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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技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基础,化学作为现代教育中一门重要学科,其教学需要进行多方面考量。
化学实验是化学教学中十分重要的内容,化学分析实验是化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化学分析实验常会带
来环境污染问题。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化学分析实验产生的环境污染愈发受到人们重视,化学分析
实验室作为研究场所,在建设时需要根据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确保化学实验室的环保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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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the basis of human social progress, and chemistry, as an important subject
in modern education, its teaching needs to be considered in many aspects. Chemical experiment is a very
important content in chemistry teaching, and chemical analysis experimen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emistry, but
chemical analysis experiment often bring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roblem. The environment is the founda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aused by chemical analysis experiments is gett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Chemical analysis laboratories, as research sites, need to be built according to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 ensure the environmental construction of chemical labora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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