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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案式”基础化学实验报告探讨与实践
杨锦*，高天天
清华大学化学系，北京 100084
摘要：实验报告是实验教学过程中重要组成部分，对学生掌握和巩固实验中涉及的化学知识非常必要。但是目前大
学化学基础实验的实验报告存在内容格式单一等问题，不利于实验报告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我们以经典实验为例
编写了具有针对性的“学案式”实验报告，丰富实验报告的格式和内容，使“学案式”实验报告的内容贯穿于整个
教学实验的各个环节。经检验，“学案式”实验报告能够帮助学生树立自主学习意识，提高自主学习能力，激发探
究精神，同时培养学生的科研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成为提高实验教学效果不可或缺的利器。
关键词：基础化学实验；教学改革；学案式；实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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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n Learning-Guidance Mode Lab Report of
Fundamental Chemistry
Jin Yang *, Tiantian Gao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P. R. China.
Abstract: Lab reports are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fundamental chemical laboratory teaching and necessary for
students to master the chemical knowledge. However,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such as simple contents in current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fundamental chemistry laboratories in universities. In this paper, a “learning-guidance mode”
lab report based on classical experiments was studied to enrich the format and contents of the lab report. Upon
examination, the contents of the “learning-guidance mode” lab report throughout every aspect and whole process of
laboratory teaching can help students to establish self-learning consciousness and improve self-learning ability and
exploration spirit. Meanwhile, it can also train students to possess capability of scientific thinking and solving problems,
thus enhancing the effect of teaching of fundamental chemistry labor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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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报告被认为是实验过程的总结与提升，长期以来在实验教学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课前预习实验内容和书写预习报告，课上根据实验情况补充完善实验记录，课后撰写实验报告成为实
验教学的标准步骤。然而，对于初次接触化学实验的学生，以上三个步骤都存在难点，现分述如下。
首先，课前的预习报告书写困难。由于大学化学实验课大多是独立设课，学生在上课之前一般
只是简单了解实验原理，而对实验的具体内容例如实验程序、仪器测试使用方法等了解有限。绪论
课可一定程度地解决上述问题，但因学时短效果不佳；
“网络学堂”或“虚拟仿真”等教辅平台亦对
此有帮助，但对于基础薄弱的学生仍指导不够。
其次，也是最大的问题所在，学生在实验过程中所需的适度指导单凭实验教师很难完成。化学
基础实验课的学生人数较多，部分实验为并行开设或轮流使用仪器，即使实验内容相同学生的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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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同。这就使得对于学生个体而言，教师的指导只能是突出重点而非全程跟进。例如，教师都会
要求学生仔细观察实验现象，但对于一些稍纵即逝或不反映实验节点的实验现象学生还是会漏掉很
多，这不利于学生完整地理解实验内容和原理。
最后，课后的总结思考拓展走形式、难以实践。部分学习主动性不高的学生会以结果分析计算
等潦草带过；部分对课题感兴趣希望进一步探究的学生也常常因缺乏指导而止步，这对于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培养科研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起不到应有的积极作用。
清华大学化学系实验中心开设的“大学化学实验 B”是一门面向全校非化学、化工类学生的化
学基础实验课程，已开设数十年。近年来，由于普通高中“减负”等原因，大一学生的化学知识越
来越薄弱，大部分的学生没有做过化学实验甚至没有进过化学实验室。因此，针对上述突出存在的
问题，为实现更好地培养学生能力的目的，我们进行了很多教学改革，包括对实验报告的改革，即
编写“学案式”实验报告，使“实验报告”真正地发挥作用、成为辅助实验教学的利器。本文以高
校普遍开设的经典基础化学教学实验“钢中锰含量测定”为例，围绕实验报告的格式和内容，探讨
如何发挥“学案式”实验报告在实验教学中的作用。
“学案”立足于引导学生，强调的是学生的自主学习、思考和实践；而“教案”立足于教师讲
授，强调的是教师对教学内容的讲解和教学方法的选择[1]。变“教案”为“学案”需要教师跳出实验
教学上“一言堂”的窠臼，将自己对学生的指导融入学生学习的全过程，真正实现以学生为本的教
学理念。
“学案式”实验报告是这一过程的很好体现，如何使其成为辅助实验教学的利器呢？下面将
从课前，课堂上，课后三个方面详细地展开说明。

1
1.1

实验课前：指导学生全面预习查漏补缺

针对学生基础变“教案”为“学案”
课前预习是化学实验教学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很多学生不知如何有效地预习实验，导致预习报
告流于形式，例如简单罗列实验目的或抄录实验原理等，起不到应有的效果。要解决上述问题，应
该考虑针对每一个具体的实验设计出一体化的预习报告和实验报告，让预习报告真正成为实验报告
的一部分并且可以量化考核 [2]。它需要实验教师在充分理解实验教学要求的基础上考虑学生的认知
规律，适当地向学生提供引导性问题和拓展知识，对实验内容加以汇编。
“钢中锰含量测定”实验涉及的背景知识多而且杂乱，既有方法原理又有仪器使用。如果课前
预习不达标，很容易在课上“按部就班”机械操作。课前给学生下发实验报告，有助于学生提前了
解实验相关背景知识，了解真实的实验过程，客观上也提高了学生做实验的兴趣，将科学实验的理
念与方法延伸到课堂之外。
1.2 实验报告预习部分的设计思路和具体内容
“学案式”实验报告是由实验教师根据多年的实验教学经验，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并结合课堂教
学的体会和总结编写的。教师应该以学生为本，
“共情”学生的学习过程，将自身的教学经验在实验
教学的细节中“显化”。“学案式”实验报告的预习部分可在实验课前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做到心中
有数，带着问题和思考来做实验。学生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查阅资料，但不要求答出所有问题以避
免费时费力。上课时教师还会讲解预习报告并帮助学生查漏补缺。这一过程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
解和巩固预习内容中的知识点。
如表 1 所示，“学案式”实验报告的预习部分从实验背景即钢铁工业中的钢材成分检测讲起，
论述该实验在生产生活中的意义。然后过渡到如何检测即化学制样处理的思路和方法，再引导学生
深入了解实验所用化学试剂的作用和用量。对于涉及的反应方程式，也不是简单抄录，而是探究其
含义进而理解其前后关联关系。最后，分光光度计的原理和使用方法是学习重点，这里我们一般给
学生放两段视频，原理部分和操作部分。图 1 为分光原理图和互补色原理图。分光原理图解释了“分
光”的含义，互补色图解释了溶液呈现的颜色和最大吸收波长之间的关系。结合本实验，高锰酸根
溶液吸收了复合光中的黄绿光(最大吸收 525 nm)所以呈现紫红色。朗伯比尔定律要求单色光，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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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光学元件是三棱镜，不少学生在中学物理课上用过。为了更直观地学习，我们会用三棱镜做
演示，也会将白纸板放入光度仪中然后转动波长调节旋钮，让学生观察白纸上色斑颜色的变化。以
上这些，都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对实验原理的理解。
表1
预习内容
实验背景(实验的现实意义)

实验的化学原理(制样过程)

实验报告预习部分的内容
学案导学

教师讲解(可删减)

(1) 钢材的主要成分是？

钢铁工业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之一；

(2) 钢与铁在组成成分上的区别是？

“钢”作为合金其中各种成分对钢材质量的

(3) 锰的含量对钢材性质的影响有？

影响

(1) 锰在钢样中的分布是？

“合金”的概念；

(2) 本实验所用钢样来源？
(3) 混合酸(含 1.6

mol·L−1

H2SO4 和 0.08

各步反应的反应式；
mol·L−1

HNO3)

化学制样处理中“过量”的概念及应用；

① 硫酸的主要作用是？

过硫酸铵的结构及氧化性；

② 硝酸的主要作用是？

自来水中存在氯离子；

③ 提高硝酸浓度有无益处？

氢氟酸刻蚀玻璃不能用于比色皿；

(4) 过硫酸铵 20% (NH4)2S2O8 (质量分数)

水合离子的颜色及掩蔽剂

① 过硫酸铵的结构式：
② 氧化性体现在：
③ 还原产物是？
(5) 1% AgNO3(质量分数)硝酸银价格？
混入自来水现象解释？
(6) 1 : 10 H3PO4 的作用？为何不用 F−？
光学原理

(1) 什么是分光？分光的核心元件是？

分光原理；

(2) 什么是吸光度？测量吸光度的核心元件是？

色相环互补色原理

(3) 朗伯比尔定律的适用条件？
实验操作预习

称量，移液，加热，分光光度法

要求学生课前观看网络学堂上相关视频。课
上根据学生情况选择性播放操作及原理视频

图1

2

分光原理图(a)及色相环互补色原理(b)

实验课上用实验报告指导学生专注实验

刚进入大学的学生，学习方法和思维方式还停留在高中阶段，在学习上对教师过分依赖，自学
意识较差，自学能力较弱 [3]。因此，教师不仅要讲授基础知识和操作要点，还应帮助学生“知识内
化”。“学案式”实验报告全面体现实验课的学习重点，由“问题启发式”过渡为“过程启发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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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帮助学生专注实验进程，提醒学生不断观察、思考、操作、记录、反思，不漏过任何实验细节。
实验报告的现象记录部分如表 2 所示，实验操作部分如表 3 所示。
表2
反应方程式

实验现象的记录

实验现象(颜色、沉淀、气体等)

Fe+ 6H+ + 3 NO 3 →

学案导学(教师可提示)
文献显示 Fe3+水溶液为淡紫色，为什么溶液为黄色？
为什么 NO2 不显示红棕色？

Mn+ 4H+ +2 NO 3 →

Mn2+水溶液为肉色；
钢样溶解后残留黑色细粉状漂浮物，是什么？

2
8

2Mn2+ + 5 S2 O + 8H2O→

溶液中细密的小气泡是？

(在 AgNO3 作催化剂的条件下)

溶液为什么呈酒红色(紫色 + 黄色)？
冷却后为何变得更偏于紫色？

Fe(NO3)3 + 2H3PO4 →

为什么要冷却？

(褐黄色)

表3
实验记录
称取钢样

实验操作的记录

数据记录

学案导学(教师可提示，视频课前上传网络学堂)
钢样的来源及加工处理方法
分析天平的原理和使用(视频)

移液

移液管的使用(视频)

定容

容量瓶的使用(视频)

定量加液

定量加液器或瓶口分液器的使用
为什么不用移液管？

加热

加热设备的选择及使用

在实验课上，学生开始动手操作后，由于学生人数多、基础薄弱等原因，教师的主要职责成为
纠正学生的错误操作，很难有时间精力全程指导学生对实验的观察和学习。这就使得大部分学生“按
部就班”“照方抓药”，处于简单记录、缺乏思考的状态，有时会遗漏重要的实验现象和实验数据。
“学案式”实验报告比流程图更加详细，对实验过程全程指导和监控。“过程启发式”问题帮助学
生思考每步实验操作的意义，对实验现象的精准记录则提示反应进行的节点。例如，反应物加入顺
序有何影响？加热到什么程度为止？加热时玻璃棒搅拌会引入误差吗？溶液冷却后为何颜色有变
化？学生如果能正确思考和回答这些问题，才是真正理解了实验，不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学
案式”实验报告推进实验进程，提醒学生对实验现象的观察和对数据的记录，提示学生思考实验操
作对结果可能的影响，成为实验过程中的“隐形助教”。
对于“钢中锰含量测定”这类实验原理复杂、实验操作繁多的实验，
“学案式”实验报告可以帮
助师生合理安排时间。例如，对于分光光度计原理的讲解可以放在课堂开始时，但对于其使用方法
的讲解可以放在化学制样之后等待溶液冷却之时。
“学案式”实验报告能一定程度地帮助教师实现更
好的教学组织和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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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课后：指导学生处理数据、分析结果和探究拓展

3.1

规范实验报告书写
实验报告的结果处理部分是对实验过程的总结，更是学生学习数据处理的绝佳机会。我们一般
着重用“三个规范”要求学生。即规范有效数字的取舍；规范数据记录和列表；规范坐标纸作图。
因学时有限，教师一般只针对具体实验数据进行讲解，但仍希望学生能举一反三，为今后的学习打
下基础。用坐标纸作图是数据处理训练的必要途径[4]，因此在“学案式”实验报告的实验数据处理部
分印有坐标纸供学生使用。
3.2 后续内容
“钢中锰含量测定”普遍安排在整个无机化学实验的前期，对后续实验有示范作用。做好这个
实验有助于学生建立良好的实验习惯并保持下去。对于学有余力的学生，我们鼓励开展进一步的实
验拓展。教师拟定几个探究方向，如误差分析、其他测定方法等等。因学生基础较弱难以自拟实验，
一般由教师提供参考文献和实验思路，然后教师和做实验学生讨论共同决定实验方案。可利用周末
或学期末进行开放实验，亦可在教师的帮助下进行相关仪器的学习和测试。除此之外，实验报告也
成为教师与学生联系的桥梁，我们鼓励学生在实验报告上写出感想、收获、意见建议、自己的设想
等。

4

结语

“钢中锰含量测定”实验报告是我们撰写的第一份“学案式”实验报告，历经两年时间反复修
改，经过近 200 名同学使用，在基础化学实验教学中展现出了很多优点。“学案式”实验报告有着
较为丰富的内容，从课前、课上、课后三个方面全面指导学生。课前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实验内容，
课上全程跟进学生实验过程、加深学生对实验内容和知识点的理解，课后鼓励学生在实验结果的基
础上继续探究拓展。希望本文中提出的“学案式”实验报告能够给化学基础实验教学提供新的思路，
更好地发挥实验教学的育人目的。我们也将继续为其他经典实验撰写“学案式”实验报告，旨在不
断提高实验教学水平，为人才培养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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