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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课堂教学过程不仅是知识传递过程，更是能力和素质养成过程。知识的传递和能力素质的养成，都需要以
一定的教学理念为指导，以一定的教学模式和方法做支撑。相较于知识传递，能力和素质的养成对教学理念、教学
模式和方法的依存度更大：同样一个知识点，有的老师讲起来会清汤寡水、索然无味，导致学生鼾声一片；有的老
师讲起来则能启发兴趣、引发思考、激荡共鸣，进而提升能力、启迪智慧。导致这种根本性差异的原因显然不在知
识本身，而在于知识传递的理念、模式和方法。因此，
“学科知识枯燥”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是老师不懂得或者惰
于挖掘，不能够以先进的理念整合，以先进的模式和方法承载，进而以生动鲜活的方式呈现所导致的。对我国高校
而言，“教学理念相对落后、教学内容方法陈旧”一直是影响课程建设水平和人才培养效果的“顽瘴痼疾”。要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致力培养时代新人，就必须推进“课堂革命”，从根本上改变课堂教学形态。
值得欣喜的是，近年来，关注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改革、关注提升教学层次、增强教学效果的老师显著增加。
《大学化学》接受的有关教学理念、教学模式、教学方法、考试方法改革的论文大幅增多。为了形成推进合力、加
强示范引领，编辑部决定汇集出版“教学理念和方法改革”专刊。本专刊共汇集论文39篇，其中涉及教学理念改革
的10篇，涉及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改革的25篇(包括线上教学4篇，混合式教学9篇)，涉及考试方法改革的4篇。希望
广大教师以这些论文为借鉴，共同推进化学类课程教学改革再上新台阶，再显新成效，达成“两性一度”，推进课程
一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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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尝试在建构主义教学思想指导下，通过微课、QQ 课程群、学生互助学习小组等举措对无机及分析化学课程与基
础化学实验课程进行有机结合的改革与创新。补足目前教学过程中的短板，方便学生通过微课“直观”地理解理论，掌
握实验原理。实践表明，两门课程均获得不错的教学效果，为继续深化课程教学改革积累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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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concept of constructional though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form and innovate
the courses of “inorganic and analytical chemistry” and “basic chemistry laboratory”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microlectures, QQ curriculum groups and students’ mutual learning groups. It makes up for the shortcomings in the current
teaching processes, and makes it more conveniently for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master
the principle through the “intuitive” micro-lectures. The practice shows that good results in teaching have been
achieved from these two courses, which will contribute to accumulating experience for further deepening teaching
reform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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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及分析化学和基础化学实验课程均为高等农业院校大农科、生科类、林学类、兽医动物类、
理科、工科等各专业必修的专业基础课程；并且均开设于大一上学期，是学生入校后最早接触到的
专业相关课程，其课程的学习质量、传递的教学理念对学生整个大学生涯都有重要引领作用。在华
南农业大学，每年有3000多位大学新生同时学习两门课程。无机及分析化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
课程 [1,2]，需要学生通过实验将所学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结合，从而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分析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基础化学实验作为其对应的实验课程，包含大量基础验证性实验，对学生深入理解掌
握化学理论概念，养成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起到积极作用[3–5]。因此无机及分析化学与基础化学实验
是一对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课程，在历年大学本科教学大纲中都强调了它们的相互依存性。但是
在当前的教学模式下，理论课与实验课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无法顺利地实现对接 [6]。这种脱节的教
学模式让两门课程的教与学都费时费力，对培养学生创新性能力以及养成良好的科学素养都极为不
利，不符合新时代国家对高水平创新型人才的需求[7,8]。
建构主义的最早提出者可追溯至20世纪瑞士的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经过柯尔伯格、斯腾伯格、
维果斯基等人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后开始运用于实际教学过程之中。建构主义近年来逐渐被国内教
育界认可并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尝试运用 [9–11]。与过去“灌输式”教学方式不同，建构主义提倡以学
生为中心，提倡教师利用情景教学、协助、一对一等方式，增强学生的自主能动性，从而提高教学
效率，提升教学效果。本文通过建构主义教学方式，利用微课这一创新教学模式[12,13]，以及QQ学习
群等信息化手段将无机及分析化学与基础化学实验课程有机结合，以实现理论课与实践课程双赢的
局面。

1

建构主义教学思想简介

建构主义教学思想核心理论为：学生通过一定的情景，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源构建出新知识。学
生将作为学习的主体而存在；教师帮助学生理解抽象概念，发展和修正对问题的认识，使学生能构
建正确的概念并深入理解。顺利实现这一既定目标，则需要教学设计实施过程中包括“情景”
“协作”
“会话”
“意义建构”四大要素。在建构主义学习环境中，有利于学生的“情景创设”是教学设计中
最重要的一环；而“情景”
“协作”与“会话”三要素紧密结合是实现“意义建构”的重要手段[14–16]。
在“互联网+教育”时代，可以运用信息与通信技术来支持这四大要素的完美实现：
(1) 微课视频可以为学生创造出“身临其境”的“情景”教学方式。在理论课程中嵌入实践性微
课,为学生提供直观了解理论知识的机会，最大限度地还原理论知识发现总结的过程，顺应学生的认
知规律与学习习惯，补足目前教学过程中的短板。
(2) 建立课程学习QQ群可以规避空间时间的限制，随时随地为学生提供协助、一对一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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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达到最佳的学习效果，有效实现建构主义教学思想中的“协作”与“会话”环节。

2
2.1

建构主义教学模式下理论课与实践课有机结合的方式

有机结合之“情景”：两门课程中引入同一微课
微课视频内容的剪辑、编排直接决定着其质量与水平。针对理论课与实验课脱节的现况，采用
“建构主义”的教学思想，以微课视频为媒介，合理编排实现了“理论-实验-理论”的无缝对接。在
一个10 min左右的微课视频中，首先介绍无机及分析化学课程中理论知识的概况；然后衔接基础化
学实验课程中相应的实验场景；最后画面转回到课堂部分进行知识点小结与巩固。通过微课实现了
理论与对应实验穿插在一起，一一对应、有机结合。
2.1.1 有效数字概念的微课
有效数字概念微课，大约10 min时长：(1) 首先由教师简单介绍无机及分析化学中有效数字的定
义，大约用时0.5 min；(2) 接着画面马上切入实验部分。视频中选取了在日常生活中以及实验室较
为常见、具有代表性的一系列称量工具：家用台秤、家用电子秤、实验室电子台秤、实验室电子天
平。所有称量工具的读数部分都给予特写镜头；然后再通过真人实操画面，介绍各称量工具科学规
范的使用方法。学生通过观看该部分视频，能在短短4 min左右的时间里清晰了解到各类型实验数据
的“来龙去脉”。(3) 画面再次转回到课堂授课模式。教师引导学生总结有效数字的概念，分析表达
倍数关系的数字与实验数据的区别。(4) 在微课的最后部分，带领学生理解pH值等类型数据的有数
数字判断方法。
2.1.2 酸碱滴定分析法微课
通过笔者制作的酸碱滴定法微课视频，学生能直观地了解：选择合适指示剂的目的；整个章节
繁复计算的作用。学生在中学时代都接触过酸碱中和的概念及相应的化学方程式，因此该视频首先
从实验现象部分切入，再进行归纳总结上升到理论高度。(1) 首先是1 min时长的指示剂加入前后实
验效果对比，溶液从一直保持无色透明状态到瞬间颜色突变，现象非常明显。(2) 接着视频分别完整
地介绍实验室中酸滴定碱的过程和碱滴定酸的过程。为了让学生有亲切感，剪辑的视频均为上一届
学生真实实验的画面，一共用时4 min。(3) 画面转回到课堂授课部分。利用大约5 min的时间，首先
引导学生明白理论计算只是手段，选择合适的指示剂才是酸碱滴定法的目标；然后才介绍突跃范围
的计算方法。
2.1.3 原电池主题微课
原电池知识点与中学阶段的氧化还原知识点紧密相关，但也有明显区别。中学阶段统一默认为
标准状态下，而无机及分析化学中的原电池这一概念是研究在任意状态下的情况。为了强调这一区
别，原电池主题微课的编排重点为展示任意状态下原电池变化实验。(1) 首先出现的画面是1 min时
长的在标准状态下原电池基本情况的简单介绍。(2) 接着展示的是原电池在各种浓度下的实验现象，
用时3 min。(3) 画面切换到课堂教学模式，“趁热打铁”利用学生刚建立的认知，引入原电池章节
中的重要知识点——能斯特方程式，在3 min之内完成介绍。(4) 微课视频的最后部分，为了激发学
生学习原电池的兴趣与热情，效仿当前最流行的电影剪辑手法，增加了彩蛋环节。在2 min左右的彩
蛋环节中分别展示了利用原电池原理测量了可乐、鲜橙汁、白酸的酸度，并发现三者的酸度非常接
近，颠覆学生的常识性认知，激发起学生后续学习的热情。
制作完成的微课视频同时挂在我校的无机及分析化学省级精品资源共享平台和基础化学实验省
级精品资源共享平台上，供两门课程的师生反复观看学习。学生可以根据个人实际情况，选择性地
利用微课对理论课程与实验课程进行预习和复习。微课视频针对性地帮助学生深入理解理论知识，
明确掌握实验原理，减少教师重复工作，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让实验课程真正发挥出培养学生动
手与创新能力的功能，实现了理论课与实验课两者的有机融合，具体情况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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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2

建构主义思想指导下理论课与实践课有机结合示意图

有机结合之“会话”：两门课程中引入同一学习QQ群
从早期的广播电视大学的经验中可以得出，学习过程中得不到反馈则教学效果差。根据建构主义
教学思想，建立课程学习QQ群，并邀请无机及分析化学与基础化学实验两门课程的教师加入QQ群，为
学生随时解答与课程相关的理论、实验部分各类疑问。
2.2.1 有效利用QQ群私聊功能
由于学生基础不同，对同一知识点的理解与掌握程度各不相同，无论是微课视频还是翻转课堂
都很难做到满足所有学生的学习需求，QQ学习群的私聊功能应运而生。QQ群的私聊功能保障了教
师、学生“一对一”针对性辅导，有的放矢事半功倍。
例如无机及分析化学理论课程介绍完酸碱指示剂的选择方法后，学生会进行相应的实验。在QQ
群私聊里，学生有些还在追问突跃范围的计算方法；部分学生已经在为自己想要做的印证实验细节
而提问了。
再如无机及分析化学热力学章节中标准状态下转折温度的计算公式为T = rHm⊖/rSm⊖，教师在课
堂上通常会重点强调焓变值与熵变值单位的统一。通过QQ课程群私聊功能，对学生个别辅导发现有
部分同学的纠结：该计算公式中焓变值与熵变值的符号是否需要统一，用以保证计算所得的热力学
转折温度永远大于零。
2.2.2 有效利用QQ群群聊功能
无机及分析化学课程中有一些公认的知识难点，例如有效数字概念中pH值的有效数字位数的确
定。笔者的教改尝试如下：(1) 上课之前，教师在QQ群中首先布置学习任务：根据微课视频以及书
中的运算法则，学会将氢离子浓度换算成相应的pH值。然后鼓励学生之间互问互答，确保每位学生
都掌握该运算方法。(2) 在课堂上先组织学生再次观看有效数字的微课视频，接着给学生2 min分组
讨论pH值等类型数据的有数数字判断方法，将小组意见发布在QQ课程群中。(3) 教师总结并布置相
关小练习，鼓励学生课后在QQ课程学习群继续讨论。
学生之间互问互答、积极讨论，最后再由教师进行科学总结最能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提高学
习效率。再如基础化学实验课程中的操作实验——CuSO4·5H2O结晶，该实验的难点在于是否能得到
晶体产品。实验结束后，一位得到絮状沉淀的学生在QQ群里首先发问，实验课教师因势引导学生在
群里讲述可能存在问题的实验步骤。通过充分开放式的讨论，实验课程教师归纳总结出实验注意事
项，最后再由理论课程教师引出无机及分析化学课程中有关沉淀部分的理论知识点，完成了“理论‐
实验‐理论”的全过程，获得不错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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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有机结合之“协作”：建立学生间的互助学习小组
课程微课改革的成效与学生的配合紧密相关，建立学生间的学习互助组可以督促每一位学生都
积极参与。笔者让学生针对无机及分析化学课程自愿结成互助小组，每组大约6到10人左右，并自选
出小组长；针对基础化学实验课程设立两人实验小组。为了避免学习小组流于形式，充分调动学生
的参与积极性，在学校教务处的帮助下，加大了平时成绩在期末总评成绩中的权重。无机及分析化
学课程中平时成绩占比为40%，期末考试卷面成绩占比为60%；基础化学实验课程中平时成绩占比高
达80%。其次为了避免平时成绩流于形式，“量身定制”了相应的平时成绩评分细则：
(1) 针对无机及分析化学课程该细则分为两类：一大类为学习小组评分，组内所有组员得分相
同，包括：① 设立随堂测验制度，一学期进行三次，由学习小组成员共同完成，满分为9分；② 课
前小组自行组织观看微课视频，并完成小作业，满分为9分。③ 将期末考试卷中分值为5分的简答题
出题权交给各学习小组。要求各小组根据课本里介绍过的知识点，理论联系实践出一道简答题，满
分为5分；其中的佼佼者可入选课程期末考试题库或直接出现在当年的期末考卷上。另一大类为个人
自得分数，包括：① 个人出勤率，由小组长记录，满分5分；② 课后作业，主要考核是否按时完成
并上交，不记录正确率，由小组长负责登记，满分12分。
(2) 针对基础化学实验课程包括：① 观看微课视频或自己翻阅资料书写预习报告，满分20分；
② 实验时小组同学必须协作，两位同学该项分数保持一致，满分50分；③ 数据处理与结果讨论，
满分30分。

3

理论课与实践课有机结合教学模式的效果反馈

3.1 期末考试成绩反馈无机及分析化学教学效果
3.1.1 期末考试不及格率比较
无机及分析化学课程一直是我校考试通过率较低、整体优良率偏低的课程，多年来被学生戏称
为“双煞”之一。无机及分析化学与基础化学实验课程进行有机结合教改后，经过一个学期的探索
与实践，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在相同大类专业学生考核要求和题型均一致的情况下，对比近几年我
校无机及分析化学课程期末考试卷面成绩，可以看出引入课程信息化改革之后学生的整体考试成绩
有了较大的提升。以生科大类的学生为例，近三年该课程的期末考试卷面成绩不及格率都在10%以
上，并且逐年上升大有越演越烈之势，2018级学生的不及格率已经达到“触目惊心”的26.3%。开启
信息化教学改革之后，经过师生的共同努力，2019级学生的不及格率仅为4.9%，成功的下降到5%以
下的超低区间。
3.1.2 教改前后期末卷面成绩高分段比较
从表1和表2的数据可以看出，无机及分析化学课程嵌入实践性微课教学改革后，充分调动了学
生的学习能动性，课程学习中历年来固有的一些“顽疾”被清除了，学习成绩整体显著提升，年级
平均优良率从11.5%飞跃到49.2%。
表1

教改前生科大类学生期末卷面成绩高分段统计表

班级

学生总人数

90分以上人数

最高分

各班优良率

平均优良率

生科大类1

29

0

82.5

10.3%

11.5%

生科大类2

30

0

86

3.3%

生科大类3

30

0

87

20%

生科大类4

17

0

81.5

5.8%

生科大类5

30

0

84.5

13.3%

生科大类6

29

0

88.5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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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教改后生科大类学生期末卷面成绩高分段统计表

班级

学生总人数

90分以上人数

最高分

各班优良率

平均优良率

生科大类1

28

0

88.5

32.1%

49.2%

生科大类2

28

3

94.5

25%

生科大类3

23

3

94.5

26.1%

生科大类4

30

10

98

70%

生科大类5

30

11

96

73.3%

生科大类6

29

5

93

48.3%

生科大类7

31

8

97

61.2%

3.2 基础化学实验教学效果
3.2.1 教师意见反馈
在学期末的总结座谈会上，基础化学实验课程组的教师也反馈：教改前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发挥
不够；不能有效理解实验原理；机械照搬实验步骤；对实验结论没有科学认识；学生实验报告雷同
性高；更有甚者，实验步骤混乱，实验药品添加随意。两门课程有机结合改革后，学生最明显的变
化是：实验课程的学习态度端正了，积极主动性提高，规避了不少往届学生常见的错误。学生不再
是被动机械照搬书本实验，而是目标明确地验证前人科研成果；并且会主动对异常数据进行理性客
观的分析讨论。
3.2.2 期末成绩反馈
从表3中可以看出理论课与实践课进行结合教改后，学生实验成绩整体提高，优秀率显著增加，
学习态度与学习效果明显改善。
表3

基础化学实验期末成绩教改前后对比

教改

优秀(90分以上)

良好(80–90分)

中等(70–79分)

及格(60–69分)

不及格

前

41.38%

48.28%

10.34%

0

0

后

60.71%

35.71%

3.57%

0

0

3.3

学生意见反馈
两门课程结束后，学生对该课程教学综合评价为93.21分。学生在课程留言处踊跃留言，获点赞
最多的留言为“第一次发现实验课程的重要性，还想多做一些实验”。课程问卷调查显示：92.59%的
学生对课程总体满意，尤其是新型平时成绩考核办法与建立课程QQ学习群两项好评度占绝对优势。
根据学生积极正面的反馈信息可以看出，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有机结合这一举措，顺应学生的主流
学习需求。

4

结语

利用现代网络信息手段，在建构主义思想指导下，将无机及分析化学与基础化学实验课程有机
结合的教学改革思路，在我校农科学生中的尝试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得到了大多数学生的肯定与支
持，为继续深化课程教学改革积累了经验。
在目前“互联网+教育”的信息时代大背景下，依据“建构主义”教学思想设计了无机及分析化
学与基础化学实验课程有机结合的创新教学模式，补齐了目前理论教材方面普遍存在的短板，实现
了“理论-实验-理论”的教学构思，确保理论课与实验课程的相互融合促进。信息化教学改革有效地
改善了暮气沉沉的理论课堂气氛，满足了学生个性化学习的需要；让实验课程也真正发挥出其培养
新时代创新型人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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