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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化学实验室软件简介 

“仿真化学实验室”是专门针对化学教学而精心打造的实验仿真平台。它

具有全新的概念，严谨的科学性和强大的交互性。它既是化学课堂中的教学平台，

同时也是化学教师的课件制作平台和学生的交互式学习平台。 

“仿真化学实验室”模块在计算机中提供了一个虚拟的化学实验室。试管、

烧杯、酒精灯、铁架台、烧杯、锥形瓶、集气瓶、漏斗、导管等这些真实实验室

中的器具，在“仿真化学实验室”模块中也应有尽有。用户可以自由的搭建实验

装置，添加药品。“仿真化学实验室”模块能智能的处理药品之间的反应。它不

但可以展示逼真的实验现象，还能提供准确的实验数据以供分析。用它来制作课

件非常的简单和快捷，通常几分钟就可以完成。制作的课件不但专业性强，而且

具有很好的交互性。 

“三维分子”模块可展示奇妙的化学微观世界。它为用户提供一个全三维的、

用于分子演示的平台。它不但可以展示如 H2O、NH3等分子结构及石墨、金刚石、

氯化钠等晶体结构；而且能够十分轻松的搭建出各种有机分子的微观模型。提供

的各种官能团使得各种烷烃、烯烃、醇、醛、羧酸、酯、胺、苯等，甚至 TNT

的分子模型都能轻松的搭建出来。它有多种展示方式以供选择，例如球棍模型、

比例模型和框架模型等。老师可以带领学生自如的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奇妙的化学

微观世界，使课堂更加丰富多彩。 

“仿真化学实验室”的出现将为现有的化学教学注入新的活力。 

 

 

 

 

 

 

 

 

 

 

 



仿真化学实验室模块 

 

一． 仿真化学实验室模块简介 

“仿真化学实验室”模块在计算机中提供了一个虚拟的化学实验室。试管、

烧杯、酒精灯、铁架台、烧杯、锥形瓶、集气瓶、漏斗、导管等这些真实实验室

中的器具，在“仿真化学实验室”中也应有尽有。用户可以自由的搭建实验装置，

添加药品。“仿真化学实验室”模块能智能的处理药品之间的反应。例如制取氧

气、氯气、把 CO2 通入澄清的石灰水中、在 CuSO4 溶液中滴入 NaOH 溶液、用

H2 还原 CuO、用 NaOH 中和滴定 HCl 溶液、分析醋酸纳的水解反应等等。它不

但可以展示逼真的实验现象，还能提供准确的实验数据以供分析。用它来制作课

件非常的简单和快捷，通常几分钟就可以完成。制作的课件不但专业性强，而且

具有很好的交互性。 

 

 

 

 

 



二． 软件界面 

“仿真化学实验室”模块的主界面如下图所示。 

 

软件界面的中间是“实验区”，是用户搭建实验和观察实验过程的地方。实

验区的上面是“工具栏”，“工具栏”中有常用命令的快捷按钮。“实验区”的左

边是“器件箱”，用鼠标点击“器件箱”中的器件，再在“实验区”中点击鼠标，

就能创建器件。“实验区”的下方是“状态栏”，“状态栏”会显示必要的操作提

示信息。 

 

 

 

 

 

 

 

 

 

 



 

 

 

三． 菜单与工具栏快捷按钮 

软件的主菜单及功能如下： 

[文件]——[新建]： 

创建一个新的实验项目。 

          [打开]： 

打开一个已经存在的实验项目。 

          [浏览打开]： 

另一种打开实验项目的方式，可以在打开前浏览实验项

目的内容。 

          [保存]： 

保存当前的实验到磁盘文件。 

          [另存为]： 

保存当前的实验到新文件名。 

               [另存为图片]： 

                     将当前的实验区保存为图片。 

               [输出动画]： 

                     将运行状态下的实验输出为动画。 

          [打印设置]： 

设置打印的相关信息。 

          [打印]： 

打印实现区中的图像。 

          [退出]： 

退出软件。 

[编辑]——[实验设置]： 

弹出“实验设置”对话框，在“实验设置”对话框中，

可以设置“黑白贴图”和“光影贴图”。 



          [撤销]： 

撤销前面的操作步骤。 

          [重做]： 

重做撤销的操作步骤。 

          [复制]： 

复制当前实验区中选中的对象到剪贴板。 

          [剪切]： 

剪切当前实验区中选中的对象到剪贴板。 

          [粘贴]： 

将复制到剪贴板中的对象粘贴到实验区中。 

          [删除]： 

删除当前选中的对象。 

          [属性]： 

弹出当前选中对象的“属性”对话框。 

          [复制图片到剪贴板]： 

复制当前框选的实验区域到剪贴板。 

          [设置底色]： 

设置实验区域的底色。 

[实验控制]——[运行实验]： 

运行实验区中的实验。 

          [停止实验]： 

停止实验区中的实验。 

          [暂停/继续]： 

暂停/继续实验区中的实验。 

[程序]——[变量编辑器]： 

弹出“变量编辑器”对话框，用户可以在此对话框中，

自定义变量。 

          [程序编辑器]： 

弹出“程序编辑器”对话框，用户可以在此对话框中，



编写简单格式的脚本语言以实现较为复杂的实验控制。 

[工具]——[药品编辑器]： 

打开“药品编辑器”对话框，用户可以在此对话框中，

添加、修改、删除以及查询化学药品，还可以设置药品

的各种属性等等。 

          [方程式编辑器]： 

打开“方程式编辑器”对话框，用户可以在此对话框中，

添加、修改、删除以及查询化学反应方程式，还可以设

置方程式的各种参数等等。 

          [计算器]： 

打开计算器。 

[窗口]——[工具栏]： 

显示/隐藏“工具栏”。 

          [器件箱]： 

显示/隐藏“器件箱”。 

[帮助]——[帮助]： 

打开软件的帮助。 

          [关于仿真化学实验室] 

显示“仿真化学实验室”的相关信息。 

 

软件的工具栏及快捷按钮功能如下： 

 

 

 

工具栏上的快捷按钮，对应同名的菜单项功能。 

 

 

 

 

 

 

 

 

 



 

四． 操作指南 

1.一个简单的实验 

我们来做一个“实验室制取氯气”的实验。通过这个实验，我们可

以了解“仿真化学实验室”模块制作实验的方法。 

 首先从左边“器件箱”中的“辅助器件”栏里找到“铁架台”图标。

用鼠标点击这个图标，会弹出“子器件”，里面有两种“铁架台”。用

鼠标点击左边的那个，再在实验区中点击一下鼠标，就可以将“铁架

台”放置到实验区中。 

 

 创建出的“铁架台”带有铁夹、铁圈和石棉网。用鼠标右键点击这个

“铁架台”，在弹出的菜单中可以设置是否需要铁夹、铁圈和石棉网。 

 

 从左边“器件箱”中的“反应器件”栏里找到“圆底烧瓶”图标。用

鼠标点击这个图标，再在实验区中点击一下鼠标，“圆底烧瓶”就被

放置到实验区中。将它拖动到“铁架台”上。此时，“圆底烧瓶”会



被固定在“铁架台”上，随“铁架台”的移动而移动。用鼠标右键点

击“圆底烧瓶”，则可以在弹出的菜单中为其添加塞子或者进行其它

的相关设置。 

 

 用同样的方法创建一个分液漏斗、一个酒精灯、一个集气瓶和一个

200ml 的烧杯。 

 

 接下来我们开始连接导管。在这个实验中，我们要把圆底烧瓶中生成

的 Cl2 通入到集气瓶中进行收集，然后再把集气瓶中过量的 Cl2 通入

到装有 NaOH 溶液的烧杯中。“仿真化学实验室”模块提供了各种形

状的导管，导管之间是可以自动连接的。 



 

 导管的创建方法是这样的，首先用鼠标点击“器件箱”中的“导管”

图标，在弹出的“子器件”中点击所需要的导管形状，然后在实验区

中点击一下鼠标，确定导管一个端点的位置，移动鼠标到合适的位置

再点击一下鼠标，导管就被创建出来了。创建出的导管可以被整体移

动，也可以只移动它的端点。插入到容器中的导管，在容器被移动时

会随之移动。 

 

 实验装置搭建完成以后，我们需要向容器中添加药品。药品添加完毕

后，再为“圆底烧瓶”和“集气瓶”添加塞子。 

 右键点击需要添加药品的容器，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添加药品”命

令。 



 

 在这里，我们将化学常见的药品分为六大类。分别是：固体、液体、

气体、溶质、溶液、离子。添加药品的方法是这样的：首先，我们在

“药品名称”后面的“文本框”中输入所要添加的药品名称（不用区

分大小写），然后点击后面的“查询按钮”或者按键盘的回车键即可

找到该药品。接着，输入所要添加药品的量，最后点击添加即可。 

 在圆底烧瓶中添加 80g 的 MnO2 固体，在分液漏斗中添加 12mol/L，

40ml 的盐酸溶液，在烧杯中添加 1mol/L，100mol 的氢氧化钠溶液。 

 



 现在，我们可以运行实验了。点击“工具栏”中的“运行”命令运行

实验。点击“分液漏斗”，在弹出的界面中选择“打开”或者“点滴”。

用鼠标右键点击酒精灯，在弹出的界面中选择“点燃酒精灯”。 

 

 随着反应的进行，集气瓶中逐渐产生了黄绿色的气体。 

 

 智能反应：“仿真化学实验室”模块能够根据容器中的药品和环境自

动的从“方程式库”中搜索可能存在的反应方程式，并按这些方程式

进行计算。这就是“智能反应”。 

 首先“停止”实验。用鼠标右键点击“圆底烧瓶”，在弹出的菜单中

选择“属性”命令。进入“容器属性”设置界面。选择第三个选项卡

“容器相关设置”。 

 

 



 

 

 “智能反应”默认处于选中状态。如果需要考虑“离子反应”，则需

要同时将“考虑离子反应”选中。 

 虽然“智能反应”能够方便我们进行各种实验，但有时候，我们只需

要考虑容器中某一个反应方程式，其它的反应方程式是可以忽略的。

这就是“制定反应”。 

 打开“容器属性”第二个选型卡“容器中的反应”。 

 

 可以发现，在“方程式”中出现了四个方程式，然而有时候，我们只

需要考虑第一个反应方程式，为此，我们可以将不需要的反应方程式

删除。删除以后，需要在“容器相关设置”选项卡中，将“智能反应”

取消。最后点击确定即可。 



 

  “仿真化学实验室”模块还能够对反应的速度进行任意的调节，如

此一来，对于现实中反应过快或者过慢的实验，我们可以根据需要，

人为的调整它的反应速度。 

 首先“停止”实验，在“容器属性”“容器中的反应”选项卡中，选

择想要改变反应速度的方程式，在右侧“反应速度”栏里输入反应速

度，点击“修改”，最后点击“确定”即可。 

 

 这里的反应速度是指方程式中反应系数为 1 的药品，在 1 秒钟内反应

掉的摩尔量或生成的摩尔量。如果某药品在方程式中的反应系数为

2，则在 1 秒钟内反应掉的摩尔量或生成的摩尔量=2*反应速度。 

 可以发现，在第三选项卡“容器相关设置”里面也有反应速度调节的

功能，与前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针对某一个反应方程式速度进行调

节，而该处的反应速度调节是针对该容器内的所有反应方程式。 

 这样，这个实验就完成了。我们还可以对这个实验进行修饰。比如说，

我们可以为每个容器添加标签。在“容器属性”“容器相关设置”的

右测，“容器标签”栏里输入文字，然后修改文字的字体，颜色等等，

最后点击确定即可。 

 

 

 



 

 在“器件箱”里的“辅助器件”中，有一个“注释对象”功能，我们

可以使用它对这个实验进行一些简单的文字描述。 

 

 通过这个例子，你已经学会了使用“仿真化学实验室”模块制作实验

的基本方法。总的来说制作过程是这样的：首先根据实验要求搭建实

验装置，然后添加药品，最后运行实验，设定反应方程式或反应速度

等参数，逐步的完善实验。 

 



2.药品编辑器和方程式编辑器 

 “药品编辑器”：“仿真化学实验室”模块有一个药品编辑器，所有的

药品信息都在其中，只有药品编辑器中存在的药品才能被添加到容器

中。药品编辑器中已经有了数百种药品。当然你可以修改、删除药品

编辑器中的药品信息，你也可以根据需要添加新的药品。 

 选择菜单栏“工具”下面的“药品编辑器”命令打开“药品编辑器”。 

 

 你可以使用“名称查询”功能先找到需要修改的药品（不需要区分大

小写），然后对其进行修改，在右侧，可以选择当前的药品显示种类。

如果碰到药品库中没有的药品，则可以进行添加，分别输入药品的名

称（须写出药品的种类，是固体还是气体等），分子量，溶解度，颜

色等，如果是离子则还需要输入化合价，输入完成后点击“添加”最

后保存即可。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固体)和(溶解)，如果有对应的溶解度则应输入

它在 20 摄氏度时的溶解度，对于其它的类别在溶解度一项中输入 0。

修改药品的颜色值时，会弹出颜色对话框。为了便于观察，对于白色

的固体，颜色值不要设置成纯白，应该带有一些灰色。对于无色的液

体，颜色值要略带一些蓝色，可以参考 H2O(液体)的颜色进行设置。

对于无色的气体，可以设置为纯白色。对于溶解状态下为无色的(溶



解)类药品，请设置颜色为纯黑色。 

 “方程式编辑器”：“仿真化学实验室”模块还具有一个“方程式编辑

器”，所有的反应方程式都在其中，只有方程式编辑器中存在的方程

式，才会在实验中被执行。方程式编辑器中已经有了数百条方程式。

但化学反应多种多样，你可能会遇到某种反应，在方程式编辑器中没

有对应的反应方程式。这时你就可以使用“方程式编辑器”进行添加

了。 

 选择菜单栏 “工具”下面的“方程式编辑器”命令打开“方程式编

辑器”。 

 

 通过左上角各种显示方式和查询命令，你可以快速找到需要修改的反

应方程式，对其进行修改或者删除。在反应物表和生成物表中输入新

方程式的反应物名称和生成物名称及其系数（须写出药品的种类，是

固体还是气体等）在“方程式参数”中，输入新方程式的参数，最后

点击“添加”命令即可。 



 在“方程式参数”中，反应条件支持多种情况。比如在有 MnO2 作

为催化剂的情况下，加热氯酸钾可以生成氧气这样的方程式。我们就

可以在反应条件里输入：加热 催化剂 MnO2(其中“加热”是一个反

应条件，催化剂 MnO2 是另一个反应条件。它们之间用“空格”隔

开，其中 MnO2 输写时需要区分大小写) 

 而方程式的类型中有“普通”、“离子”和“扩展”。其中“扩展”指

的是原本不是化学反应方程式，但为了方便处理，把它作为方程式进

行对待。例如：H2O(液体)==H2O(气体)就是扩展方程式。 

3.仿真化学实验室模块中的器件 

在这一章中，我们将介绍“仿真化学实验室”模块“器件箱”中的

各种器件和对象。 

在“器件箱”中，我们将器件分为了两大类，分别是“反应器件”

和“辅助器件”。“反应器件”一般是指用来盛放药品，进行反应的器件。

如烧杯、试管等等。“辅助器件”一般是指辅助实验的仪器和其它一些辅

助工具，如铁架台、玻璃片、注释对象等等。 

3.1 反应器件 

 烧杯 

用鼠标点击“烧杯”图标，会弹出“子器件”，在“子器件”里面提供了

三种规格的烧杯。分别是 100ml、200ml、500ml 容量的烧杯。 

 

烧杯是化学反应最常见的容器，用鼠标右键点击“烧杯”会弹出相关设

置界面。 



 

这个界面设置项会依所选器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有些器件可以被倾倒、

倒置、添加橡皮塞或玻璃塞，而有些则不可以，下文将不再赘述。点击

“添加药品”命令则会弹出添加药品的界面，点击“属性”命令则会弹

出容器属性相关设置界面。前文已经详细描述过，在此不再赘述。 

 锥形瓶 

用鼠标点击“锥形瓶”图标，会弹出“子器件”，在“子器件”里面提供

了两种规格的锥形瓶。分别是 100ml、250ml 容量的锥形瓶。 

 

锥形瓶为平底窄口的锥形容器，一般用于滴定实验。这是为了防止滴定

液下滴时溅出瓶外，造成实验的误差。并且有利于滴定过程进行振荡时，

反应充分而液体不易溅出。 

 圆底烧瓶和平底烧瓶 

 

圆底烧瓶可以进行长时间加热，但必须垫石棉网。平底烧瓶一般不用作

加热的反应器件，多用于要长时间反应的有机实验中。 

 试管 

用鼠标点击“试管”图标，会弹出“子器件”，在“子器件”里面提供了

三种试管。 

 



 

试管一般用来盛放或加热少量固体、液体或溶液，制取或收集少量气体

用。 

 集气瓶、水槽 

 

集气瓶一般用于收集气体、装配洗气瓶等。不能用于加热。 

水槽用于排水法收集气体、或用来盛大量水的仪器，不可加热 

 

 硬质玻璃管和 U 型干燥管 

 

硬质玻璃管一般用于高温下用还原性气体还原金属。U 型干燥管一般用

以洗涤气体，除去气体中的水分或杂质。 



 

 启普发生器 

启普发生器是一种可以随时使反应发生或停止的气体发生装置。适用于

块状固体与液体在常温下反应制取难溶的气体，如氢气等。 

 

用鼠标点击“启普发生器”图标，会弹出“子器件”。启普发生器由三部

分组成，分别是：主体、漏斗和阀门。需要分别创建它们。 

 



添加完药品以后，需要进行组装。只需拖动漏斗和阀门移动到主体相应

部位即可。运行试验以后，用鼠标右键点击“阀门”，在弹出的界面中点

击“属性”。 

 

拖动划片即可随时使反应发生或停止。 

 细口瓶和广口瓶 

 

细口瓶是一种用于存放液体试剂的玻璃容器。广口瓶是用于盛放固体试

剂的玻璃容器。它们有透明和棕色两种，棕色瓶是用于盛放需避光保存

的试剂。 

 漏斗、长颈漏斗、分液漏斗 

 

漏斗是过滤实验中不可缺少的仪器。 



 

长颈漏斗是漏斗的一种，主要用于固体和液体在锥形瓶中反应时添加液

体药品。在使用时，注意漏斗的底部要在液面以下，这是为了防止生成

的气体从长颈漏斗口逸出，起到液封的作用。一般还可以用分液漏斗替

代。分液漏斗还可通过调节阀门随时向容器中加液。 

 

运行试验以后，用鼠标点击分液漏斗，即可弹出阀门的调节命令。 

 胶头滴管 

 

胶头滴管是用于吸取或滴加少量液体试剂的一种仪器。 

 

 

 



 

运行试验以后，用鼠标点击胶头滴管，即可“吸取”或“点滴”。 

 酸式滴定管和碱式滴定管 

 

滴定管是用来准确放出不确定量液体的容量仪器。是用细长而均匀的玻

璃管制成的，管上有刻度，下端是一尖嘴，通过阀门来控制滴定的速度。

分为酸式滴定管和碱式滴定管两种。 

酸碱中和滴定实验 

在这个实验中，我们创建两个“锥形瓶”，每个瓶中都添加 150ml的H2O(液

体)，分别在两个锥形瓶中添加 0.001mol 的石蕊(指示剂)、0.001mol 的酚

酞(指示剂)，你可以在“添加药品”“溶质”选项卡里找到它们。再从器

件箱中创建出一个酸式滴定管，在其中添加 0.01mol/L，50ml 的盐酸溶液；

创建出一个碱式滴定管，在其中添加 0.01mol/L，50ml 的氢氧化钠溶液。 

因为指示剂的颜色是根据溶液中 H+的浓度变化而变化的，所以我们需要

考虑离子方程式。以其中一个锥形瓶为例，打开它的“属性”窗口，为

了便于搜索到 HCl 电离和 NaOH 电离的方程式，我们再给这个容器添加

0mol 的 HCl(溶解)和 NaOH(溶解)。在“容器中的反应”选项卡中点击“自



动搜索”按钮，弹出“搜索方程式”对话框，选中“考虑离子反应”一

项，然后点击“搜索”按钮。 

 

只保留 HCl 电离、NaOH 电离和 H2O 电离的方程式。删除其余两个方程

式，注意不要选中“智能处理反应”这个选项。最后点击“确定”即可。 

现在就可以运行试验了。点击“运行”命令，然后用鼠标点击“滴定管”，

即可弹出“滴定”命令。 

 

 蒸发皿 

 



蒸发皿是一种用于蒸发溶液或灼烧固体的器皿。 

 容量瓶、量筒 

用鼠标点击“容量瓶”或“量筒”图标，会弹出“子器件”。这里面提供

了三种规格，分别是：50ml、100ml 和 250ml。 

 

容量瓶是为配制准确的一定物质的量浓度的溶液用的精确仪器，不能用

于加热。 

量筒是用来量取液体的玻璃仪器，不能用于加热。 

 

3.2 辅助器件 

 铁架台 

 

铁架台用于固定和支持各种仪器，一般常用于过滤、加热等实验操作。

是实验中使用最广泛的仪器之一。 

 酒精灯、酒精喷灯 

 



 

酒精灯的加热温度为 400—500℃，适用于温度不需太高的实验。 

酒精喷灯的火焰温度可达 1000℃左右，适用于高温实验。 

 温度计 

 

温度计用于测量温度。 

 木块 

 

木块可用来支撑酒精灯。 

 

 玻璃棒 



 

用鼠标点击“玻璃棒”图标，会弹出“子器件”，这里面提供了两种形状

的玻璃棒。玻璃棒可用来加速溶解，促进互溶，引流，蘸取液体等。 

 铂丝 

 

铂丝是一种惰性金属，不容易和其他物质发生反应，且熔点高。因此一

般用于焰色反应实验。 

 

运行试验以后，拖动“铂丝”在溶液中蘸取一下，并且松开鼠标，然后

再拖动“铂丝”到酒精灯火焰上即可。 

 燃烧匙、玻璃片 

 



燃烧匙由铁丝和铜质小勺铆合而成，用于盛放可燃性固体物质作燃烧试

验，特别是物质在气体中的燃烧反应。 

玻璃片是一种辅助仪器，可用来遮盖容器。只需将玻璃片移动到容器口

上即可。 

 

向燃烧匙中添加少量的铁，先在酒精灯上加热一会，然后放入烧杯中。

烧杯里有事先制取好的氧气，在烧杯底部加入少量的水以防止烧杯炸裂。 

 

 pH 试纸 

 

pH 试纸可用于测定溶液的 pH 值。用鼠标点击“pH 试纸”图标，会弹出

“子器件”，由“检测卡”和“比色卡”组成。 



 

也可使用“玻璃棒”蘸取溶液。值得注意的是，在研究溶液的 pH 值实验

时，必须考虑“离子反应”。你可以在“容器属性”“容器的相关设置”

里面找到它。 

 天平、滤纸 

 

天平是用于称量物体质量的仪器。称量药品时，不可直接将药品放在托

盘上，需要在天平的托盘上放上滤纸。 

 有色布条、火柴棒 

 

有色布条用于氯气的漂白实验中。 

火柴棒用于点燃，如氢气的燃烧等试验。 



 

 

 碱金属 

用鼠标点击“碱金属”图标，再在实验区中点击一下，会弹出一个设置

界面。 

 

这里面提供了 Li、Na、K 三种碱金属，可添加的质量范围为 0 到 5 克之

间，包含 5 克。主要用于碱金属与水的反应实验。 



 

 图片对象 

使用“图片对象”，可向实验区中添加图片。点击“图片对象”图标，再

在实验区中点击一下即可添加图片。 

 注释对象、按钮对象、曲线对象 

使用“注释对象”，可向实验区中添加文字。点击“注释对象”图标，再

在试验区中点击一下即可添加文字。你可以改变字体、大小、颜色。 

 

使用“按钮对象”，可向实验区中添加一个按钮，通过“程序编辑器”可

实现一些简单的控制功能。点击“按钮对象”图标，再在实验区中点击

一下即可添加按钮。你可以改变按钮的文字、样式和按钮颜色等。 

 



 

 点击“编辑按钮程序”即可弹出“程序编辑器” 

 

 使用“曲线对象”，可向实验区中添加一个曲线图，我们可以将化学

反应药品的变化情况动态的在曲线图中表示出来。点击“曲线对象”

图标，再在实验区中点击一下即可添加“曲线对象”。 



 

用鼠标右键点击“曲线对象”，会弹出“曲线对象”的属性设置界面。 

 

我们将在高级应用技巧里面详细的介绍这些“对象”工具的使用方法。 

4.高级应用技巧 

4.1 变量 

“仿真化学实验室”模块支持变量的应用。软件中的变量有两种，

分别是系统变量和自定义变量。 

系统变量是指软件自带的时间变量“t”，自定义变量可以用来表

示药品的质量，摩尔量等。 

打开菜单栏“程序”下面的“变量编辑器”命令。 



 

可看到系统变量“t”，你所自定义的变量都会在这个“变量编辑

器”里显示出来，你可以修改或者删除它们。 

下面以“氢气还原氧化铜”为例说明“变量”的使用方法。 

 

用鼠标右键点击“硬质玻璃管”，在弹出的界面中点击“属性”

命令。 



 

我们给“CuO”定义变量，选中“CuO”，用鼠标点击“定义变量”

命令。 

 

在这里可以定义 CuO 的“物质的量”或者“质量”为一个变量，

我们给 CuO 的质量定义一个变量“x”。 

我们再给“Cu”定义一个变量，然而现在容器中并没有“Cu”，

为了便于我们定义变量，首先为容器添加“Cu”固体，质量为“0g” 

再给“Cu”的质量定义一个变量“y”。 



 

变量定义完成以后，可以打开“变量编辑器”查看已经定义的变

量。 

 

下面我们通过“注释对象”功能，将这个变量的数值在实验区中

显示出来。点击“注释对象”图标，再在实验区中点击一下鼠标，在

弹出的界面中输入如下文字。 



 

可以使用“大括号”将定义的变量的值在实验区中表示出来。 

 

用鼠标点击“曲线对象”图标，再在实验区中点击一下，创建“曲

线对象”，用鼠标右键点击“曲线对象”，在弹出的界面中点击“属性”

命令。然后如下图所示设置曲线对象的属性。 

 

将定义的变量关联到“曲线对象”上，并且设置恰当的坐标比例。

设置完成后，点击“确定”即可。 



再次运行试验。 

 

随着反应的进行，黑色的氧化铜逐渐的被还原成铜，铜的质量在

不断的增加。 

通过这些对象工具的使用，你可以定量的对化学反应进行分析。 

4.2 程序编辑器 

“仿真化学实验室”模块内置了一个程序编辑器，通过这个程序

编辑器可实现一些复杂的逻辑功能。点击菜单栏“程序”下面的“程

序编辑器”命令。 



 

在这里就可以编写程序了。 

下面以“测定溶液的 pH 值”实验为例，说明程序编辑器的使用

方法。打开之前做好的“酸碱中和滴定”实验。 

 

溶液的 pH 值是溶液中 H+(离子)摩尔浓度的负对数，所以我们要



先计算出溶液中 H+(离子)的浓度。以其中一个锥形瓶为例，打开它的

属性界面，为容器中 H2O(液体)的质量定义变量为 a1，为 H+(离子)的

摩尔量定义变量为 b1。为另一个锥形瓶中 H2O(液体)的质量定义变量

为 a2，为 H+(离子)的摩尔量定义变量为 b2。 

此时打开“变量编辑器”，可查看已经定义完成的变量，我们再

在变量编辑器中添加两个变量：pH1、pH2 来表示两个锥形瓶中溶液

的 pH 值。 

 

使用“注释对象”命令将这些变量值在实验区中表示出来。 

 

然后打开“程序编辑器”命令，输入以下公式。 



 

再次运行试验。 

 

 

 

 



三维分子模块 

 

一． 三维分子模块简介 

“三维分子”模块为用户提供了一个全三维的、用于分子演示的平台。其提

供的各种官能团能够搭建出高中有机化学中绝大部分的分子模型。例如酯、醚、

胺、酰胺、硝基化合物、油脂、羧酸、醛、酮、醇、卤代化合物、氰、磺酸基化

合物等等。它有多种展示方式以供选择，例如球棍模型、比例模型和框架模型等。

并且可以对其进行任意的旋转。使用“三维分子”模块，学生能够对微观分子的

空间结构以及形状有一个直观的认识。 

二． 软件界面 

“三维分子”模块的主界面如下图所示。 

 

 

 



 

软件界面的中间是“工作区”，是用户搭建三维分子模型的地方。“工作区”

的上面是“工具栏”，“工具栏”中有常用命令的快捷按钮。工作区的左边是“器

件箱”，“器件箱”中提供了各种“官能团”。实验区的下方是“状态栏”，“状态

栏”可用来显示工作区中分子结构（包括晶体结构）的分子式。 

三． 菜单与工具栏快捷按钮 

软件的主菜单及功能如下： 

[文件]——[新建]： 

创建一个新的实验项目。 

          [打开]： 

打开一个已经存在的实验项目。 

          [保存]： 

保存当前的实验到磁盘文件。 

          [另存为]： 

保存当前的实验到新文件名。 



               [导出为图片]： 

                     将当前的实验区保存为图片。 

          [打印设置]： 

设置打印的相关信息。 

          [打印]： 

打印实现区中的图像。 

          [退出]： 

退出软件。 

[编辑]——[撤销]： 

撤销前面的操作步骤。 

          [重做]： 

重做撤销的操作步骤。 

          [环境设置]： 

打开“环境设置”界面，在这里可以对背景色、环境光、

照射光以及对象颜色等进行相关设置。 

          [字体]： 

打开“字体”设置界面，在这里可以设置工作区中显示

的字符的样式、大小、颜色等。 

          [缩小]： 

缩小视窗。使用鼠标滑轮也可实现这个功能。 

          [放大]： 

放大视窗。使用鼠标滑轮也可实现这个功能。 

          [恢复初始状态]： 

恢复到未经旋转、缩放的状态。 

          [水平旋转]： 

让工作区中显示的模型绕水平方向旋转。 

          [竖直旋转]： 

让工作区中显示的模型绕竖直方向旋转。 

          [显示已有结构]： 



打开“分子模型库”，这里面提供了无法直接搭建的分子

结构（包括晶体结构）。 

          [苯环]： 

创建一个苯环。 

          [甲烷分子]： 

创建一个甲烷分子。 

          [连接]： 

在当前选中的氢原子上连接一个“官能团” 

          [删除碳原子]： 

删除当前选中的“碳原子”。“苯环”上的碳原子无法删

除。 

          [断裂]： 

使当前选中的σ键断裂。 

          [加成]： 

用于对选中的 C-C 双键，C-O 双键，C-C 三键进行加成。 

          [羟基脱氢]： 

用于对羟基进行脱氢。使用时首先选中羟基上的 C-O 单

键，再点击这个命令。只有当和羟基连接的主链原子上

有氢原子或卤素原子或另外的羟基时，这个操作才是有

效的。 

          [消去]： 

用于消去当前选中的键上可以消去的原子。 

          [计算分子式]： 

计算工作区中分子结构（包括晶体结构）的分子式。结

果会在“状态栏”里显示出来。 

[视图]——[显示工具栏]： 

显示/隐藏“工具栏”。 

          [显示模板]： 

显示/隐藏“模板栏”。 



          [精度设置]： 

打开“精度设置”界面。 

 [模型]——[球棍模型]： 

将工作区内的模型用球体来代表原子，用圆柱体来代表

键的模型。有Ⅰ型、Ⅱ型两种显示方式，其中Ⅱ型可用

来表示双键或三键。 

          [比例模型]： 

将工作区内的模型用球体的体积比来表示分子内原子的 

体积比。 

          [框架模型]： 

将工作区内的模型用线条来表示原子间所成的键。 

          [符号模型]： 

用线条表示原子间所成的键，用元素符号来表示原子。

有“三维字符”、“平面字符”两种显示方式，前者显示

的元素符号是三维的，可以旋转、缩放；后者显示的元

素符号是平面的，不可以旋转、缩放。此外，这里还有

一个“线宽”的子选项，可以改变原子间所成的键的线

宽。 

[帮助]——[关于]： 

显示“化学三维分子模型”的相关信息。 

          [帮助] 

打开软件的帮助。 

软件的工具栏及快捷按钮功能如下： 

 

 

 

选取：用于选取工作区中的对象。当处于选取模式时，该键处于按下状态。

否则处于正常状态。此外，当工作区中的模型绕某一个轴旋转时，按下该键则会

停止旋转，并且会恢复到旋转前的位置。键盘上的“空格键”也可实现这些功能。 

特殊旋转模式：用于旋转分子中的σ键。用鼠标点击这个按钮，再选中分



子中的σ键，就可以看到分子中的一部分变成了白色，表示这部分可以进行旋转。

同时在工作区的右边会出现一个状态条，只要拖动状态条就可以进行旋转。当旋

转到所需要的角度时，再在工作区中单击鼠标左键即可。但此时仍处与特殊旋转

模式下，如需退出这个模式，只要再点击“特殊旋转模式”即可。 

分子拖动：用于对整个分子进行移动。在选取状态下这个命令才是可用的。

点击这个命令，然后选中分子中的主链原子，拖动鼠标即可。当坐标系发生旋转

时，建议先使用“恢复初始状态”，然后再进行移动。 

其余快捷按钮，对应同名的菜单项功能。 

 

 

 

 

 

 

 

 

 

 

 

 

 

 

 

 

 

 

 

 

 

 

 

 

 

 

 

 

 

 

 



四．  操作指南 

1.一个简单的分子模型 

我们来做一个“乙烷分子的三维模型”。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了

解“三维分子”模块制作模型的基本方法。 

 首先从左边“模板栏”中找到“甲烷分子”图标，用鼠标点击这个图

标，再在工作区中点击一下鼠标，就可以将“甲烷分子”模型放置到

工作区中。 

 

 然后点击“工具栏”上的“选取”命令，此时处于选取状态。回到工

作区中，用鼠标点击“甲烷分子”模型中某一个“氢原子”，此时被

选中的“氢原子”变成了白色，这表示它已经被选中了。 

 

 接着，用鼠标点击“模板栏”中的“连接甲基”图标。 



 

 可以看到，工作区中被选中的“氢原子”被一个“甲基”替换，于是，

一个乙烷分子模型就搭建完成了。 

 

 此时，我们可以对其进行缩放处理，点击“工具栏”上的“放大”、

“缩小”命令即可，你也可以使用鼠标滑轮进行缩放。我们还可以让

其绕某一个轴进行旋转，点击“工具栏”上相应的旋转命令即可。也

许，你想要观察乙烷分子的比例模型或者框架模型，点击“工具栏”

上相应的命令即可。 

比例模型： 



 

 

三维字符模型： 

 

 

平面字符模型： 



 

 

框架模型： 

 

 通过这个例子，你已经学会了使用“三维分子”模块制作分子模型的

基本方法。总的来说，制作方法是这样的：首先在工作区内创建一个

甲烷分子（或者苯分子），然后选取该分子上的一个氢原子，最后点

击模板栏中所需的官能团（甲烷分子除外）即可。 

 



2.环境设置 

 因为分子模型在这个应用程序里是以三维的方式进行展示的，所以恰

当的背景及灯光设置可以带来更加逼真的效果。点击“菜单栏”“编

辑”下的“环境设置”命令，即可打开“环境设置”界面。 

 

 界面的左上角是背景色设置，拖动三个颜色分量的滑动条，即可设置

背景色。 

 程序里用一种近似的光照模型来模拟现实世界的光照效果。比如我们

在一间房子里面打开一盏白炽灯，那么房间里的大多数光线来自于该

灯泡，其他的光线是灯泡发出的光线经过墙的若干次反射后形成的。

另外，还有不是来自特定光源的光线，我们称之为环境光。就好像在

黄昏没有开灯的房间一样。我们的工作区就好比一个房间，有灯，有

墙壁。 

 界面的右上角是环境光设置，拖动三个颜色分量的滑动条，即可设置

环境光的颜色。 

 在界面中间，左边是光源（就像房间里的灯泡一样）的方向设置，可

拖动 X、Y、Z 三个方向的坐标设置光源的位置。 

 在界面中间，右边是光源的颜色设置，拖动三个颜色分量的滑动条，

即可设置光源的颜色。 



 界面的下面是对象颜色设置。点击它们即可设置相应对象的颜色。 

3.三维分子模块中的模板栏 

在这一章中，我们将介绍“三维分子”模块中的模板栏。 

这个按钮用于在工作区内新建一个甲烷分子。 

这个按钮用于在工作区内新建一个苯分子或是从选中的一个氢原子所  

处的方向上连接出一个苯环。 

该按钮用于在工作区内从选中的氢原子所处的方向上连接出一个甲基。 

该按钮用于在工作区内从选中的氢原子所处的方向上连接出一个烯基。 

该按钮用于在工作区内从选中的氢原子所处的方向上连接出一个炔基。 

该按钮用于在工作区内从选中的氢原子所处的方向上连接出一个硝基。 

该按钮用于在工作区内从选中的氢原子所处的方向上连接出一个羟基。 

该按钮用于在工作区内从选中的氢原子所处的方向上连接出一个醛基。 

该按钮用于在工作区内从选中的氢原子所处的方向上连接出一个卤素原

子。当用鼠标点击该按钮时会弹出子菜单： 

从左到右依次是氟原子、氯原子、溴原子、碘原子。 

该按钮用于在工作区内从选中的氢原子所处的方向上连接出一个磺酸基。 

该按钮用于在工作区内从选中的氢原子所处的方向上连接出一个氰基。 



该按钮用于在工作区内从选中的氢原子所处的方向上连接出一个氨基。 

4.高级应用技巧 

4.1 删除碳原子 

下面我们以搭建“肼”的分子模型为例，说明“删除碳原子”这

一功能的用法。肼是一种火箭发动机的燃料，分子式是 NH2— NH2。

然而在“模板栏”中并没有氨分子作为初始分子。那么该如何搭建它

呢？ 

首先，创建一个甲烷分子，选择其中一个氢原子，连接一个氨基。

就得到了一个甲胺分子模型。 

 

然后，我们选中碳原子，点击“删除碳原子”命令。于是这个选

中的碳原子就被删除了，包括它上面连接的氢原子，原来的 C-N 键也

断裂了，氨基沿着 C-N 键的方向自动补上了一个氢原子，也就是说，

“删除碳原子”这个操作使原来的甲胺分子变成了氨分子。 



 

接着，选择氨分子上的一个氢原子，连接一个氨基。就得到了肼

的分子模型。 

 

4.2 断裂 

“断裂”是用来使选中的“单键”（C-C、C-O 等，但不包括 C、

O、N、S、H）断开。 

先制作出一个乙醚分子模型。 



 

然后选中氧原子和碳原子之间的单键，使用“断裂”命令。 

 

可以看到，一个乙醚分子经过断裂，得到了一个乙烷分子和一个

乙醇分子。 



4.3 加成 

用于对选中的 C-C 双键，C-O 双键，C-C 三键进行加成。 

首先制作一个乙烯分子模型。（创建一个甲烷分子模型，然后选

中其中一个氢原子，连接一个烯基。）我们使用球棍模型Ⅱ型观察这个

分子结构。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双键结构。选中这个双键，找到“菜单栏”“编

辑”下面的“加成”命令，会弹出“子菜单”，选择“H-OH 加成”。 

 



一个乙烯分子经过“H-OH 加成”得到了乙醇分子。 

4.4 消去 

用于消去当前选中的键上可以消去的原子。 

首先创建一个甲酸分子模型。 

 

选择 C-O 单键，找到“菜单栏”“编辑”下面的“消去”命令，

会弹出“子菜单”，可以看到，在 C-O 单键上可以消去的只有氢原子。

所以我们选择“H-H”。 

 

一个甲酸分子经过了“H-H”消去，等到了二氧化碳分子。 

4.5 羟基脱氢 

首先制作一个乙醇分子模型。 



 

选择羟基上的 C-O 单键。使用“羟基脱氢”命令就得到了乙醛。 

 

4.6 特殊旋转模式 

在前文，我们已经提到了特殊旋转的功能以及使用方法，下面我

们通过一个具体的例子详细说明这一功能的使用方法。 

首先创建一个乙烷分子模型。 



 

点击“工具栏”上的“进入特殊旋转模式”。 

 

然后，选中乙烷分子上的 C-C 单键。 

 

可以看到，乙烷分子的一部分变成了白色，同时在工作区的右边



出现了一个状态条。用鼠标拖动这个状态条，乙烷分子的这一部分就

会旋转。并且在工具栏上会显示出目前旋转的角度。 

 

旋转到需要的角度时，用鼠标点击一下工作区即可完成旋转。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仍然处于特殊旋转模式，需要再次点击一下

“特殊旋转模式”按钮才可回到正常状态。 

 

至此，我们通过“特殊旋转”得到了乙烷分子的一个构象异构体。 

4.7 分子模型库 

使用“三维分子”模块，我们可以搭建大部分有机分子模型，但

是对于一些复杂的无机分子，包括晶体结构，还有有机部分里许多成

环状的结构是目前无法搭建的。为此，在“三维分子”模块中提供了

一个分子模型库，里面提供了许多常见的分子模型，你可以直接打开

观察它们。 



 

只需要点击所想观察的分子模型（可以按住键盘上的 Ctrl 键进行

多选，最多只能同时显示四个分子模型），然后点击“确定”即可。你

同样可以对其进行旋转、缩放以及改变它的显示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