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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式教学在反应速率和活化能测定中的应用及体会
曾秀琼，蔡吉清，徐孝菲，委育秀，李宁*
化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浙江大学)，杭州 310058
摘要：反应速率和活化能测定是一个经典的大学化学实验，涉及很多的实验原理和复杂的数据处理及作图，因此存
在教师课堂讲解费时和学生完成报告费力等问题。为了缩短教师课堂讲解时间，提高学生对实验原理的理解并尽快
掌握用计算机处理数据及作图的技术，开展了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实践表明，该模式受到了师生的欢迎，提高了
实验教学质量，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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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nd Impress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Mixed Teaching in
Determination of Reaction Rate and Activated Energy
Xiuqiong Zeng, Jiqing Cai, Xiaofei Xu, Yuxiu Wei, Ning Li *
National Demonstration Center for Experimental Chemistry Educ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Determination of chemical reaction rate and activated energy is a traditional college chemistry experiment,
which includes lots of theories, data treatment and graphic plotting. In order to shorten the lecture time, make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theories well and master the computer technology of data treatment and graphing, an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model was applied. This model has gained the approval from the students and teachers, improved the
teaching qualities, and achieved good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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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是一门实验科学，化学实验不但可以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化学原理，而且可以培养学
生的综合实验能力，因此很多高校都把大学化学实验或者普通化学实验设置成通识课程，并不断探
索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的改革[1–4]。反应速率和活化能测定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基础化学实验，涵盖了
一系列的化学动力学概念，能让学生直接观察到浓度、温度以及催化剂对化学反应速度的影响。虽
然实验操作非常简单，但是涉及众多的实验原理和繁琐的数据处理，使得课堂讲解既费时又费力。此
外，该实验堪称基础化学实验中数据处理最耗时、实验报告最难写的，因为要经过上百次包含分数、
倒数和对数等的运算，还要绘制3个线性图。虽然已有利用计算机软件用于该实验处理的报道 [5–9]，
但是学生很难自己掌握，还是只能用计算器算、用坐标纸画，不但数据结果的准确度很低，而且时

收稿：2020-12-18；录用：2021-01-12；网络发表：2021-01-18
*
通讯作者，Email: lilgn123@zju.edu.cn
基金资助：2020 年浙江大学一流本科专业综合改革项目；浙江大学 2021 年度第一批校级本科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培育项目(无机及分析化学实
验)；浙江大学 2019 年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培育项目(基础化学实验实验 I)；浙江大学化学系第十二期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2020–2022)

大 学 化 学 Univ. Chem. 2021, 36 (7), 2012029 (2 of 5)
间成本很高。为了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和质量、引导学生运用计算机处理技术，将线上线下混合式
教学应用于本实验中，取得了非常好的教学效果，受到了学生的高度肯定和欢迎。

1

教学分析

1.1

实验原理
本实验是让学生理解影响化学反应速率的因素，掌握反应速率及其活化能测定的原理及方法，
掌握实验数据处理及作图的方法。
实验方法中通常测定的是K2S2O8和KI反应(式(1)，为主反应且为慢反应)的反应速率及活化能，
利用Na2S2O3和I3 的反应(式(2)，为次反应且为快反应)来指示主反应的进度，从而获得主反应的反应
时间。由于很多教材都详细介绍了本实验的原理[10,11]，这里就不再详细展开，而只是简单表述一下。
根据主反应和次反应的关系，式(1)的反应速率可以用式(3)表示。
(1)
S2 O28 + 3I = 2S2 O24 + I3
2S2 O23 + I3 = S4 O26 + 3I
(2)
Δ[S2O82  ]
Δ[S2O32 ] [S2O32 ]0
vv 


 k [S2O82 ]m [I  ]n
(3)
Δt
2  Δt
2  Δt
将式(3)进一步演变，可以得到式(4)。根据式(4)可知，通过控制K2S2O8和KI两个变量，能够获得
式(3)中的反应级数m和n。如表1所示，当只改变K2S2O8浓度时，先测定反应时间，根据式(3)可以得
到ν，再以lgν对lg S2 O28 作图得到一条直线，其斜率即为反应级数m。同样，只改变KI浓度时，以lgν
对lg[I ]作图可以得到反应级数n。
Δ[S2 O32  ]0
lg v  lg
 lg k  m lg[S2 O82  ]  n lg[I  ]
(4)
2  Δ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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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第一行中浓度为混合前溶液的浓度

当保持K2S2O8和KI浓度不变时，测定不同温度下的反应时间而获取相应的反应速率常数，再根
据式(5)以lnk对1/T作图，可以得到一条直线，通过其斜率可以求得活化能。

lg k   lg
1.2

Ea
 lnA
RT

(5)

学情分析
在浙江大学，本实验在面向大一本科生的普通化学实验课程里开设。普通化学实验每学年选课
学生超过1900人次，教学班达到60多个(每班配任课教师和研究生助教各一位)。由于绝大部分大一
本科生缺乏化学实验基础，再加上我校化学实验课是单独开设，使得学生对于本实验的理论知识相
对欠缺。传统教学设计中，为了讲解本实验涉及的基本原理、演示用计算机数据处理及作图等，任
课教师需要讲解1个多小时，留给学生实验时间就不充裕了，因此学生只能忙于照搬教材完成规定内
容。此外，以这种模式完成的教学，势必造成学生课前看不明白、课中听不明白、课后写不明白的
不良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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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教学策略
为了解决传统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探索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制作了2个教学视频，分别为实验
讲座视频和数据处理及作图技术视频，这些视频事先发布到浙江大学信息化教学平台“学在浙大”
课程章节里，学生可以随时观看和学习(图1)。从图1还可知，学生线上学习的积极性非常高，全班31
名学生，从2020年9月14日开学至2020年12月16日这13周时间里，累计访问量高达1.17万次，扣除国
庆假期以及秋学期考试周，每位学生周访问量达到30多次，说明线上教学资源为学生利用片段时间
进行短时或者反复学习提供了便捷。值得注意的是，学习分析图中峰值基本出现在周末或者上课当
天，说明学生利用周末通过线上资源进行课前预习，而实验结束当天还会通过线上资源进行课后巩固。

图1

2

“学在浙大”的相关章节信息(左)及课程访问统计(右)

混合式教学的设计及应用

2.1

课前准备
(1) 以教学视频支撑课前教学。在实验讲座视频里，教师先抛出一系列的问题，吸引学生开始
专注本次讲座；再通过一道化学动力学习题吸引学生思考本实验原理；最后再通过一步步的公式推
导，让学生理解式(1)和式(2)的关系及实验设计(图2)。讲座视频里，教师不是从头讲到尾，而是精心
设计了不少问题，让学生时时思考、紧跟讲座节奏，这样不但强化了学生观看视频的注意力，而且
提升了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调查表明，所有学生通过线上学习都能提前掌握实验原理及实
验操作。

图2

实验讲座视频的部分截图

(2) 以预习考试检查学生线上学习。为了督促学生有效地自主预习，每次实验都设置了预习考
试。学生课前需要登录“浙大化学实验教学中心”微信公众号完成线上预习考试，考试内容以实验
讲义和教学视频内容为主。学生考完后，不但能立即查看成绩，而且在一定时间内可以查看错题，
以便学生能根据预习考试结果知晓课前学习情况，并能及时补救或者完善。任课教师能够查看学生
成绩及班级错题情况，以便课堂讲解时能有针对性地引导学生分析错题(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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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预习考试的部分截图

从左到右：查看界面、学生成绩、错题统计

2.2

课中实施
(1) 讲解时引导学生思考。通过课前线上学习，学生带着充足的知识储备进入实验室，因此课堂
讲解不需花费很多时间。教师以提问或小组讨论形式引导学生自觉思考，讲解时间由原来的1个多小
时缩短到20分钟左右，同时也提高了学生课堂互动的积极性。
(2) 实验时鼓励学生探究。讲解时间缩短加上对实验内容胸有成竹，很多学生能顺利地提前完
成实验。针对这种情况，教师鼓励学生自主开展一些小探究。比如，有学生将表1中的KNO3和K2SO4
以等体积水代替，测试离子强度变化对反应速率有何不同。
2.3 课后数据处理及分析
课后完成实验报告时需要计算的数据多达70个，还要将结果作图。如果用计算器的话，不但需
要进行包括分数、倒数和对数等复杂运算，而且只要输错一个数字，后面结果全部出错。此外，将
计算器得到的结果再抄写到实验报告上，又是一个繁琐细致的劳动。为了减轻学生完成报告的负担、
提高报告的质量，录制了一个计算机处理数据及作图技术的教学视频，发布到“学在浙大”供学生
线上学习(图1)。由于Excel是最常见的计算机处理软件，因此本次讲座是Excel版本。当然学生掌握此
技术后，再采用其他软件处理数据也是很方便的。
如图4所示，教师先演示如何输入编程公式得到表1中各组分混合后的起始浓度(见图4a中黄色部
分)；再演示如何利用“插入散点图”和“增加趋势线”将图4b中的黄色数据拟合成直线，并获得线
性方程式和R2，从而获得m和n；最后利用图4c中的不同温度下反应速率常数作图，根据直线斜率求
出活化能。本次数据处理时涉及很多编程公式，这里只简单列举几个：混合后[KI]0 = 0.2*B2/SUM(B2 :
B7)、反应速率=B5/2/B6、lg[KI]0 = LOG10(B3)、1/T(K−1) = 1/(273 + B3)，公式中的大写字母及后面
数字表示该数据所处位置，编辑时可以直接选中该数据即可，同一列下面的数据处理时只要下拉上
一行计算结果即可。从图4的3个EXCEL表格还可知，本实验需要计算得到的数据有70个。
a

b

图4

c

数据处理及作图视频的部分截图
电子版为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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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视频中除了讲授编辑公式及作图方法，教师还演示了有效位数的取舍、坐标轴刻度的调节、
坐标轴名称的插入、字体字号的调节等，使得最后图形美观、有效数字规范。对于得到的数据处理
结果和图形，学生不用重新抄写或画到纸质报告上，既可以打印出来上交，也可以网上提交(图1)。

3

混合式教学的体会

(1) 学生的体会。本次线上线下教学模式受到了学生的高度称赞。学生一致认为，实验讲座视频
帮助他们重新整理了化学动力学知识点，进一步掌握了反应速率常数及活化能的概念；数据处理及
作图视频帮助他们完成第一次用计算机处理数据及作图，很好地掌握了公式输入、数据调整和作图
等。学生们纷纷在实验感想里表达了对这种教学方式的肯定，以下摘自部分学生的实验感想：
“活化
能测定实验是我目前接触过操作最简单的实验，但它却是我处理实验报告最久的一个实验。你根本
不会想到，一个化学老师竟然会教你用Excel作图”“老师从编程计算数据讲解到制作图形，十分有
条理。尤其在对数据的形式以及散点图的调整两个方面十分精细”
“老师细致的讲解让我们这群Excel
的小白从入门到精通，同时Excel的学习对我们之后的学习生涯也帮助良多”“这的确是我非常非常
需要的一项技能，学会后1个月内我在大学物理实验中已经运用了三次这个视频传授给我的方法去
作图，为我节省了大量的时间，提供了极大的便捷”。
(2) 教师的体会。应用混合式教学后，任课教师体会到课堂讲解轻松多了、学生实验顺利多了、
数据处理的出错率几乎没有了、实验报告的质量高多了、批改报告的心情愉悦多了。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学生可以网上提交数据处理及作图文件，任课教师只需检查输入的编程公式是否正确，而不需
用计算器一个个核算学生的处理结果了，大大提高了批改报告的效率。

4

结语

反应速率及活化能测定是基础化学实验中实验原理最难懂、处理数据最繁琐、实验报告最难写
的一个实验，应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学生不但深刻掌握了实验原理，而且精
通了运用Excel软件处理数据的能力，提高了实验教学的质量。实践证明，混合式教学能充分调动学
生自主学习的热情，激发学生的学习潜力，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技能，使实验教学更加高效地开展。
我们将积极响应教育部的金课计划，继续探索新时代大学化学实验教学模式的改革[12–15]，为培养高
素质人才而不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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