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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化学实验短视频辅助实验课堂教学研究
赵新筠*，周忠强，吴腊梅，陈玉
中南民族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武汉 430074
摘要：以正溴丁烷的制备实验为教学案例，对有机化学实验短视频辅助实验课堂教学模式进行了探索。该种教学模
式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学生对实验内容的理解和掌握，改善课堂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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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rt-Video Assisted Classroom Teaching in Organic Chemistry
Laboratory
ZHAO Xinyun*, ZHOU Zhongqiang, WU Lamei, CHEN Yu
College of Chemistry & Materials Science,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Wuhan 430074, P. R China.
Abstract: Short-video assisted classroom teaching was adopted in organic chemistry laboratories using the
preparation experiment of 1-bromobutane as a teaching case. This teaching mode can effectively stimulate the
learning interest of undergraduates, improve the understanding and mastering of experimental contents and increase
the efficiency of classroom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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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学化学实验课堂的教学改革已经引起了高等院校的足够重视，视频辅助实验课堂教学得到了
进一步的发展[1−7]。有机化学实验是大学化学专业本科生必修的基础课程之一。该课程的主要内容包
括有机化学实验的基本操作技能，简单有机化合物的制备、分离和纯化等。为了进一步提高学生学
习有机化学实验课程的兴趣，掌握规范的实验操作技能以及提高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我们对有机
化学实验短视频辅助实验课程教学的课堂教学模式进行了尝试和探索。希望能在传统有机化学实验
课堂教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改善课堂教学效果。
在中南民族大学有机化学实验课程的课堂教学中，一直以来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学生采用一
人一组的方法进行实验，课前要求学生必须预习实验内容，写好预习报告。在进行课堂教学时，实
验任课教师首先检查学生对当天实验内容的预习情况，对实验目的、原理和方法进行重点阐述，使
学生在预习的基础上对实验内容有清晰的认识，对初次接触的实验仪器的使用以及装置的安装进行
现场演示，甚至对整个实验的过程进行详细的模拟讲解，然后再由学生进行实际实验操作，完成指
定的教学任务。在实验过程中任课教师对实验课堂进行巡视并及时纠正学生的不规范操作，督促学
生及时、如实记录实验现象和实验数据。实验结束后任课教师检查学生的实验记录及产品，严格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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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生按照规范格式书写实验报告。这种传统的有机化学实验课堂教学模式，通过任课教师亲自示
范性实验教学，对实验仪器和装置进行现场模拟演示以及对操作要领等进行讲解，使学生在了解实
物的基础上进一步加深对实验教学内容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提高实验课堂教学效果的作用，
但是也存在着不尽人意的地方。在传统的实验课堂教学中，学生在预习有机化合物制备实验时往往
感到很抽象，缺少积极主动学习的兴趣。再加上实验学时较长，要掌握的细节性实验内容很多，常
常会忙中出错。随着每组实验学生人数的增加(一般 20 人左右)，任课教师在后期对学生进行实验操
作指导时往往不能顾及到所有学生，结果部分学生错过了不规范操作被纠正的机会，造成不规范的
实验操作一直延续到下一个类似的实验操作中。这促使我们尝试把有机化学实验短视频引入到有机
化学实验课堂教学中，辅助实验课程的课堂教学。

2
2.1

实验教学课堂改革

实验视频的拍摄
笔者所在的有机化学教研室根据有机化学实验教学大纲，拍摄了有机化学实验相应教学内容的
短视频。其中包括蒸馏、重结晶，环己酮的制备，正溴丁烷的制备，苯甲酸乙酯的制备，乙酰苯胺
的制备，乙酰水杨酸的制备，香豆素-3-羧酸的制备，对硝基苯甲酸的制备，三苯甲醇的制备，甲基
橙的制备实验。每个视频时间为 10 min 左右。
2.2 实验课堂教学过程改革
为了提高有机化学实验课堂教学效果，同时也为了网络视频共享资源的建设，我们在传统实验
课堂教学的基础上，采用有机化学实验短视频辅助实验课堂教学的模式对有机化学实验课堂教学过
程进行改革。选取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17 人)、应用化学专业(19 人)、材料化学化专业(18 人)的三
组学生总共 54 人进行有机化学视频实验辅助实验课堂教学试点研究。同时对照实验组为高分子材料
化学专业(19 人)的学生(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在对学生原有教学要求不变的前提下，在实验授课
过程中进行课堂教学改革。实验教学内容选取正溴丁烷的制备为例进行简单介绍。
2.2.1 正溴丁烷制备实验的简介
正溴丁烷的制备实验选自周忠强主编的《有机化学实验》(化学工业出版社，2015 年)。以正丁
醇为原料，与即时产生的 HBr (来自硫酸与溴化钠)回流反应得到正溴丁烷。实验过程涉及带尾气吸
收回流装置的安装和加热回流，产物的分离纯化(分液漏斗的使用)，液体产品的干燥以及蒸馏等重
要操作。该实验拍摄的短视频有 12 min，直接用于实验课堂教学研究过程。
2.2.2 教学过程设计与实施
整个教学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课前准备阶段、课中的教学实施阶段以及课后学生的总结报
告阶段。
(1) 课前准备阶段。
提前 2 周把实验的视频发给每位学生，方便学生观看、预习和写预习报告。
(2) 课中的教学实施阶段。
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以 PPT 的形式先讲解正溴丁烷的制备原理，然后引入反应的原料介绍，
实验中涉及到的实验装置的搭建以及关键实验仪器的规范使用则由任课教师现场实物演示，然后用
实验短视频来播放整个实验的制备过程。正溴丁烷制备的关键是控制加热回流的强度和浓硫酸的用
量以尽量减少副产物的生成；在粗产物的分离纯化时尽量减少产品的损失；在液体产品干燥阶段，
干燥剂用量的控制等等实验细节。学生在观看实验教学短视频时重点强调这些关键步骤的实验操作。
如学生在观看粗产物分离提纯时要强调分液漏斗的试漏，能准确判断产品在分液漏斗中的上层或下
层位置，避免实验操作的失败等；学生在动手做实验阶段，指导教师会在课堂上巡回指导学生实验
过程，纠正学生不规范的操作和解答学生的疑问。同时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验进度调控实验短视频，
播放相应的实验操作。比如在学生搭建反应装置的过程中，边放这部分教学视频，边指导学生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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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上，从左到右搭建实验装置。同样的，在粗产物分离纯化的过程中，短视频的辅助作用就显得尤
为重要。如果学生不能确定产物在分液漏斗中的具体位置，指导教师又没有顾及到这部分学生，学
生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对短视频进行回放甚至循环播放，确保能正确操作分液漏斗，分离出自己
想要的产品。液体产品的干燥也是这一实验中重要的实验操作技术。干燥剂用量多少、产品的干燥
程度直接决定产品的质量和产量。在这些重要的实验操作中，短视频能发挥重要的辅助作用，帮助
学生自主学习。
(3) 课后学生的总结报告。
课后学生可以利用短视频复习巩固该实验内容，撰写实验报告，加深对实验教学内容的理解和
掌握。
2.3 教学效果评价
传统的实验课堂教学模式包括学生课前预习、教师课堂讲解和学生动手做实验以及课后的实验
报告的撰写等过程。从图 1 显示的有机化学实验短视频辅助实验课堂教学的模式来看，从课前到课
中以及课后，短视频全程参与了实验课程的教学过程。现从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的实验报告总结以
及学生的教学反馈来评价短视频辅助有机化学实验课堂教学改革的优势。

图1

短视频辅助有机化学实验课堂教学模式

2.3.1 受试学生组和对照实验组的实验报告比较
从受试组学生和对照组学生提交的实验报告对比来看，受试学生组的实验报告质量明显大大提
高，实验现象的记录比较详细。对涉及到实验机理部分问题的回答，受试组的学生因能对 PPT 和视
频上显示的具体实验机理感兴趣、印象深刻，所以这部分内容的回答整体上很好；而对照组学生的
实验课堂教学采用的是传统的教学模式，关于机理部分的内容只能靠任课教师的言语进行描述，所
以对这类问题的回答似是而非。
2.3.2 学生的课后反馈
随机对受试 54 名学生进行关于实验短视频辅助实验教学的意见收集，共收到 35 名学生的反馈
意见。所有学生对这种教学模式持肯定的态度，一致认为这种教学模式能提高学生对实验内容学习
的兴趣，能深刻地理解实验内容，有必要大力推广这种教学方法，让更多的学生受益。对受试学生
反馈的意见归纳总结如下：
(1) 有机化学实验短视频辅助实验课程课堂教学的模式十分新颖、非常实用、有吸引力。它以
文字、图像与声音的形式刺激学生的各种感官，把复杂的知识变得直观化、形象化。将教材上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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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验过程转换成具体的实验操作过程。学生在实验操作动手之前，通过观看实验短视频对整个实
验操作过程有一个清晰的了解。提高了学生对实验内容的兴趣，改善了实验预习的效果。在实验课
堂教学中，通过实验视频的循环播放和回放功能以及任课教师的讲解，学生能清楚直观了解相关实
验器材的正确组装以及规范的操作过程，及时回顾实验步骤，辅助学生更加顺利地完成整个实验过
程，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操作失误，避免有机化学实验潜在的危险性。同时，课后在有机化学实验的
总结报告中，有机化学短视频同样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有利于学生把自己的实验操作同视频中
的操作相对照，从中找到差别，提高自己的实验技能，巩固实验教学内容。
(2) 实验视频可以实现教学资源网络化，为学生提供相关的视频学习资源，达到网络资源共享。
有利于学生在预习实验的时候参考并通过网络自主学习。学生事先可以自行安排时间观看实验短视
频进行实验内容的预习，了解实验的具体操作步骤，降低预习实验内容的难度。同时也有利于课后
复习巩固实验教学内容。

3

结语

通过有机化学实验短视频辅助实验课堂教学模式的尝试和探索，我们发现学生对有机化学实验
的学习兴趣明显提高，实验操作的熟练程度和规范性也得到了改善。这种课堂教学模式使学生在动
手做实验之前就能直观了解整个实验的过程，提高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有利于对实验内容的理
解和整体把握，能辅助学生更好地完成实验内容。实验短视频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辅助实验指导教
师对学生的指导，在任课教师顾及不到的时候发挥自身的作用，提高实验课堂的效率，降低了实验
任课教师课堂教学的劳动强度。同时实验短视频可以作为共享的网络资源使用，对建设有机化学实
验视频资源共享课程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这种实验视频辅助实验课堂教学的模式值得在更多高等学
校的有机化学实验课程教学中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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