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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科生实验课程是对理论知识进行实践的重要环节。为提高本科生在实验过程中对实验理论和技能的理性认
识，增强自主学习的意识和兴趣，提出了“理论质疑”和“步骤调整”的方法，以激励学生在实验过程中能更好地
发挥创造性思维，提升实验操作能力。该方法经过作者在指导本科生基础有机化学实验的过程中证明，学生在实验
过程中的积极性得到明显提升，增强了对所学理论知识的认识和理解，更善于提出新的科学问题，能对实验方法的
合理性和继续改进提出新的见解，理解了“尽信书不如无书”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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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graduate laboratory course is important for understanding the theoretical knowledge. In order to
improve undergraduates’ rational understanding of experimental theory and skills, and enhance their awareness and
interests in autonomous learning,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methods of “theory query” and “step adjustment”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give a full play to their creative thinking and improve their lab skill. This method has been
practiced in the organic chemistry laboratory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authors. As a result, the enthusiasm of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process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more scientific problems and new ideas have been put
forward for the rationality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experimental method, and the truth that “it is better to
believe than not to have books” has been underst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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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的学术能力和素养的提升包括理论知识的教授和实验操作能力的培养 [1]。教育部长期以
来非常关注本科生的实验能力培养，并提出了“科教结合协同育人行动计划”
“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
养试验计划”等，为本科生的实验创新能力提升提供支持。同时，大学教师也长期探索本科生的实
验教学方法，以让本科生获得更高的实验能力[2,3]。化学领域作为一门重要的实验学科，其对本科生
的实践操作能力要求更为严格，这一方面关乎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和运用，旨在能够使学生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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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的化学工作中合理地设计实验条件和路线，以更为简洁和高效的方式完成工作任务；另一方面也
是对实验安全以及操作人员安全的重要保障，为将来的化学相关事业的发展提供最初步的安全保障。
在目前国内的高校中，基础有机化学实验是一门非常普遍和重要的教学科目，其教学方式通常
以教学参考书为指南，每学期从中选取10–12次的基础实验项目，按照课本中的实验步骤进行教学活
动。在这种教育模式下，作者在长期的实践教学过程中发现，学生通常不能理解每一步实验中所采
用的数据和信息的来源、注意事项的理由，以及理论上合理的实验结果，更不明白实验按照该步骤
进行的科学意义。因此，学生在一学期甚至一学年实验课程学习之后并不能合理地设计和操作实验，
包括实验步骤安排、试剂用量、检测方法等，甚至出现潜在危险都浑然不知。针对这种现象，不同
“培养实验习惯”[5]、或者“对本科生
高校的教师曾提出多种解决方案，包括“做好实验预习”[4]、
[6,7]
开放高级实验室” 等方法，但情况并没有因此获得有效的改善，抄写实验报告反而成为学生的负
累，进入高级实验室成为本科生获取学分的捷径。为改善和解决此类相关问题，作者在实验指导过
程中提出了“理论质疑”和“步骤调整”的方法，以提高本科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激发
思考问题的兴趣，并锻炼应付突发情况的能力。通过实践发现，这两种方法对于改善学生主观能动
性具有非常明显的效果，学生会由此对参考书中的步骤和数据进行更为深刻的理解，进而以更为简
洁高效的方式完成实验工作，体现出了“尽信书不如无书”的价值。

1

“理论质疑”方法的提出与实施

“理论质疑”法是作者依据自然辩证法中“否定之否定”规律针对学生填鸭式教学提出的一种
方法，旨在让学生对参考书中的实验步骤要求提出合理的质疑，并在实验可控的条件下对质疑的内
容进行探索性尝试，根据观察到的实验现象阐述参考书中实验步骤的合理性，即对实验步骤要求首
先进行“否定”，根据实验现象决定对“否定”的结果进行“肯定”或“否定”，最终达到对实验
步骤更为准确和合理的认识。
以《基础化学实验》[8]中“乙醇的蒸馏”实验为例。该实验处于本科生进行基础有机实验的最初
阶段，学生对基础理论与实验实际情况的结合充满了好奇。在实验步骤中关于现象的描述如下：“当
瓶内只剩下少量液体时，若维持原来的加热速度，温度计的读数会突然下降，即可停止蒸馏。”这
段文字的表达，是指当主馏分蒸馏完毕之后，剩下的高沸点后馏分由于温度不够而不能挥发，所以
温度计的液泡检测不到任何蒸汽的温度，“温度计的读数会突然下降”，也意味着主馏分蒸馏完成，
实验结束。
尽管这是一个正确的现象描述，但在实际实验过程中，作者通过多年的观察，发现只有较低比
例的学生会观察到该现象，而大多数学生会观察到温度出现急剧上升的“反常”现象，这些学生对
于自己遇到的与课本描述不同的实验现象产生迷茫或者产生实验失败的恐惧心理。为此，作者尝试
鼓励学生对书本文字进行“理论质疑”。作者对学生提出以下问题：“已知乙醇的沸点是78 °C，后
馏分的沸程在100–110 °C，如果反应瓶的实际加热温度达到120 °C，请问实验过程中是否会观察到
书本所说的温度突然下降的现象？”针对这个问题，学生经过激烈的讨论，统一认为不能下降，而
是应该上升，进而学生开始重新审视课本的描述为什么和他们所观察到的实验现象不一致，经过“理
论质疑”他们进一步明白，对加热温度非常精确的控制，才有机会观察到“读数会突然下降”的情
况，而当温度设置过高之后，高沸点后馏分的挥发，引起了温度的上升，而这同样是主馏分蒸馏完
毕的现象。事实上，在环境温度、保温条件、加热器功率、加热模块与烧瓶的距离和接触面积等诸
多复杂因素的综合影响之下，学生非常难以控制实际的加热温度，通过温度控制蒸馏速度也很困难，
温度设置偏高是非常常见的现象，通过对课本所描述的现象的质疑，进一步增强了学生的实验兴趣，
也使他们能更深刻地理解实验原理，达到实验的目的。
再以《基础化学实验》[8]中实验“2-甲基-2-己醇”为例，该实验中有如下步骤描述：“A. 与丙
酮反应：将制好的格氏试剂在冰水浴冷却和搅拌下，自滴液漏斗中滴入5 mL丙酮和8 mL无水乙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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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液，控制滴加速度，勿使反应过于猛烈。加完后，在室温继续搅拌15 min。溶液中可能有白色粘
稠状固体析出。”以及“B. 分解格氏试剂：将反应瓶在冰水浴冷却和搅拌下，自滴液漏斗分批加入
50 mL 10%硫酸溶液，分解产物(开始滴入宜慢，以后可逐渐加快)。”
在步骤A中提到“滴入5 mL丙酮”，学生按照“控制滴加速度，勿使反应过于猛烈”的实验要
求，以将近30秒/滴的滴加速度滴入丙酮，做到了“勿使反应过于猛烈”。然而，学生并不理解怎么
达到合理的滴加速度，也不理解“反应过于猛烈”所描述的实际意义是什么，只能在实验台前消磨
时间。按照每一滴0.02 mL计算，滴加5 mL需要2 h。基于这种情况，作者对学生提出如下问题：1) 该
反应发生的机理是什么，应该出现什么实验现象？2) 反应为什么不能过于猛烈，猛烈会导致什么后
果？其中第二个问题即是对理论的质疑。学生在经过认真思考和讨论之后，对第一组问题都能够正
确回答：“反应遵循亲核加成的机理，有放热的现象”，但对于第二组问题，学生基本无法正确回
答。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学生不明白危险产生的原因和危险的表现形式，而只能按照因噎废食的状
态循规蹈矩；另一方面，一旦出现相关危险，学生由于不知道危险产生的原因，也不知道该怎么应
对，可能会产生更严重的后果。为此，安排学生首先保证有充足的冰水浴冷却以及完善的回流装置，
在能够保证实验安全的情况下，要求学生将滴加速度加快，在此基础上观察反应猛烈的状态。
对于这种实验方式的改变，学生产生了极大的探索性兴趣。通过滴加速度的提升，学生观察到
反应由于放热而产生了明显的沸腾现象，冷凝装置出现了回流，由于冰水浴的存在，反应并没有出
现危险和无法控制的猛烈状态。通过这种操作，反应时间至少缩短至预计时间的1/2，且实验能够顺
利完成。基于这个操作，与学生经讨论之后得出结论：参考书中要求的“勿使反应过于猛烈”旨在
防止反应放热造成温度过高，溶剂回流无法控制，继而出现危险。在本实验中，由于反应试剂用量
比较小，且有冰水浴控制温度，以及回流装置控制回流，反应不会出现无法控制的局面；如果在反
应试剂用量过大、甚至工业级小试以上规模的情况下，或冷却以及回流装置缺失的情况下，反应一
定需要控制滴加速度，“勿使反应过于猛烈”。
在步骤B的操作中，课本同样要求了“开始滴入宜慢，以后可逐渐加快”的操作规程，由于对“理
论质疑”法的准确理解，学生在滴加硫酸溶液的过程中充分考虑了加入硫酸由慢到快的缘由，因此
能根据反应放热所表现的状态，灵活地控制滴加速度，游刃有余地完成了实验内容，且极大提高了
实验效率。

2

“步骤调整”方法的提出与实施

“步骤调整”是作者根据现有反应路线设计的合理性提出的一种尝试性改变方法的策略，一方
面能增加学生的创新性体验，另一方面能让学生更加理解原有实验步骤的设计合理性。
“由于无机盐水溶液有
以《有机化学实验》[9]中“正溴丁烷”为例，其中部分反应步骤描述为：
较大的相对密度，不久会分出上层液体即是正溴丁烷。回流40 min。待反应液冷却后，移去冷凝管，
加上蒸馏头，改为蒸馏装置，蒸出粗产物正溴丁烷。”
该步骤要求学生在反应生成的正溴丁烷和硫酸氢钠水溶液分层之后，将混合物通过蒸馏操作将
产物正溴丁烷和水蒸馏出来，之后将混合液进行分液后处理。针对这个步骤，作者通过对本科生多
年的观察发现，从未有本科生对该步骤有过任何异议，即为什么在反应瓶中产物已经和水溶液分层
(如图1(a)所示)，却不能直接分液，而是采用繁琐的蒸馏操作？对于此操作，作者要求学生对上述问
题进行“理论质疑”。非常有趣的是，对于这个提问，学生会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非常有价值，但经
过长时间的激烈探讨和思索，却无法给出合理答复，并一致认为直接分液是非常值得尝试的一种方
案。由于实验没有危险性，作者果断让部分实验操作能力较好的学生进行了“步骤调整”，进行分液
操作，学生因此而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实验过程中，学生发现，在温热的条件下，将反应后的混合液转移到分液漏斗之后，需要快速
的分液操作。一旦冷却，会有NaHSO4固体析出，造成分液困难。在此情况下，需要在混合液中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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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正溴丁烷合成反应后静置状态以及转移至分液漏斗的分层状态

水，以溶解析出的盐。当补加等体积的水时，NaHSO4能够溶解且溶液密度仍大于正溴丁烷，此时正
溴丁烷在上层；当补加二倍体积的水时，NaHSO4能够溶解且溶液密度小于水，正溴丁烷转移至下层
(如图1(b)和(c)所示)。正是由于溶液密度变化的复杂性，产物正溴丁烷在水相的上层或下层会不一
致，所以为了简化这种操作，课本中直接采用了蒸馏的方法，以便于实验步骤的统一管理。参与“步
骤调整”实验的同学，分别通过三个方案的实施，均以非常高的产率获得了相应的产品，且由于去
掉了蒸馏操作的搭建、蒸馏等步骤，效率显著提高，满意度和体验度极高。
再以《有机化学实验》[9]中“甲基橙”为例，该实验在“偶合”步骤中要求“在小锥形瓶内混合
1.2 g N,N-二甲基苯胺和1.0 mL冰醋酸，在不断搅拌下将此溶液慢慢加到上述冷却的重氮盐溶液中。”
该实验中由于重氮盐溶液不稳定，始终要求保持低于5 °C，因此操作难度较大。实验设计的原理，
是为了将这种不稳定的化合物尽快反应，所以将N,N-二甲基苯胺的醋酸盐滴加到大量的重氮盐中，
使其在反应初期能够尽可能地反应，防止大量分解。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当苯胺醋酸盐加入到重
氮盐中之后，随着反应的进行，混合物黏度越来越大，搅拌很难均匀，放热过程复杂，经常出现温
度急剧上升难以控制的现象，其原因一方面是黏度过大导热不均匀，另一方面，是滴加的苯胺醋酸
盐未能均匀反应，而累积到一定量之后与大量重氮盐突然反应，最终导致大量放热。这种放热会加
速分解尚未反应的重氮盐，造成产率下降的后果。
根据多年的教学经验，作者在实验的开始阶段即与学生探讨本实验滴加的注意事项，并向学生
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将实验重新设计为将重氮盐滴加到N,N-二甲基苯胺的醋酸盐中，尽
管也会出现粘稠的现象，但突然的放热只是已经滴加的重氮盐参与了反应，完全不会分解尚未滴加
进去的重氮盐，这样进行实验是否能获得更高的产率？”学生显然对这个问题没有心理准备，但经
过激烈的讨论，认为非常值得尝试。因此，作者从踊跃报名的同学中选了部分同学进行“步骤调整”
方案的实施。
实验过程中，参与试验的同学发现，由于是将重氮盐滴加到大量的N,N-二甲基苯胺的醋酸盐溶
液中，所以反应自开始阶段，滴加进去的重氮盐就反应得非常彻底，而在反应的中后期，尽管粘稠
的混合物反应放热导致温度时而高于5 °C，但在冷却后继续滴加重氮盐，完全不影响实验结果，而
最终参与“步骤调整”的同学都以更高的产率完成了实验，极大提升了实验的兴趣和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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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语

作者在多年的教学过程中发现，很多本科生有很强的创造性欲望，但往往会受到一些传统教学
方法的限制，没有机会发挥其相应的才能；与此同时，更多的本科生习惯于按照现有课本知识非常
顺从地学习和记忆，很少质疑其可靠性。作者在科学研究探索过程中，深知很多有机反应的理论知
识都是建立在假设的机理和探索性的方法上提出的，需要根据“否定之否定规律”不断修正和改进，
这就需要有创造性欲望的青年一代勇于尝试，勇于突破，而不是单纯地接受填鸭式教育。作者提出
的“理论质疑”和“步骤调整”的方法，在课堂上给予了有创造性欲望的学生展示的机会，并有更
好的实验结果，是具备榜样作用的一种展示，并吸引了更多的学生参与到探索性和创新性的实验过
程中。当然，在该过程中，实验指导教师必须高效精准地引导，防止将科学的探索方法演变成无组
织无纪律的教学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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