌握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式及道尔顿分压定律

1.2 溶液

了解分散系及稀溶液的通性

1.3 胶体溶液

了解溶胶的制备，溶胶的性质，胶团结构和电动电势，溶胶的稳定性与聚沉

第二章 化学热力学初步

2.1 了解热力学能、焓、熵、自由能等状态函数的概念

2.2 掌握热力学第一定律，第二定律的基础内容

2.3 掌握化学反应热效应的各种计算方法

2.4 掌握过程的△S、△G的计算

2.5 掌握△G 与温度的关系式，及温度对反应自发性的影响

第三章 化学平衡

了解经验平衡常数与标准平衡常数以及标准平衡常数与标准吉布斯自由能变的关系。

掌握不同反应类型的标准平衡常数表达式，并能从该表达式理解化学平衡的移动。

掌握有关化学平衡的计算，包括运用多重平衡规则进行计算。

掌握化学平衡移动的定性判断以及移动程度的定量计算。

3.1 正确理解平衡常数的物理意义及表示方法

3.2 掌握 Gibbs 自由能变与平衡常数的关系，并能熟练地进行有关平衡常数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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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利用 Van’t Hoff 等温式判断任意给定条件下化学反应的方向

3.4 运用平衡移动原理说明温度、浓度压力对化学平衡移动的影响

3.5 多重平衡规则

第四章 化学反应速率

了解化学反应速率的概念及其实验测定方法。

掌握质量作用定律和反应的速率方程式。

掌握阿累尼乌斯经验式，并能用活化分子、活化能等概念解释各种外界因素对反应速率的影

响。

4.1 化学反应速率及其表示法

4.2 浓度对反应速率的影响

4.2.1 基元反应与非基元反应

4.2.2 质量作用定律

4.2.3 非基元反应速率方程式的确定

4.2.4 反应机理

4.3 温度对反应速率的影响

4.4 反应速率理论简介

4.4.1 碰撞理论

4.4.2 过渡态理论

4.5 催化剂对反应速率的影响

第五章 解离平衡

了解活度、离子强度等概念。

理解缓冲作用原理以及缓冲溶液的组成和性质，掌握缓冲溶液 pH 值计算。

理解难溶电解质沉淀溶解平衡的特点，会运用溶度积规则判断沉淀溶解平衡的移动以及有关

计算。

5.1 酸碱理论

5.1.1 酸碱质子理论

5.1.2 酸碱电子理论

5.2 弱酸、弱碱的解离平衡

5.2.1 一元弱酸、弱碱的解离平衡

5.2.2 多元弱酸、弱碱的解离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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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两性物质的解离平衡

5.2.4 同离子效应和盐效应

5.3 强电解质溶液

5.3.1 离子氛概念

5.3.2 活度和活度系数

5.4 缓冲溶液

5.4.1 缓冲作用原理和计算公式

5.4.2 缓冲容量和缓冲范围

5.5 沉淀溶解平衡

5.5.1 溶度积和溶度积规则

5.5.2 沉淀的生成和溶解

5.5.3 分步沉淀和沉淀的转化

第六章 氧化还原反应

掌握氧化还原反应的基本概念，能配平氧化还原反应式。

理解电极电势的概念，能用能斯特公式进行有关计算。

掌握电极电势在有关方面的应用。

了解原电池电动势与吉布斯自由能变的关系。

掌握元素电势图及其应用。

6.1 氧化还原反应的基本概念

6.2 氧化还原方程式配平

6.3 电极电势

掌握原电池，电极电势，能斯特方程式，原电池的电动势与△rG 的关系

6.4 电极电势的应用

计算原电池的电动势，判断氧化还原反应进行的方向，选择氧化剂和还原剂，判断氧化还原

反应进行的次序，测定某些化学常数

6.5 元素电势图及其应用

第七章 配位化合物

掌握配位化合物的组成、定义、类型和结构特点。

理解配位离解平衡的意义及有关计算。

掌握螯合物的特点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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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配位化合物的组成和定义

7.2 配位化合物的类型和命名

7.3 配位解离平衡

掌握配位解离平衡和平衡常数，配位解离平衡的移动，掌握 EDTA 滴定法的基本原理，

7.4 螯合物的稳定性

掌握螯合物的结构特点及稳定性，了解螯合剂的应用

第八章 定量分析的误差和分析结果的数据处理

理解有效数字的意义，掌握它的运算规则。

了解定量分析误差的产生和它的各种表示方法。

了解提高分析结果准确度的方法。

掌握分析结果有限实验数据的处理方法。

8.1 有效数字

8.2 误差的产生及表示方法

了解绝对误差和相对误差，系统误差和随机误差，掌握准确度和精密度

8.3 有限实验数据的统计处理

掌握测定结果离群值的弃舍，显著性检验，分析结果的数据处理与报告

8.4 提高分析结果准确度的方法

选择合适的分析方法，如何减小测量的相对误差、系统误差和随机误差

第九章 重量分析法

了解重量分析法的基本原理和主要步骤。

简要了解沉淀的形成过程，测定条件的选择。

掌握重量分析结果计算方法。

9.1 重量分析法概述

9.2 沉淀的完全程度与影响沉淀溶解度的因素

了解沉淀溶解度的大小，是决定沉淀是否完全的主要因素

9.3 影响沉淀纯度的因素

共沉淀和后沉淀、表面吸附、生成混晶、包藏等是引起共沉淀的要主原因。

9.4 沉淀的形成与沉淀条件

9.5 沉淀的过滤、洗涤、烘干或灼烧和分析结果的计算

第十章 滴定分析法



42

了解标准溶液的配制方法，掌握基准物质应具备的条件；滴定分析法的基本知识。

熟练掌握配位滴定中副反应系数的计算

熟悉常用金属指示剂及 EDTA 法的应用范围

熟悉酸碱指示剂的变色原理及其选择

掌握酸碱溶液中氢离子浓度的计算，水溶液中酸碱滴定法的原理

掌握酸碱滴定、配位滴定、氧化还原滴定和沉淀滴定法的基本原理。

熟悉各种滴定分析法的实际应用。

10.1 滴定分析法概论

了解滴定分析过程和方法分类，滴定分析法对化学反应的要求和滴定方式。掌握标准溶液的配

制、基准物、基准溶液及有关计算

10.2 酸碱滴定法

10.2.1 弱酸碱溶液中各物种的分布

10.2.2 酸碱溶液氢离子浓度的计算

10.2.3 缓冲溶液

10.2.4 酸碱指示剂

10.2.5 滴定曲线及指示剂的选择

10.2.6 酸碱滴定法的应用

10.3 配位滴定法

10.3.1 配位滴定法概述

10.3.2 氨羧配位剂与配位平衡

10.3.3 配位滴定的基本原理

10.3.4 混合离子的滴定

10.3.5 配位滴定的方式和应用示例

10.4 氧化原还滴定法

10.4.1 氧化还原滴定法概述

10.4.2 氧化还原滴定法基本原理

10.4.3 氧化还原滴定法分类及应用

10.5 沉淀滴定法

掌握滴定曲线，终点检测及其应用

第十一章 比色法和分光光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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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比色法和分光光度法的特点。

掌握光的吸收定律及其适用范围。

掌握分光光度法的分析方法。

了解显色反应及其条件的选择。

了解分光光度法的某些应用。

11.1 概述

了解光度分析法的特点及其物质对光的选择性吸收

11.2 光吸收的基本定律

掌握朗伯－比尔定律及其吸光度的加和性

11.3 比色法和分光光度法及其仪器

了解目视比色法、分光光度计的基本部件及常用的几种分光光度计

11.4 分光光度法仪器测量误差及其消除

11.5 分光光度法的某些应用

掌握单组分的测定、多组分的测定、光度滴定；了解酸碱解离常数的测定及配合物组成的测

定

三、题型

判断对错题、选择题、填空题、问答题、计算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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