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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文献阅读的分析化学教学实践
吴缨*，姚李，高大明，胡坤宏
合肥学院能源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合肥 230601
摘要：围绕应用型高校人才培养目标，在分析化学教学中引入文献阅读的实践，对文献内容的选择、教学方法和考
核方式进行了探索，此举可以帮助学生理解各种分析方法在实际生产科学研究中的应用，促进学生理论知识与实践
能力的有效融合，实现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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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Practice of Analytical Chemistry in Literature Reading
Ying Wu *, Li Yao, Daming Gao, Kunhong Hu
School of Energy and Materials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Hefe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meet the training objectives of applied universities, the practice of literature reading is
introduced in the teaching of analytical chemistr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election of literature content, teaching
methods and grading methods, which can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s of various analysis
methods in practical production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promote the 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students’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practical ability, and improv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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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化学是研究物质的组成和结构，确定其在不同状态和演变过程中化学成分、含量和分布及
其结构的量测科学，是化学科学的分支学科[1]。分析化学课程既具有基础性，又具有前沿性，实践性
很强是该课程的重要特征，在与化学有关的各学科领域，分析化学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已成为高校
化学工程、能源、材料、环境工程等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
我校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是国家级特色专业、
“卓越工程师计划”专业，同时也是学校首个通过
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的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单位。作为传统的工程专业，紧密围绕创建地方应
用型高水平大学的办学宗旨，确立人才培养目标是：能在化学工程以及相关的领域从事生产、研究
与开发工作、管理和经营等工作，具有扎实的化工类专业基础、较好的创新素质、较强的工程能力、
一定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与国际化视野的工程技术人才。因此掌握扎实的基本理论知识，熟悉科学
研究与工程设计方法，具备化学与化工实验技能等是每个毕业生应该具备的基本能力，这就要求任
课教师在教学中针对培养目标，不断强化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切实提升教学方法改革的
实效性。多年来，我们在借鉴了国内外相关教学经验[2–5]同时，结合本校具体教学情况，教学中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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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相关专业文献导读辅教，在此分享我们探索与实践的体会。

1

分析化学教学的“瓶颈”

1.1

内容与课时相矛盾
按照分析方法原理的不同，分析化学分为化学分析和仪器分析两部分，分别在大二上、下两个
学期开设，该课程是学生认识分析化学学科、培养学生的分析化学学习兴趣、构建分析化学学科思
想、初步建立“量”的概念的关键课程。化学分析属于分析化学学科的基础知识，除误差理论外，
化学分析的内容主要有酸碱滴定法、配位滴定法、氧化还原滴定法和沉淀滴定法组成的滴定分析法；
仪器分析内容主要有吸光光度法、原子吸收光谱法、电位分析法、气相色谱法和高效液相色谱法等，
而理论课仅有56学时，学时短内容多，完全依靠教师的课堂讲解，基础理论知识仍占据了较多的课
时，“强基础、重应用”产生了倾斜，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
1.2 应用示例过于简单、抽象
在以往的教学中，通常遵循这样的教学过程：在每一章开始提示本章学习的重点难点，接着先
回顾(复习)涉及到的化学平衡基本理论、重点讲解滴定基础知识(滴定曲线和指示剂)，从而了解影响
滴定准确度的关键因素和确定终点的方法，最后介绍相关的典型应用示例。以教材 [6]“第4章 酸碱
滴定法”为例，在“第6节 酸碱滴定法应用示例”中，用4页篇幅简略介绍了该法在化工产品和化学
试剂(混合碱、硼酸、铵盐、SiO2、酸酐和醇类、醛和酮)中的应用，每个示例仍侧重测定原理的介绍，
测试步骤不完整不具体，尤其缺少试样采集与制备。后来我们在教学上有所改进，即在每一章结束
时讲解一篇应用文献，但由于是课堂投影展示，加上学生没有提前预习，课后无相关材料复习，短
时间内收到的信息有限，没有达到以知识的应用为重点的目的。
这样的教学过程使得学生对于一个分析方法的理论知识从原理到应用有一个概览，看似全面，
真正用到该如何进行实际的实验设计和操作时，仍无从下手，未来实际工作时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不足，在人才竞争中处于弱势[7]。

2

文献引入实施办法

2.1

提前培训
处在大二的学生，尚未开设文献检索课，会使用手机“百度”但对文献检索基本“小白”。教
师利用业余时间对学生进行“速培”，教会学生如何利用各种图书馆资源和网络资源，为快速、全
面查找与利用相关科学文献(包括国标、专利等)信息提供有效的帮助。
2.2 学生自查
以分析化学中化学分析部分教学为例，查阅文献涉及“酸碱滴定法应用”，教师提供必要的关键
词，学生们首次查询结果可谓“五花八门”，有国标，有期刊文献，还有实验指导、综述等等，有的
超出教学要求，学术难度也深浅不一(见表1)，这就需要指导学生如何筛选，怎样入手进行阅读和分
析。教师提示学生要聚焦四个知识点：测定原理、滴定方式、标准溶液和指示剂、分析结果的评价
表1

部分学生查阅的文献信息

序号

文献标题

期刊名

发表时间

1

酸碱滴定分析在聚酰胺-胺表征中的应用

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程

2007.4

2

酸碱滴定法测定蛋壳中钙镁总量的改进

实验技术与管理

2012.6

3

氟硅酸钾沉淀-酸碱滴定法测定硅质耐火材料中二氧化硅

冶金分析

2011.2

4

壳聚糖脱乙酰度酸碱滴定测定法的初步改进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3.3

5

酸碱滴定法测定戊二醛含量影响因素的研究

中国消毒学杂志

2007.4

6

质子平衡思想用于酸碱滴定终点误差的计算

化学通报

2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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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学生慢慢学着从文献中找寻和提取相应的信息，并对其是否基本理解做出自我评判。
2.3 教师解读
教师遵循以教材内容为基础，以指导学生掌握基础知识为原则，从学生查找的文献中筛选出与
理论要求吻合、难度适中、应用性强的文献2–3篇推荐给学生，重点解读的文献，则要求学生人手一
份，穿插在授课过程或尾声进行，对实验技术环节应予以强化。对“学有余力”的学生，可延伸阅
读学术水准更高的文献。
教学案例1：“车间空气中氢氧化钠的酸碱滴定测定方法” [8]。这是1995年实施的国家标准，标
准规定了酸碱滴定法测定车间空气中氢氧化钠浓度的方法，适用于生产和使用氢氧化钠的车间空气
中氢氧化钠浓度的测定。其测定原理为：氢氧化钠用滤膜采集后溶于水中，加入过量盐酸，以甲基
红为指示剂，用四硼酸钠标准溶液返滴定过量的盐酸，计算出氢氧化钠的浓度。整篇不过两页，运
用酸碱滴定法，采用直接滴定方式，过程简单明了，学生易于理解，同时也了解了国家标准(GB)的
文本格式，气体样品的采集技术及前处理，对照实验如何进行，检出限和测定范围概念，及消除空
气中CO2干扰问题，拓展了知识范围。
延伸阅读为“食品中总酸的测定”[9]，除酸碱滴定法外，该国标还提供了pH电位法，后者又为
“仪器分析”提供了很好的案例，此法适用于果蔬饮料、乳制品、蜂产品、谷物制品和调味品等食品
中总酸度的测定，但不适于有颜色或浑浊不透明的试液，相较于分析化学实验“食醋中总酸度的测
定”，内容丰富许多。
教学案例2：“Mo(VI)-5-溴水杨基荧光酮-CTMAB显色反应的研究及应用”[10]，属于吸光光度法
应用案例。在介绍“显色反应及显色条件的选择”时，通常是教师“索然无味”一条一条讲解，学
生们的理解“似是而非”，抽象且空洞。结合此篇文献“结果与讨论”部分，边教边议，就很容易
理解如酸度的影响、显示剂及用量影响、三元络合物及特点、显色时间、共存离子干扰等显色条件
选择的实验方法及意义。此外，吸光光度法的其他重要知识点如参比溶液的正确选择、对比度Δλ、
线性回归方程中斜率与截距的意义、表观摩尔吸光系数等，特别是把“误差理论”如何应用在样品
测定结果的准确度精密度的评价，真可谓“一举多得”，一篇文献串联了几乎所需掌握的知识点，尤
其对教材上“综上所述，建立一个新的光度分析方法，必须研究优化上述各种条件，应用某一显色
反应进行测定时，必须对这些条件进行控制，并使试样的显色条件与绘制标准曲线时的条件一致，
这样才能得到重现性好而准确度高的分析结果[5]。”这段话字面看似容易，但很难真正理解，有了文
献实例说明，学生理解就容易多了。
延伸阅读为“新显色剂2,6-二羟基苯基重氮氨基偶氮苯与镉的显色反应的研究和应用”[11]，文献
内容不仅有上述的知识点，还增加了新显色剂合成、纯化过程，性质及红外光谱法、元素分析等表
征方法，横向拓展、纵向延伸了知识点。
2.4 评价方法
在课堂教学中引入文献阅读，规范、完整的案例是对理论联系实际的有益补充，为考查学习效
果，可在考试内容上增加“文献阅读与理解”项目作为综合题，分值约占15%左右，并引入课程质量
评价系统中[12]。文献可以是教师选定并附在试卷上，或是学生提前查阅文献带入考场，通过回答相
应的问题并在文献上标注出，如表2为某次仪器分析考试试题中涉及文献理解的部分问题，当然这种
形式必然增加了教师批改试卷的工作量，因为教师要一一阅读学生的文献再进行评判。
表2
序号

原子吸收光谱法

1
2

阅读文献需回答的部分问题

色谱分析法

序号

原子吸收光谱法

色谱分析法

测定对象，其标准溶液的获取

分离机理

5

样品前处理方法

定量方法

原子化方法，分析线波长

色谱柱的信息

6

消除干扰的措施

提高分析准确度的方法

3

仪器操作参数

色谱分析条件

7

分析结果的评价，实验意义

分析结果的评价，实验意义

4

工作曲线和相关系数

定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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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后的收效

(1) 分析化学相关分析方法的科研文献是根据有价值的生产实践或研究成果写作而成的，将文
献阅读融入专业课程教学中，根据教学内容指导学生课外查阅应用文献，目的是帮助学生理解课本
知识点，理解各种分析方法在实际生产科学研究中的应用，能举一反三，具备运用化学分析和仪器
分析技术，解决化工领域的定性定量问题，达到课程学习目标[12]。
(2) 学生通过文献查阅研读，能更多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对2017级化
学化工专业学生的问卷调查显示，有约85%的学生认为文献研读的特色在于理论和实际运用联系起
来，拓宽了学习视野和思维，肯定了其在分析化学的能力培养方面是有帮助的；有约70%的学生认
为研读文献困难的主要原因在于对科技文献很陌生和没有实验基础。
(3) 文献阅读是最重要的学习手段和环节之一，在低年级就有意识地培养学生初步具备查找教
科书以外的工具书和在专业数据库如维普、万方、CNKI上检索文献等学习能力，部分补偿了缺少文
献检索课而造成的遗憾。另一方面，由于端口前移，大二末期的“专题训练”教学环节直接受益。由
于初步了解了学术论文的结构和写作方法，对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后续的专业课内容的理解，甚
至是毕业论文的选题与写作都提前打下了基础。
(4) 学生在学习中往往缺乏自学能力和质疑精神，在文献阅读的过程中，还可以培养学生主动
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因为确有文献存在表述不清、有效位数保留不对、公式字
符输入错误等问题，借此培养学生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科学作风。

4

结语

通过几年的探索和实践，在本科教学中引入相关专业文献的阅读(称之为“贯穿式文献教学”[13]
比较恰当)，找准文献与相应的教学内容的契合点，重视工程背景，适当兼顾文献的前沿性，激发学
生的求知欲，非常有利于学生掌握基本学术能力和知识运用能力，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我们也推广和借鉴于环境工程、粉体材料等其他专业的教学实践中。由于大班教学和课时紧张，小
组讨论+PPT汇报的形式可在高年级择机实施。在查阅文献中学会学习，学会科学思维，进而达到学
以致用、解决复杂问题和提升创新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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