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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学科理解的视角分析苏教版高中化学教材《必修( 第一册) 》专题 2中“物质的分离提纯”的内容，以“萃取

与分液”实验为例对如何准确把握实验内涵和价值进行教学实践探索。通过学生在真实情境中解决问题，感受番茄

红素、碘单质在不同溶剂中溶解性与溶解度的不同，认识分液与萃取的原理;通过参与设计、绘制分液仪器，自主建构

物质分离提纯实验的一般思维模型，增进对化学实验体系三要素中物质体系与仪器装置要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分液与

萃取所蕴含的实验思维和实验价值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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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萃取与分液”实验教学中，教学重点往往放在

分液漏斗装置的认识和分液的基本实验操作训练上，

化学实验体系的三要素［1］之间相互关联与制约的关

系、选择物质分离提纯方法的依据、实验过程中隐含的

实验思维等方面反而成为次要内容甚至被忽略。因此

不少化学教师没有准确理解和把握化学教材实验的内

涵和价值，以致化学学科本质教育的缺位现象较为严

重。为了改变当前化学实验教学的现状，本文从教材

的学科理解出发，以苏教版高中化学教材《必修 ( 第一

册) 》专题 2中“萃取与分液”实验教学为例，探讨如何

把握教材实验的内涵和价值，让学生从实验中发现化

学、学习化学、理解化学［2］，旨在为教师设计、开展有效

的实验教学提供一些参考。

1 教材的单元整体理解
物质的分离提纯是研究物质的重要实验方法之

一，初、高中化学课程标准对物质的分离提纯的知识都

有相关的要求。《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 2011 年

版) 》主要涉及初步学习用过滤、蒸发对混合物进行分

离的实验技能［3］，通过“水的净化”了解可用蒸馏自来

水制取较纯净的水，认识实验室常用的蒸馏装置，但学

生只是学习了一些零散的实验知识与技能，未形成系

统化、结构化的认识。《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 2017

年版) 》除了要求学生学会物质分离、提纯等化学实验

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外，还要学习和了解进行物质分

离、提纯等不同类型实验探究活动的核心思路与基本

方法［4］。所以笔者认为物质分离提纯的教学，应从学

生的知识经验与认知水平出发，根据物质的状态、溶解

度对物质分离的影响、分离方法与仪器的选择等不同

角度，对物质分离提纯的常见方法进行对比和系统的

梳理，进而形成“依据各组分性质的差异选择分离提纯

的方法和相应的仪器，且分离提纯过程中应尽量减少

所需物质的损失”等结构化的认识思路。从整体上把

握教学设计，使之既有利于初、高中衔接过渡，又有利

于后续元素化合物知识相关实验教学的展开。因此，

教授本单元内容的注意点不能只放在讲解分离提纯实

验的仪器装置、操作步骤、注意事项和实验方法的识记

等知识层面上，更要重视并挖掘相关实验的思路、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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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和功能价值等内隐的但更富有“营养”的内容。如

“萃取与分液”实验教学中增设加了植物油的番茄汤出

现分层如何分离、设计绘制用于分离油水两层液体的

仪器等真实、有意义、引发学生探究兴趣的情境，让学

生在逐步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掌握“萃取与分液”的方

法，领悟该方法的意义与价值，发展学生“证据推理与

模型认知”“科学探究与创新意识”等核心素养。

2 “萃取与分液”实验教学目标
通过探究番茄红素、碘单质在不同溶剂中溶解性

与溶解度不同的活动，认识分液与萃取的原理;通过参

与设计与绘制分液仪器，不仅了解分液漏斗的作用以

及与普通漏斗的区别，还弄清分液为什么要用分液漏

斗、分液漏斗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构造、分液漏斗怎么使

用? 初步建立起化学实验体系三要素之间的关联意

识。具体的教学目标如下。

( 1) 通过运用控制单一变量法，感知碘在水、酒

精、四氯化碳三种溶剂( 单一溶剂、两种溶剂混合) 中溶

解度与现象的差异，获取相应的实验证据并进行推理，

初步形成利用物质溶解性的不同，建立互不相溶物质

分离的认识模型。

( 2) 通过讨论和绘制分液仪器示意图，理解分液

的原理，建立有关仪器的构造、选择与实验目的、物质

体系、分液萃取等化学概念的关联，增进对分离提纯实

验所承载的功能价值的认识。

( 3) 通过屠呦呦提取青蒿素科学史话情境的创

设，感受萃取方法的科学价值，激发学习兴趣，培养创

新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3 教学过程
基于上述教学目标，实验教学由生活情境引出分

液;深入情境，认识萃取;明确萃取意义，感受萃取的价

值; 作业布置，巩固萃取与分液的认识等四个相关问题

解决任务和学习活动组成。任务活动与设计意图的教

学流程见表 1。

表 1 “萃取与分液”的教学流程

教学环节 教师教学行为 学生学习活动 设计意图

感性认识萃取，难以相溶的
液体混合后会分层，形成对
分液的初步认识

创设生活情境，提出问题，指导
学生观察与思考

观察现象、思考并提出生活中分
离油水两层西红柿汤的做法

创设物质分离提纯的新问题情境，引发学
生学习分液的必要性

形成分液方法及对分液漏
斗功能的深入认识

提出问题，引发学生思考如何实
现有效分离油层与水层?
介绍最新油水分离膜功能性
材料

设计并绘制分离油层与水层的
仪器示意图

学生通过参与设计与绘制分液仪器的体验
与实践，对仪器功能的认识得以深化。形
成实验目的原理决定仪器的选择、仪器的
功能决定仪器的构造的观念，为后续容量
瓶的学习打下良好的认知基础

深化分液的认识，建立萃取
的概念

用《楚辞》中“苍鸟群飞，孰使萃
之”，解释“萃”的含义与富集的
作用;
引导学生观察、对比、分析两杯
西红柿汤的差异及其原因

通过观察水煮西红柿汤、混合体
系中油水两层西红柿汤的颜色、
油与水量的不同等实验，认识溶
解度的差异是萃取的关键

说文析字加深学生对萃取的理解; 通过对
比，学生观察到油层与水层颜色、体积不
同，形成溶质在不同溶剂中溶解度不同的
认识;初步认识植物油能把番茄红素从水
层中萃取出来，实现富集

建立萃取剂的概念，并形成
对萃取剂作用与选择的
认识

演示实验: ①碘分别在四氯化
碳、水、酒精中的溶解性; ②3 mL
碘水中分别加入 1 mL 四氯化
碳、酒精; ③1 mL 碘的四氯化碳
溶液中加入 3 mL 水。提出 3 个
问题: 植物油属于有机物，其他
有机物是否也有这种“萃”的功
能呢? 生活中为什么不用碘水
消毒? 选择萃取剂时要注意哪
些事项? 你能对萃取下个定
义吗?

设计实验方案验证对不用碘水
消毒而用碘酒消毒的猜测，形成
碘在三种溶剂中溶解度的不同
是主要影响因素的认识; 观察演
示实验，建立碘在不同溶剂中出
现转移的直观印象; 讨论形成萃
取与萃取剂的认识

从真实的生活情境到化学问题的解决，学
生在层层递进的问题思考讨论中，实现对
萃取剂认识的螺旋式上升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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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教学环节 教师教学行为 学生学习活动 设计意图

通过萃取的应用，明确萃取
的意义，建立萃取的价值
认识

提供屠呦呦提取青蒿素的科学
史话资料

学生讨论总结萃取在生活生产
中的应用、科学史话中蕴含的思
想方法和教育价值

学生在讨论中了解萃取的用途，感受科学
研究中不轻言放弃的探究精神与创新意识
的重要性

初步建立物质分离提纯的
一般思路方法

提供物质的分离提纯方法导引;
提供相匹配的习题

讨论归纳物质分离提纯的思路
和方法;
完成习题

在物质的分离提纯知识的学习完善中逐渐
形成系统化、结构化的认识

4 教学实录
4. 1 生活情境，引出分液
［实物展示］水煮番茄汤和加了食用植物油的番茄

汤各一杯。

［教师］两杯番茄汤有什么不同现象?

［学生］分层，且上下两层颜色不一样。

［教师］已经分层的液体可以通过分液的方法进行

分离。追问生活中可以采取哪些操作对水层和油层进

行分液?

［学生］吸油纸吸、吸管吸、倾倒、勺子舀、冰箱冻了

把油刮掉……

［教师］这些操作方法无法实现彻底的分液。能否

设计一个仪器将水层和油层比较完全地分离?

［学生］讨论并分组设计将油水两层液体分液的思

路和仪器: 利用压强加压水层、找寻一种能将水油分离

的选择性膜、采用电解、加热蒸馏等。刚开始绘制时，

部分学生设计的是上下口径一样大仅一端开口的仪

器;也有学生设计出类似简易净水器( 相当于剪去瓶底

倒置的矿泉水瓶) 的仪器;后来有学生设计出漏斗加活

塞开关的粗胚模型，具体如图 1所示。

图 1 学生设计的几种分液仪器粗胚模型

［教师］简单点评各个设计思路。指出加热蒸馏既

耗能又操作复杂，一般仅适用于沸点相差较大且互溶

的液体混合物等; 赞赏学生提出的功能膜想法体现创

新思维，介绍一种用于油水分离的膜材料及其应用［5］

( 见图 2) ，激发学生持续的学习动力。之后，让学生评

价自己的设计，引导他们从操作简单方便与实验安全、

如何便于盛装与振荡溶液、如何控制流速便于分离完全、

盛液容积大小、分层的液体流向出口等角度去思考，修

改并完善用于实验室分液的仪器。

一种用于油水分离的膜材料
随着近海石油的开采以及工业含油污水的增加，油水分离成为一个广受关注的全球性难题。我国化学家在这一
领域已经取得了重要的突破，他们合成了在水中具有超疏油的膜材料，当油水混合物穿过水预浸润的膜材料时，
水可以自由流动通过，而油则被阻隔富集，从而达到分离的目的。

图 2 一种油水分离的膜材料及用于分离提纯的装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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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根据教师的提示，归纳出水层从下口流完

后，油层从上面出口倒出，形成“上层走上口，下层往下

走”的分液操作认识; 为分离完全、便于控制流速与防

止上层液体继续从下口流出，接近下口的地方应该适

当“收腰”，并加一旋塞控制;为了振荡时的安全和避免

溅出造成损失，上口应该加一个塞子。

［教师］和你们的想法一致，人们真的创造了这么

一个仪器: 首先这个仪器得盛装一定体积的液体，所以

得有一个大大的“肚子”; 其次为了便于控制上下层液

体的分液操作，所以有了“下腰细”，这个仪器的名称叫

做分液漏斗。分液漏斗模型的演变如图 3所示。

图 3 分液漏斗模型演变图

［教师］在用这种有塞子的仪器装液体之前，要先

进行什么操作呢?

［学生］多数学生回答洗涤。个别提出检查看看会

不会和水龙头一样漏水。

［教师］要进行检漏，并演示检漏操作。请学生上

来用分液漏斗分离番茄汤的水层和油层。

［学生］没打开上口塞子就直接旋开旋塞，下层液

体流出一些后就不再流下。

［教师］如何操作才能让下层液体顺利流下，分离

较完全?

［学生］分液操作前应先打开上口的塞子，不然外

界压强更大，分液漏斗内的液体就不能顺利流下。

4. 2 深入情境，认识萃取
［教师］展示分液后的水层和油层。两种番茄汤对

比颜色有什么不同，这说明了什么? 引导学生还要从

油与水的量的角度去观察。

［学生］油层颜色比水层深，比水煮番茄汤的颜色

也要深。说明加入植物油后，番茄红素从较大体积的

水中转移到较小体积的油层中，由此可知番茄红素在

植物油中溶解力更强。

［教师］肯定学生的发现与推理，指出化学上用溶

解度( 而非溶解力) 来衡量溶解的难易。《楚辞》有云

“苍鸟群飞，孰使萃之”，这里的萃是聚集的意思。水煮

番茄汤中加入植物油之后，把番茄红素从量多的水中

转移到量少的油中，得以富集，所以油层颜色看起来更

深，说明番茄红素在植物油中溶解度大于水中，化学上

把这个过程称为萃取。

［教师］植物油属于有机物，其他有机物是否也有

这种“萃”的功能呢? 你知道哪些有机物可以作溶剂?

［学生］汽油、酒精可以作溶剂，比如常用于伤口消

毒的碘酒就是碘溶于酒精，配成一定浓度的酒精溶液。

［教师］生活中为什么不用碘水消毒? 请设计实验

以验证你的预测，注意控制单一变量。

［学生］推测不用碘水消毒是因为碘在水中的溶解

度太小。设计方案，分组实验结果见表 2。

表 2 碘的溶解实验

实验 1和实验 2方案 实验现象及结论

取 2支试管，各加入 0. 1 g碘，再
分别加入 2 mL 无水乙醇、蒸馏
水，振荡，观察现象

碘全部溶解在无水乙醇中，形
成棕褐色溶液; 碘水颜色为黄
色，试管底部有残余的固体

［教师］展示一瓶四氯化碳，介绍其难溶于水且密

度比水大，是常见的有机溶剂。碘能溶于酒精，能否也

溶于四氯化碳? 演示: 取一支试管加入 0. 1 g 碘，再加

入 2 mL四氯化碳振荡。追问四氯化碳具有哪些物理

性质?

［学生］四氯化碳是无色液体，能溶解碘且形成紫

色溶液。

［教师］提供 25℃碘在几种不同溶剂中溶解度的资

料，具体见表 3。

表 3 25℃碘在不同溶剂中的溶解度

溶剂 CCl4 C2H5OH

25℃碘的溶解度 / g 2. 90 21. 4

［教师］根据溶解度资料和生活常识，请预测碘水

中分别加入酒精、四氯化碳以及碘的四氯化碳溶液中

加入水分别会出现什么现象? 提示: 参照番茄红素在

植物油与水两层液体的表现。请设计实验方案验证你

的预测，并讲出预测的依据。

［学生］分组讨论，设计方案与预测的实验现象见

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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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学生设计、预测碘水分别与四氯化碳、无水乙醇混合等实验的方案和现象

实验 3 实验 4 实验 5

实验方案
取少量分组实验的碘水于试管中并
稀释到 3 mL，再加入 1 mL 的四氯化
碳，振荡

取少量分组实验的碘水于试管中并稀
释到 3 mL，再加入 1 mL无水酒精，振荡

取少量碘的四氯化碳溶液 1 mL 于试
管中，再加入 3 mL水，振荡

预测的实验现象
分层。上层水层颜色变浅，下层四氯
化碳呈紫色

不会分层。颜色应该是浅棕褐色溶液
( 部分学生认为会分层，酒精层显颜色)

分层。上层水层 ( 因量较多 ) 颜色可
能会有些黄色，下层四氯化碳呈紫色

［教师］演示实验 3、4、5，要求学生认真观察现象

并进行解释。

［学生］实验 3 振荡后下层为紫色，上层无色。说

明四氯化碳密度比水大，且难溶于水;碘在四氯化碳中

的溶解度远比水大，所以碘几乎全部从水层转移到四

氯化碳中。实验 4没有分层，溶液颜色呈浅棕褐色，因

为无水酒精与水互溶，所以不会分层。实验 5再次说明

碘在四氯化碳中的溶解度远比水大，水几乎无法把碘

单质从四氯化碳中萃取出来。

［教师］象植物油能将水中的番茄红素、四氯化碳

能将碘水中的碘分别转移而富集的试剂称为萃取剂。

请根据表 3 资料判断能用无水乙醇作碘水的萃取剂

吗? 选择萃取剂时要注意哪些事项? 你能对萃取下个

定义吗?

［学生］不能用无水乙醇作碘水的萃取剂，因为乙

醇和水互溶没有分层而无法分离。溶质在萃取剂中溶

解度不仅要比原溶剂大很多，且萃取剂与原溶剂须互

不相溶、与原溶液不反应才可以。萃取就是加入萃取

剂之后把溶质从原溶剂中转移出来。

［教师］实验中所使用的四氯化碳溶剂是有毒的，

需要回收并作一定处理。

4. 3 明确萃取意义，感受萃取的价值
［教师］萃取后的溶液是纯净物吗? 如果不是纯净

物，为什么还要萃取，这样操作有什么好处?

［学生］富集，需要溶质在萃取剂中的溶解度更大。

［教师］很好，萃取使溶质得以富集。此外，工业上

混合物所处的环境一般比较复杂，通过萃取，可以把需

要的物质转移到萃取剂中形成一个相对简单的体系，

便于后续的分离提纯。

［教师］生产生活中有用到萃取原理的吗?

［学生］干洗、泡药酒、汽油洗油污……

［学生］阅读“屠呦呦提取青蒿素的研究”的

资料［6］。

［教师］屠呦呦在提取青蒿有效成分的研究中主要

创新之处是什么? 读完这段科学研究史，你有什么

感悟?

［学生］把萃取剂从原来用水改为用乙醚，提高萃

取能力，从青蒿中溶解出更多的有效成分;性质决定用

途;中医里还蕴涵丰富的药物提取方法。

［教师］应依据被萃取物质的性质选择合适的萃取

剂;科学探究要敢于质疑，遇到问题要灵活转换角度去

思考，适当调整研究方向;屠呦呦在经历了 190 多次实

验失败后才取得成功，由此可见科学探究的艰辛与不

易。希望同学们在今后的学习中能学习屠呦呦的精

神，用智慧的眼光去发现古籍中的精华，为人类的生产

生活做出贡献。

［教师］通过本节课的学习，你能归纳实验室萃取

与分液、分离与提纯的一般方法与思路?

［学生］小组讨论完成萃取与分液的一般思路如图

4所示。

图 4 学生绘制的萃取与分液的一般思路图

［师生］教师启发引导学生讨论归纳后，逐渐完善

最终形成分离提纯实验的一般核心思路，如图 5

所示。

4. 4 布置作业，巩固萃取与分液的认识
［作业 1］以番茄为原料提取番茄红素，某一种工艺

流程如图 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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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物质分离提纯实验的一般核心思路

图 6 提取番茄红素的一种工艺流程

已知: 番茄油树脂是一种深红色膏状物;番茄红素

不溶于水，难溶于乙醇，可溶于苯、乙醚等有机溶剂。

请回答:

( 1) 操作①、③、④的名称分别是 、

、 ;操作②使用的玻璃仪器有 。

( 2) 重结晶后的产品需用 多次洗涤，实

验室洗涤的操作方法为 。

［作业 2］查阅资料，设计从含碘的四氯化碳溶液中

分离并回收碘与四氯化碳实验方案的简单流程图。

5 教学反思
“物质的分离提纯”是学生接触到的第一个比较系

统的实验学习内容，如何在教学中把握实验的内涵，实

现实验教学的独特价值? 笔者有以下几点感悟。

5. 1 结合学生已有经验，创设真实的实验问题
情境

学习萃取尽量呈现真实的化学实验，因为真实的

或模拟真实的问题情境可以克服学习内容的抽象性，

有利于学习内容的强化和迁移。例如本课时通过生活

中学生经常接触的番茄汤，让学生在解决“如何分离水

层和油层”“分离后的水层和油层颜色为什么不一样”

两个问题的过程中同时获取萃取与分液的核心知识，

感受化学与生活息息相关，提升了“证据推理与模型认

知”等学科核心素养。当然，本课时也可先从泡药酒、

煮中药等生活的视角进入固—液萃取的实例，到生活

中植物油萃取番茄红素初步认识液—液萃取，进行层

层铺垫。由于学生具有一定的生活经验，这时再顺理

成章地过渡到需要掌握的四氯化碳萃取碘水中的碘单

质( 液—液萃取实验) ，就比较容易理解萃取的原理。

最后再联系屠呦呦提取青蒿素的化学史实，提出“为什

么古人水浸青蒿抗疟疾的效果不如用乙醚 ( 一种有机

溶剂) 提取”的问题，促使学生预测原因，查阅文献，设

计实验验证，从而帮助学生从科学家的角度思考问题，

深化了对萃取的认识。 ( 下转第 96页)

57 2021年第 5期



教学参考 问题讨论

中教师若能适当补充模型的发展轨迹，让学生体会科

学家反思和修正既定模型建构完整的科学模型的过

程，对学生科学建模会有很好的启示。例如，原子结构

模型的发展演变过程启示我们，朴素想法经凝练可形

成模型，模型经历应用、评估，反思自身模型的限制，进

而修正已有模型为具有普遍认同的科学模型。平时教

学中，亦可鼓励学生根据以上路径尝试建构特殊题型

的解题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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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 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设计学生实验探究
活动

在教学实际中，可基于学生的实际认知情况，设计

必要的实验探究活动，发挥化学实验的教学功能。比

如溴和四氯化碳是学生新接触的陌生物质，在教学实

际中考虑到溴单质的易挥发性，改成以碘为研究对象，

同时增设碘在蒸馏水、无水乙醇中的溶解实验以及碘

水与乙醇、四氯化碳等的萃取实验。通过实验探究活

动，将“萃取与分液”纳入到学生的知识结构中。分液

漏斗没有作为分液的仪器直接给出，而是根据分液实

验的目的引导学生进行设计与绘制，逐步演变成分液

漏斗———体现了实验物质与仪器的关联，它们是一个

体系的。

5. 3 设计具有情境性的习题，有效开展实验教
学日常评价

基于学生实际情况精选针对性的作业或习题情

境，提高学生运用化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及

时对学生学习情况进行反馈评价，充分发挥日常评价

促进学生化学学科核心素养全面发展的功能［6］。例

如，设计以番茄为原料提取番茄红素的工艺流程的习

题情境，跟踪学生对分离提纯的操作名称、沉淀洗涤剂

的选择和沉淀洗涤等实验操作的掌握情况。另外，设

计从含碘的四氯化碳溶液中分离并回收碘与四氯化碳

的实验方案，力求在解决日常问题的实验教学中诊断

学生的发散性思维的水平以及一定的环保意识与创新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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