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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教学

破解教学困境　提升核心素养
———基于数字化信息系统教学创新应用研究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第一中学(５２８２００)　张建国

　　基于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新理念,创新了基于

数字化信息系统探究教学这种全新的现代化教学

方式,该教学方式在“教”与“学”两方面均取得创新

性突破:在“教”的方面,基于数字化信息系统探究

教学,破解了某些传统实验“实验探究”和“理论探

究”不可兼得的困境,实现高效课堂;在“学”的方

面,基于数字化信息系统探究教学,能够提高学生

的探究能力和创新能力,助力学生学会学习、学会

创新、学会合作,提高学生的实验素养,使学生受益

终生.
为了实现数字化信息系统与高中物理探究教

学整合这个研究目标,制定了“基于数字化信息系

统探究教学”教学策略和教学模式,并创作出可供

观摩学习的示范教学案例,从而让数字化实验系统

真正走进探究教学的课堂.而基于先进教育理念

制订的教学策略,对没有配备数字化实验系统的学

校高中物理新课改都有很好的借鉴价值.

１　问题的提出

１．１　传统实验探究教学的困境

新课改特别注重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而学生

的创新能力培养要通过探究过程来实现,即让学生

在过程中获得体验,形成意识,掌握方法,提高能

力.所以,探究教学模式在现代教育理论中备受

推崇.
科学探究分为实验探究和理论探究,而物理学

科是一门实验学科.其核心概念、规律都是通过实

验总结得出的,所以实验探究在物理探究教学中占

有极大的比重.

１．１．１　传统实验探究教学的困境

很多传统的实验设备,具有简单、直观、易于操

作等优点,但是其用途往往单一,而且需要人工读

数和记录,难以观测快速变化的过程.造成采用传

统的实验设备研究某些复杂问题时,占用理论探

究、理论知识学习的时间,出现“实验探究”和“理论

探究”不可兼得的困境.

１．１．２　数字化信息系统的优势

(１)提高了教学效率

数字化实验室发挥了传感器和计算机的优势,
实现了高精度、高速度和自动化的测量,采集到多

种完整、动态的信息,并且能够对实验数据作出多

维的、综合性的分析处理.这样就把教师和学生从

繁琐的、重复性的劳动中解放出来,集中精力于设

计实验方案、归纳总结、交流信息和从中发现规律.
(２)解决了教学难题

很多传统的实验设备,具有简单、直观、易于操

作等优点,但需要人工读数和记录,难以观测快速

变化的过程,也不便于研究复杂的问题.而数字化

实验室通过高精度、高速度的数据采集,能够实时

记录实验的每一个过程,把转瞬即逝的实验数据记

录下来,高效、直观,便于学生仔细观察,加深理解,
从而轻松解决教学中的难题.

(３)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和研究精神

数字化实验室的开放性和易操作性,提供了一

个良好的环境,激励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自主提

出感兴趣的研究课题,自主进行实验研究.在这个

过程中,学生通过了解和掌握现代实验手段,增强

创新意识,提高实践能力,培养实事求是、严谨认真

的科学态度,养成与他人交流合作的良好习惯,认
真分析误差,对实验方案和实验结果作出评估.总

之,学生的科学素养、动手能力以及探索精神可得

到极大的提高.

１．２　研究背景

１．２．１　国外研究现状

数字化实验室采用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传
感器技术等高新技术,为中学理科实验教学提供软

硬件支持,实现了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的全面整

合.美国、德国、丹麦、荷兰、以色列、日本、韩国等

国家相继推出了各种数字化实验教学系统,并且应

用在各类学校,受到广泛欢迎.据统计,美国、加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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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等国家６０％的中小学生在课堂上使用这类产

品,在物理、化学、生物、地理以及综合科学学科中

开展研究性学习,创新能力不断提高.

１．２．２　国内两大数字化实验系统

(１)友高数字化实验室

目前国内许多科研院所和教育仪器生产企业

在认真研究国际同类产品的基础上,自主创新,开
发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化实验教学系统.北

京师范大学产业总公司教育技术研究所自行研发

的友高数字化实验室,拥有８项国家专利,已经通

过国家教育部组织的专家鉴定.许多教师在使用

后认为,友高数字化实验室贴近教学,好用实用,提
高了教学效率,解决了教学疑难问题,充分开拓了

学生的思维,全面培养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对于中

学理科实验教学而言,无疑是一场新的革命.
(２)朗威数字化信息系统实验室(DISLab)

２００２年,山东远大成为中国教育最发达地

区———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数字化实验教学仪器及

实验器材研究开发的唯一合作伙伴,并与上海教委

教研室、上海风华中学联合组建了上海市中小学数

字化实验系统研发中心.经过７年多的努力,推出

了朗威数字化信息系统实验室(DISLab),依托上

述产品完成的数字化实验分别被上海教委纳入«上
海市中学物理课程标准»«上海市高中物理教材»,
并被国家教育部所属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纳入全国

统一的高中物理教材,开启了中国实验教学领域的

数字化时代.

１．２．３　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许多省市教育主管部门已经明确要

求在学校配备数字化实验系统.
(１)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１日,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北

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８个部门联合印发«北京

市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标准»,其中明确要求每所高

中至少配备２套物理数字化实验室,每所初中至少

配备１套物理数字化实验室.
(２)上海市明确要求所有高中２００６年必须配

置数字化实验室,所有初中选配数字化实验室.
(３)广东、江苏等地教育装备部门也相继要求

所属中学逐步配置该类产品.随着教学改革的不

断扩展和深入,今后其他省市的教育主管部门、各
级各类学校将更加重视这一问题.

正如１０年前的多媒体教室和校校通工程的建

设一样,数字化实验室的建设和推广必将成为我国

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新阶段.

２　解决问题的过程与方法

２．１　研究设计

２．１．１　研究对象:数字化信息系统下探究教学的

教学方式

«高中物理课程标准»实施建议:要重视数字实

验,创新实验方式.数字实验室系统是利用传感

器、数据采集器等收集实验数据,用计算机软件分

析实验数据、得出实验结果的现代化实验系统.数

字实验系统是教育信息化发展的需要,更是学生创

新能力培养的重要方法和手段.利用数字实验系

统可使很多难以测量或难以控制的实验得以顺利

进行,也使很多实验的测量精度大大提高.
建议有条件的地区为学校专门创建数字化实

验室,或引进教师演示用的数字实验系统.学校要

重视引导教师研究数字化实验系统对传统实验的

改进方法,研究数字化实验系统的教学方式,促进

教学手段与方式的现代化.

２．１．２　研究目标:实现数字化信息系统与高中物

理探究教学整合

“将数字化实验室植入探究教学课堂”具有巨

大的优越性,可现实是很多学校的数字化实验室都

处于闲置状态,说明现实中将“数字化实验室植入

探究教学课堂”还存在诸多的困难和障碍.而破除

“数字化实验室植入探究教学课堂”的困难和障碍,
探讨数字化信息系统与高中物理探究教学整合策

略,实现数字化信息系统与高中物理探究教学整

合,就是笔者要达到的目标.

２．２　过程与方法

２．２．１　现状

造成大多数学校的数字化实验室处于闲置状

态.原因有二:一是软件作者不了解学校的真正需

求,软件也缺乏专业测评,造成软件使用不便甚至

无法应用到课堂上;二是教师不知这种全新的现代

化教学方式应采取什么样的教学策略,才能更好地

发挥数字化信息系统的优势.

２．２．２　解决方案

沟通软件公司与学校,充当开发者与使用者的

“牵手人”;制定“基于数字化信息系统探究教学”教
学策略,并创作出可供观摩学习的示范教学案例,
从而让数字化实验系统真正走进探究教学的课堂.

２．２．２．１　测评实验系统,充当软件开发者与学校使

用者的“牵手人”
虽然友高数字化实验系统配备有系统软件和

«数字化实验手册»,但是由于软件的功能缺憾和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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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非专业性,离真正走进探究教学课堂还有很大

的距离.
笔者会同其他高中物理专业教师和实验教师,

用专业的眼光测评了系统所有实验的实验界面,制
订出可行性使用方案,编撰测评报告;并联系友高

公司,对部分软件提出修改建议.

测评报告目录

力学

１．测量滑块下滑过程的加速度

２．弹簧的弹力与伸长的关系

３．斜面上物体受力(重力的分解)

４．研究摩擦力

５．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６．研究小车加速度与力、质量的关系

７．研究失重与超重

８．摆球下摆过程中的机械能守恒

９．滑块沿气垫导轨下滑过程中的机械能守恒

１０．探究动能表达式

１１．研究动量和冲量关系

１２．碰撞中的动量守恒

１３．弹簧振子周期决定因素:探究T－k关系与T－m 关系

１４．用单摆测量重力加速度

１５．向心力公式

声学

１６．观察声音的图像—５１２Hz音叉声波图像与周期

热学

１７．气体等容变化:p－t图线与p－T 图线

１８．气体等温变化:p－V 图线与p－１/V 图线

电磁学

１９．二极管正向伏安特性曲线

２０．小灯泡伏安特性曲线

２１．光电管正向伏安特性曲线

２２．５W和１０W电阻伏安特性曲线

２３．测量电源的电动势和内电阻:２节旧干电池E＝２．５９V、r＝

１．７８W

２４．电磁振荡:随着L、C 的增大,LC 振荡回路周期逐渐增大

２５．影响通电螺线管磁场强弱的因素:B－r、B－I、B－n关系

２６．电磁感应现象:插拔条形磁铁过程中线圈中感应电流图像

２７．自感现象:通电、断电过程中线圈(红)和并联电阻丝(蓝)中

电流图像

２８．电容器充放电过程中的u－t图线(红)和i－t图线(蓝)

２９．观察交变电流图线

２．２．２．２　制定“基于数字化信息系统探究教学”教
学策略,创新教学模式

将数字化实验系统融入探究教学课堂,将出现

一种全新的现代化教学模式.笔者基于数字化信

息系统特点,制定了相应的教学策略.
(１)利用数字化实验系统的高效率,适度增加

教学内容,实现高效课堂;
(２)利用数字化实验系统数据采集和数据处理

自动化、实验结论定量化的优势,采用实验探究与

理论探究融合策略,使学生既经历“科学探究”的全

过程———提出问题、猜想假设、设计实验、数据收

集、分析论证、结论评估,又有足够的时间进行理论

探究和理论知识的系统归纳学习;
(３)利用多媒体教学网络广播系统,便捷分享

各实验小组成果、享受分享和成功带来的喜悦、提
高学生的合作共享意识.

下面,以“运用DIS探究‘导体的伏安特性’”一
节为例,阐述具体的教学策略.

(１)高效课堂

“导体的伏安特性”一节课程标准要求:①观察

并尝试识别常见的电路元器件,初步了解它们在电

路中的作用;②分别描绘电炉丝、小灯泡、半导体二

极管的I－U 特性曲线,对比它们导电性能的特

点,这是采用传统教学手段一课时不可能实现的教

学目标.
而采用传感器和 DIS(数字化信息系统)获取

导体的伏安特性曲线,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不仅

大大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而且增强了学生数字

化、信息化科学意识.
(２)实验探究与理论探究的融合

数字化实验系统实现了数据采集和数据处理

自动化、实验结论定量化,有了定量的实验结论,就
可以自然过渡到理论探究环节,从而实现实验探究

与理论探究的融合.
“导体的伏安特性”一节设计了４个探究环

节———描绘金属导体伏安特性曲线、线性元件与欧

姆定律、、描绘小灯泡(二极管)的伏安特性曲线、非
线性元件与非线性伏安特性曲线的理解与应用,其
教学流程图如图１所示.

图１　教学流程

在图１所示的教学流程中,实验探究环节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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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２组差异化的实验器材———合金丝绕成的５Ω与

１０Ω电阻.在结论评估环节,通过寻找２组不同曲线

的异同,总结线性元件的概念和特点,自然过渡到理

论探究环节二,实现了实验探究与理论探究的融合.
实验探究环节三,也采用２组差异化的实验器

材———小灯泡与二极管.在结论评估环节,通过寻

找２组不同曲线的异同,总结出非线性元件的概念

和特点,自然过渡到理论探究环节四,再次实现了

实验探究与理论探究的融合.
实验探究与理论探究的融合的课堂教学模式

如图２所示.

(３)小组合作、成果分享

本节课采用小组合作形式,使学生通过与同学

的讨论、交流、合作,提高学生主动与他人合作的意

识;通过多媒体教学网络广播系统共享各组实验结

果,享受分享和成功带来的喜悦,提高学生合作共

享意识.

２．２．２．３　创作出可供观摩学习的示范教学案例

按照电学实验、力学实验分类编撰“基于数字

化信息系统探究教学的教学设计”拍摄、制作«基于

数字化信息系统探究教学的教学课例»,创作出数

字化实验室融入探究教学课堂的示范案例见表１.

图２　教学模式

表１　课堂示范案例

类别 课题 发表或获奖情况

电学实验教学设计 运用 DIS探究“导体的伏安特性”教学设计 «物理教学探讨»２０１５年第６期

力学实验教学设计
运用 DIS探究“力的分解”教学设计 «湖南中学物理»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运用 DIS探究“动能表达式”教学设计 «物理教学»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电学实验课例
运用 DIS探究“欧姆定律” 第十九届全国教育教学信息化交流活动一等奖

对电阻的进一步研究 ２０１４年度“一师一优课”活动部级“优课”

力学实验课例

力的分解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度“一师一优课”活动省级“优课”
运用 DIS探究“力的分解” ２０１７年广东省计算机教育软件评审活动一等奖

探究物体运动与受力的关系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度“一师一优课”活动部级“优课”

３　效果与反思

３．１　应用效果

(１)基于数字化信息系统的探究教学提高学生

的探究能力和创新能力

该教学模式不但实现了高效课堂,而且让学生

经历“科学探究”的全过程,在过程中获得体验,形
成意识,掌握方法,提高了探究能力和创新能力.

(２)基于数字化信息系统的探究教学助力“六
个学会”

当代世界各国教育的共同追求———学会生存、
学会关心、学会学习、学会创新、学会合作、学会

负责.
数字化信息系统让学生接触到各种传感器,而

现代科技就是借助各种传感器实现自动化控制的,
这有助于启迪学生发明创新、有助于学生融入数字

化社会;让学生经历“科学探究”的全过程,有助于

学生学会学习、学会创新;小组合作形式,使学生通

过与同学的讨论、交流、合作,提高学生主动与他人

合作的意识.
综上所述,基于数字化信息系统探究教学,可

以很好的达到当代世界各国教育的共同追求———

“六个学会”,特别是其中的学会生存、学会学习、学
会创新、学会合作.

(３)通过数字化实验室提高学生的实验素养

新课改提倡全面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使学生

较为深入地学习物理、化学、生物实验的有关理

论、方法和技能,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实验素养.
主要表现为:激发学生实验探究的兴趣,增强学

生的创新意识,培养学生实事求是、严谨认真的

科学态度,养成交流与合作的良好习惯,发展学

生的实践能力等方面,而数字化实验室可以很好

地达到这些目标.

３．２　反思与讨论:数字化实验系统与传统实验

虽然数字化实验室发挥了传感器和计算机的

优势,但是数字化实验系统不能完全取代传统实验

设备,原因如下:
(１)传感器是指这样一类元件,它能将力、温

度、光、声、化学成分等非电学量按照一定的规律转

化为电学量或者电路的通断,从而便于数据传输和

自动化处理.由于它改变了传统实验设备的工作

原理,所以当我们需要掌握传统实验设备工作原理

时,就要回归传统实验设备.如弹簧测力计、水银

温度计、指针式电压表、电流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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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课程标准规定的学生实验要用传统实验

设备完成.如我们可以用光电门、光电计时器和

数字化实验系统测量小车的加速度,但也必须让

学生掌握用打点计时器通过处理纸带测量小车加

速度这项实验技能.
(３)数据的自动处理与手动处理.在探究教

学的课堂上,数字化信息系统能够对实验数据作

出多维的、综合性的分析处理.使教师和学生集

中精力于设计实验方案、归纳总结、交流信息和从

中发现规律.但是数据的分析和处理,是学生必

备的一项实验技能,所以学生实验的数据一定要

学生动手处理,使学生掌握如何选择坐标参量、如
何选择适当的坐标比例以合理利用坐标纸、如何

描绘实验图线等实验技能.
综上所述,数字化实验系统特别适用于处理

复杂、动态信息的探究教学的课堂.复杂的如寻

求物理量间关系的探究实验,动态的如寻求作用

力与反作用力关系、超重失重、电容器充放电、LC
振荡电路等探究实验.

３．３　发展和完善———数字化信息系统在研究性学

习中的应用

数字化实验室的开放性和易操作性,提供了一

种良好的环境,激励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自主提出

感兴趣的研究课题,自主进行实验研究.在这个过

程中,学生通过了解和掌握现代实验手段,增强创新

意识,提高实践能力,培养实事求是、严谨认真的科

学态度,养成与他人交流合作的良好习惯,认真分析

误差,对实验方案和实验结果作出评估.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０－２２

实验教学

关于人教版物理教材中“盐水浮鸡蛋”的实验探讨

湖 北 省 武 汉 市 光 谷 第 二 初 级 中 学(４３００７４)　黄　坤

湖 北 省 武 汉 市 光 谷 第 一 初 级 中 学(４３００７４)　胡艳红

湖北省武汉市光谷左岭第一初级中学(４３００７４)　陆　安

１　教材中“盐水浮鸡蛋”

人教版８年级下册第１０章第３节“物体的浮

沉条件及应用”中关于“盐水浮鸡蛋”的原文表述如

图１所示.本节是在学习了阿基米德原理,认识了

浮力产生原因的基础上,从知识应用的角度学习物

体浮沉条件的.能根据二力平衡条件和力与运动

的关系描述物体的浮沉条件,并能运用物体的的浮

沉条件说明生产、生活中的一些现象是本节的教学

难点.“盐水浮鸡蛋”实验是教材在本节内容中设

置的第一个实验,并且放在了受力分析的理论推演

之后,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对于该实验的教学创设

有以下几点思考.

２　关于实验教学创设的思考

２．１　教材配图的困惑

对照人教版物理教材,笔者授课到此处时,

图１　教材实验

仔细观察图１时感觉左图中鸡蛋在水中似乎接触

了但又没有接触到容器底部,询问学生也有同感.
教材插图选用蓝色的背景便于对比观察,容器底

部中央用了纸张的白底色想要凸显接触与否,但

是这样的图片处理又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如果

确需这样处理,建议拍摄时角度是否以鸡蛋遮住

白底色更好.基于中考命题的考虑,在课程标准

的引领下,越来越多的命题人倾向于从教材中挖

掘命题素材,物理教材是师生教与学的规范和蓝

本,因此该图多次在以此图为背景的试题中呈现

出来,由于试卷一般都是黑色印刷,如图２所示,
因此就更加容易误导学生,导致学生出现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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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教材配图

２．２　鸡蛋的选择

按照教材的表述,选用新鲜的鸡蛋,因为新

鲜鸡蛋质量最大的,其平均密度也最大,一般约

为１．０８×１０３ kg/m３.通过查阅相关资料知道,
如图３为鸡蛋的内部结构图,鸡蛋大头部位有个

气室,是在蛋壳膜和蛋壳之间形成的,里面的空

气可供鸡胚发育时用.鸡蛋里面７５％都是水分,
可以通过气孔蒸发出来,随着储存时间的延长,
水分会不断蒸发,气室就会变得越来越大,鸡蛋

的密度也就下降了.因此,不新鲜的鸡蛋就可能

会悬浮在水中或漂浮在水面,如图４所示.那我

们能否利用不新鲜的漂浮鸡蛋进行这个实验的另

一番设计呢? 笔者将在后文进行阐述.

图３　鸡蛋内部结构图

图４　鸡蛋的沉浮

由于鸡蛋外壳形状的不规则和内部结构的不

均匀,在将鸡蛋浸入装有水和浓盐水的容器中时,
由于鸡蛋的受力特点以及容器内部液体的运动,容
易导致鸡蛋不能很快静止下来.由于鸡蛋的不断

运动,学生的观察注意力和注意点会发生分散和转

移.因此笔者在进行实验时,通常使用一个食品

夹,通过食品夹很容易将鸡蛋夹住后轻轻的放入到

液体内部,再轻轻的松开后缓慢的取出夹子,鸡蛋

很快就会静止平衡.这样做既缩短了实验时间,也
消除了无关因素的影响.

２．３　实验环节的调整

教材中通过对浸没在液体中物体受到重力和

浮力的分析比较,得出物体浮沉的条件,进而依

据阿基米德原理推导物体的浮沉也可以用物体的

密度跟液体密度的大小来描述,接着通过盐水选

种揭示了原理应用.学生对于物体浮沉判定的思

维意识还停留在不同物体在同一液体中浮沉情况

的分类中,而且经过前面过多的理论推演和分析

过程,略显困倦,对盐水选种有了 “顺理成章”
的接受.此时,为了继续激发学生学习兴趣,顺

利过渡到 “盐水浮鸡蛋”实验中,笔者设计了以

下教学环节.

２．３．１　环节１:从盐水选种过渡到清水选鸡蛋

创设情境:大家知道盐水选种的秘密了,那

想不想知道清水选鸡蛋的奥秘呢? 接下来就是见

证奇迹的时刻.教师在讲台高处平台放置１个装

了水的大号透明水槽,２个分别标记了数字 “１”
和 “２”的鸡蛋,请２位学生上来完成该探究实

验.实验后教师提问:“通过实验现象大家会发现

一个鸡蛋沉底,另一个鸡蛋漂浮,说明２个鸡蛋

的密度不同,到底哪一个是 ‘坏蛋’呢?”此时学

生们发出笑声,被这个实验所吸引,至此教师可

以将鸡蛋的内部结构中气室变大导致密度变小的

知识告诉学生,让学生结合实验现象自行判断.
通过这样的设计环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参与了

知识的构建、促进了能力的形成以及体验了生活

的乐趣.

２．３．２　环节２:好鸡蛋能浮起来吗

创设情境:通过刚才清水选鸡蛋,学生已经

能够通过所学知识正确的解释 “好蛋”和 “坏蛋”
在清水中的沉浮情况.接下来,教师提出问题:
“‘好蛋’能浮起来吗? 如果能,请说出实验检验

的方法,如果不能,又是为什么?”引导学生继续

进行思考、讨论、表达、操作.至此,课堂上无

需教师多说,一切交给学生 “自由发挥”.教师只

需为参与动手验证的学生准备好实验器材:新鲜鸡

蛋、５００mL的烧杯２个、清水６００mL,约３２０g
的食盐１份、约３６０g的食盐１份、抹布、玻璃棒

１个、食品夹１个.实验操作:将２份食盐分别倒

入２个烧杯中,在２个烧杯中分别装入３００mL清

水,用玻璃棒搅拌使食盐溶解形成盐水.将同一

个鸡蛋先后用食品夹夹住浸入容器底部,轻轻松

开并缓慢取出食品夹,观察现象.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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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２０１８年度立项课题“指向核心素养的高中化学课堂‘教－学－评一致性’研究”(项目编号:
DHA１８０４１８)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实验教学

基于核心素养培育的高三化学复习教学研究
———以“铝及其化合物复习”为例

福 建 省 漳 平 第 一 中 学(３６４４００)　陈权富

福建教育学院化学教育研究所(３５００２５)　张贤金

　　 «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 (２０１７ 年版)»
(以下简称 “２０１７年版课程标准”)提出了化学

学科５个方面的核心素养.因此,高三化学复习

教学不应只重视课本知识技能的重现,只重视知

识的归纳总结与系统化,而更应该重视探究意识、
思维能力的提升,以落实发展和提升学生化学核

心素养目标.要落实化学核心素养就需要在化学

复习教学中挖掘教学内容价值,选取真实情境,
创设真实的化学问题,将知识结构化、网络化,
建立思维模型,将真实情境素材与必备知识和关

键能力有机整合,设计实验探究和构建工艺流程

模型等形式的高阶思维活动,使发展核心素养融

合在真实情境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基于此,以高

三化学复习教学,以铝及其化合物复习为例,挖

掘铝及其化合物在化学核心知识中的价值,设计

３个主要教学活动,精选 “无机阻燃添加剂 (氢
氧化铝)” “探究铝元素的两性实验” “由铝土矿

生产铝的工艺流程”等真实教学情境,设计实验

探究和构建工艺流程模型的高阶思维活动.通过

本教学案例研究,提出实施基于核心素养培育的

高三化学复习教学建议.

１　教学设计思路

在铝及其化合物的复习教学中,首先设计建

构性化学学习情境,以一种应用广泛的阻燃添加

剂 (氢氧化铝)为设计情境,引导学生分析物质

的性质和用途,建立铝及其化合物之间转化关系

图,目的是帮助学生建构化学学科的核心概念和

基本观念;其次,设计探究溶液中pH 变化对铝

元素存在形式影响的实验方案,通过实验探究和

问题讨论培养学生高阶思维能力;第三设计真实

工业生产流程,引导学生建构工艺流程模型,利

用模型解决实际问题,从而在本节的学习中掌握

必备知识,发展关键能力,使学生的化学学科核

心素养得到提升和发展.具体教学设计思路见

图１.

图１　教学设计思路

２　教学流程

２．１　创设情境,构建转化图

学生活动:观看无机阻燃添加剂相关视频.
交流研讨:①指出含铝元素的物质,讨论建

立铝及其化合物之间的转化关系图 (见图２);

②运用铝及其化合物之间的转化关系图,用反应

化学方程式和简要的语言解释氢氧化铝的阻燃

原理.
设计意图:创设真实情境,引导学生基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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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铝及其化合物之间的转化关系

验和已有知识建立铝及其化合物之间的转化关系

图.引导学生重新建构铝及其化合物的基本概念

和基本转化,通过认识氢氧化铝在生活生产中的

用途,体现铝及其化合物的价值,增强学生的社

会责任感.

２．２　探究实验,培养学生高阶思维

学生活动:理论计算.
(１)已知:Ksp[Al(OH)３]＝１．３×１０－３３,在

０１mol/LAl２(SO４)３溶液中,溶液pH为多少时可

使Al３＋ 完全沉淀? (注:３
０．１３＝０．５,lg５．０＝０７)

(２)将 １ mol/L 的 NaOH 溶液滴入 ５０ mL
０１mol/LAl２(SO４)３溶液中,当生成的 Al(OH)３
完全溶解时消耗的 NaOH 溶液的体积是多少,并
作图说明.

探究实验:研究溶液pH 变化对铝元素存在形

式的影响.实验装置见图３,实验测得数据见图４.
问题研讨:
(１)用离子方程式解释 a点溶液呈酸性的

原因.
(２)b点到c点pH 变化很小的原因是什么? d

点到e点呢?
(３)铝元素在溶液中存在形式与溶液pH 变化

有什么关系?
(４)分析实验探究得到的实验数据与理论计算

数据有哪些差异? 为什么?
(５)常温下浓氨水(pH 约为 １２．０４)能溶解

Al(OH)３吗? 制备 Al(OH)３ 过程中为什么要用

氨水来沉淀 Al３＋ ?
设计意图:铝及其化合物区别于另外４种常见

图３　实验装置

图４　滴加NaOH溶液体积与溶液pH变化的关系

金属的特点是:Al、Al２O３、Al(OH)３ 既能与酸反

应生成以 Al３＋ 形式存在的铝盐,又能与碱反应生

成一种以[Al(OH)４]－ 形式存在的含铝元素盐,之
所以具备这样性质原因之一是 Al(OH)３ 具有两

性.因此,设计有关“溶液的pH 变化对铝元素存

在形式不同”的探究实验,引导学生结合实验数据

交流研讨有价值的问题.这种“铝三角及有关图像

分析”的复习教学不同于常规课,有利于学生形成

知识源于客观实验事实的观念.

２．３　建构原料到产品工艺流程模型

学生活动:交流研讨.分析以下制备铝单质的

工艺流程,建构原料到产品工艺流程模型.
常见的２种从铝土矿(主要成分是 Al２O３,还

含有SiO２、Fe２O３ 等杂质)制备铝的工艺流程见图

５.已知SiO２ 碱溶时转化为铝硅酸钠沉淀.

图５　铝土矿制备铝的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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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型建构:原料到产品工艺流程模型见图６.

图６　原料到产品工艺流程模型

　　迁移应用:工业上利用水钴矿制备草酸钴晶体

(CoC２O４２H２O)的工艺流程见图７.
已知:①水钴矿主要成分为Co２O３、Co(OH)３,还

含有少量Fe２O３、Al２O３、MnO等杂质;②浸出液含有

的阳离子主要有 H＋、Co２＋、Fe２＋、Mn２＋、Al３＋ 等;③当

金属离子浓度为０．０１mol/L时,以氢氧化物形式沉淀

时溶液的pH(见表１).

图７　制备草酸钴晶体(CoC２O４２H２O)的工艺流程

表１　金属离子以氢氧化物形式沉淀时溶液的pH

沉淀物 开始沉淀时溶液的pH 完全沉淀时溶液的pH

Fe(OH)３ ２．７ ３．７

Fe(OH)２ ７．６ ９．６

Co(OH)２ ７．６ ９．２

Al(OH)３ ４．０ ５．２

Mn(OH)２ ７．７ ９．８

　　交流研讨:
(１)列出过程中钴元素的主要存在形式;
(２)指出主要操作步骤原理和作用,讨论各步

加入试剂的目的;
(３)综合分析各步的化工生产条件,写出主要

转化的化学方程式.
设计意图:通过构建工艺流程模型和迁移应用

等活动,让学生掌握基本知识和技能,掌握化工工

艺流程题解题的一般思路和方法.能运用离子反

应、化学平衡分析解决化工生产问题.通过高阶思

维活动建构工艺流程模型,设计真实情境迁移应用

提高模型认识水平,促进学科核心素养的有效

发展.

３　教学反思与建议

２０１７年版课程标准提出了５个维度的化学学

科核心素养,将基本知识技能学习、化学思想观念

建构、科学探究和问题解决能力结合起来,回答了

“教什么”“怎么教”的问题.本教学案例,不仅帮助

学生重建铝及其化合物转化关系图,还培养学生科

学探究和证据推理等化学学科核心素养,是基于核

心素养培育的高三化学复习教学案例.因此,结合

本案例就高三化学复习教学,提出以下几点教学

建议.
３．１　善于构建主题,突出核心概念

根据２０１７年版课程标准设置,构建合适的主

题,实现从知识到核心素养的转化.如本案例中铝

及其化合物复习教学的主题,设计３个活动.第

一,设计情境重整铝及其化合物转化关系图和基础

知识网络;第二,设计溶液中pH 变化对铝元素存

在形式影响的实验探究,突破铝及其化合物的教学

难点,提升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第三,设计工艺流

程模型,巩固相关内容,达到迁移应用知识的目的,
提升学生化学学科核心素养.
３．２　充分挖掘教学内容中特定价值,创设真实情境

这是高三化学复习有效教学的关键.既要有

建构性的化学学习情境,如本案例中“无机阻燃添

加剂”和“探究溶液中pH 变化对铝元素存在形式

的影响实验”,又要有迁移性的化学学习情境,如本

案例中“工艺流程模型的迁移应用”.同时,结合科

学、技术、社会和环境问题的解决过程,实施教、学、
评一体化的复习教学活动.
３．３　落实核心素养目标,优化教学主线

要明确教学内容主题和学习任务,结合真实

情境,设计有价值的问题和教学评价.从核心知

识、真实情境和核心素养３个方面设计教学主线,
对一节课进行整体规划.如本案例中通过 “无机

阻燃添加剂”建构铝及其化合物转化关系图,主

要是落实 “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素养;通过

“探究溶液中pH 变化对铝元素存在形式的影响实

验”,主要是落实 “科学探究与创新意识”素养;
通过 “构建工艺流程模型和迁移应用”,主要是落

实 “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素养.基于核心素养

培育的化学复习教学设计与实施,使高三化学复

习教学不再是 “炒冷饭”式的教学,不再是只有

知识的归纳整理,也不再是讲练的简单结合.提

高了高三化学复习的有效性,更好地完成 “立德

树人”的根本任务.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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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教学

充分挖掘教材内容　大胆实施拓展实验
———以“钠的性质”教学为例

安徽省临泉县实验中学(２３６４００)　李振明

　　新课程理念下,化学实验的功能应由激发学生

积极的接受学习转变为促进学生主动的探究性学

习.现代教学论中强调:“教教材”是照本宣科,其
结果是教师“死”教,学生“死”学;“用教材”是需要

教师结合学生实际和学科特点,充分挖掘教材内

容,并能有效地实施于课堂教学之中.在化学实验

教学中,要积极引导学生进行发散性思维,能对某

一问题进行多角度和多元化地思考,从而体现实验

教学的创造性以及学生为主体的能动性.“教为不

教,学为创造”的教学理念,正是我们化学教学的价

值追求.
在当前的教育资源中,借助于多媒体和信息化

技术,向学生进行实验情境的再现,这是目前大部

分省示范高中教学设备能够达到的.但这些视频

录像实验给学生的印象不够深刻,替代不了教师在

课堂上给学生所做的演示实验以及学生亲自动手

实验.同时,作为一线教师,只是照本宣科按照课

本演示实验进行,不作适当拓展,体现不出化学实

验教学的创造性和探究性.下面,笔者结合“钠的

性质”教学实例,谈一些自己的感悟.

１　大胆实施拓展实验,激发学生学习

兴趣

作为一线教师,首先我们要敢于突破固有的教

学思维模式,对教材内容做到充分了解.在与一些

新进教师进行课堂教学交流中,笔者能够感受到他

们的困惑,他们总是预设这节课教师讲多长时间,
学生讨论多长时间,做实验会花多长时间.殊不知

课堂教学过程是一个动态化的过程,我们的教学过

程不应该固化.高中化学课程标准明确指出:化学

实验对全面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有着极为重要的

作用.化学实验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
创设生动活泼的教学情景,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化

学知识和技能,启迪学生的科学思维,训练学生的

科学学习方法,培养学生的科学态度和价值观.化

学学科的课堂应是以实验为基础的课堂,对教材中

的实验在进行常规操作的同时,还应大胆实施拓展

实验,进一步激发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
在“钠的性质”研究中,鲁科版必修１的教材上

是这样描述的:“用镊子将金属钠从试剂瓶中取出,
用滤纸将其表面的煤油吸干,在玻璃片上用小刀切

下一小块钠(黄豆粒大小)”.在进行演示实验前,
笔者切割了２小块大小相同的钠块,一块按课本教

材上的要求用滤纸将表面煤油吸干,另一块未用滤

纸吸干,然后分别投入盛有水的２个大烧杯中.除

了常规的现象相同以外,学生惊奇地发现在一个大

烧杯中的水面上出现了火星(后来让学生亲自实

验,甚至在水面上出现四处游动的火球).实验后

学生兴趣高涨,笔者趁势向他们提问出现这种现象

的原因,学生也很快分析了产生不同现象的主要

原因.
在这个实验教学过程中,笔者进一步进行拓展

实验:如果将钠投入到煤油和水的混合液中,会出

现什么现象? 并鼓励学生动手操作实验.如图１
所示,在１个２５０mL的大试管中下半部加入水,
在水中滴几滴酚酞,试管上半部加入煤油.在橡胶

塞的２个孔上装入长颈漏斗和尖嘴玻璃导管.切

几块钠放入大试管中,迅速塞上橡胶塞.我们看到

的现象是钠在煤油与水的界面上跳舞.经过这样

改进,学生能够将实验装置拿在手上去观察钠与水

的反应,实验很安全,现象也很明显,同时也可以说

明钠的密度比水小但比煤油大.
我们知道钠与水反应会产生氢气,有的学生会

忍不住问:“你怎么知道产生的是氢气,不是氧气

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氢气的爆鸣实验.在

尖嘴管处再连接一个尖嘴管,将尖嘴管通入装有肥

皂液的表面皿中,这样就会产生一些肥皂泡,用火

柴去点燃肥皂泡,听到爆鸣声,说明产生的气体是

氢气.实验内容的改进,拓宽了学生的视野,活

用基础知识,在提高学生综合能力方面有一定的



１４　　　 中小学实验与装备２０１９年第６期 第２９卷

引导作用.加强了化学学科与其他学科的联系,
能有效促进学生主动参与及思考,对更好地发挥

化学实验在培养学生实践能力方面有一定的促进

作用.

图１　改进实验

２　大胆实施拓展实验,解决学生疑惑

学生学习化学知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对
高一新生而言,高中化学的学习,往往会出现许多

有疑问的地方.这就需要教师实施拓展实验,解决

学生疑惑.例如:在“钠的化学性质”的学习中,笔
者引导学生思考:“将１小块 Na投入到 CuSO４ 溶

液中,Na可以将 CuSO４ 溶液中铜元素置换为 Cu
吗?”绝大部分学生回答可以,少数学生未回答,个
别学生回答不行.究其原因,这可能受初中化学教

师的影响,使他们的认识已形成定势思维:“活泼金

属可以置换出不活泼金属”.在鲁科版课本教材

中,课后习题出现这样的讨论,而课本内容却无相

关演示实验,这就需教师在这方面进行拓展实验.
当笔者给学生进行演示时,学生观察到有蓝色絮状

沉淀而无Cu产生时,对他们的定势思维带来极大

的冲击.在此基础上,笔者向学生提出问题:“为什

么产生Cu(OH)２ 而不是Cu单质呢?”然后让他们

交流讨论,并写出化学反应方程式,从而对金属之

间置换反应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

３　大胆实施拓展实验,突破思维难点

鲁科 版 必 修 １ 课 本 教 材 中 的 活 动 探 究 内

容———金属钠与氧气反应的实验,实验目的让学生

认识条件控制在实验研究中的意义.通过实验演

示,明确了在加热条件下生成的是淡黄色过氧化

钠,常温下氧化生成白色的 Na２O.而对于 Na２O２

的性质只是给了与 H２O 与 CO２ 反应的２个化学

方程 式,没 有 相 关 的 演 示 实 验,这 对 学 生 理 解

Na２O２ 的性质是不够的.在对比 Na２O 和 Na２O２

性质的基础上,笔者拓展了 Na２O２ 的性质实验内

容,让学生动手操作以下３个实验.

实验１:向滴有２~３滴酚酞的水中加入少量

Na２O２ 粉末.
实验２:向包裹适量 Na２O２ 粉末的棉花团中,

滴加３~５滴水.
实验３:向包裹适量 Na２O２ 粉末的棉花团中,

通过导气管缓慢地吹气.
通过 上 述 演 示 实 验,学 生 发 现 实 验 １ 中,

Na２O２ 与水剧烈反应,产生大量气泡,溶液变红,在
学生惊奇的目光注视下,溶液中的红色很快消失,
从而引起学生极大的困惑和思考,这时笔者趁势给

予适当的解释和引导.在实验２中,为了验证脱脂

棉燃烧的助燃气体为反应生成的 O２,笔者想将包

裹有 Na２O２ 的脱脂棉球用塑料皮纸将其包裹密封

后浸入CCl４ 中,在隔绝空气的条件下让 Na２O２ 与

H２O反应点燃脱脂棉(见图２).学生更惊讶的是

看到加入几滴水后,棉花团燃烧起来了,实验的结

果突破了学生的习惯思维,让学生明白“水不仅可

以灭火,适当条件下也可以起火”,更让学生直观理

解了 Na２O２ 与水的反应是一个放热反应.实验３
让学生理解了生活中处处存在化学问题,让学生体

验到学习化学的乐趣与奇妙,感悟出“纸上得来终

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道理.

图２　Na２O２ 与H２O反应

总之,教材资源是培养学生人文素养的重要途

径,也是一种特殊的知识载体.教材对于帮助教师

实施教学,学生完成学习,促进学生有效发展起着

关键性作用.因此,充分挖掘课本教材内容,对教

材中实验内容进行有效拓展,以发挥教材的最大效

能,对促进学生理解化学基础原理,形成正确化学

思维,培养学生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会起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作为化学教师,更应站在教

学的制高点,敢于创新,勇于突破,以多变的思维和

多元化的视角带给学生更多的惊奇和思考.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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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教学

中学物理实验说课内容的表述与需要注意的问题

湖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４３００７１)　许晓林

湖北省武汉市第三中学(４３００５０)　张　欣　李　涵

　　实验说课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一项大型教研

比赛活动.从２０１３年开始,至今已成功举办了７
届.笔者有幸作为湖北省物理实验说课的评委,参
加了２０１８年度和２０１９年度的湖北省物理实验说课

的评审工作.近几年湖北省物理实验说课活动成绩

不理想,虽然今年有所突破,但相比其他学科差距还

很大.笔者通过研究其他学科案例,认真学习全国

中小学实验教学说课评价标准和其他选手的获奖作

品,有一些心得体会,供一线初、高中物理教师参考.

１　实验说课的目的

说课是一种教研活动形式,是集体备课的一部

分,说课就是把上课前的教学设计通过语言和适当

的示范向同事们展示,因此,说课听众是老师而不

是学生.
物理是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物理教学离不开

实验教学,物理实验说课是专门针对教学过程中的

实验教学进行说课,是对某一个实验教学或某几个

实验教学进行说课,而不是对某一章内容、某一节

内容教学进行说课.
通过实验说课,可以提高学生对实验教学的认

识.加强物理实验教学,可以使学生更容易建立物

理概念,加深对物理规律的理解,促进物理学科核

心素养的发展.模型构建、质疑创新等物理学科核

心素养要素的提升,离不开通过物理实验创设物理

情境;证据、解释等物理学科核心素养要素的培养,
离不开实验教学过程.只有通过规范的实验过程,
才能培养学生的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通过物理实验,还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
让学生更喜欢学物理.事实证明,让学生尽可能多

的做实验,观察实验现象,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实

验能力,而且可以提高学生的考试成绩.
通过实验说课,可以让一线教师能更加深入理

解课程标准.对实验的要求,新课程标准指出:应
创造条件,尽可能多的让学生进行实验,充分利用

教育资源,进行实验教学,充分利用身边的物品进

行实验,改进实验仪器,提高实验效果.
通过实验说课,可以促进一线教师专业化成长.

一堂课的教学效果较大程度上决定于实验的效果和

实验的教学方式.实验说课,一方面为青年教师改

进实验仪器、创新实验教学方式提供了展示才华的

机会;另一方面为观摩的教师提供学习素材,让更多

的教师参与到实验说课这项教研活动之中.

２　实验说课的内容

实验说课应从实验教学目标、实验方案设计、
实验操作要领、实验数据处理、实验教学过程等５
个方面进行呈现.

２．１　实验教学目标

实验教学目标是课堂教学中有关实验教学所

要达到的目的和要求,它不同于课堂教学目标,是
课堂教学目标的一部分.与课堂教学目标一样,实
验教学目标需要通过教材分析和学情分析来确定,
因此,实验说课首先要进行教材分析和学情分析.

这部分内容应包括如下要点:①通过教材分析

和学情分析,选择某个实验、改进某个实验、创新某

个实验及理由;②在教学过程中,运用这个实验可

以达到的教学效果;如通过此实验有利于相关知识

内容的建立和理解,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某些能力;

③罗列通过本实验教学能达到的目标等.

２．２　实验方案设计

首先,表述所选择、改进、创新实验的实验原理

或实验方案.如测小灯泡的电功率的实验原理是

欧姆定律,验证动量守恒定律可采用让２个小球在

斜面的底端碰撞,测出它们做平抛运动的水平距离

来进行验证的方案.
其次,要明确指出研究对象.如测小灯泡的电

功率的实验研究对象是小灯泡,验证动量守恒定律

如果采用让２个小球在斜面底端碰撞的方案,则研

究对象为放在斜面底端的２个小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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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分析所选择的实验仪器(装置)与课本上

原有实验中的实验仪器(装置)有哪些创新,并对所

选用的主要仪器或装置作适当的介绍,包括它们所

采用的原理.

２．３　实验操作要领

主要介绍实验仪器与装置的布置、连接与调

整,实验观察的内容与数据获取方式方法等实验操

作步骤,还要强调实验操作注意事项,包括注意实

验者的安全和实验仪器的安全.

２．４　实验数据处理

如果是定性实验,则主要陈述实验过程中出现

的现象,或记录这些现象的措施,分析这些现象得出

结论,并通过与课本上的实验对比来说明实验效果.
如果是定量实验,则主要陈述实验数据的记录方式,
如具体的实验数据记录表格等;如何分析这些实验

数据得出实验结论,并进行简单的误差分析等.

２．５　实验教学过程

主要说明本实验教学将采用什么教学方式进

行教学,是采用启发式教学、探究式教学、讨论式教

学、还是参与式教学等,并简述具体的教学过程,即
教师将做哪些活动,安排学生做哪些活动等.例如

“探究杠杆的平衡条件”,如果采用科学探究教学方

式,教师首先通过创设的跷跷板情景,让学生先想

一想,影响杠杆的平衡可能与哪些因素有关? 然后

提出问题:动力、动力臂、阻力、阻力臂之间满足什

么条件时,杠杆在才会平衡? 学生通过讨论后可能

得出:影响杠杆平衡的因素可能与力、力臂有关.
接着,教师引导学生讨论并展示设计方案后,教师

进行完善,并介绍器材的作用及使用方法.根据设

计的实验,学生亲自动手,实际操作,探究杠杆的平

衡条件.教师指导学生完成分组实验,各小组探究

过程如下:①探究杠杆在水平(非水平)位置平衡;

②探究杠杆拉力在(非)竖直方向平衡;③探究曲臂

杠杆的平衡;④探究各种情形下杠杆的平衡.各小

组进行实验并记录数据,改变力和力臂的数值,再做

３次实验.请各小组学生展示实验过程.数据测量

完毕,教师引导学生展开讨论,杠杆在平衡时,动力、
动力臂、阻力、阻力臂之间满足什么条件? 最后,教
师引导学生对测量数据进行讨论,学生交流、发言,
得出杠杆的平衡条件是:动力×动力臂＝阻力×阻

力臂,即公式表示为:F１L１＝F２L２.
还要说明,通过这一实验教学突破了教材中相

应的哪些重点内容或难点内容,与采用课本上的实

验进行教学相比有哪些亮点和创新,还有哪些不足

和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

３　实验说课应注意的问题

３．１　详略要得当

因为我们说课面对的是教师,而不是学生,因
此没有必要事事处处都说得的非常详细.如实验

教学目标,一定要简明扼要,实验教学过程也没有

必要把课堂教学的实际过程复制过来.
实验方案设计,实验操作和实验数据处理,如果

是改进或创新的内容,就需要详细的表述.如果是教

师们比较熟悉的内容,则只需要简洁明了的说明.

３．２　表述与现场操作相结合

实验操作和实验数据处理,最好能边表述边操

作.通过现场操作,可以说明所改进和创新的实验

操作切实可行,实验现象和实验数据容易获取,而
且这些内容也是教师所重点关注的内容.

３．３　注重科学性和严密性

实验的改进和创新一定不能犯科学性错误,不
能有不严密的地方.在实验的改进和创新的过程

中,要充分考虑各种因素,不要顾此失彼,要在理论

上反复推理和论证.要通过校本教研的形式,充分

发挥教师的集体智慧,群策群力,确保实验的科学

性和严密性.

３．４　表达要清晰准确

要用普通话进行表述,要注意语音语调,要抑

扬顿挫.语速不能过快,要让观摩的教师有适当的

思考时间.多媒体上的文字不能过多,不能看着多

媒体朗读,或背诵多媒体上的内容.要有适当的解

释和说明,要有适当的肢体语言,最好与听众有适

当的眼神交流.

３．５　注重亮点与创新

本实验说课活动特别强调对实验的改进与创

新,以及实验教学方法的创新.创新是本实验说课

活动的重点和亮点,完全按照课本上的实验进行说

课,要在省级以上的比赛中获奖是比较困难的.
笔者认为,改进的实验与课本上的实验相比,

至少应该达到如下之一的效果:①实验现象更加明

显;②实验数据更容易获取;③实验操作更方便;

④实验教学更有利于物理概念、物理规律的建立;

⑤涉及的实验原理或方案设计更简单易懂;⑥实验

结果更加精准(即实验误差更小).
无论是实验的改进,还是实验的创新,都应建

立在一线实验教学的研究上,通过校本教研进行改

进或创新.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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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教学

立足四个维度培养学生自主实验探究能力

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教育局(７３４０００)　马婧怡　王幼华

１　前言

据调查显示,中国留学生学习成绩往往比一起

学习的外国学生好得多,然而数年以后,取得的科

研成果却比人家少得多,原因就在于外国学生思维

活跃,动手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特别强.数学

是一门抽象的基础学科,而小学生的思维又是以具

体形象思维为主的,显然,数学学科的特点与小学

生的思维特点是矛盾的.要解决这个矛盾,在数学

教学中,就要加强教师的直观演示和学生的动手操

作教学,以帮助学生获得清晰的表象,为学生的创

新思维发展做好铺垫.«数学课程标准»更是指出:
“有效的数学学习活动不能单纯地依赖模仿与记

忆,动手实践、自主探索与合作交流是学习数学的

重要方式.”因此,动手操作实验教学对培养学生的

核心素养具有重要的意义.

２　“讲、做、思、创”相融:数学实验的

价值追求

数学实验是指学生为解决某个数学问题、检验

某个数学结论或思想而进行的探究、发现、思考、分
析、归纳等思维活动.这种实验操作教学,表面上

看是教师在“讲”、学生在“做”,但这种“讲”和“做”,
不是机械地根据教师或学生的预设方案按部就班

地走流程,也不只是如何教学生把抽象的、深奥的

数学问题通过实验的形式还原成直观的、简单的问

题,从而促使学生理解某种数学概念、解决某个数

学问题.在这个过程中蕴含着学生思维的生长点,
积聚着学生数学素养自然生长的力量,是“讲、做、
思、创”４个维度相伴相生的、自主探究的具体认知

过程.

２．１　“讲”与“做”相伴

数学实验教学离不开教师的“讲”和“导”,更离

不开学生的“做”,否则实验教学就会沦为无源之

水、无本之木.然而观察发现,有些教师在数学实

验教学中为了节省时间或追求所谓的“完美”,而将

“做实验”异化为“演实验”“或“讲实验”,学生对为

什么要实验、怎样进行实验以及实验所达到的预期

效果等都缺乏深度的思考,更谈不上“使学生获得

切实的情感体验和发展学生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
了.这种剥夺学生主观能动地位,流于形式的数学

实验教学贻害无穷.数学实验教学离不开教师的

“讲”和学生的“讲”.教师讲,就是要讲清实验目

的、实验要求、注意事项等,从而启发诱导学生发现

问题、提出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为顺利实施

实验过程作好铺垫.数学实验教学中的“讲”,还包

括学生的“讲”,在教师循循善诱的启发诱导之下,
学生发现了什么,提出了哪些有价值的问题,通过

小组合作探究,制定了哪些实验方案,以及实验的

结果如何等,这些都需要学生“讲”出来,在交流分

享中不断修正自己的实验方案和实验结果,发展学

生的创新思维.
当然,数学实验教学更离不开学生的“做”,学

生通过“做”,将实验内容中蕴含的数学知识、数学

思想等本质内涵发掘出来,这种发现需要学生在

教师指引下的积极思维.不难看出,数学深度实验

教学,需要教师“讲”与学生“做”相伴而行,学生在

数学实验活动中不断积累经验,在教师的启发“讲”
解中思维得以持续升华.

２．２　“做”与“思”相融

“做”泛指数学实验探究过程中的一切动手实

践活动;“思”则是指学生实验过程中的一切思维活

动.根据发生时间和任务的不同可分为３个阶段,
分别是探究前的发现问题与猜想假设,探究中的主

动建构与分析综合,探究后的总结交流与反思提

升.霍姆林斯基指出:“手和脑之间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手使脑得到发展,使它明智;脑使手得到发

展,使它变成思维的工具和镜子.”可见动手与动脑

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虽然当前飞速发展的信

息技术为虚拟实验教学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和

极大的便利,但依然代替不了学生手脑并用的意义

建构过程.因此,只有“做”与“思”相互融合,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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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小学数学实验探究教学更有价值.

２．３　“思”与“创”相长

创新是思考的积淀.当下数学实验教学过程

中,依然存在诸如死记硬背实验结果、简单模仿操

作规程等不重视学生思维训练的陈旧学习方式.
因此,数学实验教学中调动学生思维的有效参与是

我们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即从传统的、纯粹的知

识认知转向全身心投入的体验感悟学习,使学有所

“思”,“思”有所“创”,“思”与“创”相生相长,才能促

进学生心智健康发展.小学生经过几年的学习,已
经具有了初步创新的知识、技能和方法,教学中要

留给学生广阔的自主探索时空,让学生把自己学到

的东西自由表达或创造出来.只要这样,学生才能

始终保持激情、坚持自信、勇于创新,才能敢想、敢
说、敢做,勇于求真.

３　 学 生 自 主 探 究 的 实 验 课 堂 教 学

策略

３．１　让学生自主发现问题

美国著名学者布鲁巴克指出:“最精湛的教学

艺术,遵循的最高准则就是让学生自己提问题.”发
现问题是学生自主探究的起点和动力,也是思维活

动中最重要的环节,没有问题的思维是肤浅的、被
动的.那么,数学实验课堂教学中怎样让学生自己

发现和提出问题呢?

３．１．１　在教材中发现问题

小学生思想活跃、求知欲强,对教材充满着天

然的好奇心,这就是问题意识的种子.小学数学教

材在编排时充分考虑了儿童的这一特点,设计了图

文并茂、形象直观的教学内容情境图和“兔博士”
“淘气”“奇思”“笑笑”(北师大版)４个卡通形象,引
导学生自主提问和学习.因此,在实验教学中,我
们要鼓励学生大胆提问、质疑,“多一些允许,少一

些责难”,让问题意识的种子在民主和谐的氛围中

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例如学习“圆的面积”实验探

究时,教师只需稍加引导,学生很自然地就想到了

“什么是圆的面积、圆的面积和周长一样吗、圆的面

积跟什么有关、怎样求圆的面积”等有价值的数学

问题,并激励学生开动脑筋去探求答案.

３．１．２　在生活中发现问题

数学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生活是学生发现问

题的源泉,学生能从生活实践中发现问题,恰恰反

映了学生对生活的体验和感受,以及对当前数学知

识产生、发展过程的理解和应用程度.例如,学生

通过现场操作探究,理解了“三角形具有稳定性、平

行四边形容易变形”的特点后,还要引导学生从数

学的角度来观察生活中的常见现象并提出问题:
“为什么通信用的铁塔、自行车的支架等都要做成

三角形,而校门口的移动伸缩门出现了许多平行四

边形?”学生正是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在学习,才会

成为一个善于思考、独具个性的学习者.

３．１．３　在求解中发现问题

每个学生都是一个可爱的“小问号”:“为什么

夜晚向着路灯移动,人的影子会越变越短? 为什么

圆锥的体积只有等底等高圆柱体积的１/３? 为什

么大小不同的圆的周长与直径的商是一个固定的

数?”实践证明,学生只有带着问题去动手实验、自
主探究,得来的知识结论才会理解的更深刻,掌握

的才会更牢固.因此,在数学实验教学中必须加强

对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

３．２　让学生自主提出猜想

猜想是建立在事实和已有经验基础之上的一

种假定性推测和解释,是科学探究的重要步骤.从

某种意义上说,猜想是一种难度较大、跳跃式的创

造性思维.

３．２．１　根据已有经验进行猜想

学生进行有效的猜想与假设往往是他们根据

已有的知识和生活经验对要研究的问题进行缜密

思考后做出的尝试性推测.一个学生一旦对某个

问题或结论作出某种猜想,他就把自己与该问题紧

紧连在一起,他会迫不及待地想通过观察、实验、演
算、分析、求助等多种手段来知道他的猜想正确与

否.因此,实验教学中我们应引导学生充分利用学

生自己的生活经验进行猜想.

３．２．２　根据实验情境进行猜想

有效猜想的产生与存在依赖于具体的情境,伴
随着课堂各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产生或消

失.因此,在数学探究教学中,教师要借助现代教

育技术的强大功能,面向全体学生创设真实的、富
有挑战性的、开放的问题情境,努力激活学生强烈

的求知愿望,让他们在直观形象的实验情境中得到

启发和暗示,从而促使他们在观察中大胆提出自己

的猜想与假设,诱导学生深度思维,积极主动发现.

３．２．３　利用科学分析法进行猜想

小学数学教学中常用的科学分析方法有:类比

法、观察分析法、反向推理法、因果判断法等,教师

利用这些方法引导学生进行猜想假设,能起到化难

为易、化抽象为具体的神奇效果,并能使学生获得

科学的研究方法,养成科学探究的态度,猜想假设

的水平也会得到相应提高.例如,学生根据２的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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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特征类比猜想出５的倍数的特征;学生根据平

行四边形面积计算公式的推导方法类比猜想圆的

面积计算公式的推导方法等.学生运用类比法进

行猜想,关键在于教师要让学生能通过观察比较、
分析综合、归纳概括等思维方法,发现探究问题之

间的相似点,形成清晰的思维脉络,猜想假设才能

顺利进行.

３．３　让学生自主设计实验

学生自主设计实验方案是实验教学的重要环

节,一个正确、详细、周密的实验方案,决定着实验

的成败和学生三维目标的达成程度.因此,在教学

中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通过小组合作自主设计实

验方案.这既是实现教学活动由“教”向“学”转变

的重要手段,又是培养学生独立开展实验探究能力

的重要途径.

３．３．１　实验构思要以落实猜想假设为要点

小学数学实验方案设计的目的是用来验证猜

想假设的.因此,教师在引导学生自主进行实验方

案预设时,要以学生课前提出的主要猜想为中心,
进行大胆缜密思考与设计.教师此时的主要职责

就是为学生设计实验方案提供即时的指导、示范、
帮助和解疑答惑.科学就是在不断地进行猜想、验
证、修正猜想,再验证、再修正如此往复的过程中得

以发展的.

３．３．２　实验步骤要以实现研究目标为要点

无论是简单的验证实验,还是稍复杂的探究性

实验,教师在实验前所创设的实验探究情境、学生

所发现的问题、提出的各种猜想假设,以及熟悉各

种实验材料等,都是为学生自主制定切实可行的实

施方案做准备的.再加上学生为弄清实验原理和

需要的实验器材进行的小组讨论交流,一般来说,
学生头脑中都会浮现出清晰的实验方案和实验步

骤.如果学生还有疑惑,那么教师就要用通俗易懂

的语言给学生讲解,让学生将实验目标、实验步骤

和安全事项等有机结合起来,以取得良好的实验

效果.

３．３．３　实验表格要以准确收集信息为要点

表格是实验数据呈现的一种重要方式,记录表

格的形式多种多样,如数据对比表、实验过程记录

表、实验报告表格等.为了提高实验效果,教师需

要指导学生编制实验表格或课前教师自己编制好

简洁明了、方便实用、便于统计和分析的实验记录

表格供学生使用.

３．４　让学生自主进行实验

一个好的教师不是向学生奉送真理,而是教学

生怎样去发现真理.学生自主动手实验是自主学

习的重要方式,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

能力.

３．４．１　操作的规范性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实验探究中,教育

学生不能随意更改操作程序或要求,轻则导致实验

失败,重则可能给自己或他人带来伤害.

３．４．２　观察的准确性

观察的准确是确保观察质量的重要条件.因

此,无论是观察实验现象,还是测量数据,都要做到

正确无误.例如,在“圆的面积”公式的推导实验教

学中,将圆平均分成若干份,无论是拼成一个近似

的平行四边形、长方形、还是三角形,学生都需要仔

细观察出变化前后什么变了,什么没变,怎样变的?
只有观察准确,学生才能真正理解圆面积计算公式

的来龙去脉,才能融会贯通.

３．４．３　记录的真实性

这里讲的实验记录主要指实验结果和分析与

讨论等内容的记录.实验记录是学生探究的足迹,
也是教师客观评价小组学习的重要依据.因此,实
验记录必须做到真实、及时、准确、完整,防止遗漏、
张冠李戴和随意涂改.如果出现实验结果和自己

的猜想不一致的情况,教师要潜移默化地向学生渗

透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严禁学生伪造和编改数

据,使学生明白客观真实记录实验数据在科学研究

中的重要意义.

３．５　让学生自主分析总结

从学习提升的角度讲,实验结束后,教师还要

引导学生充分利用实验所取得的数据或相关事实

材料自主进行分析总结.

３．５．１　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归纳

实验收集来的数据,大多是原始的甚至是杂乱

无章的,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从这一大堆杂乱无章

的数据中提炼有用的数学信息进行分析,直至找出

数据中的规律.例如,长方体的体积教学,学生分

组用棱长１cm 的小正方体摆出不同的长方体,最
后通过对比分析,学生发现长方体的体积与长方体

的长、宽、高之间的关系,验证了自己猜想的正

确性.

３．５．２　用数学语言对规律进行表述

学生通过小组讨论交流发现了规律,还要引导

学生用数学语言对其进行表述.例如,梯形的面积

用文字表述为:梯形的面积＝(上底＋下底)×高÷
２;字母式的规律可表述为:梯形面积用S 表示,上
底用a表示,下底用b表示,高用h表示,其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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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S＝(a＋b)h/２.无论哪种表述方法,只要能客

观准确地概括所发现的实验结果就行,切勿提高

难度打击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３．５．３　对实验猜想假设的验证提升

分析总结既是对实验猜想假设的验证提升,
又是学生对自己经历猜测、观察、实验、推理、演算

等科学研究活动过程的一次大总结、大发现,其间

渗透着学生思维碰撞的火花,对培养创造性人才

具有深远的意义和不可估量的作用.

４　结语

综上所述,小学数学实验探究教学的价值在

于立足“讲、做、思、创”４个维度,引导学生自己发

现问题、自主提出猜想、自主设计实验、自主开展

实验、自主分析总结,让学生学会自主探究,促进

学生自主探究能力和数学素养不断提升.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０－０７

实验教学

例谈科学探究的层级分析与教学切入

甘肃省玉门市第一中学(７３５２１１)　罗建义

１　基本型实验探究,培养学生实验器

材的使用、操作及实验能力

基本型实验探究是对高中学生学习生物实验的

最基本要求,包括学习和使用显微镜、放大镜等目视

光学器件.熟悉烧杯、试管、培养皿等实验器具并正

确运用.还包括基于给定的实验方案,学生能够完

成相应的实验操作、现象观察,并能以文本、图表的

形式记录或处理实验数据,得出正确的实验结论等.
人教版生物教材必修一中“使用高倍显微镜观察

几种细胞的实验”及必修三中“土壤中小动物类群丰

富度的研究实验”都要求教师在课前引导学生熟悉显

微镜、放大镜等实体镜的正确使用方法,正确的理解

实验原理、步骤、现象观察等.特别在土壤中小动物

类群丰富度的研究实验中,教材要求学生能够根据预

设的实验方案,选择直径为５cm的硬质金属饮料罐,
能够独立的制作取样器,并选择合适的取样地点采集

土样,能够熟练的使用诱虫器或吸虫器采集土壤小动

物,学会运用显微镜或放大镜对土壤小动物进行观察

和分类,能够运用科学的统计方法,设计数据收集统

计表,通过分析收集的数据,用文本科学的描述实验

的结论.可见,基本型实验探究是高中学生实验教学

的最低要求,教师要引导学生从熟悉仪器的性能入

手,熟悉实验的基本原理及各实验步骤的目的与要

求,掌握科学的数据处理方法,学会用文本、图表记录

或处理实验数据,引导学生得出科学的实验结论.

２　诱导型实验探究,培养学生正确选

择实验方案及研究合作探究的能力

诱导型实验探究,指学生在正确使用实验工具

进行观察的基础上,能够根据具体的语言情景提出

问题,对给出的多个方案能够进行甄别、从中选择

出恰当的方案并予以实施,能够如实的记录和分析

实验结果,能与他人合作完成探究,能够对获取的

数据进行分析与加工,得到科学的实验结论,这是

科学探究能力培养的第二个层级.
人教版生物教材选修一在“DNA 的粗提取与

鉴定”的实验教学中,教材呈现了鱼卵、猪肝、菜花、
香蕉、鸡血、哺乳动物的红细胞等多种实验材料,要
求学生从中选择出合适的实验材料.选择正确的

细胞破碎方式处理材料,获得了含 DNA 的滤液

后,教材呈现了３种纯化提取 DNA 的方案:①利

用DNA在不同浓度的 DNA 溶液中溶解度的不

同,通过控制 NaCl溶液的浓度提纯 DNA;②在滤

液中加入嫩肉粉,利用嫩肉粉中的木瓜蛋白酶分解

蛋白质来提纯DNA;③将滤液放在６０~７５℃的恒

温水浴箱中保温,通过严格控制温度范围来提纯

DNA.在实验教学中,教师引导学生展开讨论,分
析３种纯化方式的基本原理,方法步骤的差异性,
引导各小组选择其中１种或２种方式纯化 DNA,
小组内学生彼此合作,记录纯化所得 DNA 的颜色

和数量及利用二苯胺鉴定 DNA 后的颜色状况,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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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其他小组的实验数据,分析比较哪种材料提取

DNA效果好,哪种提纯方法提纯效果好.通过比

较分析,得出鸡血细胞液中的 DNA 易于提取,利
用方案①纯化 DNA 更易操作的实验结论.可见,
诱导型实验探究既要求学生熟悉实验器具的使用,
又要求学生根据具体实验情境,正确的选择实验方

案,通过同学间彼此合作与探究,采用科学的数据

处理方式,得出正确的实验结论.

３　自由型实验探究,培养学生针对特

定情境提出问题、设计方案并开展探

究的能力

自由型实验探究,指学生能够熟练地运用工具

展开观察,针对特定情境提出可探究的生物学问

题.基于给定的条件,能够设计并实施探究实验方

案.运用多种方法如实记录和分析实验结果.在

小组学习中能主动合作,推进探究方案,并运用科

学术语报告实验结果,这是科学探究能力培养的第

三个层级.
在学习了选修一酵母细胞的固定化一节后,有

学生质疑配制物质的量浓度为０．０５mol/LCaCl２

溶液的必要性,还有学生提出用其它浓度的 CaCl２

溶液是否可行呢.为了答疑解惑,笔者引导学生设

计实验方案展开探究:①选择同型号的试管８支,
分别编号为１、２、３、４、５、６、７、８,依次加入０mol/L、

０．０５ mol/L、０．４ mol/L、０．８ mol/L、１．２ mol/L、

１．６mol/L、２．０mol/L、２．４mol/L的 CaCl２ 溶液;

②配制海藻酸钠溶液:称取７g海藻酸钠,置于

５００mL烧杯后,加入１００mL水,小火间断加热,反
复几次,直到海藻酸钠完全融化为止,用蒸馏水定

容至１００mL;③将融化后的海藻酸钠溶液冷却至

室温,加入已活化的酵母菌,混合均匀;④用注射器

吸取混有酵母菌的海藻酸钠溶液,以恒定的速度分

别向８支试管中滴加１０mL混有酵母菌的海藻酸

钠溶液,观察各试管中凝胶珠的形成状况,测定凝

胶珠完整率;⑤分别向８个试管中加入５mL质量

分数为１０％的葡萄糖溶液,封口后在２５℃条件下

发酵２４h,向各试管中分别加入等量的经盐酸酸化

的重铬酸钾溶液,观察各试管中溶液的颜色变化.
实验结果表明,随 CaCl２ 溶液浓度的增大,凝胶珠

数量上升,完整率增加,２．０mol/L的CaCl２ 溶液凝

胶珠数量、完整率达到高峰,之后逐渐下降.教师

引导学生分析,发现 CaCl２ 溶液浓度过大,凝胶珠

机械强度过大,通透性降低,影响葡萄糖加入颗粒

内部,发 酵 效 果 较 差.由 此 可 见,教 材 中 选 择

０．０５mol/LCaCl２ 溶液包埋酵母细胞,只为包埋酵

母细胞提供了一个可能条件.针对酵母细胞的包

埋过程,学生提出了可探究的生物学问题.基于给

定的条件,教师要引导学生设计并实施实验探究方

案,如实记录和分析了实验结果.学生在小组学习

中主动合作,推进了科学探究能力第三个层级的教

学,培养了学生针对特定情境提出问题、设计方案

与探究能力.

４　反思型实验探究,培养学生针对真

实情境提出问题、设计方案与独立探

究的能力

反思型实验探究,是基于实验培养学生科学探

究能力的最高要求.要求学生能够恰当、熟练的运

用工具展开观察.针对日常生活的真实情境能够提

出清晰的、有价值的、可探究的生命科学问题,或基

于对相关资料的查阅,设计并实施恰当可行的方案,
能够运用多种方法如实记录,并创造性地运用数学

方法分析实验结果,在团队中起组织和引领作用.
能够运用科学术语精确阐明实验结果,并展开交流.

反思型实验探究重在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教材中案例较多,如必修一中“探究酵母菌细胞呼

吸的方式”、必修三中“用样方法调查草地中某种双

子叶植物的种群密度”“探究培养液中酵母菌种群

数量的变化”等.教学中教师要根据学生学习、生
活的具体情境,选择适宜的探究主题.如学习了选

修一微生物的分离与培养后,有学生想知道食堂、
教室、厕所３个地方中,哪个地方大肠杆菌的数量

多;有的学生想知道青霉素、大蒜汁、唾液３种物质

中,哪种物质的灭菌效果好.在学习了植物种群密

度的调查一节后,有学生欲调查学校植物园内蒲公

英的种群密度.这些问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教师

可引导学生设计探究方案展开探究,引导学生记

录、分析探究过程中获得的实验数据,评估哪些因

素会导致探究结果偏高,哪些因素会导致探究结果

偏低,科学分析,运用科学术语阐明实验结论,促进

学生探究能力的提升.
科学探究是学生核心素养培育中的重要一环,

只有深入研究科学探究的不同层级,才能根据学生

的知识、技能、情感水平,选择合适的层级切入教学,
做到因材施教,促进学生科学探究水平的不断提升.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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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教学

基于实验教学实践浅析逻辑思维落实

北京市育英学校(１０００３６)　董雪仰

　　课堂教学要以“生”为本,注重教学中的多元

化、开放性及探究性.在实验教学中教师应关注教

学方法、注重思维引导与素质培养,这对培养学生

科学素养有着重要作用.笔者查阅相关文献、结合

教学经验,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对实验教学过程中逻

辑思维能力的落实进行了思考,并提出相关教学

策略.

１　物理实验中的逻辑思维

初中阶段学生更具大胆创新意识,但在思考、
分析等逻辑思维方面还需培养.而物理实验教学

可以通过情景再现使得学生更加直观认识研究过

程中的逻辑性.实验教学中的７个环节依次存在

层层递进的逻辑关系.同时每个环节中也存在由

浅入深、由具体到抽象、由现象到结论、由主要到次

要等的逻辑关系.

２　实验中逻辑思维的落实

实验分析是理论学习的基础与前提,在实验教

学过程中学生作为实验的主体,逻辑思维能力影响

学生实验分析能力,进一步影响到实验效果.在教

学过程中,应主动引导学生构建已有知识与实验结

论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则会成为分析与解决问题的

关键之处.结合自身教学经验,笔者总结如下.

３　有效地引入

物理实验的过程是学生追寻科学家发现物理

规律,再现研究过程,体验科学的有效手段.同时

也是学生学习方式从规律公式等知识被动的接受

到主动构建、主动获取的转变.为更好的引导学生

发现问题,教师应在课堂引入中关注实验课堂情境

的设计,建立真实、新奇、有效的课堂导入手段,调
动学生探究问题的积极性.

比如在探究蒸发快慢相关因素的实验中,教师

可以通过３个对比实验引入.
对比１:在黑板上涂上大小相同但摊开面积不

同的２个水滴,由学生观察蒸发的快慢现象,并解

释原因.结果显示大多数学生能够回答出影响蒸

发快慢与表面积有关的结论.
对比２:教师在黑板上涂上大小相同摊开面积

也相同的２个水滴,其中一个水滴使用扇子扇风,
调查中大多数学生也能回答出影响蒸发快慢的第

二个因素———液体表面空气流速.
对比３:教师在黑板上相同环境下涂上大小相

同、摊开面积相同的液滴(其中一个液滴为酒精、另
一个液滴为水),在接下来的观察中学生发现其中

一个液滴很快就蒸发完全,而另一个依然保持较大

湿润面积的情况.通过和学生日常认知不相符的

现象,可以调动学生的好奇心.
以上３个实验由简单到复杂,层层递进,能够

充分利用学生的好奇心,有效调动学生思考的积极

性,从而为后面的实验奠定基础.
通过有效地引入,促使学生在基于学习兴趣的

基础上掌握正确、合理的学习方法,能够为学生的

逻辑思维能力提供保障.

４　充分自主

逻辑思维能力的提升有助于学生在问题解决

中进行深入思考,避免出现未经自我思考就无条件

认同他人观点的现象.在实验探究过程中,教师鼓

励学生通过自主探究进行学习,充分发挥学生独立

思考、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哲学中提到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是既对立又

统一的,对应在物理实验学习中即实验教学的７个

环节既是独立环节,同时彼此之间也受到影响.以

探究凸透镜成像规律的实验为例,学生在对成像规

律缺乏系统认识的情况下,教师以成像特点为抓手,
引导学生在光屏上找到成像特点各不相同的像,再
由学生发现不同特征的像所具有的共同点,进一步

总结出凸透镜成像规律.实验中给予学生充分的自

主研究,促使学生养成独立思考、独立解决问题的良

好习惯,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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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适时引导

在实验教学中,适时引导是教师主导作用的

体现.在串并联电路的实验学习中,学生使用电

源、开关(２个)、小灯泡(２个)及导线(若干)进行

电路的连接.实验要求学生使用所有元件连接电

路,闭合开关后２个小灯泡发亮.完成实验后,符
合实验要求的学生电路可以置于黑板上.由学生

观察,根据连接方式进行分类,进一步引导学生对

电路连接方式进行对比分析,找出串联电路是元

件依次连接,而并联电路是元件并列连接的特点.
适时引导既能够保证课堂高效顺利进行,同

时也是对学生思维方式的启发,促使学生在未知

探究学习中挖掘新知识.

６　关注总结

实验是学生通过实践得到的最真实的物理知

识.但在实验结束之后,由于学生对实验认识的

局限性导致部分学生不能窥视实验的全貌,所以

教师需要在此基础上对学生总结进行提升,尤其

关注实验方法的提升.比如在探究凸透镜成像规

律中,学生完成实验后对成像规律进行总结的方

法是典型的从个别到一般的归纳方法.
教师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将知识进行升华,凸

透镜成像规律中随着物距的变化所成像会从实像

转变为虚像,所对应的哲学原理即是量变引起质

变的过程:事物在一定范围内的量变不会引起质

变,但当量变达到一定程度时候则会带来质变.
逻辑思维是有别于形象思维,是学生所必需

的掌握的思维能力之一.逻辑思维能力不仅仅和

物理学科相关,更是和学生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而观察和实验是人类认识自然界最基本的手段,
实验能够促使学生还原最真实的研究过程,而逻

辑思维能力的培养和提升有助于学生发现实验中

的问题,并采用合理方法进行解决.关注实验教

学中的逻辑思维能力培养,有助于提升学生的科

学素养和创新能力,坚定学生科学探究的精神和

信心.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０－２８

基金项目:本文系甘肃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２０１９年度重点课题“初中化学教师教学研究能力的现状及对策研究—以兰州市为例”(课

题立项号 GS[２０１９]GHBZ００５)阶段性成果;兰州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２０１９年度规划课题“初中化学教师教学研究能力的

现状及对策研究”(课题立项号 LZ[２０１９]GH９０４)阶段性成果.

实验教学

酚酞遇酸溶液都不变色吗

甘 肃 省 兰 州 市 教 育 科 学 研 究 所(７３００４６)　吴正帅

甘肃省兰州市西固区福利东路第三小学(７３００６０)　郭红霞

１　问题的提出

在化学实验教学中,偶尔会出现异常现象,认
真对待任何一个异常现象是每一位教师需要做的

事情.酚酞指示剂遇酸不变色,遇碱变红色是常见

的酸碱指示剂变色规律.对于酚酞遇到浓度较大

的碱溶液会先变红后褪色的异常现象及机理的研

究论文屡见不鲜,但有关酚酞与酸溶液混合的报道

却鲜有耳闻.那么,酚酞遇到酸溶液后一定不显

色吗?

２　实验探究

２．１　实验

酚酞与不同种类的酸溶液的显色实验探究.

２．１．１　实验药品以及仪器

酚酞固体、浓度为９５％的乙醇、１０mol/LHCl、

１０mol/L H２SO４、１０ mol/L HNO３、１０ mol/L
H３PO４、１mol/L HCl、１mol/L H２SO４、１mol/L
HNO３、１mol/LH３PO４、浓度为２０％的 NaOH 溶

液、蒸馏水、烧杯、玻璃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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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　实验步骤

取酚酞固体１g,加入９５％的乙醇溶解并稀释至

１００mL,摇匀后得到浓度为１％的酚酞指示剂;分别

取 HCl、H２SO４、HNO３ 和 H３PO４１０mol/L浓溶液

和１mol/L稀溶液各２mL,溶液无色;向上述酸的

溶液各滴加１滴酚酞指示剂,然后加水稀释,再逐渐

滴加２０％的NaOH溶液直至过量,实验现象见表１.

２．２　实验结论

酚酞遇很多浓度较大的酸时均可发生不同程

度的变色.

表１　不同种类酸的溶液遇到酚酞显色的实验结果

盐酸 硫酸 硝酸 磷酸

浓 稀 浓 稀 浓 稀 浓 稀

滴加１滴酚酞

指示剂

溶液变为

粉红色

出现白

色浑浊

溶液变为橙

红色

出现白

色浑浊

溶液迅速变为粉红色,并
逐渐转变为浅黄绿色、黄
绿色,并生成红棕色气体

出现白色浑浊 溶液变为橙黄色 出现白色浑浊

加水稀释 粉红色

消失

浑浊

消失

橙色 消 失,出

现白 色 浑 浊,
后又溶解　

浑浊

消失

黄绿色褪去,并有乳白色

沉淀生成

浑浊消失 橙黄色褪去,有

白色沉淀 生 成,
后逐渐溶解

浑浊消失

逐 渐 滴 加 入

２０％的 NaOH
溶液直至过量

先变红后

褪为无色

先变红

后褪为

无色

先变红后褪为

无色

先变红

后褪为

无色

先变红后褪为无色 溶液略显浅黄绿色,
加入 过 量 NaOH 溶

液无明显变化

先 变 红 后 褪 为

无色

先变红后褪为

无色

３　结论

酚酞为白色或微带黄色的细小晶体,微溶于水

而易溶于酒精.实验室通常将酚酞配制成浓度为

１％的酒精溶液后使用.表１中将酚酞试剂滴入稀

酸水溶液会出现白色浑浊物,是由于酚酞微溶于

水,使酚酞乙醇溶液中部分酚酞析出的缘故.
实验时,酚酞遇很多浓酸时均可发生不同程度

的变色,其中遇浓硝酸时颜色变化非常丰富,这是

由于酚酞在浓硝酸中被氧化分解,生成了难溶性硝

基化合物并产生红棕色 NO２ 气体的缘故.因此,
当溶液稀释后会出现乳白色悬浊液,而继续加碱时

则不再出现红色.酚酞遇到其他一些浓酸时会发

生从无色结构向橙色结构的转化,但该过程是可逆

的,因此继续加碱时溶液仍可显红色.各酚酞结构

间的转化关系可表示为:

　　由于常用的酚酞指示剂一般使用乙醇溶液溶

解配制,因此酚酞遇浓酸时,在强酸的催化作用下,
酚酞分子中酰基和乙醇发生了酯交换反应,并再度

失水使中心碳原子发生sp２杂化,与３个碳环组成

共体系,使溶液呈现红色.该过程发生的化学反应

如下:

　　为此,设计如下验证实验.在烧杯中加入０．５g
酚酞固体、２００mL蒸馏水,用玻璃棒充分搅拌得到

酚酞悬浊液.充分静置后取清液(饱和酚酞水溶液)
作指示剂,并加入到浓硫酸中发现溶液仍能显橙红

色.可见,酚酞遇浓硫酸的显色机理应与浓 HCl、浓

H３PO４ 等变色机理相同,而与溶剂乙醇及浓硫酸自

身的强氧化性等因素无关.如果使用酚酞的水溶液

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即遇浓酸时不会出现显色,

遇到稀的酸溶液时也不会出现白色浑浊,遇 NaOH
溶液则显色效果良好.实验室常选用乙醇作溶剂,
但这样的酚酞指示剂在稀酸或中性溶液中易产生沉

淀变浑浊的现象,在浓酸溶液中又会有不同程度的

显色干扰酸碱性判断.因此,中学实验室可以尝试

使用酚酞的水溶液作指示剂.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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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教学

弹簧测力计的校零并不简单

江苏省无锡市刘潭实验学校(２１４０４６)　宋怀甫

　　关于学生知识学习的重难点,教师都很重视,
但对于技能方面的重难点容易忽略,比如弹簧测力

计的校零.教学中不重视实验的教师对弹簧测力

计的校零可能会不屑一顾,他们认为只要把弹簧测

力计竖直放好,使指针对准零刻度线就可以了.弹

簧测力计的使用果真如此简单吗?

１　弹簧测力计校零时要消除弹簧和

秤钩重力的影响

在中学力学实验中,经常要用弹簧测力计测量

力的大小.在弹簧的弹性限度内,弹簧的弹力与弹

簧的伸长量成正比,弹簧测力计就是根据这一原理

制成的.如图１所示,弹簧测力计主要由弹簧、指
针、秤钩、刻度盘组成.

如图２所示,把弹簧测力计先竖直放置,校正

“０”点;然后分别水平放置、竖直倒放,指针位置分

别如图３、图４所示.

图１　弹簧测力计 图２　竖直正放

图３　水平放置

　
图４　竖直倒放

从图中可以看出,把竖直放置已经校正“０”点
的弹簧测力计,水平放置、竖直倒放,指针不在零刻

度线处,且变化较大.水平放置时指针不在零刻度

线处,这主要是消除了弹簧测力计的弹簧和秤钩重

力的影响.竖直倒放时指针不在零刻度线处,主要

是测力计的弹簧和秤钩受重力的作用引起.所以,
我们在使用弹簧测力计测力前,一定要把弹簧测力

计按照测量时需要的位置放好,然后校正“０”点,这
样才能根据需要消除或避免弹簧和秤钩的重力对

测量的影响.在大家的脑海中,最常见的校零方式

是把弹簧测力计竖直放置,校正“０”点.如探究重

力大小与物体质量的关系时,因为重力的方向竖直

向下,所以要把弹簧测力计竖直放置校零.综上所

述,使用弹簧测力计时要把弹簧测力计按测量时的

位置放好进行校零,并不是总要把弹簧测力计竖直

放置,校正“０”点.

２　弹簧测力计沿着斜面拉小车时,要

平行于斜面校零

苏科版教材中,进行功的原理教学时,如图５
所示,通过探究斜面是否省力.是否省功,最后归

纳出:使用斜面时省力,但不能省功.利用其他机

械做功时,可以得到同样的规律,推导出使用任何

机械都不能省功.

图５　功的原理教学实验

同组教师在实验时,把弹簧测力计竖直放置,
校正“０”点后,测出小车的重力G;把小车放在斜面

上,用弹簧测力计沿着斜面匀速拉动小车通过一段

距离,读出拉力F;然后用刻度尺测出小车移动的

距离s和小车被提升的高度h,测量数据见表１.
表１　测量数据

小车

重力

G/N

拉力

F/N

小车沿斜

面通过的

距离s/cm

小车被提

升的高度

h/cm

拉力F
做的功

W１/J

不用机械

做的功

W２/J

２．０ ０．３ ０．６００ ０．０９２ ０．１８０ ０．１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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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表１中数据可看出,拉力F 小于小车重力

G;拉力做的功W１ 小于不用机械做的功W２,即使用

斜面既省力又省功,违背了功的原理.分析该实验错

误的原因是什么? 把弹簧测力计竖直放置,校正“０”
点,测出小车的重力G,这一步是正确的.沿着斜面

匀速拉动小车时,弹簧测力计要平行于斜面.弹簧测

力计平行于斜面放置时,指针位置如图６所示,由于

弹簧测力计的弹簧和秤钩重力的影响,指针不再指在

“０”刻度线,沿着斜面匀速拉动小车时,测出的拉力误

差较大.找出了问题的根源,将实验进行改进.把弹

簧测力计竖直放置,校正“０”点,测出小车的重力G,然
后把弹簧测力计平行于斜面放置,再次校正“０”点.
沿着斜面匀速拉动小车通过一段距离,测出拉力F.
实验数据记录与处理见表２.

图６　平行斜面放置校零

表２　实验数据

小车

重力

G/N

拉力

F/N

小车沿斜面

通过的距离

s/cm

小车被提升

的高度

h/cm

拉力F
做的功

W１/J

不用机械

做的功

W２/J

２．０ ０．４ ０．６００ ０．０９２ ０．２４０ ０．１８４

　　分析表２中数据可知,拉力F 小于小车的重

力G;拉力F 做的功W１ 大于不用机械做的功W２,
即使用斜面时省力,但不能省功.

３　弹簧测力计倒置测量时,要倒置放

置校零

苏科版教材中,探究定滑轮的工作特点时,实
验设计如图７所示.先测出钩码的重力G,然后用

定滑轮提升钩码.实验中竖直向下拉绳端,匀速提

升钩码,测出拉力F.在教学时,我没有过多强调,
就让学生按照课本上的步骤进行实验.学生通过

实验,数据记录见表３.
表３　学生实验数据记录

钩码的重力G/N 弹簧测力计的拉力F/N
１．０ ０．９

　　分析数据发现弹簧测力计的拉力小于钩码的

重力,由于滑轮的摩擦力的影响,拉力肯定略大于

钩码的重力,拉力的测量错误.一名学生讲述了他

的实验过程:把弹簧测力计竖直放置,校正“０”点,
测出钩码的重力G;使用定滑轮提升钩码,竖直向

下匀速拉弹簧测力计,读出拉力F.听完学生的汇

报,笔者知道他是在弹簧测力计校“０”时出现了问

题.笔者让学生把弹簧测力计竖直放置,校正“０”
点后,再把弹簧测力计倒放,观察指针的位置是否

改变? 把弹簧测力计竖直放置,校正“０”点后,再把

弹簧测力计倒放,指针位置变化较大.笔者向学生

提出问题:弹簧测力计竖直放置校零后,再倒置放

置,为什么指针不再对准“０”刻度线? 学生讨论后回

答:是弹簧测力计的弹簧和挂钩重力的影响.接着

继续问:本实验中,测完钩码的重力后,应该怎么做?
学生回答:应该把弹簧测力计竖直倒放,再次校正

“０”点.改进后,学生再次实验,数据记录见表４.

图７　倒置放置校零

表４　数据记录

钩码的重力G/N 弹簧测力计的拉力F/N
１．０ １．１

　　分析数据,归纳结论:使用定滑轮不能省力,但
可以改变施力的方向.

从以上实验可看出,在使用弹簧测力计时,测
量前务必把弹簧测力计按测量时需要的位置放好,
校正“０”点.

４　结语

弹簧测力计的校零是实验操作中的难点,尤其

是容易忽视的难点.主要原因是教师考虑教学难

点,往往从考试的角度去考虑,对实验技能上的难点

不重视.例如在绘制图像的时候,忽视了如何描点.
在斜面上拉动物体的时候,忽略在斜面上对弹簧测

力计重新调零.弹簧测力计在使用前,应该把弹簧

测力计按测量时的位置放好进行校零,这是必备的

实验技能,也是课堂教学中容易缺失的一部分.在

纸面上看起来很容易的东西,要自己实际操作,你会

感觉不一样.难度体验不同,解决后的感受也不一

样.学生的动手能力,往往就是需要这样的机会来

提升.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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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教学

基于学生物理学科核心素养提升的教学实践研究
———以“测量‘饮料’的电阻率”教学设计为例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均安中学(５２８３２９)　张　超　邓泳欣

１　高中实验教学的背景与现状分析

２０１８年初,国家教育部正式颁布实施«普通高

中课程方案和学科课程标准(２０１７年版)».作为

高中教学的核心纲要标准,相较２００４年版本,２０１７
年版课标有着重大的发展与创新.对于高中物理

教学,明确提出了物理学科素养,包括“物理观念”
“科学思维”“科学探究”“科学态度与责任”４个方

面.基于物理学科素养的内涵分析,“物理观念”素
养体现物理基础原理和规律的理解掌握;“科学思

维”素养体现逻辑分析和建模推理的思维能力;“科
学探究”素养体现设计实施和动手探索的实践能

力;“科学态度与责任”素养体现学生科学态度和社

会责任的浸润养成.因此,高中物理实验为培养学

生学科素养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是深化物理教学的

重要手段.特别是«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２０１７
年版)»对于学生实验提出了明确要求:“学校应充

分利用已有的实验器材,努力开发适合本校情况的

实验课程资源,尽可能让学生自己动手多做实验,
提升学生的物理学科核心素养.”这更体现出课程

标准对于高中物理实验的核心要求.
关注当前高中物理实验教学现状,常常与课程

标准存在很大偏离,更谈不上全面落实学生物理学

科素养的培养.究其原因是受单一的实验笔试考

查方式所制约和影响.特别是“做实验不如讲实

验”“做实验不如做实验题”等错误的教学思想和方

式仍广泛存在于当前的物理教学中.因此,改变当

前物理实验教学现状,应明确物理核心素养立意,
回归物理课程标准.

２　基于学生物理学科核心素养提升

的教学案例

基于«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２０１７年版)»所
提出的“物理学科核心素养的水平划分”,针对学生

实验素养包涵:“能分析物理现象,提出可探究的物

理问题;能制定和实施实验方案、使用基本的器材

获得数据;能分析数据,发现特点,形成结论,尝试

用已有的物理知识进行解释;能撰写实验报告,用
学过的物理术语、图表等交流科学探究过程和结果

等.”高中物理实验教学应重点关注实验观察与方

案、科学操作与实施、数据采集分析与形成结论等

方面.基于理论研究学习,结合自身教学实践,现
以“测量‘饮料’的电阻率”教学设计为例,供同行

参考.

２．１　教学内容分析

“测量‘饮料’的电阻率”是人教版高中物理新

课程内容.高中物理课程标准对本节的要求是:
“通过实验,探究并了解金属导体的电阻与材料、长
度和横截面积的定量关系,会测量金属丝的电阻

率.”通过之前的学习,高二学生已初步掌握了电路

的基本知识,具备了开展自主探究电阻率的实验能

力.因此,本节内容实质上是学生探究实验 “测量

金属丝的电阻率”的拓展,旨在进一步锻炼学生的

实验创新能力及科学探究能力.

２．２　教学设计思路

“测量‘饮料’的电阻率”的设计思路重在学生

物理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提升.在整个教学流程

设计中,以学生参与的佛山市５０km 徒步活动为

课堂导入,引出运动饮料能够快速补充人体所需的

水分和电解质的话题,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探究

欲望.通过现场品尝、成分表对比等课堂活动,引
出运动饮料与矿泉水电解质含量的差异,提出问

题———如何测量“饮料”的电阻率.带着问题,沿着

教材线索,结合所配备的器材,开展实验探究.第

一环的演示实验属于探索发现层次,重在证明均匀

的电解质溶液满足电阻定律;第二环的合作探究属

于整合设计层次,重在设计出测量“饮料”电阻率的

实验方案;第三环的合作探究属于总结层次,重在

测量出矿泉水和运动饮料的电阻率.３个核心环

节层层递进,帮助学生开展合作探究,掌握科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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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促进物理学科核心素养的提升.

２．３　教学目标定位

根据课程标准对本节课的具体要求,以提升学

生物理学科核心素养为主旨,针对学生的心理特点

和认知水平,结合教材,确定本课的教学目标.定

位如下:
(１)能根据演示实验事实归纳出均匀的电解质

溶液满足电阻定律;
(２)结合测量金属丝电阻率的实验方法,设计

出测量“饮料”电阻率的探究实验方案;
(３)动手开展实验探究,体会科学探索过程,提

高数据处理能力,掌握科学思维方法;
(４)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促进物理学科核心

素养的提升.

２．４　教学流程图

教学流程设计如图１所示.

图１　教学流程图

２．５　教学过程设计

(１)生活情境引入

播放视频———２０１９年３月,佛山市５０km 徒

步公益活动盛大举行,我校全体学生参与了本次公

益活动.借助公益活动,引出一个与生活息息相关

的问题.
问题１:运动过后,身体大量流失能量和电解

质,此时运动饮料应运而生.运动饮料有什么作

用呢?
学生活动:组内讨论,自由回答.

设计意图:由情景引入课堂对电解质饮料的思

考,进而引导学生思考不同“饮料”导电性能是否有

差异,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２)教师演示实验

教师利用自制教具演示实验,引导学生观察小

灯泡的变化实验原理图(见图２),课堂演示效果如

图３所示.

图２　定性探究“饮料”电阻实验仪电路图

图３　课堂演示实验

实验步骤:①将铜片插入运动饮料中,闭合开

关,观察小灯泡变化;②增大两铜片之间距离,观察

小灯泡亮度及电流表示数的变化;③改变右侧铜片

浸入液体中的面积,观察小灯泡亮度及电流表示数

的变化;④保持有效长度和横截面积不变,将铜片

浸入矿泉水中,观察小灯泡亮度及电流表示数的

变化.
问题２:提出电解质溶液的电阻与饮料本身性

质、介入电路的溶液导体有效长度及横截面积有

关,提出电阻定律也适用于电解质溶液的知识拓

展,引导学生回顾电阻定律.

学生回顾:电阻定律公式R＝ρ
L
S

,及各个物

理量所表示的物理含义.
问题３:根据电阻定律,要测量出“饮料”的电

阻率,我们需要测量哪些物理量?
学生回答:①接入电路中的有效长度L;②铜

片浸入液体中的横截面积S;③接入电路中待测饮

料的电阻R(教师补充电解质溶液导体模型).
设计意图:通过定性探究,让学生理解电阻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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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同样适用于电解质溶液,让学生构思实验探究的

方向;通过将液体类比成长方体的金属导体,挖掘

测量“饮料”电阻率实验中需要特别关注的必备条

件,渗透物理观念.
(３)设计实验电路

问题４:请各小组开展讨论,设计测量“饮料”
的电阻率的实验电路.

教师给两个提示:①“饮料”的电阻属于大电

阻;②利用图像法测量电阻需要电压和电流的测量

范围尽量大一些.
学生活动:开展组内讨论与合作,共同设计测

量“饮料”的电阻率的实验电路.设计结束后,各小

组进行实验电路展示,教师进行点评,从而确定科

学的实验方案.
设计意图:通过任务驱动型探究活动,让学生

学会物理知识的迁移,设计出测量“饮料”电阻率的

实验电路,培养学生运用已有知识解决新问题的

能力.
(４)小组合作探究

问题５:开展分组实验活动,小组合作探究,测
量“饮料”的电阻率.

学生小组合作,运用图４自制的实验装置进行

实验探究,并将结果填入表格中.在探究活动结束

后,组织学生进行成果展示,每个组派１~２名代表,
展示操作方式并讲解,其他小组认真观察、思考,并
进行记录.

图４　自制实验装置

设计意图:本探究环节是课堂核心内容之一.
首先给予学生充分的实验时间,其次让学生大胆尝

试.根据笔者多次授课实践经验,学生基本可以找

到产生感应电流的操作方式.
(５)实验成果展示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对实验数据进行处理及分

析,并运用“多屏同步技术”进行成果展示,每个组

派１ 名代表阐述结论,其他小组可提出质疑或

补充.
设计意图:通过数据处理,培养学生利用图表

法探究物理规律的能力.通过展示,培养学生科学

思维能力,促进实验结论的生成化呈现.
各小组展示完毕后,教师进行点评.
(６)学生总结

学生从不同方面对本节课进行总结,体现学生

课堂主体地位.教师进行点评.
(７)生活应用拓展

拓展:通过查阅资料,国家对运动饮料中离子

的含量制定了合格标准(见图５),而离子的含量是

影响饮料电阻率的关键因素.因此,测量饮料的电

阻率可用于鉴定饮料的真伪.请同学们利用课余

时间,尝试测量不同饮料的电阻率,下节课一起

分享.

图５　拓展资料

设计意图: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培养学

生的物理观念,提高解决生活实际问题的能力,培
养科学态度及责任素养.

３　结语

明确核心素养立意,回归物理课程标准是物理

实验教学的必由之路.在核心素养背景下,基于上

述“测量‘饮料’的电阻率”教学设计,分享几点对高

中物理实验教学的建议:“物理观念”方面应注重强

化对实验方案的标准实施,对基本器材的熟练操

作、对基础原理的深度理解和对实验数据的科学采

集等实验素养的培养;“科学思维”方面应加强对科

学绘图、精准运算、形成结论和误差分析等实验素

养的培养;“科学探究”方面应注重对实验方案的创

新设计,对基础原理的迁移运用、对实验器材灵活

改进等实验素养的培养;“科学态度与责任”方面应

注重培养学生认真严谨的学习态度和良好的实验

习惯,从而实现对科学态度和社会责任的浸润

养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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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教学

例谈项目式多维学习在生物教学中的应用

广东省广州市真光中学(５１０３８０)　郑思东

　　教学是个复杂的过程,无论是以前三维目标的

设计,还是现在核心素养的落实,都强调教学目标

是系统性的、多维度的,学习过程也是复合式的、涉
及多个维度的.有调查表明,没有哪一种学习方式

是能够让所有学生完全认可.
“多维学习”是指通过制定多维度的教学目标,

采用多样态的教学策略,设计多层级的教学过程,
组织学生在多风格的学习中,培养多类型的学科素

养,达成多效能的学习结果,并完成多元化的学习

评价.“多维学习”可以根据内容、时间和难度等的

需要进行必要的“升维”或者“降维”.项目式学习,
以真实情境中的问题为起点,以产生有意义的产品

(方案)为终点,与一般的学习内容相比,能够更充

分地体现“多维学习”的优势.
“酵母细胞的固定化”是人教版选修一专题４

中的第３个课题.教材中的“实验操作”主要分为

“制备固定化酵母细胞”和“用固定化酵母细胞发

酵”２个部分.该实验涉及的操作程序较多,教材

上也有较明确的指引,大部分教师在处理这部分教

学内容时都是让学生按部就班地进行操作,基本属

于给定条件的标准化实验.由于缺乏深层的思考,
很多学生虽然亲自动手操作了,但对实验仍然是陌

生的.这样的“低维学习”,自然谈不上培养学生学

科核心素养了.因此,笔者以“项目式多维学习”的
方式,对该课题进行了改进,收到了较好的教学

效果.

１　有限制条件的开放性设计———确

定成珠效果最佳的浓度组合

本实验涉及的实验步骤较多,且发酵实验需要

一定的反应时间,难以在一节的时间内观察到显著

的实验现象.因此,设计使用２课时及一个课后延

伸实验来完成.将实验情境化,以小组为单位模拟

解决实际生产中的问题:确定固定酵母细胞的海藻

酸钠和氯化钙的最佳浓度组合.这个问题有不少

同行都撰文介绍各自的优化方案,且结论不尽相

同,可见是一个在实践中值得探索的问题.为避免

因范围过于宽泛耗时过长,教师通过预实验直接给

定了４种浓度的海藻酸钠和３种浓度的氯化钙溶

液.同时,为防止学生先入为主,各种溶液均用编

号加以区别,但不标明具体的浓度值.

１．１　给定半开放的实验条件

上课之初,教师向学生介绍了每个小组的实验

条件:４种浓度的海藻酸钠各３０ml,３种浓度的氯

化钙溶液各４００ml,活化酵母足量以及其他实验器

具(大烧杯３个,小烧杯６个,培养皿６个(组),大
针筒４个,药匙３把,胶头滴管３支,玻棒４支,标
签纸若干等).提供的试剂和器具,各组可以根据

需要进行选择,试剂不一定要用完,器具也不一定

都会用到.

１．２　学生自主性的实验设计

明确项目任务,引导学生设计实验思路.所谓

“实验思路”高二的学生早已有成熟的套路,很快就

有了结论:设４×３＝１２个浓度组合,在控制好无关

变量的情况下,分组进行固定化操作,最后比较固

定化的效果.这样的设计似乎毫无难度.
接下来,教师追问:“那么每组的试剂用量计划

是多少? 如何使用手头的实验器具实施实验呢?
判断效果优劣用什么标准呢?”此时,学生意识到,
需要制定更为详细的实验方案才能开展实验.“多
维学习”从这里才算是正式开始,学生在亲身体验

中理解了“实验思路”与“实验方案”有何不同.
然而,习惯了写“等量且适量”“各组分别实施”

这种套话的学生,在面对真实的实验情景时犯了

难:多少才算适量呢? 怎么使用这些器具来分组实

验呢? 一个看似简单的实验,设计起来原来需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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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这么多的问题.小烧杯只有６个而不是１２个,
不够每组１个;培养皿６个,底和盖加在一起刚好

是１２个容器,但是容器太浅不便用于制备凝胶珠

的操作;器皿不够,是否意味着需要转移凝胶珠,用
什么工具转移呢,药匙、玻棒还是胶头滴管?

１．３　教师指导下的实验实施

教师走到各个小组中,观察学生的操作情况,
提示、点拨但不直接告知应该怎么操作.有小组将

３０mL海藻酸钠溶液一次性与酵母混合,有小组将

海藻酸钠先分３份,每份１０mL再分别与酵母菌

混合;有小组直接在盛放４００mL氯化钙的大烧杯

里进行不同浓度海藻酸钠溶液固化操作,有小组先

将氯化钙分别倒入小烧杯中再进行固化操作;有小

组用药匙舀出凝胶珠转移放置;有小组用胶头滴管

吸出凝胶珠转移放置
实验实施过程中,教师多次叫“暂停”,列举观

察到的各组不同操作现象,引导学生对比、讨论和

分析,学生及时纠正一些不科学、不可行的做法.

１．４　真实情境中的实验反思

教师组织小组讨论,谈谈他们从最初的实验设

计到最终的实验操作之间,作出了哪些调整,这样

调整的原因是什么.将“根据小组最终实验的实际

操作过程,写出优化、可行的实验方案”作为课后

作业.
教师引导学生科学观察、记录实验结果,设计

“能够使用的记录表”.各小组根据球形、椭球形凝

胶珠所占的比例多少,确定成珠效果最佳的浓度

组合.
在经历了一次解决实际问题的实验过程后,学

生对实验设计的“科学性”“可行性”“合理性”有了

深刻的理解,对“控制无关变量”这句空洞的套话有

了直观的认识.
比较各组所确定的最佳浓度组合,发现结论不

尽相同,引导学生讨论:结论的差异是如何造成的?
固化效果的优劣,除了凝胶珠的外形,还有没有其

他的判断标准? 这些悬念就等待下一节课答疑

解惑.

２　无标准答案的合理化结果———分

析催化效果最佳的浓度组合

球形、椭球形凝胶珠所占的比例最大的浓度组

合就是最佳组合吗? 酵母细胞固定化的意义是在

生产生活中的运用,既能高效催化,又能反复使用,
还能与底物轻松分离.所以,最佳组合应该也是催

化效果好的组合.

检验“催化效果”的方法是使用固定了酵母细

胞的凝胶珠进行葡萄糖发酵.考虑到该实验思路

基本源自教材、实验操作难度不高,且需要一定的

反应时间,因此,将该实验作为课后延伸实验安排

在第一课时结束后.教师指导学生利用课余时间,
用不同的浓度组合所形成的凝胶珠设计、实施葡萄

糖发酵实验,并观察、记录实验结果.

２．１　提供无限定的实验条件

课后延伸类实验的优势是:时间更加充裕,实
验活动更加自由,实验条件也更加地开放———常规

生物实验室内的实验条件,尤其是在必修模块中出

现过的仪器、试剂都可以让各小组根据需要选用.
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教师的工作量,对实

验室的设备、设施、试剂等配套设施也提出了较大

的挑战.
学生可能会参照必修一中学习的“探究酵母菌

细胞呼吸的方式”,进行学习教师可以根据学生学

习过的知识内容进行预判,提前做好准备.

２．２　体验开放性的实验设计

“固定酵母细胞发酵葡萄糖”,学生需要设计的

主要是观测指标和反应时间的选定,随之而来的是

装置、用量等.由于是课后实验,各小组在设计实

验之前,几乎先上网搜索资料,参考已经有的一些

做法.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学生体验了科学研究

中的科技查新、文献综述等必要的流程.
可能受网上资料的影响,大部分学生小组是以

发酵产物二氧化碳的生成量为自变量指标的,而二

氧化碳气体收集的方法又以用气球套在锥形瓶口

的方式最多(见图１).有小组是观察、记录各装置

产生的气体使溴麝香草芬兰水溶液完全变色或者

使澄清石灰水变浑浊所用的时长.也有小组使用

重铬酸钾定期取发酵液检测酒精含量的变化.在

器材需求方面,则是参照必修一中的“探究酵母菌

细胞呼吸的方式”,使用锥形瓶等.

图１　用气球套在锥形瓶口收集CO２

除了从生成物的角度入手外,也有学生从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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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减少量入手,定期取发酵液检验还原糖,比较砖

红色沉淀物的多少.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个学生小

组参考初中的“绿色植物的呼吸作用”中的演示实

验,不是从物质变化的角度,而是从能量转换的角

度,用保温瓶作为发酵装置,测量发酵装置内的温

度变化.
开放性的实验设计,学生有更强的参与感和成

就感,也能很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往往会涌现出

许多奇思妙想.当然,也存在另一个问题:有小组

是完全照搬网上有关的实验设计的.哪怕如此,对
学生而言也是有意义的,毕竟重复实验本身也是很

重要的科研环节.就如同发现光合作用的英格豪

斯(J．Ingen－housz)重做普利斯特利(J．Priestley)
的植物更新空气的实验,才发现需要在光合作用下

实验才能成功.实验条件不同、实验环境不同,即
使思路相同,具体细节问题也还是需要通过思考才

能解决.

２．３　自行规划下的实验实施

实验设计可以五花八门,理论上也都合理,但
在实施中会遇到很多问题.就连最基本的葡萄糖

的浓度、用量等问题,虽然网上有许多参考资料,但
是由于发酵装置的大小、酵母菌活性和浓度、固定

的效果不同,没有什么方案是完全适合当前实验需

要的.另外,无论是哪一种设计,“每隔一段时间观

察、记录一次实验现象”都是必须的:因为发酵底物

含量相同,完全发酵后的现象都是一样的.所以,
除了考虑仪器、装置、试剂、变量控制等一般因素

外,还要考虑如何利用课余时间做到“每隔一段时

间观察、记录一次”的因素.有小组计划利用周六、
周日或自修课的时间,一鼓作气完成实验,通过增

加凝胶珠的用量、降低葡萄糖的量、利用恒温箱控

制适合的发酵温度等方式加快发酵速度,每隔５~
１０min观察、记录一次;也有小组想利用课间时

间,每隔４０min时来观察、记录一次,反其道而行

之,设法延长发酵的进程.所以,无论设计了什么

样的方案,各小组都不约而同地先进行预实验,验
证实验设计的可行性.

２．４　同伴合作式的实验反思

“凝胶珠发酵葡萄糖”的实验,难度不算太大,
只要有耐心,一般都能做出结果.必须强调的是,
在进行发酵之前,要提醒各组凝胶珠要反复的冲

洗、浸泡,将附在凝胶珠表面未完全固定的酵母菌

尽量去除,确保实验现象能够准确反映固定化酵母

细胞的发酵效果.如果没有控制好这个无关变量,
实验结果就没有参考价值了.

通过体验开放性的实验,学生对“预实验”的意

义、作用的理解较以前更加深刻了.有学生在交流

时说到:“以前,总不理解为什么写实验设计非要加

一句‘其他无关变量相同且适宜’的套话,经过这次

实验,发现原来控制无关变量这么重要,真的不是

可有可无的‘套话’呀!”
各小组根据不同浓度组合所形成的凝胶珠在

发酵葡萄糖时的速度快慢进行排序.比较从各小

组的实验结果表明,发酵速度的快慢的浓度组合排

序整体趋势是差不多的,但并不完全相同,与球形、
椭球形凝胶珠所占的比例最大的浓度组合也并不

完全一致.哪个浓度组合才是最佳的呢,这个问题

继续留到第二课时.

３　非闭合路径的综合型评价———讨

论固定效果最佳的浓度组合

课后延伸实验,是从“固定化酵母细胞的催化

效果”的角度审视最佳浓度组合的评价问题.在第

二课时,教师要指导学生再从“酵母细胞的固定效

果”这个角度对“海藻酸钠和氯化钙的最佳浓度组

合”的实验结论作出评价.
教师引导学生拟定判断“固定效果”的指标.

经过讨论,第一课时中的凝胶珠的外形、机械强度、
颜色准确地说反映的是凝胶珠的质量,但并不能代

表酵母菌细胞被固定的效果,至少不能直接反映固

定效果.只有凝胶珠内游离状态酵母细胞的数量

才能够作为“固定效果”的指标.其中,游离状态的

酵母细菌需要使用显微镜观察,游离数量越多,说
明固定化效果越差.

３．１　有明确限定的实验条件

观察、统计凝胶珠内游离状态酵母菌细胞的数

量需要采用切片的方法制作临时装片,使用显微镜

进行观察.由于实验操作难度较大,所以教师直接

给定了刀片、玻片、显微镜等实验所需的条件,将更

多的时间放在实验操作和最后的分析部分.

３．２　找事实依据的实验设计

如果说宏观发酵实验的结果属于间接证据,那
么微观观察包埋效果就属于直接证据了.观察凝

胶珠内游离状态酵母细胞的数量,正是为寻找直接

的证据.与前２个实验相比,这个实验的设计就显

得比较简单了.就是在统计时需要考虑合理计数.

３．３　有技术难度的实验实施

指导学生使用“双刀片切法”对不同浓度组合

所形成的凝胶珠进行切片,制成临时装片,置于数

码显微镜下进行观察.寻找边缘较薄处观察酵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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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固化的状态、估算游离的酵母细胞数量,使用

数码显微的拍照功能拍下视野中的画面,方便与其

他浓度组合的视野画面进行比较(见图２).

图２　不同浓度组合所形成的凝胶珠的切片图

“双刀片切法”学生在初中观察叶片结构的实

验时有所接触,但由于相隔时间较长,且凝胶珠有

弹性,切片对学生具有一定的挑战性.为保障课堂

实验的顺利进行,可以在前面的课后延伸实验时,
提供刀片、叶片等材料用具给学生先熟悉“双刀片

切法”.

３．４　多维度分析的实验反思

围绕“最佳浓度组合”实施了３个实验之后,每
个小组都得出了３项实验结果:

(１)成珠效果:不同浓度组合所形成的凝胶珠

的外形、机械强度;
(２)催化效果:不同浓度组合所形成的凝胶珠

发酵葡萄糖的速度;
(３)固定效果:不同浓度组合所形成的凝胶珠

内游离的酵母菌的数量.
机械强度大,球形或椭球形的凝胶珠不容易在

摩擦、碰撞中破损,不但增加反复使用的次数,还便

于更好地与底物分离,避免产物中掺入凝胶杂质.
凝胶珠内游离的酵母菌数量反映了凝胶珠内

部的均匀性,凝胶珠内部越均匀,酵母菌固定效果

越好,凝胶珠的有效使用时间也越长.
发酵的速度可以反映出凝胶珠催化效率的高

低,这与凝胶珠的体积、相对表面积、固定酵母菌细

胞的数量、表面的微孔结构等诸多因素有关.
综合考虑反复使用的次数、有效使用时长和催

化效率３个因素,“最佳浓度组合”就不再是一个确

定的结论了,各小组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对这３个

因素按照重要程度进行分析、排序,得出结论.有

小组认为研究用海藻酸钠这种材料进行包埋实验,
凝胶珠的形成质量应该是首要考虑的;有小组认为

这个实验的重点是“固定化”,所以,固定效果应该

是主要标准;还有小组认为研究这项技术追求的还

是生产效益,催化效果才是最重要的.

４　小结

通过以上的案例分析可知,“多维学习”是有深

度的学习,不是简单的、机械的,而是启发式的、创

造性;它是有高度的学习,不是孤立的、割裂的,而
是跨领域的、整合性的;它更是有温度的学习,不是

冷冰的,僵化的,而是基于情景的、应用性的.“酵
母细胞的固定化”项目式多维学习可以概括为如图

３所示.

图３　“酵母细胞的固定化”项目式多维学习的模型图

(１)教学目标是多维度的:沿用三维目标的体

系,考虑了知识、能力和情感态度价值等多个维度;
同时也参考核心素养的理念,重点突出科学思维和

科学探究两项素养.
(２)教学策略是多样态的:融合了STEM 教育

的基本理念,在项目式教学的大框架下,采用了情

境教学的策略,探究教学的策略,分组教学的策略.
(３)教学过程是多层级的:１个项目主题,３个

相关实验,环环相扣,立体式多维度地螺旋式上升.
(４)学习形式是多风格的:基于学习风格理论,

采取“多感官认知教学”,在教学中设计了讲授、阅
读、资料检索、合作分享、自主实验、情境体验等多

种学习方式,充分考虑了视觉型、听觉型和触觉型

学生的学习和需要.
(５)学科素养是多类型的:作为开放性的实验

活动,学生的科学探究和科学思维得到了培养和提

高;通过不断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通过小组合作

的方式共同解决使用固定化酵母菌细胞发酵的生

产问题,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在发酵实验中,选
择指标的过程,物质与能量、稳态与平衡、结构与功

能等的生命观念对学生也有所启发.
(６)学习结果是多效能的:包括酵母菌细胞固

定化所涉及的基本知识,并迁移到诸多与细胞呼吸

有关的生物学、化学知识中;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设计实验的能力以及实验操作技能.

(７)学习评价是多元化的:不只是看学生是否

掌握了实验的基本步骤、程序和技术,还要看是否

形成了合作的意识、分享的意识、独立思考的意识

和综合分析运用的意识.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０－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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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教学

实验对小学科学教学的重要性

湖北省大悟县河口镇中心小学(４３２８２２)　杜晓英

　　“科学”一词首次来源于拉丁语“sciente”,最初

的含义是“学问”和“知识”的意思.日本近代启蒙

思想家福泽谕吉把“sciente”译为“科学”.到了２０
世纪之后,尤其是“五四”运动时期,陈独秀等青年

领袖大力提倡“德先生”“赛先生”,从而使“科学”一
词在我国广泛传播.

１　小学科学的要求

为进一步加强小学科学教育,根据立德树人工

作总体部署,教育部组织专家对小学课程标准进行

了修订完善,并正式印发了«义务教育小学科学课

程标准»(教基二[２０１７]２号).本次课程修订以培

养小学生科学素养为宗旨,积极倡导让学生亲身经

历以探究为主的学习活动,培养他们的好奇心和探

究欲望,发展他们对科学本质的理解,使他们掌握

探究解决问题的策略,为他们终生学习和生活打好

基础.
科学课体现了以下特点.一是注重科学学科

的特点,贯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为
提高整个民族的科学素养打下基础.二是遵循儿

童身心特点,处理好内容的深度、广度,做到难易适

度,分量适当.选择的大多是常见的,儿童感兴趣

的,且能够亲自进行观察、实验和操作的教学内容,
体现了教学的趣味性和实践性.三是贯彻理论联

系实际的原则,加强课堂教学与生活、生产、社会实

际的联系.在儿童接受能力允许的条件下,在阐明

自然规律和概念时,尽可能多地联系生活、生产、社
会实际.四是注重儿童智能发展.课构进一步明

确了本学科中各项能力培养的要求、方法和途径,
确定了能力的结构体系.五是既注意了本学科各

年级教材之间的纵向联系,又注意了与其他学科之

间的横向联系.

２　实验对小学科学的重要性

２．１　实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小学科学是９年义务教育小学阶段的一门以

实验为基础的学科,也是对学生启蒙教育的重要

学科.常言道: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孩子的天

性是游戏和娱乐,只有在实验中激发孩子们的思

考能力、动手能力、创新能力,才能激发孩子们

浓厚的学习兴趣;只有充分寓教于乐,孩子们才

能在体会到乐趣的同时学到知识,才会愿意去学,
主动去学.

２．２　实验增加教学的直观性

枯燥的课本,一味地讲解,有时候可能使学

生不能充分的吸收知识;抽象的概念,似懂非懂

的模糊状态,可能使学生产生抗拒心理.特别是

对心智发展和学习能力等各方面还不成熟的小学

生而言更加困难.“我看到了,我听到了,我摸到

了,才能真正理解的了”.所以,让学生通过亲自

经历参与实验的过程才是做好小学科学教育的关

键,用实验的手段去验证事物的性质,发现事物

变化的规律和本质,真正的掌握学习新知识的方

法也是实验教学的目的.

２．３　实验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

在应试教育中,基本上是以考试成绩作为检

验学生学习效果的唯一手段.片面重视应试,肢

解课程体系的科学性和完整性,造成学生认知结

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的残缺不全.而实验教

学正是弥补这种不足之处的最好办法.好的实验

设计有利于学生有效的掌握基础知识,让学生在

实验的过程中学会观察、学会思考、学会自己动

手操作,掌握科学探究的方法,培养学生的创新

精神和创新意识.

２．４　实验能帮助学生全面发展

知行合趣正是小学实验的乐趣所在.孩子们

能在玩的同时把一些浅显的理论和自然现象内化

为自己的知识,培养自己的动手、动脑能力,在

实验的过程中极大地锻炼了自己的综合能力,促

进了学生的全方面发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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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教学

初中化学三个阶段的实验探究教学中的深度学习

江苏省南通市虹桥二中(２２６０００)　钱　勇

　　化学作为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具有一定

的优势,在加强实验教学中,通过开展深度学习即

学生围绕挑战性的学习主题,全身心积极参与、体
验成功、获得发展的有意义的学习过程.在这个过

程中,学生掌握化学的核心知识,理解学习的过程,
把握化学学科的本质及思想方法,形成积极的内在

学习动力、积极的态度、正确的价值观.这是最有

利于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途径和方法.
初中化学对于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分为３个

阶段: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

１　初级阶段:从引入有趣问题到体验

问题意识,通过成功的体验和激励,埋

下科学探究的种子

在化学的学习过程中,我们应当根据学生已有

的认知水平,寻求学习的真实性,联系真实生活与

社会环境来设置问题情境.例如人教版第１单元

课题２“对蜡烛及其燃烧的探究”中,通过教师的引

导,使学生对化学变化及其现象进行系统、全面、仔
细的观察,同时了解探究实验报告的基本格式和内

容.然后通过归纳,学生可以得出在化学实验过程

中应当关注的３个方面:物质的性质、物质的变化

以及变化的过程和结论的解释.
在实际开展的实验探究中,笔者进行了一些改

变,提前布置了２个趣味实验:①要求学生准备２
支蜡烛,一支放在冰箱速冻室里２h,另一支室温存

放,然后同时点燃,观察现象,并作出解释;②将１
支不长的蜡烛固定在水杯中,加水至稍低于烛芯,
点燃蜡烛,观察现象并作出解释.这样设计的目的

是为了让学生通过生活中常见物品的实验,体会化

学实验的乐趣和魅力,能够用已有的知识解释相对

简单的实验原理.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学生将２
个趣味实验的结果进行了汇报(相互补充),并得出

了结论:燃烧的剧烈程度和温度有关.在获得教师

的点赞后,可以明显看出学生的成就感,为后面的

继续探究创设了良好的氛围.
在点燃蜡烛熄灭后的白烟引燃蜡烛的实验后,

提出问题引发学生深度思考,进行化学学科思维方

法的培养———白烟应当具有什么样的化学性质,白
烟的成分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学生回答很快:具有

可燃性.第二个问题学生回答显得较杂乱.通过

引导,让学生明白化学反应后的物质的可能性必须

从反应的实质,即从反应物和生成物的角度着手考

虑,这样学生提出了４种物质:石蜡、氧气、水、二氧

化碳.然后引导学生进行合理性分析,在多个解释

中寻求正解.这样学生很快得出结论:是蜡烛焰心

部位的石蜡蒸汽凝华形成的白烟,因为焰心是石蜡

气化的部位故而焰心温度最低.

２　中级阶段:从初步形成问题意识到

发展问题意识,暴露学生的思维过程,
提升科学素养

随着化学知识的积累,学生对于化学问题的解

决方法和思考方式日趋成熟,但是仍有欠缺,需要

教师利用各种机会在课堂教学中渗透,开展深度教

学.例如在“常见的酸和碱”教学中,NaOH 溶液和

CO２ 的反应是重点和难点教学内容,学生已有知识

背景是CO２ 的检验:Ca(OH)２ 和CO２ 的反应,以及

碱溶液中都会含有 OH－ .关键是Ca(OH)２ 和CO２

的反应具有明显现象,而NaOH溶液和CO２ 的反应

却无明显变化.二者是否发生了反应? 怎样证明二

者发生了反应? 实验设计思路是什么? 因此,在实

际的教学过程中,笔者进行了设计,让学生开展深度

学习,帮助学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教学 过 程:学 生 已 知 Ca(OH)２ ＋CO２ 

CaCO３↓＋H２O,那么 NaOH 溶液中也含有氢氧

根离子,所以也能和CO２ 反应,学生模仿书写化学

方程式:２NaOH＋CO２ Na２CO３＋H２O.
提出问题:怎样证明二者确实发生了反应.
学生讨论、分析、总结:化学反应发生必然会伴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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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反应物的减少和生成物的产生(因为该反应没有明

显现象,很少有学生能够从反应物和生成物量的改变

角度来考虑,当然这对于初学者的要求较高).
在如何证明 CO２ 的减少实验时,笔者做了一

个诱导性实验:在装满 CO２ 的矿泉水瓶中导入

１０mL的Ca(OH)２ 溶液,震荡后石灰水变浑浊,瓶
子稍微变瘪.教师提问:“有没有发生反应.”接着,
在另一个在装满CO２ 的矿泉水瓶中导入１０mL的

NaOH 浓溶液,震荡后瓶子急剧变瘪.２个瓶子的

造型差异太大,许多学生直接回答发生了反应,教师

追问３遍:“确定吗?”学生看着带有一丝笑意的教师

开始不确定,直至有学生顿悟:CO２ 也能因为溶解于

水导致压强变小.因此,在设计实验时要排除水的

影响,所以此时要进行对比实验.学生讨论设计:取
等体积的CO２ 与等体积的水、NaOH 浓溶液进行实

验,比较瓶子的变形程度.看到２个瓶子完全不同

的变瘪程度,学生一目了然,二者确实发生了反应.
将２个变瘪程度不一的瓶子一同呈现,提出一

个诱导性问题:“你们觉得等体积Ca(OH)２ 溶液和

NaOH溶液谁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更强?”学生们不

约而同的回答:“是NaOH溶液.”于是在黑板上列写

出NaOH、Ca(OH)２ 和CO２ 反应的质量比,又出示

倒了等体积水的瓶子,其变形程度和石灰水无多大

差别,引 发 学 生 反 思 刚 才 的 问 题,得 出 结 论:

Ca(OH)２微溶于水,导致等体积溶液中含量较少.
通过这样的实验设计设置情境,形成驱动性任

务,同时造成学生的认知冲突,使学生不再是被动的

知识接收器,而是亲身经历者.通过暴露思维过程,
学生不仅学到知识,学会探究方法,更能挖掘出自己

的学习的潜能,感受到学习的乐趣.

３　高级阶段:从树立问题意识到发展

解决问题的意识,提升对学科知识的

理解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学生已经具备一定化学科学素养时,笔者通

过DIS实验,利用高灵敏度的 O２ 浓度传感仪器,
设计了比较除去密闭装置中 O２ 的最佳药品实验

探究课,实验过程见图１~４.重点在于让每一个

学生都能主动体验探究过程,在探究中发现问题并

解决问题.
探究课的设置背景是:９年级学生对于浓度对

化学反应的影响大致停留在影响反应的剧烈程度

不同上,往往忽略了铁在空气中不能燃烧却能在氧

气中燃烧背后隐藏的实质:反应物浓度还会影响反

图１　在钟罩内燃烧白磷:火焰熄灭后

最终实测O２ 浓度为３．７％

图２　在钟罩内燃烧酒精:火焰熄灭后

最终实测O２ 浓度为１２％

图３　在平底烧瓶中加热铜粉,最终实测O２

浓度为０．５％,取得稳定数据时间为４６０s

图４　在平底烧瓶中加热铁粉,最终实测O２

浓度为０．５％,取得稳定数据时间为８８０s

应能否进行.初中化学涉及的化学计算会使学生

潜移默化的产生思维定势(即化学反应一旦发生,
至少有一种反应物会消耗完),通过此次实验让学

生从全新的角度来认识一些化学原理的实质.
以上实验过程中 O２ 浓度传感器均设置在钟

罩和烧瓶顶端.实验结束后,学生们首先取得一致

认同:铜粉去除 O２ 效果好且速度快;当氧气浓度

低于一定程度时燃烧就会停止.因此,学生对于教

材中的探究实验又有了新的认识.然后发现问题:
(１)为什么白磷和酒精的数据图有反弹现象,

而且都是在燃烧停止后?
(２)铁在干燥的空气中应该不易与氧气反应,

为什么也能除去 O２? 而且铁和空气中的氧气反应

最终应该生成红棕色Fe２O３,但是铁粉加热中心点



第２９卷 中小学实验与装备２０１９年第６期 ３７　　　

图５　实验结果


暗黑,外围暗蓝色,最外圈少量有少量暗红色粉

末,其成分究竟是什么?
学生就以上２个问题小组合作,与笔者一同进

行分析讨论,最终得出相应结论.
(１)燃烧时热空气上升,特别是酒精灯在钟罩

中燃烧时更加明显,导致传感器部位 O２ 浓度急速

降低,待燃烧结束后,冷却时剩余气体均一且较

重,故出现图５中上图所示实验现象.提出解决方

案:将传感仪固定在和酒精灯等高的位置上重新

实验,实验结果如图５所示.

(２)因为温度升高,铁和氧气发生了反应;又
因为黑色粉末未完全变红,说明烧瓶中铁粉过量,
但是肯定生成了Fe２O３.

学生在对剩余固体的其余成分组成是什么

时,产生了困惑.于是笔者给出信息:铁的氧化物

有３种:Fe２O３、Fe３O４、FeO,其中 Fe３O４、FeO 和

铁粉都是黑色,Fe３O４ 和铁粉均能被磁铁吸引.作

为课后作业布置下去,让学生设计实验,确认黑色

粉末的具体组成.
通过实验探究设计,让学生从提高“解答试题

的能力”转向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而转向

“做事的能力”,实现解决问题的教学、生成问题的

教学.学生在实验过程中提出问题、理解问题、解
决问题的过程中,就是获得知识的过程,也是学生

实现深度学习的过程.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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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改进

钠的化学性质实验改进

甘肃省岷县第一中学(７４８４００)　吴有萍　余新红　曹义科

１　钠与水反应实验改进

人教版高中化学必修一钠与水反应是高中化

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实验,该实验承载了通过实验

探究发展学生证据推理意识的任务.课本中的实

验是在烧杯中加一定量水,滴入几滴酚酞,然后将

绿豆大小的钠投入水中.学生通过观察到钠球四

处游动、发出嘶嘶的声响知道有气体产物生成.教

师追问:“该气体产物是什么?”学生可以从氧化还

原价态升降规律知道气体产物是 H２.如何基于实

验角度让学生收集并检验该产物是什么,课本中并

没有进一步对该实验进行拓展.通过查阅文献,笔
者受有关钠与水反应实验装置改进启发,现设计如

下实验装置.

１．１　实验仪器

矿泉水瓶,４号橡胶塞,玻璃管,橡胶管,止水

夹,大头针.
１．２　实验准备

先将４~５cm 左右长的玻璃管插入打好孔的

橡胶塞中,使玻璃管口刚刚伸出橡胶塞底部.在伸

出橡胶塞底部的玻璃管上围一圈细铁丝,伸直细铁

丝末端部分,然后将橡胶管一端套在玻璃管上,另
一端套在大头针上.用止水夹夹住橡胶管(见图

１),将橡胶塞塞在矿泉水瓶瓶口备用(见图２).
１．３　实验步骤

(１)先在矿泉水瓶中加一定量的水,使液面距

离瓶口５~６cm 左右,滴入几滴酚酞备用.
(２)用小刀切割绿豆大小的金属钠,将橡胶塞

上细铁丝的一端扎在金属钠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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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橡胶塞的制作

图２　反应装置的准备

(３)挤压矿泉水瓶排尽瓶内空气,将橡胶塞迅

速插入瓶口.可以观察到钠从铁丝上脱落,迅速与

水反应,熔化成小球,瓶口处的溶液变红.
(４)用点燃法检验气体产物.一手挤压止水夹

至使少量气流缓缓出来,大头针移进酒精灯,另一

只手持续挤压矿泉水瓶使气体不断排除.可以观

察到大头针尖嘴处有黄色火苗持续燃烧,说明钠与

水反应产生了氢气.

１．４　改进后的优点

改进后的装置操作简单、安全,用排空气法可

以收集纯度较高的 H２.大多实验中 H２的检验采

用爆鸣法,该实验用点燃法检验 H２很好了弥补了

这一空白.该实验非常适用于课堂演示,反应时间

短,现象直观.另外,选用废旧矿泉水瓶进行实验,
成本低廉且可重复使用,体现了绿色环保的化学

理念.

２　钠与氧气反应实验改进

２．１　课本中的实验

将一块钠放在坩埚里加热,让学生观察实验

现象.

２．２　原实验不足之处

坩埚加热短时间不易达到较高温度,坩埚底较

深,学生没法充分的观察钠燃烧过程的现象.部分

教师用石棉网代替坩埚,加热石棉网,钠很快能燃

烧,燃烧以后因黑色物质干扰很难看到大量淡黄色

过氧化钠生成,同时实验后石棉网表面变黑且钠燃

烧位置破损,一次实验就需耗一块石棉网.

２．３　改进实验

鉴于以上不足,笔者将钠与氧气反应实验采用

铜箔加热,将中间略凹进去铜箔放在铁三角上.
(１)切割豌豆大小的金属钠,用滤纸吸干钠表

面的煤油,切去钠块被氧化的部分.
(２)用酒精灯加热,钠融化成球状,钠球通红,

移开酒精灯,钠开始燃烧,火焰成黄色(见图３),生
成大量的淡黄色固体,形状类似像花菜(见图４).

图３　实验现象

图４　反应产物

２．４　改进后优点

淡黄色产物形状像花菜,存在时间较长,现象

明了,便于演示,有利于学生进行观察.且趣味性

强,培养了学生进行实验探究的兴趣.该实验反复

操作发现钠融化后并不会四处滚动,实验安全性

好.最重要的一点,学生还能持续观察到淡黄色固

体变白、成块状,最终变白色粉末等一系列变化,让
学生在探究一系列变化过程中对钠及其氧化物、盐
的转化从感性直观认识上升到理性理解,便于后续

钠及其化合物的学习.

３　实验装置改进反思

高中化学课程标准明确提出通过实验探究认识

物质性质和物质转化,发展学生证据推理意识、科学

探究和创新素养.本文通过实验装置改进让学生对

实验进行充分观察并体会到改进装置巧妙之处,让
学生也在潜移默化中对实验产生积极探索的兴趣.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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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改进

玩转Y型管让实验化“零”为“整”

福建省福州则徐中学(３５０００１)　林　丰

　　Y型管有２个相同的试管,可作为反应容器,
常用于对比实验中,如对比碳酸钠和碳酸氢钠的性

质,探究燃烧条件等,既简化实验步骤,又突出对比

现象.本文中,笔者通过对 Y型管的改进,使其成

为多个反应的一体化实验装置,完成了初中化学一

系列实验.

１　探究 NaHCO３ 热稳定性实验

在传统的实验中,加热固体和检验产物的装置

相连接后,整套装置(见图１)的横向距离长、体积

大,主要存在以下２个问题:①若装置间连接时气

密性不好,容易导致实验失败;②为了实验现象明

显,必须取用较多药品.

图１　教材中NaHCO３ 热稳定性实验装置

改进方法:调整 Y 型管的角度(见图２),使其

中一个试管略向下倾斜,作为加热固体的反应装

置,另外２个试管中分别加入无水硫酸铜与湿润的

石蕊试纸检验产物水和二氧化碳.反应装置和气

体检验装置的一体化让实验装置更简约,操作更简

单,同时还大大缩短气体流动的距离,可以减少药

品用量而不影响实验效果,是一套微型简约的连续

多步反应装置.

２　气体的制取及其性质实验

无论是新课还是复习课,氧气和二氧化碳的制

取和性质实验都是初中一线教师实验教学的重中

之重.有的教师会预先在课前将气体收集,并存放

于集气瓶中以节约课堂演示实验时间,但若是连续

几节的化学课,不仅气体制备量大,还存在气体流

图２　改进后NaHCO３ 热稳定性实验装置

失,导致实验失败.因而许多教师开始研究将反应

的发生装置、收集装置、性质验证装置进行连接成

一体化实验装置.
改进方法:将其中一个试管底部切开,Y 型管

就变为只有一个试管和两端开口的容器,将试管作

为反应容器,一端可用于连接注射器,随时添加药

品,而另一端开口处则可以用来完成气体的性质实

验.例如二氧化碳制取及性质实验中(见图３),将
大理石放入下方垂直的试管中,通过注射器加入稀

盐酸,可观察到试管中产生大量气泡.再于另一端

开口处放入干燥与湿润的石蕊试纸,可观察到湿润

的蓝色石蕊试纸变红,干燥的石蕊试纸不变色,通
过对比实验验证二氧化碳与水反应生成酸的性质.
如图４所示,该装置还可用于氧气的制取及其性质

实验中,将二氧化锰放入试管中,通过注射器加入

过氧化氢溶液,可观察到试管中产生大量气泡.于

另一端开口处放入木炭,将酒精灯放置在木炭下方

加热,很快便观察到木炭在氧气中燃烧.
与传统的实验相比,改进的 Y 型管有以下优

点:①气体的制备与性质实验在同一体系中进行,
操作简便,且无需连接装置,保证装置气密性良好;

②借助注射器控制反应的发生与停止及反应速率

的快慢;③减少药品的用量,现象明显,成功率高;

④该装置还可用于其他气体的制取和性质验证实

验,例如氨气、二氧化硫、氯气等.由于这些气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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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改进型CO２ 制取及性质实验装置

　
图４　改进型O２ 制取及性质实验装置

毒,因此在导管口添一团蘸有可用于尾气吸收试

剂的棉花,还可达到气体的制取—性质实验—尾

气处理的“三合一”的效果.
大道至简,贵在化零为整.通过玩转 Y型管,

并将这一体化的实验装置运用于教师课堂演示实

验及学生分组实验中,让实验到教学实现了从

“零”到“整”的转化.首先,让零散的实验仪器整

合一体化,使实验操作更加简约;其次,让零碎的

课堂实验时间紧凑高效,让教师腾出更多的时间

启发学生思维;再次,一管多用的实验将学生原本

零乱的碎片化知识进行有机整合,形成系统的知

识体系;最后,将实验微型化、趣味化、节能化和创

造性融为一体,培养学生的节约意识、环保意识、
安全意识和创新意识.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０－１６

实验改进

二氧化硫性质实验的微型化设计

西华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６３７０００)　葛美娟　王　丹　文丰玉

１　问题的提出

二氧化硫是一种具有酸性、氧化性、漂白性

以及还原性的有毒气体,它的性质实验是高中化

学教学中的重要实验之一,但是人教版新课程教

材中的实验方案存在以下问题:①教材给出的实

验方法操作繁琐、药品用量大,不利于开展学生

分组实验;②二氧化硫的性质不能一次得到验证,
耗时较长;③实验中二氧化硫易逸散,既危害教

师和学生的身体健康,又污染环境,而且实验效

果不佳.对于学生而言实验装置越简单越好,故

笔者设计了该实验的微型化改进装置.虽然该装

置的整体设计比较简单,但能够充分验证二氧化

硫的性质,可操作性强.该设计不仅能达到现象

明显、绿色环保、操作简单、高效省时、应用较

广的效果,而且能够充分培养学生的 “科学态度

与社会责任”“科学探究与创新意识”等化学学科

核心素养.

２　实验再改进

２．１　实验用品

仪器材料:铁架台(带铁夹)、微型 Y 型管、注
射器(５mL)、微型锥形瓶、酒精灯、气球、导管、烧
杯、滤纸、剪刀、止水夹、镊子、橡胶圈、透明胶带.

药品:Na２SO３ 固体、浓度为７０％的 H２SO４ 溶

液、紫色石蕊试液、品红溶液、０．０１ mol/L 酸性

KMnO４ 溶液、２mol/LNa２S溶液、蒸馏水.

２．２　实验装置

该装置主要包括气体制备、性质检验及尾气处

理３个部分,如图１所示.气体制备部分是采用微

型锥形瓶(盛放 Na２SO３ 固体)和５mL的注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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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放７０％的 H２SO４ 溶液)结合完成SO２ 的制取;
性质检验部分是在 Y型管内一次性完成SO２ 的漂

白性、氧化性、酸性、还原性等其诸多性质的验证;
由于实验所用的药品较少,产生的SO２ 气体很少,
因此尾气处理部分是采用气球(橡胶圈套紧)收集,
即平衡了气压又吸收了有害气体,同时还可以用收

集好空气的注射器注入装置将残留的SO２ 气体赶

至气球处收集.

图１　改进装置设计图

２．３　实验步骤及现象分析

采用上述改进后的装置进行二氧化硫的性质

实验,实验步骤及现象分析如下.
(１)检查装置气密性.按图２连接好装置,加

热左侧锥形瓶,瘪气球鼓起来,说明装置气密性良

好.反之,则气密性不好.
(２)添加药品.在锥形瓶中加入０．５gNa２SO３

固体,如图１所示.注射器内吸入２mL 浓度为

７０％的 H２SO４ 溶液.制作２个大小相同的滤纸

环,用透明胶带将其固定在２根并列导管的１、２
处,纸环间距约０．５cm左右,用胶头滴管分别滴加

紫色石蕊试液和 Na２S溶液于滤纸环上.在 Y 型

管３处加入１mL品红溶液,在 Y 型管４处加入

１mL酸 性 KMnO４ 溶 液,塞 上 橡 胶 塞,固 定 好

装置.
(３)制备二氧化硫.向锥形瓶中 缓 慢 注 入

H２SO４ 溶液,与 Na２SO３ 固体迅速反应,立即产生

大量气泡.反应原理:H２SO４(浓)＋Na２SO３ 
Na２SO４＋SO２↑＋H２O.

(４)二氧化硫的性质检验.加入 H２SO４ 溶液

的同时仔细观察 Y型管内的现象.

①１处滴有紫色石蕊试液的滤纸环变红,证明

SO２ 的水溶液具有酸性.反应原理:SO２＋H２O
H２SO３,H２SO３  H＋ ＋HSO－

３ .

②２处滴有 Na２S溶液的滤纸环变为淡黄色,
证明SO２ 具有氧化性,将 Na２S中的S２－ 氧化为单

质S.反应原理:２Na２S＋３SO２ ３S↓＋２Na２SO３.

③３处的品红溶液红色逐渐褪去,证明SO２ 具

有漂白性,对比现象②中滴有紫色石蕊试液的滤纸

环变红,而不是褪色,说明 SO２ 不能漂白酸碱指

示剂.

④４处的 KMnO４ 溶液紫色逐渐褪去,证明

SO２ 具有还原性.反应原理:５SO２ ＋２MnO－
４ ＋

２H２O２Mn２＋ ＋５SO２－
４ ＋４H＋ .

待上述现象均出现时,用酒精灯加热 Y 型管

的３处和４处,继续观察实验现象.

⑤３处褪色的品红溶液又恢复为红色,说明

SO２ 的漂白作用具有可逆性和不稳定性.反应

原理:

⑥４处的 KMnO４ 溶液颜色无明显变化,进一

步证明其褪色原理与品红溶液褪色的原理不同,

KMnO４ 溶液紫色褪去的原理为:KMnO４ 具有强

氧化性,SO２ 具有还原性,二者发生氧化还原反应,
且反应不可逆.

(５)尾气处理.实验结束后,用１支注射器吸

入空气并注入装置内,将装置内残留的SO２ 气体

全部赶至气球内并收集,以保证拆卸装置时无SO２

气体泄漏.

３　改进意义

(１)微型微量.本实验装置微型,所用药品微

量,便于携带,大大降低了实验成本.
(２)简单实用.本实验中的装置组装简单,操

作简便,实验现象明显,适于课堂演示实验和学生

分组实验,可操作性强.同时,该设计可推广到其

他气体的性质实验中,例如氯气、氨气、乙烯、乙炔

等有毒气体,只需更换装置内的试剂,具有较强的

实用性.
(３)省时高效.本实验采用一体化设计,可同

时检验气体的多个性质,实验过程中既能节省时

间,也能有效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４)绿色环保.本实验在密闭体系中进行实

验,无有害气体逸出,该设计有利于培养学生绿色

环保的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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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改进

基于环境保护的硫在氧气中燃烧实验的改进

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勃湾区教研室(０１６０００)　王根运

　　人教版初中教材无论是过去的大纲版还是现

在的课标版都有硫在氧气中的燃烧实验,同时和硫

在空气中点燃的现象做比较.虽然硫在氧气中燃

烧生成的二氧化硫对空气有污染,但多少年来这个

实验依然存在于教材中,说明这个实验在初中化学

教学中的地位是不可或缺的.为减少或杜绝生成

的二氧化硫对空气的污染,作者改进了这个实验.

１　实验改进的原因

教材中安排这个演示实验在通风橱中进行,其
缺点之一是通风橱中的空间有限,只有少部分学生

能观察到明显的实验现象;缺点之二是通风橱中的

实验使生成的二氧化硫排放到室外空气中,虽然室

内空气中无二氧化硫的污染,但对室外空气的污染

丝毫没有减少.

２　实验改进的原理

２．１　将生成的二氧化硫转化吸收

改进实验装置,使二氧化硫不逸散到实验装置

外,将实验生成的二氧化硫转化为其他物质,集中

处理.

２．２　减少二氧化硫的生成

利用自制微型实验仪器大大减少二氧化硫的

生成.

３　改进实验

作者设计了以下３个实验装置并将生成的二

氧化硫转化为亚硫酸钠.

３．１　硫和氧气反应用电蚊香器加热

实验装置如图１所示.
透明塑料瓶 A的处理:在药店购买１００mL的

瓶装酒精,倒出酒精,将透明塑料瓶洗净干燥后

备用.
检查装置的气密性:按图１连接好装置,打开

止水夹１和２,挤压气球并卷折,使气球中的空气

全部排出,关闭止水夹１,松开卷折的气球,气球不

图１　硫和氧气反应电蚊香器加热的实验装置

复原,说明装置的气密性良好.
收集氧气:断开 A和B装置,使止水夹１和２

在 A装置上.用塑料瓶 A 收集一瓶氧气,关闭止

水夹１和２,并与B装置连接好待用.
硫在空气中燃烧:自制多孔架(可用与广口瓶

口径大小相近的塑料瓶的瓶身制作),捆绑上小电

蚊香器,放入广口瓶 B中.在广口瓶 B中加入浓

氢氧化钠溶液,蚊香器在浓氢氧化钠溶液液面以

上,用镊子在电蚊香器上放适量硫,连接好装置.
将电蚊香器接通电源,观察硫在空气中燃烧的

现象.
硫在氧气中燃烧:保持止水夹１关闭,打开止

水夹２,慢慢挤压塑料瓶 A,观察硫和氧气反应的

现象.
二氧化硫的吸收:关闭止水夹２,打开止水夹

１,塑料瓶 A恢复原状,水平轻轻旋转震荡B装置.
观察气球变瘪后,关闭止水夹１,打开止水夹２,轻
轻挤压塑料瓶 A,气球恢复原状.待气球变瘪时重

复上面的操作,直至气球不再变瘪,二氧化硫被完

全吸收.

３．２　硫和氧气反应用注射器吸收二氧化硫

实验装置如图２所示.
代用品处理:输液管针头部分是一次性用品,

需购买新的.输液管连接针头部分和注射器若使

用废弃的要洗干净消毒,也可以购买新的.透明塑

料瓶B的处理见３．１中所述.
检查装置气密性:按图２连接好装置,打开止

水夹１和２,将１０mL注射器活塞抽出至２mL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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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硫和氧气反应用注射器吸收二氧化硫

的实验装置

关闭止水夹２,将注射器活塞推至零刻度处,松开

手活塞又回到２mL处,说明装置气密性良好.
装药品:试管中放入少量硫,注射器中吸入

１０mL浓氢氧化钠溶液,塑料瓶B中收集一集气瓶

氧气,连接好装置.

　　硫在空气中燃烧:保持止水夹１和２关闭.点

燃酒精灯,先使试管均匀受热,然后集中加热放置

硫的部位,观察硫在空气中燃烧的现象.
硫在氧气中燃烧:撤去酒精灯,打开止水夹１,

慢慢挤压塑料瓶 B,让氧气均匀地进入试管中,观
察硫在氧气中燃烧的现象,此过程中变瘪的塑料瓶

B不能恢复原状.
二氧化硫的处理:关闭止水夹１,从止水夹１

后断开装置A和B.注射器针头斜插入胶塞(目的

是使注射器中的浓氢氧化钠溶液能喷洒在试管壁

上,更好的吸收二氧化硫),将注射器中浓氢氧化钠

溶液推入试管内并喷洒在试管壁上,挤压并卷折气

球,使气球中可能有的二氧化硫进入试管中.震荡

试管使二氧化硫和浓氢氧化钠溶液充分反应吸收.

３．３　硫和氧气反应用洗气瓶吸收二氧化硫

实验装置如图３所示.

图３　硫和氧气反应洗气瓶式吸收二氧化硫的实验装置

　　透明塑料瓶A的处理:同３．１中所述.C、D和

E中的广口瓶也可以用塑料瓶 A代替.
检查装置的气密性:按图３连接好装置后,打

开止水夹２、３、４、５和６,关闭止水夹１,轻轻挤压塑

料瓶 A,在D中看到有５~６个气泡,关闭止水夹

６,松开塑料瓶 A,D装置中的长导管中上升一段液

体柱,说明装置气密性良好.
收集氧气,装药品:断开 A 和 B装置,使止水

夹１和２在 A装置上.打开止水夹１和２,用塑料

瓶 A收集一瓶氧气,关闭止水夹１和２,并将 A 和

B装置连接好待用.C中加入浓氢氧化钠溶液.
硫在空气中燃烧:保持止水夹１和２关闭,打

开止水夹３、４、５和６,点燃酒精灯,移动酒精灯使

硬质玻璃管均匀受热,然后集中加热放置硫的部

位,观察硫在空气中燃烧的现象.
硫在氧气中燃烧:再打开止水夹２,慢慢挤压

塑料瓶 A,让氧气均匀地进入硬质玻璃管中,观察

硫在氧气中燃烧的现象,此过程中变瘪的塑料瓶 A
不能恢复原状.

二氧化硫的吸收:继续挤压塑料瓶 A,使硬质

玻璃管中的二氧化硫进入浓氢氧化钠溶液中进行

吸收.关闭止水夹２,打开止水夹１,塑料瓶 A 中

进入空气.关闭止水夹１,打开止水夹２,挤压塑料

瓶 A,这样重复２~３次,使装置中的二氧化硫全部

被浓氢氧化钠溶液吸收.

３．４　微型实验

３．４．１　自制微型实验装置

硫在氧气中燃烧自制微型实验装置的照片如

图４所示.

图４　硫在氧气中燃烧微型实验照片

３．４．２　自制微型实验仪器说明

文中利用废弃物自制的仪器都已洗净消毒.
燃烧匙:铜导线剥去绝缘皮,一头砸瘪,再用钢

珠砸一个凹坑,从砸瘪处弯曲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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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气瓶:废弃的青霉素药瓶,洗净干燥后备用.

酒精灯:废弃的药瓶中盛放酒精,金属片开孔

穿过棉线作为灯芯,药瓶盖用于熄灭酒精灯.酒

精灯不用时拿去灯芯盖上盖子存放,瓶内酒精可

下次再用.灯芯放入另一较大的废弃药瓶中,盖
上盖子棉线中的酒精不能全部挥发,方便下次实

验时使用.
试剂瓶:废弃的青霉素药瓶洗净干燥后盛放

固体药品,贴上标签.废弃的塑料眼药水瓶洗净

干燥后盛放液体药品,贴上标签.挤压眼药水瓶

可以取液体药品,兼有滴瓶的作用.
水槽:废弃的小塑料盒.
二氧化锰和过氧化氢反应制取氧气装置:在

５mL注射器中装入过氧化氢,推动活塞控制反应

速率和生成氧气的量,针头不能二次使用需新购.

用输液管作导气管.

５mL注射器经过输液管带针头部分从青霉

素药瓶的胶盖插入,避免制氧气装置“头重脚轻”.

３．４．３　实验操作

用自制微型实验仪器完成硫在氧气中燃烧的

实验,实验操作和教材相同.

３．４．４　更加环保的微型实验

燃烧匙穿过青霉素药瓶盖并使瓶盖在燃烧匙

的适当位置上,在空气中点燃硫后将燃烧匙伸入

青霉素药瓶,盖上盖子,慢慢向下移动燃烧匙,观
察硫在氧气中燃烧的现象.硫燃烧停止后,冷却

一会儿,用注射器推入浓氢氧化钠溶液并震荡,使
二氧化硫和氢氧化钠溶液完全反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０－１４

实验改进

一种简易的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实验验证方法

江苏省无锡市辅仁高级中学(２１４１２３)　沈志斌

１　传统教学的困惑

长期以来,由于中学物理实验条件的限制,无法

通过定量实验得出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传统教学

途径是利用研究楞次定律的实验装置(见图１),快速

插与慢速插(或快速拔与慢速拔)磁铁,通过观察灵

敏电流计指针偏转角大小,结合书本文字“纽曼、韦
伯在对理论和实验资料进行严格分析后,于１８４５年

和１８４６年先后指出:闭合电路中的感应电动势的大

小,跟穿过这一电路的磁通量变化率成正比,后人称

之为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来验证法拉第电磁感应

定律原理.这样的教学处理总感觉得出规律的证据

不充分,过程略显粗糙,影响教学效果.

２　定律的实验验证

为了加深学生对定律的理解,物理教材中通常

会设置一些验证性实验,如旧版教材中“验证牛顿

第二定律实验”.基于这样的思考,笔者在教学中

安排了实验验证的环节,将传统实验器材和现代

DIS软件有机结合,收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现将

图１　传统实验装置

思考和实验介绍如下,供同行参考.

２．１　实验的原理

根据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E＝n
Δϕ
Δt

闭合电路欧姆定律:E＝IR

可得:q＝n
Δϕ
R

对于给定的线圈,n、R 一定.
保持Δϕ 一定,如果快抽(插)和慢抽(插),线

圈中流动的电量一定,可以验证E∝１/Δt的结论.
保持Δt一定,如果q∝Δϕ,可以验证E∝Δϕ

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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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验证E∝１/Δt的实验

图２为实验原理图,图３为实验装置图,将条

形磁铁从线圈的底部抽出(由底部至远离线圈),通
过电流传感器、数据采集盒,在计算机屏幕上显示

电流－时间波形(见图４),利用软件的积分功能求

得q(I－t图像下所围出的面积).

图２　实验原理图１

图３　DIS实验装置图１

图４　I－T 图像

表１为５次实验得到的电量,电量值很接近,
通过计算平均值,再计算每次百分误差,背离程度

小于５％,可以认为电量为恒定值,从而得到在 Δϕ
一定时,E∝１/Δt的结论.

表１

次数N Δt/s q/C 百分误差σ

１ ０．１４２４ ０．０００５９３３ ４．９６％

２ ０．１８１１ ０．０００５８３３ ３．２０％

３ ０．０９６０ ０．０００５４３３ －３．８８％

４ ０．３１５７ ０．０００５３９６ －４．５４％

５ ０．１２３６ ０．０００５６６７ ０．２６％

q均值 ０．０００５６５２４

２．３　验证E∝Δϕ的实验

图５为实验原理图,图６为实验装置图,取２
根同一型号的条形磁铁并列,并用橡皮筋绑住,从

线圈底部抽出磁铁,这样可以认为与单根磁铁抽出

时Δϕ 之比为２∶１,采用电流传感器显示感应电流

波形,利用软件的积分功能求得q.

图５　实验原理图２

图６　DIS实验装置图２

表２ 为 ５ 次实验得到的电量值,其均值为

０００１０９６５４C,单根磁铁抽出时电量的均值为

０．０００５６５２４C,两者的比值为１．９４,接近２,可以

支撑Δt一定时,E∝１/Δϕ 的结论.
表２　

次数N q/C

１ ０．００１０９０

２ ０．００１１１３

３ ０．００１１１７

４ ０．００１１６６

５ ０．０００９９６７

q均值 ０．００１０９６５４

３　对实验教学的思考

教师应是用教材教而非教教材,这实际上给教

师的教学创新提供了很大的空间.根据学情、结合

教材、适当补充是取得良好教学效果的重要途径.
苏州大学朱正元教授曾提出:“坛坛罐罐当仪器、拼
拼凑凑做实验.”南京师范大学刘丙昇教授提出:
“小实验、大智慧.”一方面强调了物理教学过程中

实验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实验设计要讲究

简洁美.本文实验器材,学生在探究感应电流方向

时接触过,采用传统实验装置与 DIS设备有机结

合,是物理实验改革创新的一个方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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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改进

氨气的制备与性质实验改进

安徽省六安市第二中学河西校区(２３７０００)　孙　瑞

安 徽 省 铜 陵 市 第 一 中 学(２４４０００)　郑　伟

　　 “氨气的制备和性质实验”是人教版高中化

学必修一第４章第４节中的内容.教材中氨气的

制备与性质实验是分开进行演示实验的,结合教

学实际,笔者认为教材实验存在以下几点不足:
(１)氨气制备时使用酒精灯加热,能耗大,

存在安全隐患;
(２)氨气在收集的过程中容易泄露,污染

环境;
(３)氨气和氯化氢反应是在敞开体系中直接

进行的,反应现象微弱,且 NH３ 与 HCl都会污

染环境;
(４)做喷泉实验要提前收集多瓶干燥氨气,

氨气易扩散,有可能导致喷泉实验效果不好,甚

至造成实验失败.基于此,需要对氨气的制备和

性质实验装置进行改进,以便于学生全面系统掌

握氨气的性质.

１　实验目标

为了更安全高效的进行课堂教学,使学生自

主掌握 NH３ 的制备原理和性质,发展学生的化学

核心素养,特制定该实验的策略目标.

１．１　宏观辨识和微观探析

通过观察、辨识表现氨气性质的宏观现象,
能从微观层面解释宏观方面的实验现象,能运用

化学符号表征氨气的一系列变化.

１．２　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

收集证实氨气性质的各种证据,然后分析推

理加以证实或证伪,建立观点、结论和证据之间

的关系,并能解释氨气现象与性质之间的关系.

１．３　实验探究与创新意识

通过对氨气的宏观现象进行思考、讨论后能

提出有探究价值的问题,并能和同学交流实验探

究的成果,课下继续探究或提出改进实验的想法.

１．４　科学精神与社会责任

在实验过程中养成安全意识和严谨求实的科

学态度,注重环保意识,能运用已有知识和方法

探究实验过程对环境带来的影响.

２　实验原理

NaOH＋NH４ClNaCl＋NH３↑＋H２O
NH３＋H２O NH３H２O NH＋

４ ＋OH－

NH３＋HClNH４Cl

３　实验装置及用品

３．１　实验装置

实验装置图如图１所示.

图１　实验装置

３．２　实验器材及药品

NaOH 固体、NH４Cl固体、浓盐酸、酚酞试

液、蒸馏水、２５０ mL 圆底烧瓶、５００ mL 烧杯、
广口瓶、塑料滴管、玻璃导管、双孔塞、止水夹、
三通阀、注射器、乳胶管、红色石蕊试纸、铁架

台附铁夹、托盘天平.

４　实验步骤

４．１　氨气的制备改进

按图１组装好实验仪器 (注射器预先分别吸

入一定量的蒸馏水和浓盐酸),先检査装置气密性

是否良好,然后再向烧杯中加入几滴酚酞试液.
最后将塑料滴管取下,分别取 NaOH 细颗粒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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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g、NH４Cl固体２．３g,按顺序加入塑料滴管

中.添加完毕后按图１将塑料滴管连接在装置上.
轻轻摇动塑料滴管使反应物充分混合接触,很快

可以观察到盛有水的烧杯中有大量气泡产生,湿

润的红色石蕊试纸变成蓝色,一段时间后滴有酚

酞的水溶液由无色变成红色.

４．２　白烟现象

等烧杯中气泡减少时,关闭止水夹１和止水

夹２,将浓盐酸注入广口瓶中,可观察到广口瓶

内产生大量白烟,瓶底或瓶壁有白色固体物质生

成,如图２所示.

图２　白烟现象

４．３　喷泉实验

将注射器里的蒸馏水注入圆底烧瓶,因为

NH３ 极易溶于水,烧瓶内压强迅速减小,可观察

到烧杯中的水向圆底烧瓶中倒吸,形成红色喷泉,
如图３所示.

图３　喷泉实验

４．４　装置的反复使用

实验结束,将塑料滴管从装置中取下,空气会

进入烧瓶,烧瓶中的水会自动回流到烧杯中,无需

拆卸仪器,可反复多次实验.

４．５　烧杯中溶液pH的变化

随着烧杯中的水溶解氨气的增多,氨水的浓度

逐渐增大,pH 值也逐渐增大,在实验设计中我们

采用手持技术,利用pH 传感器可以直观展示反应

过程中溶液pH 值的变化,如图４所示.

图４　溶液pH的变化

５　实验分析

５．１　实验注意事项

(１)装置的气密性要好.
(２)把握好注入浓盐酸和蒸馏水的最佳时间.
(３)pH 传感器用前一定要校正.

５．２　学生实验探究

(１)滴有酚酞的水溶液为什么会变成红色呢?
(２)氨气遇到哪些酸可以产生白烟呢?
(３)引发喷泉现象的原理是什么?
(４)如何检验氨气?

６　改进实验的创新点

(１)节约药品,在室温下即可制取足量的氨气,
无任何危险.

(２)操作时间短,适合于教师课堂演示教学和

学生分组实验.
(３)操作简便,白烟现象明显持久,且可以观察

到有白色固体生成;喷泉效果非常明显、几乎充满

整个烧瓶,无需事先收集干燥氨气.
(４)整个实验装置构成一个封闭体系,实验中

NH３ 和 HCl无法逸出,安全环保,符合绿色化学

理念.
(５)整个装置组装简易、巧妙地将多个实验融

为一体,有效提升实验的观察效果,激发学生探究

化学实验的兴趣,发展学生的化学核心素养.
(６)无需拆卸仪器,可反复多次实验.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０－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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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北省教育科学规划２０１７年度专项资助重点课题“信息技术环境下打造初中物理高效课堂的研究”(课题批准号:
１７４２３４０９１)阶段性研究成果.

自制教具

对焦耳定律演示实验的再改进

湖北省十堰市竹溪县城关初级中学(４４２３００)　刘永树

　　焦耳定律是人民教育出版社９年级物理教材

中的内容,研究了电热与电阻、电流、通电时间的定

性关系.教材的实验设计思想是:将电阻放在密闭

容器内,空气吸热后体积增加、压强增大,从而推动

U型管中的指示液面上升,液面上升高度的大小反

映了电流通过电阻做功产生热量的多少.采用教

材中实验的优点是加热空气的做法使实验效果更

加明显,缺点是不能定量探究电热与电阻、通电时

间和电流的关系,不能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焦耳定

律.为了帮助学生正确理解焦耳定律,笔者对实验

装置进行一些改进,并借助电子表格和几何画板对

实验数据进行处理,变定性探究为定量探究实验,
学生顺利得出焦耳定律实验内容.

１　问题的提出

图１和图２是教材设计的“焦耳定律”实验装

置图,３个电阻额定功率均为５ W,电阻分别为

R１＝５Ω,R２＝R３＝R４＝１０Ω,分别将电阻丝R１、

R２、R３ 密封在塑料盒内,外留２个接线柱,使用

６V直流(或交流)电作电源(可用J１２０２－１型学生

电源);在塑料盒的两端插入玻璃管,用橡皮管将玻

璃管和 U型玻璃管连接起来.

图１　教材中的实验装置１ 图２　教材中的实验装置２

以上实验装置存在主要的问题如下:①只能探

究电热与电阻、电流和通电时间的定性关系,不能

探究定量关系;②对实验装置的气密性要求高,稍
有漏气就会造成实验失败,只有当电阻R２ 冷却后

才能进行第二次实验;③U 型管内的液体,一不小

心就会溢出或回流到容器内,导致实验不能再次进

行;④作为演示实验,学生看不到温度的实时变

化,演示效果不理想.

２　解决方案

把插在密闭容器中的 U 型细玻璃管去掉,使
用温度传感器直接测量密闭容器中的空气温度.
这种实验设计体现如下功能.

(１)演示的可见度大大提高.通过大屏幕把电

阻丝产生电热使空气的温度变化这一过程直观、动
态、及时连续、准确地表现出来,给学生以深刻的

印象.
(２)变间接测量为直接测量.用温度的变化比

用液柱的高度差反映电热更直观,温度的变化与热

量之间的定量关系比起液面差的变化与热量的关系

在理论上更好解释.而且温度计传感器和数显电流

表精度高、误差小,使实验结论更具严谨和可信度.
(３)将定性探究实验变为定量探究实验.通过

对数据分析,得出把电热跟电阻成正比,跟电流的

平方成正比的定量关系精确地展示出来,形成定量

结论,增强学生对焦耳定律的理解.
(４)实验操作更简单.将教材中的２个电路整

合为一个电路,通过操作开关完成２次实验,节约

了连接电路的时间.
(５)将信息技术与物理学科进行融合,减轻学

生的计算负担,节省课堂时间.

３　自制实验装置

３．１　实验器材

数显温度计、定值电阻(１０Ω、５Ω 若干)、电
源、数显电流表、滑动变阻器、秒表、开关、磁接头及

导线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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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实验装置的制作

(１)用螺丝钉将磁接头固定在木板上.
(２)选取用完的０．７mm 中性笔笔芯,截取一

半,然后穿过磁接头中间孔,再将数显温度计的探

头穿过中性笔笔芯空管,用耐高温胶布将探头牢牢

捆绑在发热电阻上,在胶布外面用细铜丝捆扎几

圈,这样数显温度计可直接测量电阻的温度.
(３)将电阻的两端穿过磁接头另２个孔,调整

好位置后,用螺丝钉将笔管固定在磁接头上.
(４)将电阻与滑动变阻器、数显电流表、开关连

接起来,如图３所示.当开关S与触点１闭合时,
探究电热与电阻和通电时间的关系;当开关S与触

点２闭合时,探究电热与电流的关系.

图３　自制实验装置

４　设计实验

４．１　进行实验,收集证据

(１)学生将滑动变阻器滑片移到最左端,使开

关与触点１闭合,探究电热与电阻和通电时间的关

系.小组分工合作,调节滑动变阻器,使电流表的

示数为０．５A时,按下秒表开始计时.每隔３０s记

下数显温度计和秒表的示数,填入表１中.
表１　探究电热与电阻、通电时间的关系

实验

次数
R２

/Ω
R２

/Ω

温显

计１
T１/℃

温显

计２
T２/℃

通电

时间

t/s

温显

计１
T１′/℃

温显

计２
T２′/℃

ΔT１

/℃
ΔT２

/℃

１ １０ ５ ２９．１ ２８．５ ３０ ３０．８ ２９．２ １．７ ０．７
２ １０ ５ ３０．８ ２９．２ ３０ ３４．０ ３０．７ ３．２ １．５
３ １０ ５ ３４ ３０．６ ３０ ４０．０ ３３．４ ６．０ ２．８

　　(２)断开开关,秒表归零.将滑动变阻器滑片

移到最左端,使开关与触点２闭合,可探究电热与

电流的关系.调节滑动变阻器,使电流表的示数为

０．４A 时,按下秒表开始计时,通电１min,记下温

度传感器、电流表和秒表的示数;再次调节滑动变

阻器,使电流表的示数分别０．６A、１．０A,每隔

１min,记录实验数据,填入表２中.

表２　探究电热与电流的关系

实验

次数
I３

/A
I４

/A

温显

计３
T３/℃

温显

计４
T４/℃

通电

时间

t/s

温显

计３
T３′/℃

温显

计４
T４′/℃

ΔT３

/℃
ΔT４

/℃

１ ０．４０８００．２０４０ ３３．１ ２９．７ ６０ ３４．５ ３０．１ １．４ ０．４

２ ０．６０３００．３０１５ ３４．７ ３０．２ ６０ ３７．３ ３０．７ ２．６ ０．５

３ １．０３２００．５１６０ ３８．８ ３１．４ ６０ ４６．６ ３３．２ ７．８ １．８

表３　探究电热与电流的平方关系

实验

次数
I３

/A
I２

３

/A２

I４

/A
I２

４

/A２

通电

时间

t/s

ΔT３

/℃
ΔT４

/℃

１ ０．４０８０ ０．１６６５ ０．０８３２ ０．００６９ ６０ １．４ ０．４

２ ０．６０３０ ０．３６３６ ０．１８１８ ０．０３３１ ６０ ２．６ ０．５

３ １．０３２０ １．０６５０ ０．５３２５ ０．２８３６ ６０ ７．８ １．８

４．２　分析论证,得出结论

学生将表１至表３中的数据输入电子表格,利
用电子表格的数据自动处理功能,生成图４至图７
所示函数图像.为了更清楚观察电热与电流的关

系,还可将表３中数据输入几何画板,利用几何画

板绘图功能,可以看出电热与电流的关系类似于二

次函数抛物线.

图４　电热与电阻的关系

图５　探究电热与通电时间关系

图６　探究电热与电流平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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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电流与电热关系图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讨论交流,分析图像,归纳得

出实验结论:电流通过导体产生的热量跟电流的

二次方成正比,跟导体的电阻成正比,跟通电时间

成正比,这个规律叫焦耳定律.

５　教学反思

要扎实开展实验教学.当教材上的实验现象

不明显或有定量结论时,就需要我们对实验装置

进行 改 进,使 实 验 现 象 更 明 显,实 验 数 据 更

可靠.
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不得篡改或编造

实验数据.因为任何一个科学规律的得出,都要

付出艰辛的劳动.
发挥信息技术辅助教学的作用,从而节约课

堂时间,以便于我们集中精力突出教学重点,突

破教学难点.
总之,改进后的实验装置具有操作更方便,

实验现象更明显、实验时间短等优点.为了将演

示实验变成学生的探究实验,教师可动员学生收

集实验器材,自制实验装置,从而提高学生的动

手能力,增强学生的科学体验,培养学生的科学

探究能力,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０－２５

自制教具

铜与稀硝酸反应及产物验证的绿色化设计

甘肃省武威市第一中学(７３３０００)　刘会文

甘肃省武威市第六中学(７３３０００)　金丽丽

　　在人教版化学必修一教科书 “硫酸、硝酸、
氨”的内容中,设计了铜和浓硫酸反应的实验.
教材中用 “硝酸也能发生类似的反应”,将硝酸与

金属反应一笔带过,基于产生的氮氧化物对环境

污染的考虑,删除了原有铜和硝酸反应的演示实

验.但该实验对学生理解硝酸的性质有很大帮助,
而且能很好的考察学生设计实验和评价实验的能

力,还能培养学生 “科学探究与创新意识”的学

科素养.
在实际的教学中,不少教师在讲解铜和硝酸

反应时,依然沿用旧教材上的装置进行实验演示,
但旧教材的演示实验装置设计不符合绿色化学理

念,存在反应难以控制和实验现象不明显等诸多

问题.鉴于该实验中存在的缺陷,笔者在实际教

学中做了大量的尝试以弥补原实验的不足.在借

鉴他人创新成果的基础上,经过反复研究和多次

改进,设计出了这套简单易行、安全省时、随用

随停、现象明显,还可以反复使用的实验演示装

置,有效地解决了上述问题,极大地方便了教师

课堂演示.

１　实验设计要点

１．１　设计绿色化

药品用量少且循环利用;石灰水、NaOH 双重

防污,将环境污染和对师生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降

到最低限度.

１．２　改进科学化

标准装置,易于进行演示或分组实验,可规范

化操作.

１．３　操作简单化

一次性连接好装置,控制止水夹实现多步实

验,操作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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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现象明显化

排尽空气防干扰,利用气压控制反应,便于观

察,现象更明显.

２　实验原理

硝酸中氮元素为＋５价,因而具有强氧化性,
能与不活泼金属铜反应.

３Cu＋８HNO３(稀)３Cu(NO３)２＋２NO↑＋
４H２O

２NO＋O２＝２NO２

NO２＋NO＋２NaOH＝２NaNO２＋H２O
２NO２＋２NaOH＝NaNO２＋NaNO３＋H２O
当V(NO２)∶V(NO)≥１∶１时,尾气可全被 NaOH

溶液吸收;对于较纯的 NO可先补充适量的 O２(空
气)使之被全部氧化后再进行吸收.

３　实验仪器和试剂

实验药品:铜片、稀硝酸、碳酸钙、氢氧化钠、澄
清石灰水.

实验仪器:具支试管、玻璃导管、T型管、注射

器、球形干燥管、铁架台、止水夹、气球、棉花、多孔

塑料隔板.

４　实验步骤

(１)按如图１所示装置连接.

图１　实验装置图

(２)检查装置的气密性

关闭止水夹 K１ 和 K４,先观察针筒活塞位置,
向外轻拉活塞,松开后活塞能恢复到原来位置,说
明装置气密性良好.

(３)装药品及排空气

装好药品,插入导管,塞紧橡胶塞,打开止水夹

K４,此时左边试管内碳酸钙和硝酸反应产生的二

氧化碳可以排除装置内的空气,当观察到澄清石灰

水变浑浊时,说明装置内空气已经排净.

(４)铜和稀硝酸反应及产物验证

关闭止水夹 K３,利用硝酸和碳酸钙产生的二

氧化碳将稀硝酸压入中间试管,左边试管液面下

降,碳酸钙和硝酸分离,反应停止.右边试管内液

面上升,稀硝酸与铜片接触发生反应,产生大量无

色气泡,溶液慢慢变蓝.
待反应一段时间后,关闭止水夹 K２,打开 K１,

慢慢将针筒内的空气推入试管中,可观察到试管内

无色气体迅速变为红棕色,证明产生的无色气体

为 NO.
(５)尾气处理

关闭止水夹 K４,打开 K３,将针筒内剩余空气

推入装置,使中间试管内稀硝酸迅速压入左边试

管,铜和稀硝酸及时分离,停止产生一氧化氮.左

边试管内液面上升,碳酸钙和硝酸重新反应产生大

量二氧化碳,将装置中的氮氧化物吹出,被石灰水

和蘸有氢氧化钠的棉花充分吸收.
(６)实验注意事项

①稀硝酸浓度不易过大,且左边试管中加入

量不易过多,要保证硝酸流出时与碳酸钙分离,
与中间试管中的铜片接触;②气球的作用是储存

多余的气体,防止装置内气压过大 造 成 危 险;

③由于利用压强差驱动液体流动,对装置的气密

性要求较高.

５　实验效果评价

(１)利用二氧化碳排除装置内空气,可有效观

察实验现象;
(２)利用简易启普发生器原理,使固、液及时分

离,减少有害气体的生成;
(３)通过控制止水夹,实现了药品的重复利用,

最后利用废液产生的CO２ 将装置内的有毒气体带

出吸收,充分体现了绿色化学实验的理念;
(４)整个实验在密封体系中进行,装置简单,反

应可控,现象明显,设计上充分考虑到实验的科学

性、操作性,能有效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探

究学习习惯;
(５)实验设计通过直观的现象让学生感受到气

体流向、颜色、压强、浓度变化过程中反应本质的变

化,加深对物质物理、化学性质的理解,体会元素、
微粒之间的相互转化关系,有利于学生形成学习化

学知识的思维模式,培养学生“变化观念与平衡思

想”的核心素养.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０－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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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制教具

巧用圆盘测力计演示力的分解

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中学(５２８４００)　邱锦辉

１　引言

通过演示实验来探究力的分解效果是突破力

的分解教学难点的一个重要手段.传统力的分解

的课堂演示实验大多只能定性演示力的分解的效

果.本文巧妙利用圆盘测力计自制力的分解演示

教具.相比其他测力计,圆盘测力计用于演示实验

有许多优势.首先,圆盘测力计上的示数不再以弹

簧伸长的多少来表示,而是转化为指针的偏转角度

大小来反映.圆盘测力计的大圆刻度盘和长指针

可以有效增大实验的可见度和直观性.其次圆盘

测力计可以灵活地应用于水平、斜向、反向上来测

各个方向的力,使得各种方向力的同时测量变为可

能.因而,本教具除了能直观的展示力的分解效

果,还能对分解的效果进行定量的观测和分析.

２　实验装置及其制作

实验装置如图１所示,由２个圆盘测力计和木

板构成.２个圆盘测力计固定在同１个长木板上,
左边的圆盘测力计可以用来测压力,右边的圆盘测

力计可以测压力和拉力.

图１　实验装置

３　演示力的分解效果

３．１　斜面模型重力的分解

斜面模型是生活中最常见的物理模型,在斜面

模型中重力的分解效果如何,随着斜面倾角的变

化,重力的分解效果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这些问题

可以通过本装置进行探究.具体实验步骤如下.

首先,在水平状态下,通过左边的圆盘测力计

测出重力的大小.然后重物的右端通过细线与右

边的圆盘测力计相连.调节装置使重物右端与右

边圆盘测力计的测力杆保持水平.
其次,将装置的右侧逐渐抬高,观察２个圆盘测

力计示数的变化,发现随着角度的增大,左边圆盘的

示数在减小,右边圆盘的示数在增大.通过分析得

到,重力有垂直斜面下压的效果和沿斜面下拉的效

果.并且这两个分力随着斜面倾角的变化而变化.
最后,选取几个特殊角度(３０°、４５°、６０°)来定量

验证重力的分力和重力之间的关系.进而证明斜面

模型中重力的分解满足G１＝Gsinα、G２＝Gcosα.

３．２　 水平面斜拉模型拉力的分解

首先,在水平状态下,将一重物置于左边的圆

盘测力计上,读出重力的大小.
其次,用一个斜向上的拉力作用于物体上,观

察圆盘测力计示数的变化如图２所示.这说明斜

拉力对重物有向上拉的效果,并且这个效果随着拉

力的大小和角度的变化而变化.

图２　水平面斜拉模型拉力的分解

４　结束语

本实验通过对圆盘测力计的巧妙使用,能更加

直观的展示力的分解效果,并且能定量的测出分力

的大小,能更好的应用于课堂教学,增加课堂教学

效果.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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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制教具

高中生物模型建构类自制教具实例三则

江西省安义中学(３３０５００)　万晓军　肖灵华

１　实例一:神经反射弧及反射过程演

示器

１．１　教具装置图

反射弧由感受器、传入神经、神经中枢、传出神

经、效应器５个部分组成,如图１所示.人体膝跳

反射过程模拟演示器原理示意图见图２,装置实物

图见图３.

图１　反射弧

　
图２　原理图

图３　实物图

１．２　仪器或特点及用途

(１)特点:本教具取材较方便,结构只有简单电

路,制作较简单,操作简便.使教学形象化,模拟现

象更为科学、生动、有趣.
(２)用途:本教具可直观形象地模拟演示神经

反射弧结构及其反射过程.

１．３　制作材料

五合板(或有机玻璃板、泡沫板)(涂肉色)、干
簧管、低速电机、节日流水彩灯(或小指示灯和蜂鸣

器)、铁丝、磁铁块、导线等.

１．４　制作方法

(１)将五合板切成１条带足小腿形状,涂成肉色,

在其背面(腿膝关节部)安上固定轴(螺杆),轴的径长

为８mm,长约５cm.小电机和蜂鸣器固定在脊髓模

型后面.２个小指示灯,一个固定在传入神经节(细胞

体)上,另一个固定在脊髓神经中枢灰质中.
(２)把制成的腿从背面在膝关节部挖１个小

洞,但不要挖通,把接好线的干簧管放进洞里,以磁

铁隔着五合板能吸合干簧管为宜.
(３)在小腿上打螺丝并用铁丝将其紧固在电机

轴上,然后把线路连接起来.
(４)在面板上根据制成的腿背面的小周,分别

打孔,用螺丝固定.且腿肚上轴孔以膝轴为顶点由

电机转动使小腿作意弧运动的孔.
(５)自制带磁铁铁锤的小木锤(或小磁铁).

１．５　使用方法

(１)接通电源将带有磁铁的锤头(或小磁铁)一
端靠近并轻轻敲击膝关节下方(有干簧管的地方),
电机由于干簧管的吸合而接通(叩击膝盖下位的韧

带时,大腿股四头肌的肌腱和肌肉的感受器接受刺

激而产生神经冲动).
(２)小电机转动并通过铁丝带动面板上的小

腿,使小腿向前运动.同时,小指示灯一明一暗(神
经冲动沿着传入神经传动脊髓里的神经中区,神经

中区发出的神经冲动,通过传出神经传导效应器,
引起大腿相应的肌肉收缩,使小腿前伸).

(３)将小腿回到原来的位置.此时,将小锤(或
小磁铁)离开,切断电源,演示完毕.

２　实例二:叶绿体光合作用原理及影

响因素演示器

２．１　教具装置图

叶绿体光合作用原理及影响因素演示器装置

图如图４所示.

２．２　仪器或特点及用途

(１)特点:本教具借用直观形象的 LED 灯光

(七色流水效果或闪烁效果)来模拟叶绿体光合作

用光反应、暗反应过程及光照强弱对光合速率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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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正面平面图(动态LED灯光,机械传动齿轮)

响,使高中生物光合作用一节的教学形象化,模拟

现象更为科学、生动.
(２)用途:本教具可模拟以下现象.

①形态结构:叶绿体的结构及其与线粒体的关

系;②分步讲解:光反应的物质变化、暗反应的物质

变化(原料、产物);③综合演示:光合作用完整过程

中光反应、暗反应的关系;④ 影响因素:左上方灯

泡代表光照强度———１个灯泡亮,一半 LED灯亮;

２个灯泡亮,全部 LED 灯亮;３ 个灯泡亮,全部

LED灯亮(饱和状态).

２．３　制作材料

截面为８０cm×５０cm 的方形铝塑板(或木板、
亚克力装修材料)１块,小电机２个,传动齿轮２个

(机械,小电池),小灯泡３个(独立电路,开关),７
种颜色的LED灯管(或单色彩灯,９条灯路).

２．４　制作方法

(１)截取铝塑板(也可挖成树叶型),打印塑料

纸覆盖板面(或油画).在板内打孔,光反应５色灯

孔６条灯路;暗反应２色灯孔３条灯路,板面纸上

标注物质名称和方向箭头,如图４所示.
(２)在灯孔中布好９路LED灯后,装上控制开

关(流水式需芯片编程４个,闪烁式需多个手动开

关),其中表示水、氧、ATP、NADPH 的６条灯路之

间并联为一组开关,表示二氧化碳、葡萄糖的３条

灯路并联为另一组开关,再合并两组后与电源、开
关组成控制电路.

(３)面板上暗反应的卡尔文循环装上２个齿轮

(立体),背后装上小电机和传动轴承,独立开关.
(４)左上方装上灯泡３个,３个独立开关.如

图４所示.

２．５　使用方法

首先,将教具竖放水平桌面.通过直观教具,
观察(演示)叶绿体形态结构与线粒体关系.

接着,打开左上方１个灯泡,通过程序控制开

关分步讲解光反应(６条灯)、暗反应(３条灯,齿轮

传动);再综合演示光、暗反应的动态关系(９条灯

亮一半,齿轮传动).

最后,演示光照强度这一影响因素与光合作用

速率关系,打开左上方２个灯泡９条LED灯全亮;
打开左上方３个灯泡９条 LED灯仍然全亮(处于

饱和状态),如图５所示.

图５　光照强度与光合速率的关系

３　实例三:肝细胞与内环境物质交换

演示器

３．１　教具装置图

干细胞与内环境物质交换演示器装置图如图

６所示.

图６　正面平面图(动态LED灯光,立体管道)

３．２　仪器或特点及用途

(１)特点:本教具借用直观形象的LED灯光(四
色流水效果、或闪烁效果)来模拟人体内肝细胞内液

与内环境成分之间的物质交换,使高中生物人体内

环境一节的教学形象化,模拟现象更为科学、生动.
(２)用途:本教具可模拟以下现象.

① 形态结构:肝脏细胞(或其他各项组织细

胞)的内环境;②循环方向:毛细血管(红色 LED
灯,闭合回路)、毛细淋巴管(黄色LED灯,有盲端,
单向)中液体的流动;③ 关系演示:细胞内液与内

环境３种液体之间关系.面板上蓝色LED灯代表

血浆与细胞内液之间双向循环关系,绿色 LED灯

代表组织液、淋巴与血浆之间单向流动关系.

３．３　制作材料

截面为６０cm×６０cm的方形铝塑板(或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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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组织细胞与内环境成分之间关系


亚克力装修材料)１块,半透明红色、黄色塑料管２
根,４种颜色LED灯管(或单色彩灯,４条灯路).

３．４　制作方法

(１)截取铝塑板(也可挖成肝脏形态),打印塑料

纸覆盖板面(或油画),如图６所示.在板内打孔,毛
细血管内的灯孔布红色１条灯路并分叉;毛细淋巴

管内的灯孔布黄色１条灯路,并结合到血管上,板面

纸上标注物质名称和方向箭头,如图６所示.
(２)在血浆与组织液、细胞内液之间布１条蓝

色LED灯,并标注氧气、养料进入细胞内和二氧化

碳、代谢废物排出到组织液再回流到血浆.在细

胞内液、组织液与淋巴之间布１条绿色LED灯,并
标注大分子物质进入淋巴管内再最后回流到静脉

的血浆中.
(３)孔中布好４路LED灯后,装上控制开关(流

水式需芯片编程３个,闪烁式需多个手动开关),其
中表示血浆、淋巴的２条灯路之间并联为一组开关,
表示血浆、组织液、细胞内液之间和细胞内液、组织

液、淋巴之间关系的２条灯路并联为另一组开关,再

合并两组后与电源、开关组成控制电路.
(４)面板上毛细血管、毛细淋巴管上粘贴半透

明塑料管(立体).

３．５　使用方法

首先,将教具竖放水平桌面.通过直观教具,
观察(演示)肝脏细胞的内环境.

接着,通过程序控制开关演示循环方向(毛细

血管———红色LED灯、毛细淋巴管———黄色LED
灯)中液体流动;再演示细胞内液与内环境３种液

体之间关系,如图７所示.

最后,合并演示毛细血管、毛细淋巴管中液体

流动和细胞内液、内环境成分关系的４条红、黄、
蓝、绿色LED灯.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０－２３

信息技术学科融合

抖音、快手等社交APP与数学教学融合探究

甘肃省定西市岷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７４８４００)　张甲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抖音、快手等

社交APP凭着强大的创新性、实用性、趣味性,已经

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喜爱,人们在这些社交软件上不

断分享个人的喜怒哀乐,也从上面浏览、关注别人的

兴趣爱好,获取自己喜欢的各类信息资料,互相交

流、表达自己的认知和感受.抖音、快手等社交

APP,已逐步成为人们获取资源的一种手段.中职

学生由于其年龄和心理特征,更乐意从这些现代媒

介中获取所需资源,中职数学教学要抓住这一时代

特征和学生心理,巧妙的将这些社交软件和课堂教

学有效融合,实现线上线下的互联共通,辅助数学教

学,学生更易于接受,能有效提高数学教学效果.

１　抖音、快手等社交 APP概述

抖音、快手是一款专门以短视频形式传递包括

音乐、美食、健身、新闻资讯等网络资源的社交

APP.主要通过音乐和视频的配合,展示、传播信

息资源,能实现信息的快速传递和有效分享,融声

音、图像于一体,抖音、快手短视频具有时尚、个性

化、趣味性等特点,易于被人们接受.作为数学教

师,抓住学生兴趣点,因势利导,在学生刷抖音、玩
快手中嵌入数学知识点,对于知识的掌握,能起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

２　抖音、快手在中职数学教学中的

价值

抖音、快手的快速发展,迎合了学生心理,将课

堂教学的知识点根据内在联系的密切程度进行块

状切割,制作成短视频,再配上轻松明快的音乐,能
有效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提高学习兴趣,在不断刷

抖音、玩快手中不知不觉的掌握知识,使他们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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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兴趣是学习的原动力,快手、抖音这些社交

APP融入数学学习之中,将“玩”与“学”有机融合,
能创新教学手段,提高教学效果.

３　抖音、快手等社交 APP与中职数

学教学融合探究

３．１　利用抖音、快手,改变传统教学模式

传统的教学模式中教师以知识的权威者自居,
是课堂的主体,在课堂上总是孜孜不倦的“满堂灌”
进行知识演讲式教学,学生被动的紧跟教师的思维

进行知识的强行记忆.学校以教师尽力苦教,学生

埋头苦学,家长全力苦抓的“三苦精神”为傲,对学

生和教师的评价以考试成绩论英雄.现代教学理

念要求教师转变角色定位,向课堂教学的组织者、
引导者、合作者转变,教会学生学习的方法,让学生

在自主探究中掌握数学知识,灵活运用数学知识,
提升综合素养.抖音、快手的快速发展,为数学教

学提供了契机,通过简洁明快的短视频形式快速的

传播知识点,学生利用碎片化时间反复观看知识讲

解教程,通过手机这一媒介,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比如在“概率事件”一课的学习中,通过播放硬

币抛掷概率短视频,将知识点快速展现给学生,通
过图像和声音的结合,以及现场的实验展示,加深

学生记忆,使其更深刻的掌握数学知识.

３．２　使用抖音、快手,灵活制作短视频

要让数学知识的学习变得生动有趣,学生乐于

学习,可使用抖音、快手这些他们喜闻乐见的信息

技术手段,将不同的知识点制作成简短有趣的短视

频,通过多元化的图像和字幕内容吸引学生的眼

球,最后将知识点进行归纳、总结,让学生在反复的

观看中掌握数学知识.同时,让不同的学生制作关

于所学知识点的小视频进行群内上传,不但能实现

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还能满足学生的求知欲,进一

步激发学习动力.比如,在“洋葱数学”短视频教学

中,３min的短视频教学就把“勾股定理”的发展历

程、定理定义、验证推动、计算技巧通过“动画＋讲

解”的形式一一呈现,让学生在图文、动画并茂中进

行全方位学习,记忆深刻,知识掌握轻而易举,同时

培养了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和形象思维能力.

３．３　凭借抖音、快手,实现对知识点的巧妙推送

教师根据不同学生的学习特点,将学生分成不

同的学习小组,实现教师全面推送、组内成员互相

推送、小组之间互相推送等,通过学生互相点赞的

形式,实现知识点的交流.通过抖音、快手在分析、
解决问题中最终提高教学实效,让学生真正学到有

用的数学知识.比如,在学习“三角形的稳定性”知
识点后,学生在抖音、快手 APP上搜索与三角形稳

定性相关的知识点及生活实例,将照相机的三角形

支架、三角形椅子腿进行抗压和稳定性测试,同时

配以语音讲解,自制小视频互相推送,或者在评论

区留言交流,进一步掌握三角形稳定性的知识点,
锻炼学生的创新能力.

３．４　利用抖音、快手,实现师生互动交流

传统的数学课堂教学模式是一对多的单一教

学模式,受课堂时间和大班额的限制,师生互动仅

仅是个别问答,教师无法顾及所有学生,学生的学

习效率不高.抖音、快手的使用弥补了这一不足,
在抖音、快手的留言区、交流区,学生将不懂的知识

点予以记录,及时反馈给教师,教师能及时掌握学

生的学习情况,有针对性的答复,进行个性化辅导,
以及后续知识点教学的调整.同时,学生之间也可

以在抖音、快手的留言区和评论区互相留言、回答,
阐述自己的观点,在交流中实现知识的有效掌握,
加深记忆和理解.

３．５　依托抖音、快手,因材施教

不同学生的基础和接受能力不同,对知识的掌

握也不相同,传统教学模式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很难实现单一化针对性教学,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

也就囫囵吞枣.而数学知识点的连贯性较强,前面

的基础知识点掌握不到位,后面的知识点就不可能

掌握,恶性循环最终打击学生学习兴趣,使学生厌

学、弃学.抖音、快手社交 APP有效的解决了这些

问题,通过教师线上推送知识、布置学习任务,学生

线下完成任务,线上及时反馈,教师根据不同学生

的特点推送不同层次的知识点,使他们能学有所

获,得到不同的发展.抖音、快手的大数据分析功

能,也能根据学生的搜索习惯和搜索内容,进行智

能计算,然后根据不同学生特点不断的推送相关知

识,让学生反复观看、反复记忆、反复训练,直至最

终掌握所学知识点.
总之,“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抖音、快手

等社交 APP的应用,为中职数学教学模式的改革

提供了契机.作为中职数学教师,只有不断更新教

育教学理念,不断学习先进的网络技术知识,提升

专业水平,依托抖音、快手 APP强大的交互性、趣
味性、广泛性功能,有效利用这些现代科技手段辅

助课堂教学,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乐

于学习、主动学习,获得全面发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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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江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YJS２０１８０６７).

信息技术与学科融合

高中化学实验的微课设计初探

江西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３３００２２)　熊　茜

１　问题的提出

微课作为具有独特优势的结构化数字资源,
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也引发了许多学者对微课

制作、微课教学设计的思考.实验探究在化学学

科教学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化学实验在高考

中从未缺席.实验教学对激发学生学习化学的兴

趣,获得化学知识,体验实验探究过程,培养学

生实践操作能力,发展问题解决能力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范艳花等学者在 «河南省普通县级高

中化学实验教学现状的调查研究»中,通过调查

河南省若干有代表性的县级高中发现:所调查地

区学校的高中化学实验课开设率仅有２０％;另

外,数据显示尽管实验室设备齐全,但化学实验

的开设并没有明显地提高中学生对化学的兴趣与

成绩.
为了有效地激发高中学生对化学实验的探究

兴趣,针对化学实验微课设计,本文运用维果斯

基 “最近发展区”理论,根据学生的认知情况逐

步搭建学生学习的的脚手架,构建从宏观→微观

的认识视角,从观察、识别→实践操作→习题巩

固→复习强化的思维过程,并加以引导,提出以

下微课实验设计四部曲.

２　微课实验设计四部曲

２．１　贯彻实验的宏观辨识与展现实验的微观探析

在难度低且现象明显的演示实验中,如焰色

反应的演示实验,可通过播放绚丽多彩的烟花燃

放片段,让学生猜测其中可能含有哪种金属化合

物.在不利于师生健康的实验中,如 Cl２ 的性质

实验、点燃不纯 H２ 的爆炸实验等,通过微课的

制作,展现实验的过程,既可以有效保证师生的

安全,又能帮助学生学习掌握化学实验知识.对

含有微观层次的实验中,可通过动画制作将肉眼

看不见的微观过程展示给学生看,让微观不再微

观.如在原电池实验的微课中,可通过动画制作

将电解质电离、电子的移动等微观现象形象的展

现出来.
在微课制作中,实施 “大步小步并驾走”原

则.“大步子”:可通过软件CS加速播放不重要的

片段 (如试剂的移动过程); “小步子”:放慢或暂

停实验的重点片段,展示主要步骤 [如Fe (OH)２
转化为Fe (OH)３ 的白→灰绿→红褐实验现象].
贯穿于整个微课的语言讲解要情景交融、抑扬顿

挫,抓住学生听觉,带领学生进入微课的世界,
突出实验宏观现象,有效贯彻实验的宏观辨识.
如在钠和水反应的实验中,易得到 “芙蓉尤想红”
的实验现象及口诀,但在实验中易忽视学生发现

问题、提出质疑、独立思考、合作交流的能力.
在微课实验的播放中对 “浮”“融”“游”“红”等

阶段要适当地暂停,提出疑问,鼓励学生多角度

假设,引导学生思考、交流讨论,并即时反馈,
以提高学生 “主动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综

合能力和创新能力,促进教学相长,提高教学

质量.
借微课为媒介,引导学生从不同的视角 (宏

观→微观)认识实验,将展开实验的微观探析和

贯彻实验的宏观辨识相结合,发展学生的 “宏观

辨识与微观探析”素养.

２．２　保证学生对实验的动手操作

“目见之不如足践之”,对于较复杂的实验,
继观察学习后,应及时让学生进行参与性学习,
学生自己动手参与其中,加深理解,有利于学生

将实验各个点连成线,构建知识网络,在脑海中

形成一个整体的思路,以保证实际操作时有条不

紊.实验完毕后建议再观看一遍微课视频,让学

生将自身实验操作过程与微课进行对比,有错改

之,无则加勉,增强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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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深化学生对实验的习题理解

历年化学高考题都设有实验题,以高考题为

例,常规讲解实验题仅仅凭借试题上的平面静态

图讲解实验步骤.若将习题中的经典实验录制成

微课,通过控制视频进度分步讲解实验各个流程

及装置反应,更能帮助学生接受、理解该实验,
进而掌握实验知识.并将与之有共同要素的微课

实验相对比,引导学生分析、比较,清晰、直观

的展现其相似点与不同点,促进学生对知识的掌

握.如２０１８年全国Ⅰ卷第２６题,可将该实验的

原理、步骤制作成微课,简述如下.
(２０１８ 年 全 国 Ⅰ 卷 第 ２６ 题 ) 醋 酸 亚 铬

[(CH３COO)２Cr２H２O]为砖红色晶体,难溶

于水,易溶于酸,在气体分析中用作氧气吸收剂.
一般制备方法是先在封闭体系中利用金属锌作还

原剂,将三价铬还原为二价铬;二价铬再与醋酸

钠溶液作用即可制得醋酸亚铬.实验装置如图１
所示.回答下列问题:

图１　２０１８年全国Ⅰ卷第２６题图

(１)实验中所用蒸馏水均需经煮沸后迅速冷

却,目的是 .仪器a的名称是 .
(２)将过量锌粒和氯化铬固体置于c中,加入

少量蒸溜水,按图１连接好装置.打开 K１、K２,关
闭 K３.

①c中溶液由绿色逐渐变为亮蓝色,该反应的

离子方程式为 .

②同 时 c 中 有 气 体 产 生,该 气 体 的 作 用

是 .
(３)打开K３,关闭K１ 和K２,c中亮蓝色溶液流

入d,其原因是 ;d中析出砖红色沉淀.为

使 沉 淀 充 分 析 出 并 分 离,需 采 用 的 操 作

是 、 、洗涤、干燥.
(４)指出装置d可能存在的缺点 .

２．３．１　文字信息动态化

如题中所示加好样品连接装置,将文字信息

转化为动态信息,使其更直观,更具体化,以解

决隐形的知识盲区.通过微课视频,播放分离沉

淀时的具体操作,如过滤、干燥片段,将文字信

息动态化,在看到 “干燥”等字眼时脑海中形成

具体操作流程.

２．３．２　知识拓展形象化

由于 H２ 无色无味,实际操作中只能观察到

止水夹变化后图１里c中亮蓝色溶液倒吸.为加

强理解,可在微课视频中将 H２ 以动画的形式呈

现出来,形象的展现出反应产生 H２,瓶内压强增

大,致使c中溶液倒吸.实验现象中绿色变亮蓝

色的视觉冲击,有利于加强学生对Cr３＋ 及Cr２＋ 颜

色的记忆,降低离子方程式书写的难度.

２．３．３　隐形知识具体化

分离沉淀部分,可适当进行知识拓展,播放

分离不同物质时的操作,重视知识间的联系,建

立网络化结构,分化应用,不再是机械答题.其

中,题中产生 H２ 以排除空气,可在讲解时播放

其他通气体排空气的微课视频,如实验前通入 N２

排空气的片段 ,提供多个案例对比,以促进学生

理解、掌握、概括相关知识.

２．４　巩固学生对实验的单元复习

微课实验可用于促进单元复习,如在钠的复

习中,先构建钠的思维导图,然后在钠的知识网

络中分别插入相应的微课视频超链接 (可将视频

剪辑为只呈现实验现象的短视频),充分给予学生

视觉、听觉的冲击,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抓住

学生眼球,“哪里不会点哪里”,不再局限静态的

思维导图,让思维导图 “动”起来,将学生机械

的接受学习转化为有意义的动态学习.

３　结语

针对目前高中化学实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以微课建设为契机,贯彻 “教师主导,学生主体”
思想,探究高中化学实验在微课中的应用,提出

了化学实验微课四部曲,即贯彻实验的宏观辨识

与展现实验的微观探析、保证学生对实验的动手

操作、深化学生对实验的习题理解、巩固学生对

实验的单元复习,形成支架式教学.教师引导学

生主动的探索实验知识,观察实验现象,发现实

验 “异常”,体验实验操作的乐趣,以提高学生对

化学实验的兴趣,培养学生学习的独立性、自觉

性、主动性.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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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与管理

实验室使用率评估与学校实验室制度的建立

山东省泰安高新区天宝镇第一初级中学(２７１２１１)　时贞岭

１　引言

笔者从事初中生物教学３０余年.作为一名生

物教师,经历了基层学校实验室的变迁历程,从

平房到楼房、从课桌到专门的实验桌,从教学挂

图到多媒体、从自制教具到成品模型 (具),从简

单药品器具到标准实验化学药品器具的配置,等

等.实验场所越来越宽敞、明亮,实验室配置越

来越现代化,实验药品、器具、材料越来越齐全,
可以说基层学校实验室建设有了质的飞跃.

但如此好的实验设施有没有被充分利用呢?
教育综合评估中对学校实验室的实验评估又是怎

样的? 基层学校又该如何建立健全实验室制度以

提高实验室的使用率呢?
本文就以上问题,结合多年的教学工作实践,

谈几点看法.

２　目前基层学校实验室使用现状

河北科技学院的付玲于２０１７年６月撰文指

出:“为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升了实验教学的地位,
国家对实验教学的投入不断加大,基础教育阶段

的实验室设备基本完善,大部分中学都配备了科

技实验室这一教学场所.中学阶段是学生创新能

力培养的关键时期,而在实际实验教学中,由于

种种原因,科技实验室的教学功能未得到充分发

挥,学生创新能力没能得到及时培养.”
来自吉林长春的孙超所著 «小学科学实验室

实施现状与研究»称:“目前,小学科学实验的开

出率非常低,实验室管理人员更是处于空白状态,
所调查的学校中基本上没有专职的实验器材管理

人员,通常由科学学科教师代管,而多数学校专

职的科学学科教师缺乏,他们的课时量大,管理

实验室分身乏术,只是在上级督导检查时简单草

草应付了事.”
重庆市的丁建伟在其所著 «初中物理实验室

建设情况调查»一文中,通过大量调查得出的数

据说明:“一般情况下教师只操作一些简单的演示

实验,部分学校干脆连演示实验也不做,更谈不

上课程标准上规定的常规基本实验 (即学生分组

实验)和探究实验;学校所重视的是与升学率有

关的学生分数,而不顾及教学过程,无所谓实验

与能力,导致学生实验操作能力和其他能力都

很差.”
以上是３个不同地区基层学校的实验开展情

况,基层学校的实验室使用情况可略见一斑.笔

者所在区域学校实验情况与以上３个地区的情况

大同小异.造成以上问题的原因是:演示实验和

学生分组实验被多媒体 (课件)代替,做实验变

成了讲实验,放弃丰富的实验室教学资源,学生

的探究活动被讲解替代遭扼杀.

３　教育综合督导关于实验室使用率

的评估

３．１　评估的方向性与定量

教育综合督导评估由于是对学校办学方向、
办学条件、队伍建设、学校管理与教育发展等多

个方面的综合评估,它对学校实验室的评估仅仅

是起到方向性指导作用,所用的评估用语也是描

述性的、笼统的,譬如对实验室的管理要求是

“管理规范”,对实验开设的要求是 “开设齐全”,
对实验室的使用要求是 “使用率高”.那么, “管
理规范”“开设齐全”的标准是什么、实验室怎样

使用才算 “使用效率高”呢,这些问题没有定量

说明.另外,从评估方法上看,对实验室的实验

效率评估采用 “查看资料”和 “结合学生问卷”
的方法进行,也是不具体的.

目前,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结合上级有关文件

精神,对教育综合督导的目标进行了分解,使其

具体化,而且赋予不同的分数,从而可以实现量

化.通过几年的不断实践,用这些量化指标去指

导区域内学校的实验教学,督导指标逐渐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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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验室的管理与实验教学的要求,把综合指

标主要分解成 “配置” “仪器设备登记建账及使

用”“使用器材添置与维护”“制度管理”“危险品

管理”“教师演示实验”和 “学生分组实验”等几

项内容.在以上几项指标中,综合督导又加大了

对教师演示实验和学生分组实验的评估力度,因

为这两项指标直接影响到实验室的使用效率,两

项分值占总分的６０％.在评估方法上更加细致,
譬如对教师的演示实验,看其是否紧扣教材内容

精心备课,看其演示实验的申请单与实验室使用

记录等;对学生分组实验则查看分组情况和实验

次数是否符合课程标准规定等.

３．２　评估工作中的缺陷

评估制度的完善并不等于实际工作就做的完

美,虽然评估制度使学校实验教学做到有章可依,
管理方向明确,方法细致,但由于基层学校的人

员短缺和繁重的教学任务以及领导对实验教学的

认识偏差,这些制度无法得到一一落实.平时的

工作不做,上级督导检查时只能应付,应付的方

法往往是钻了评估工作中的漏洞.缺陷之一:督

导中走马观花,只看表面现象,看到的不一定是

真实的;缺陷之二:所查看的资料没有与实际工

作相联系,这些资料没做进一步的考证,而被督

导评估人员信以为真;缺陷之三:演示实验和分

组实验的申请单、通知单、记录单,实验器材、
药品耗材的借领,实验记录,实验报告,这些能

够反映实验室使用效率的材料,不辨真伪就直接

记录在评估表上,这往往是评估工作中最大的

缺陷.

３．３　实验室评估方法改进

针对以上评估工作中的缺陷,笔者提出３条

改进建议.
建议一:看演示实验通知单中的器材器具药

品耗材等借领时间、使用时间与归还时间,与使

用班级课程表、使用教师的实验备课日期等,是

否相吻合.备课时间应该早于仪器 (药品)借领

时间,仪器借领时间早于使用时间,使用时间早

于归还时间,环环相扣,只要有一处不相吻合,
则材料不真实.

建议二:看学生分组实验通知单中的实验名

称与日期是否与使用教师的备课一致;看学生分

组实验座次名单与实验班级是否一致;看实验日

期、节次与班级课程表是否一致;看实验通知单

中的实验开设预备组数与调查中学生的回答是否

一致.以上实验教学都存在着逻辑顺序关系,这

是检查评估材料真伪的重要举措.
建议三:看台账上的器具材料药品数量,对

照教材演示实验和分组实验器具材料药品数量,
看有没有缺项 (特别重要必不可少的器具),看数

量上足不足.如果存在实验重要器具缺乏,这个

实验就无法开设,与本实验有关的材料就缺乏真

实性.当器具材料数量无法完成预备开设的组数

时,台账与实验器材不相符,则材料的真实性值

得怀疑.

４　学校实验室制度的建立

作为一线教学的基层学校,如何把实验室制

度与实际教学结合起来,发挥督导评估的效能,
一方面要踏踏实实的工作,严格按照上级文件精

神办学、促学,不做违反规定的事情;另一方面

不要墨守成规、循规蹈矩,而要结合学校的办学

理念、办学资源去创造性的开展工作.

４．１　实验室制度要与教师的考评挂钩

无论是专职的实验员还是兼职的实验教师,
他们是实验室的使用者与管理者.实验教学存在

应付了事的原因是没有与教师考评挂钩,教师干

好干坏一个样,学校只注重学生的成绩,用学生

的考试成绩量化教师的成绩,谁还顾及实验室的

管理与学生实验的实施.任凭仪器室橱柜里的器

具布满灰尘、生满铁锈,没有人去保养,因为干

了也白干,考评时没有分数.为什么用讲实验替

代学生实验,学生实验费时费力,讲解实验让学

生从原理上明白会应试就可以了,反正又不考实

验操作能力,抱着这种指导思想也无怪乎督导材料

造假了.长此以往,学生的实验创新能力如何培

养? 国家的教育督导如何落实? 所以,只有与教师

的考评挂钩,实验室的使用制度才能得到落实.

４．２　硬件要“硬”,软件不能“软”
实验室的配置、仪器设备与实验器材等 “硬

件”是学生实验的基础,这个一定要 “硬”.随着

国家教育均衡化政策与方针的落实,基层学校的

办公经费足额按时下拨,如果再以经费不足为借

口不去配置或配置不全实验设备器材,那这个理

由显然是不成立的.实验制度的制定、实验的实

施、实验器具的使用与维修等这些 “软件”,决不

能滞后,要做到分工明确,责任到人.实验教师

要对级部负责,级部要对学校分管领导负责,学

校分管领导要对校长负责,层层落实,学校上下

齐抓共管,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实验制度的真正

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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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开展创造性的工作,同时注重保存过程性

材料

脚踏实地的干,开齐开全实验,上好每一节

实验课,完善实验通知单内容,实验记录要丰

富,实验报告要规范,学生实验要养成良好的习

惯,学生实验操作能力和创新能力要得到提升,
以上这些都是基层学校实验教学最基本的要求.
关于实验特色学校的开创性工作,要充分利用学

校资源,例如利用带有班班通、能上网的实验

室,进行实验课的现场直播与实录,通过直播与

实录有利于师生对实验过程的总结与反思,完善

教学与学习方法.如果我们把每一堂实验课的电

子备课 (包括实验教学过程所采用的课件、微课

等)、把每一堂实验课的教学实录保存起来,编

辑成电子资料,何愁备课与上课不统一? 督导评

估时,拿出所保存的这些过程性材料,实验评估

的各项指标均具备了,得到评估者的好评也就顺

理成章了.

５　结束语

教育综合督导为学校办学把脉,为学校健康发

展引领方向,是教育行政部门落实与贯彻执行国家

教育方针政策的根本保证,是国家保障教育长足发

展、提高整个国民素质的百年大计,各级各类学校务

必遵守与执行.作为国家教育基础的义务教育学

校,特别是基层学校,随着国家教育均衡化的发展,
学校配置建设越来越标准化和现代化,学校要充分

利用已有资源,创造性的开展工作,最大限度的提高

资源的利用率.作为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动手操作

能力的实验室,更应该发挥其最大效能.为此,学校

应该开拓思路,放眼未来,不断完善实验室管理制度

和实验教学制度,提高管理者和实施者的积极性和

能动性,切实提高实验室的使用效率,为国家教育事

业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０－１５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东省清远市第十八批立项课题“核心素养导向下山区高中学生物理实验素养培养的策略研究”(课题编号１８—６９)的研

究成果.

试题解析

彰显学科素养　落实课程目标

广东省阳山县阳山中学(５１３１００)　谭　程

　　２０１７年版«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以下简称

为“«新课程标准»”)的重大变化之一就是将“科学探

究”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目的在于将学生学习重

心从“过分强调知识传承与积累”向“培养学生的探

究能力”转化,让学生从“被动接受知识”向“主动获

取知识”转化.科学探究主要包括问题、证据、解释、
交流等要素.由此可见新课改实施后高考对科学探

究的考查必然要突出对其各要素的考查.本文以

２０１９年全国Ⅰ卷电学实验题为例,来分析«新课程标

准»实施后高考命题对“科学探究”及其“科学探究教

学目标”的命题特点,从而提出相应的教学建议.

１　试题再现

２０１９年全国Ⅰ卷电学实验题内容如下:某同

学要将一量程为２５０μA 的微安表改装为量程为

２０mA的 电 流 表.该 同 学 测 得 微 安 表 内 阻 为

１２００Ω,经计算后将一阻值为R 的电阻与微安表

连接,进行改装.然后利用一标准毫安表,根据图

１(a)所示电路对改装后的电表进行检测(虚线框内

是改装后的电表).
(１)根据图１(a)和题给条件,将图１(b)中的实

物进行连接.
(２)当标准毫安表的示数为１６．０mA 时,微安

表的指针位置如图１(c)所示,由此可以推测出改

装的电表量程不是预期值,而是(　).

A．１８mA　A．２１mA 　C．２５mA　D．２８mA
(３)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可能是(　　).

A．微 安 表 内 阻 测 量 错 误,实 际 内 阻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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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实验试题图示

于１２００Ω
B．微 安 表 内 阻 测 量 错 误,实 际 内 阻 小

于１２００Ω
C．R 值计算错误,接入的电阻偏小

D．R 值计算错误,接入的电阻偏大

(４)要达到预期目的,无论测得的内阻值是否

正确,都不必重新测量,只需要将阻值为R 的电阻

换为一个阻值为kR 的电阻即可,其中k＝ .
本文从“科学探究”以及“科学探究的课程目

标”两个角度分析该题是如何落实科学探究考

查的.

２　“科学探究”主要要素在试题中的

考查呈现

新课改倡导着力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故
科学探究也就成为高考考查核心素养的重要落脚

点.２０１９年全国Ⅰ卷电学实验题对“科学探究”的
考查分析可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２．１　“科学探究”各主要要素在试题中的考查呈现

本实验对“科学探究”的考查时,科学探究各主

要要素在试题中的具体呈现如下.

２．１．１　“问题”要素在试题中的具体考查

科学探究的“问题”要素在试题中的具体呈现

形式.
(１)如何将量程为２５０μA 的微安表改装为量

程为２０mA的电流表;改装后的电流表如何进行

校对;确定改装达标的依据是什么.
(２)改装后得到的量程不是预期的结果,那会

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该如何改进.

２．１．２　“证据”要素在试题中的具体考查

本实验科学探究的主要证据是:标准毫安表的

示数为１６．０mA 时,改装电表的指针位置如图１
(c)所示,即为１６０μA,这是判断改装是否达标的

重要证据.
２．１．３　“解析”要素在试题中的具体考查

科学探究中的“解析”要素在本试题中的具体

考查形式.
(１)实物电路连接如图２所示.

图２　电路图

(２)由标准毫安表与改装表读数知,电流表改

装后实际量程被扩大倍数为:n＝
１６mA

１６０×１０－３ mA＝

１００倍.故当原微安表达到满偏时实际量程为:

２５０×１０－３×１００＝２５mA,故选C.

(３)由IgRg＝(I－Ig)R 得:I＝ １＋
Rg

R
æ

è
ç

ö

ø
÷Ig ,

改装后量程偏大的原因可能是:原微安表实际内阻

Rg真实值大于１２００Ω;或因定值电阻R 计算有

误,接入定值电阻R 阻值偏小,故选 AC.
(４)接入电阻 R 时改装后电表实际量程为

２５mA,故满足IgRg ＝ ２５－Ig( )R ;要将微安表

改装 为 量 程 为 ２０ mA,应 满 足 IgRg ＝ (２０－
Ig)kR ,其 中Ig ＝２５０μA ＝０．２５ mA,联 立 解

得:k＝１．２５.

２．１．４　“评价”要素在试题中的具体考查

试题对“评价”要素的考查主要体现在:
(１)对改装电表量程不是２０mA 的失败原因

分析(即第３问考查).
(２)对实验方案的改进(即第４问考查).

２．２　“科学探究”课程目标在试题中的落实呈现

“科学探究”课程目标在２０１９年全国Ⅰ卷电学

实验的具体分析见表１.

３　培养学生科学探究能力的教学建议

科学探究要求探究者通过自身主动参与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带着问题去实践.科

学探究不仅仅指实验探究,也包括理论探究,物理

学家密立根说过:“科学是在用理论和实验这两只

脚前进的.有时是这只脚先迈出一步,有时是另一

只脚先迈出一步,但是前进要靠两只脚,先建立理

论然后做实验;或者是先在实验中得出了新的关

系,然后再迈出理论这只脚并推动实验前进,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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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分析表

“科学探究”
课程目标要求

试题对“科学探究”
课程目标的落实呈现

目标１:具有科学探究

意识,能在观察和实验

中发现问题、提出合理

猜想与假设.

当标准毫安表示数为１６．０mA、改装电

表示数为１６０μA时,考生能否发现“改
装的电表”是否达标这一问题;在这一

问题上再考查考生能否猜测并作出下

列假设:①假设微安表内阻测量有错

误,那么实际值应大于测量值;②假设

R 值计算错误,接入的电阻偏小.

目标２:具有设计探究

方案和获取证据的能

力,能 正 确 实 施 探 究

方案,使 用 不 同 方 法

和手 段 分 析、处 理 信

息,描 述 并 解 释 探 究

结果和变化趋势.

标准毫安表示数为１６．０mA 和改装电

表示数为１６００μA是本实验的重要证

据,考查考生能否收集这一证据;然后

又用分析方法处理收集到的证据得到

结果(２５mA),并要求分析该结果是

否合理(第２问考查).

目标３:具有交流的意

愿与 能 力,能 准 确 表

达、评 价 和 反 思 探 究

过程与结果.

根据第(２)问的分析,发现电表的改装

未达标;然后分析改装失败的原因(第
３小问),并提出改进方案(第４小问).

不断交替进行.”据此,同时再结合科学探究主要

要素和科学探究课程目标,实际教学中对培养学

生科学探究能力提出以下建议.

３．１　科学探究教学常态化,切勿形式化

科学探究能力是学科素养在学生身上落实的

重要体现,而这种能力不是一朝一夕能培养起来

的.故科学探究的教学应常态化,切勿形式化.
有些教师因上公开课,就象征性地开展科学探究

“示范课”,“示范课”一过,科学探究教学不了了

之,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探究成了摆设.学生

探究能力培养的阵地主要在课堂,这种能力需要

经历 “提出问题、形成猜想和假设、设计实验与

制订方案、获取和处理信息、基于证据得出结论

并作出解释、评价”等多个环节才能逐步形成.
每个环节并不是一下就能形成,它需要在课堂教

学常态化的条件下,逐一形成.但这些探究环节

在课堂上逐一实施会遇到很大困难,一节探究课

几乎很难完成探究中的每个环节,这正是造成科

学探究形式化的根源.对学生探究能力的培养既

然不能一步到位,那么就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
逐一开展,一堂课或一段时间内可着重培养科学

探究中的某个或某几个环节,当学生把握其中的

某些环节后再培养其他环节,从而达到探究教学

常态化,而不是形式化,更不是虚假化.

３．２　接受学生探究中的错,切勿让探究教学按部

就班

探究教学中很多教师怕学生出错误、走弯路,
达不到预期的探究目标,于是探究教学前先给学

生设置好探究步骤或按教材中的探究步骤让学生

按部就班.这种探究课教师上起来虽然很 “顺
手”,学生也不会出错,但是这种 “复制式”的探

究,对学生来说只不过是走过场,他们的科学思

维得不到任何开发.纵观很多物理学家走过的道

路可发现:在向科学进军的道路上,大多数人和

大多数的时间实际上是耗在那些最终没能得到实

验证据支持的假设探究上.但这却是真真切切的

科学探究,没有任何一位科学家会否定这种探索

的价值.«新课程标准»也强调: “要避免让学生

按教师或教材的既定步骤进行虚假 ‘探究’,不应

只把注意力集中在与探究假设相符的物理事实上,
还需要观察和收集那些与预期结果相矛盾的信

息.”故教师不必担心学生在探究过程中出现的一

些错误结果,即使结果是错误的,也要习以为常.
当学生知道错误并理解错误后,他们会总结自己

的 “错因”,寻求 “改错”的新方案和策略,这一

过程既是经验总结的过程,同时又是重新探究的

过程,在这一系列过程中学生的探究能力自然会

得到更大的提升.

３．３　科学探究重视结果,更应实施新的评价方案

探究结果固然重要,因为它会使学生获得成

功,特别是正确的结果更能增加学生的探究欲望.
很多教师在引导学生开展科学探究时,得到正确

结果后便到此为止,以为大功告成,其实不然.
新一轮课改的另一大亮点就是在 «新课程标准»
中对教学有了 “新的评价标准”:高中物理课程重

视以评价促进学生的学习与发展,重视评价的诊

断功能和激励功能,致力于创建一个目标明确、
主体多元、方法多样、既重视结果亦重视过程的

物理课程评价体系.提倡评价应关注学生的个体

差异,帮助学生认识自我、建立自信,改进学习

方式,发展核心素养.由此可知核心素养导向下

对学生的评价内容不只是结果,更应该是评价学

生提出科学问题、获取证据、作出解析、表达交

流等能力的发展水平.如能否分析相关事实或结

论,提出并准确表述可探究的物理问题,做出有

依据的假设;能否制定科学探究方案,选用合适

的器材获得数据;能否分析数据,发现规律,形

成合理的结论,用已有的物理知识进行解析.教

师的评价在于帮助学生找出探究中没有解决的矛

盾,从而引导学生发现新的探究问题,进一步提

起学生的探究兴趣,提高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教师的评价还在于帮助学生找出探究

结果与实验假设存在差异的原因,发现探究过程



６４　　　 中小学实验与装备２０１９年第６期 第２９卷

的失误所在,纠正已形成的错误概念,培养实事

求是的科学态度,发展学生的科学批判性思维,
同时还能吸取经验教训,从而优化探究方案.更

重要的是教师评价要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帮助

学生认识自我、建立自信,改进学习方式,发展

核心素养.

３．４　科学探究不能越俎代庖,而要亲身经历与

实践

华盛顿儿童博物馆有句格言:“我听见了就忘

记了,我看见了就记住了,我做过了就理解了.”可
见科学探究要让学生理解,就得让学生亲身经历与

实践.西汉文学家刘向说过:“耳闻之不如目见之,
目见之不如足践之.”但实际教学中,有些教师怕学

生不熟悉器材使用、探究中出错等原因,于是教师

一人在讲台上开展“探究示范课”,帮助学生探究,
越俎代庖,学生成了观众,这种“包办式的探究”学
生失去了亲历与实践.比如在“提出问题”这一环

节的教学中,不能因学生提不出问题,教师一着急

就直接告诉了学生,教师应该冷静地去引导学生思

考问题.对学生的探究活动,教师要舍得花时间,
让学生多动眼“看一看”,多动脑“想一想”,多动口

“说一说”,多动手“做一做”,充分发挥学生在课堂

上的主体作用,开发学生的情感潜能、思维潜能、操
作潜能,激发学生创新的火花.科学探究中不要忘

记学生是主体,教师只是引导者.著名特级教师路

培琦在“摆”一课中,让学生用２０min的时间做一个

１５次/１０s的摆,这是一个学生自主探究、亲身经

历的过程,能否成功地做出一个１５次/１０s的摆,
绝不是教师的终极目标,其目的在于引起学生对自

己做摆过程的关注,关注做摆过程中产生的问题,
关注做摆过程中解决问题的方法,关注自己在做摆

过程中的思维过程,当把摆做成功的时候不正是对

摆的本质了解的时候吗? 这不就是让学生在亲身

经历与实践中培养自己的探究能力吗? “亲身经

历”是每个学生成长过程必需的,只要给学生充分

的时间和条件,学生的表现是值得我们去喝彩的.
即使探究失败了,对学生也具有重要的教育价

值———让学生体会到“原来科学研究这么不容易,
科学家真了不起”.

３．５　渗透STS教育,重视用STS问题培养科学探

究能力

STS是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相互关系的一门

新的学科,它强调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

应用.如果在物理教学中,将STS渗透其中,可加

深学生对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的理解,更重要的

是这些问题紧密联系生活,涉及的知识面比较广,
这就给学生留下了感兴趣的探究空间.更重要的

是STS问题的设置具有针对性,它是针对学生原

有的想法、观念和思维惯性等设置的问题,引发学

生的认知冲突.同时这类问题还应具有恰当的思

维难度,学生“跳一跳、摸得到”,使学生既不至于无

从下手,也不会觉得没挑战性.比如笔者在讲授

“核能”时,不但要引导学生知道核技术既可应用于

医疗、能源等方面,但它也会给人类带来危害,比如

核污染、核放射的杀伤性.这些知识更能引发学生

的求知欲,增加学生的探究欲望,虽然这些知识超

出了教材的研究范围,但是这些问题具有很强的趣

味性,有些学生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结

果,无疑可以激发学生的探究兴趣,培养他们“明知

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无畏探究精神.

４　结束语

德国教育学家第斯多惠在«德国教师培养指

南»中指出:“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于

激励、唤醒和鼓舞.”所以,核心素养导向下的物理

课堂教学必修教材将“教书”与“育人”融合在一起,
充分展示物理学科的美与优势.把真实的历史事

件、感人的科学精神、不断创新的物理思维方法,展
现给学生,并融入到物理探究教学中去,使科学求

“真”的理性思维与人文文化中那种至善、至美的追

求相结合起来,促进真、善、美的统一,人与自然的

和谐与统一,让物理课堂充满激情.从而激发学生

对自然、对生命的热爱,引导学生逐步树立起崇高

的理想以及人生观和价值观,学会思考和生活,学
会探索和创新.这正是当代教育所赋予物理教师

的历史责任与教育目的.
总之,物理学科的探究价值在于实现３个转化

功能:那就是通过科学探究最终让学生掌握物理观

念、发展科学思维和提升科学态度.这一价值的体

现过程如图３所示.

图３　体现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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