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中化学必做实验的实验体系及教育价值探析
*

———以“配制一定物质的量浓度的溶液”实验为例

汪阿恋，吴新建，张贤金，叶燕珠

( 福建教育学院化学教育研究所，福建福州 350025)

摘要: 参照《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 2017 年版) 》中对学生必做实验的要求，以“配制一定物质的量浓度的溶液”为

例，比较、分析国内三版高中化学新教材中必做实验的实验体系的异同，梳理实验所承载的教育功能和教学价值，由

此提出若干教学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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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实验作为一种实践体验性的教学活动，是深

化学生理解化学学科知识、培养学生实验探究能力的

重要途径和方式。但在目前的教学实践中，由于课时

紧张、实验室硬件设施不足、实验教学评价导向不明等

各种原因，学生分组实验做得少或者不做，或者仅按教

材安排做一些简单的动手实验，缺乏实验教学过程的

精心设计。为了改变这种现状，真正落实“科学探究与

创新意识”核心素养的培养，《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

( 2017 年版) 》( 以下简称新课标) 中明确规定了学生必

做实验，确保学生必须进行的基本实验活动，为培养学

生应达到的实验素养水平提供了保障。教师作为开展

和实施学生实验的主导者，需系统地深刻地认识每个

必做实验的体系特点与所承载的教育价值，在此基础

上进行实验的教学设计和实施，才能真正发挥实验的

育人功能。本文将以“配制一定物质的量浓度的溶液”

实验为例进行对比分析。

1 新课标中必做实验的要求

新课标对《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 实验版) 》中

“内容标准”及“活动与探究建议”的实验进行了精选和

细化，在课程内容各主题下的内容要求中设置了“学生

必做实验”( 必修课程及选择性必修课程分别 9 个，总

计 18 个必做实验) ［1］。这些实验分布在不同的内容板

块、选修及必修课程模块，内容结构具有合理性及完整

性，基本覆盖了高中阶段的核心知识点，涵盖了基础操

作、物质性质及其转化、物质制备等不同类型的实验，

从不同方面承载了高中阶段化学学习的功能，注重学

生实验能力培养的全面性。新课标强化了对学生实验

的要求，除了明确规定学生必做实验，在“学业要求”中

也明确提出对于化学实验学生需要达到的水平，同时

在实施建议中指出，学校和教师必须努力创造条件，认

真组织学生完成课标中要求的必做实验，从机制上保

障必做实验教学的顺利开展。

2 理解化学实验体系和教育价值的必要性

对于新课标精心设置的必做实验，如何发挥其效

能从而真正提高学生的科学探究水平和创新意识，作

为组织者的教师其实验教学能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教师对化学实验及其教育价值，包括化学实验的

知识体系、原理、方法、功能及其教育价值的理解和选

择，是其实验教学能力构成的重要维度［2］。化学实验

教学功能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对实验教学

内容和教育价值的理解，以及对学生应达成的学习结

果和发展目标的认识和期待［3］。宋心琦教授提出的化

学实验体系［4］揭示了化学实验的原理、装置、操作等要

素及其相互关系，基于化学实验体系三要素开展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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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教学活动，也是实验教学多重价值的实现及其功能

全面发挥的关键。

“配制一定物质的量浓度的溶液”是高中必修课

程中重要的定量实验，但是在对学生的考察评价中，

发现学生对该实验的理解不深，从 2020 年高考全国

卷第 27 题第 1 小题学生的作答中可看出。题目要求

由 FeSO4·7H2O 固体配制 0．10 mol·L－1 FeSO4溶液，选

择需要的仪器有药匙、玻璃棒、 ( 从下列图中

选择，写出名称) 。

该题目的核心测量目标是让学生根据所提供的情

境来正确选择溶液配制所需的仪器。题中所要求配制

的 0．10 mol·L－1 FeSO4溶液是作为电解液，对溶液浓度

的精度要求不高，故无需使用精确度达 0．01 mL 的容量

瓶，粗略配制即可。但很多学生在答案中都错误地填

上容量瓶，尽管题中的图片并没有提供容量瓶。这是

因为教材中“配制一定物质的量浓度的溶液”实验所使

用的定量容器是容量瓶，况且在平时教学中教师更重

视核心知识的传授和实验技能的训练，对该实验的价

值和功能的认识并不很透彻，忽略了学生基于实验体

系的整体理解来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发展，造成学生

形成对该实验整体认识的定势思维，迁移应用能力不

足。如何基于课程标准梳理实验的教育功能和价值，

基于价值理解和实验体系来开展实验教学? 本文将以

此实验为例展开探讨。

3 三版高中化学新教材中“配制一定物质的量浓度

的溶液”实验体系的分析

从新出版的高中化学教材中发现，不同版本的教

材对该实验的实验体系选择、教育功能设计及呈现的

实验目的，各有不同的侧重。因此，教师有必要对不同

版本教材中的实验体系进行比较，准确理解实验的教

育价值和教材编写意图，在教学中优选实验体系，从而

更好地发 挥 实 验 教 学 的 功 能。有 关 人 教 版［5］、苏 教

版［6］和鲁科版［7］新版教材中“配制一定物质的量浓度

的溶液”的实验体系比较如表 1 所示。

表 1 三版高中化学新教材中“配制一定物质的量浓度的溶液”实验体系的比较

实验任务 试剂 仪器 操作步骤

人教版
( 1) 配制 100 mL 1．00 mol /L NaCl 溶液;
( 2) 用 1．00 mol /L NaCl 溶液配制 100 mL

0．50 mol /L NaCl 溶液

NaCl、
蒸馏水

烧杯、容量瓶( 100 mL) 、胶头滴管、量
筒、玻璃棒、药匙、滤纸、天平

计算 －称量－溶解－移液－洗涤－混
匀 － 定容 － 摇匀 － 转移

苏教版 配制 100 mL 0．100 mol /L Na2CO3溶液
Na2CO3、
蒸馏水

烧杯( 100 mL) 、容量瓶( 100 mL) 、胶
头滴管、玻璃棒、天平

计算 －称量－溶解－转移－混匀－定
容 － 摇匀

鲁科版
配制 0．1 L NaCl 溶液，其中溶质的物质的
量为 0．04 mol

NaCl、
蒸馏水

100 mL 容量瓶、烧杯、量筒、玻璃棒、
药匙、胶头滴管、托盘天平、试剂瓶、
标签纸

计算溶质的质量—称取—溶解—将
溶解后的溶质全部转移到容量瓶
中—添加溶剂到容量瓶的刻度线

3．1 物质体系的比较分析

三版教材中，人教版和鲁科版所采用的溶质都是

NaCl，苏教版使用的是 Na2CO3，使用的溶剂都是最常用

的溶剂———蒸馏水。教材所使用的溶质都是物质组成

与化学式相符、性质稳定的物质，是定量分析中常用的

基准物质，且都是学生在初中已经接触过的物质，对溶

质的性质有一定的了解。美国一些主流高中化学教材

配制一定物质的量浓度溶液的实验，大多选用的是有

颜色且摩尔质量较大的固体物质，如 CuSO4·5H2 O、

KMnO4、K2CrO4 等，便于初学者观察整个配制过程，称

样量大，配制溶液的准确度高、误差小［8］。我国教材中

使用的 NaCl、Na2CO3，配制的溶液为无色，不易直观认

识每一步操作的意义，但是较美国教材中使用的溶质，

NaCl、Na2CO3的价格比较低廉，配制溶液后固体溶质比

较容易回收，这对于我国大量的学生开展必做实验，可

以节约不少经费。另外，NaCl、Na2CO3都是容易溶解于

水的物质，配制过程中不需要加热来促进溶解，配制的

溶液为稀溶液，溶质的称样量小，溶解速度快、没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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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热效应，溶解的溶液无需恒定至室温即可转移到

容量瓶中，这对于初次使用容量瓶配制溶液的学生的

实验技巧和操作熟练程度要求较低。三版教材所使用

的物质体系都是容易获取、价格低廉、危险性低、环境

友好的物质，大量学生实验配制的溶液若无进一步的

使用，无需特殊处理即可倒入水槽，学校是否具备处理

废液的能力都没有太大影响，能够以较为低廉、安全的

实验方式确保这个必做实验的顺利开展。

3．2 仪器装置的比较分析

溶液配制根据实际需要的不同，有粗配和精配两

种方法。粗配通常浓度只要一位或两位有效数字，可

用普通天平来称量物质，用量筒量取液体; 而精配要求

浓度具有 4 位有效数字，必须使用精密仪器，如分析天

平、容量瓶、移液管等。人教版和苏教版中要求配制的

溶液浓度的有效数字为三位，使用电子分析天平来称

量以匹配精度要求，同时注明对于条件有限的学校，可

以使用托盘天平来代替分析天平，用量筒来代替移液

管; 而鲁科版要求配制的溶液浓度仅 1 位有效数字，故

仅需使用托盘天平进行称量。

新课标没有明确规定需使用何种定量容器来配制

一定物质的量浓度的溶液，三版教材都选择使用容量

瓶作为定容容器，将认识和学会容量瓶的使用方法作

为该实验的一个重要学习目标。初中阶段配制溶液所

使用的定量仪器一般为量筒和烧杯，教学中通过对比

初中学习过的定量容器，逐步建立容量瓶的仪器模型，

可以发展学生的定量分析思维和“证据推理与模型认

知”素 养。容 量 瓶 有 多 种 规 格，三 版 教 材 都 选 择 用

100 mL容量瓶来定容，主要考虑配制的溶液为稀溶液，

体积太小则溶质的量少，不易称量; 体积太大，配制后

的溶液没有实际的用途，易造成浪费。在其他仪器的

选择上，教材的处理也存在一些差异。用来溶解固体

溶质的烧杯，仅苏教版有规定其具体的容量( 体积为

100 mL，与容量瓶的规格相匹配) ，其他两版教材则没

有注明。由于容量瓶不能用于存放配制好的溶液，故

鲁科版教材中提供的实验器材中包含试剂瓶和标签

纸，用于盛放配制好的溶液，而人教版和苏教版则没有

提供。三版教材选择的仪器均与其实验任务相匹配，

因教学侧重点的不同存在一些差异，其中共同的核心

点是让学生了解使用容量瓶来配制一定物质的量浓度

溶液的一般步骤，故容量瓶的介绍和使用方法为重点。

涉及溶液精确度的仪器应按照实际情况来选定，需让

学生明白，仪器精度和配制的溶液浓度的有效数字之

间的正确关联。

3．3 实验步骤的比较分析

不同教材对浓度配制的任务要求及选择的实验仪

器不同，实验步骤在设置上也存在异同。三版教材该

实验中都包括有称量、溶解、转移、定容四个基本步骤。

首先是固体溶质的计算称量，然后都要求将固体溶质

放置在烧杯中进行溶解，而后将溶液转移到容量瓶中

定容。人教版和苏教版中定容后都有摇匀溶液的操

作，而鲁科版则没有这个操作步骤。人教版和鲁科版都

要求将配制好的溶液从容量瓶转移到其他容器中，人教

版在实验步骤中作了明确规定，鲁科版还通过给出试剂

瓶和标签纸两个器材来提示学生，而苏教版则没有与此

相关的实验步骤。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人教版和苏教版

对该实验的每个步骤都给出了详细的操作方法，而鲁科

版仅列出实验操作的步骤要点，对于每个步骤所需要的

仪器和详细操作，则需要学生根据“思考”栏目的问题以

及“方法导引”栏目提供的信息自行探究设计。

4 “配制一定物质的量浓度的溶液”实验的教育功

能和价值分析

通过对三版新教材中实验体系的对比分析可以发

现，“配制一定物质的量浓度的溶液”实验在建构概念、

深化认识、掌握实验基本技能、初步形成定量研究的思

路和方法、培养科学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都有重要的

功能和价值。

4．1 促进学生认识发展

学习物质的量浓度可以发展学生对溶液组成的定

量认识，对溶液组成的认识不再局限于初中的溶质和

溶液的质量关系，而发展到溶质物质的量和溶液体积

的关系，而“配制一定物质的量浓度的溶液”实验为学

生深入认识物质的量、物质的量浓度等抽象的概念提

供了真实的情境和活动的平台，建构不同浓度溶液配

制的方法和思路。

按人教版和苏教版教材中的编排，学生在学习了

物质的量浓度概念的基础上，通过配制溶液前的相关

计算，确定溶质的质量和溶液的体积，从而深化学生对

物质的量浓度概念的理解。鲁科版教材的编排是在学

生未学习过物质的量浓度概念的情况下，通过必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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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探究，基于实验过程中涉及的量，让学生建构起物质

的量浓度的概念，认识溶液的浓度可以由物质的量和

溶液的体积之间的比例关系来表示。用其他表征溶液

浓度的方法探究溶液组成的过程中，可以进一步认识

到可以用溶质、溶剂、溶液三者中的任意两者的任意物

理量( 质量、物质的量、体积等) 来表征溶液的定量组

成。实验后通过对配制好的溶液标签的书写和制作，

认识溶液组成的不同表示方式及其相互关系、不同的

溶液浓度表示方式以及使用的范围等，从而进一步理

解溶液浓度的本质意义。

4．2 训练基本实验操作技能

在初中阶段，化学实验更多地是通过一些显性的

实验现象让学生感性地认识化学反应的过程，而到了

高中阶段，学生对化学反应的本质认识需要从定性水

平发展到定量水平，如使用酸碱滴定法定量测定物质

的含量。准确配制一定浓度的溶液是定量表征化学反

应的基础，而“配制一定物质的量浓度的溶液”实验作

为高中化学必修课程必做实验中唯一的定量实验，是

整个高中化学乃至后续学习化学的重要基石。需要通

过该实验的训练让学生掌握配制一定物质的量浓度溶

液的基本方法和操作技能，包括配制溶液所需仪器的

选择，天平、容量瓶等定量仪器的正确使用以及配制过

程中的基本操作步骤、注意事项等。

4．3 培养科学态度，建构学科观念

这是一个训练使用定量仪器的实验，通过了解不

同天平的称量精密度，比较容量瓶与其他容器如烧杯、

量筒的精度差异，让学生在选择仪器的过程中认识影

响溶液配制精确度的因素，初步体会定量研究的思路。

为保证所配制溶液浓度的准确性，使用玻璃棒进行溶

液的转移、溶解溶质的烧杯要多次洗涤并将洗涤液全

部转入容量瓶中等操作，可让学生认识到化学实验中

秉持严谨、认真态度的重要性。

该实验对于学生建构学科观念有重要的作用。物

质的量浓度在化学定量研究中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配

制一定物质的量浓度溶液是源于生产生活实际的需要

同时服务于生产生活。三版教材所使用的物质体系都

为价廉易得、环境友好的物质，为避免造成浪费，配制

溶液的体积都为 100 mL，可培养学生的节约精神和环

保意识。根据所选择的仪器精度与正确表达溶液浓度

的过程中，让学生了解精确配制和粗略配制的意义，无

论是粗略配制还是精确配制一定物质的量浓度的溶

液，都有其适用的情境及其重要的应用价值，按需配制

才是最符合科学研究需要的。

三版教材中的实验体系存在异同，体现的实验教

学功能和价值也各有侧重。人教版和苏教版教材中都

给出了该实验的详细的操作步骤，可操作性强，对实验

的准确性和操作的规范化要求较高，所使用的仪器精

度也要求较高，侧重于对学生实验操作技能的培养，在

实验过程中深化物质的量浓度概念的认识。而鲁科版

教材仅列出实验操作的步骤要点，对于所使用的仪器

精度要求较低，侧重于通过实验的自主设计和实施来

建构物质的量浓度的概念，提高学生基于物质的量对

溶液组成的认识。

5 对“配制一定物质的量浓度的溶液”实验的教学

实施建议

( 1) 教师在该实验的教学设计及实施过程中要兼

顾学生多方面能力的培养，不仅要重视学生实验操作

的规范性，更要关注学生认识的发展，要引导学生进行

实验方案设计、概括解释等高水平的探究活动，促进学

生高阶思维的发展。要注重基于实验体系整体理解下

开展实验教学，让学生建立实验目的原理—试剂仪器

的选择—实验操作步骤—实验结果表达之间的联系，

提高真实情境下解决问题的能力。

( 2) 课标中对该实验的要求是学生要初步学会溶

液的配制。配制溶液是一门很深的学问，例如有些溶

质不易溶解，需要通过加热促进溶解，见光易分解的须

在棕色容量瓶中配制等等，而高中阶段所配制溶液的

浓度精度要求不高，故学生初步学会配制溶液即可。

在教学中，教师可根据实验室的条件，合理地选择试剂

和仪器，对于实验条件有限的学校，可用自来水代替蒸

馏水，量取液体溶质时使用量筒代替移液管，也可使用

托盘天平进行称量，只须在最后表示溶液浓度时正确

保留有效数字的位数即可，重点在于让学生了解溶液

配制的基本步骤，掌握容量瓶的使用方法，对实验的细

节、误差分析等不宜过分强调。

( 3) 溶液配制的实验技能属于动作技能，教师在

实验教学过程中要先整体分析实验操作的原理，示范

操作后，再让学生模仿进行动手实验，同时要明确每个
( 下转第 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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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水”中写字趣味实验

子中，液体深度约 2 cm，静置。用尖嘴瓶盛取有色海藻

酸钠溶液，在“水”面上方写字。同样，在书写过程中，

注意尖嘴口不要接触“水”面。

( 4) 以海藻酸钠溶液为“水”、硫酸铜溶液为“墨”。

书写工具同上。

操作方法: 把海藻酸钠溶液加入白色盘子中，溶液

深度约 2 cm，静置。用滴管吸取 5%硫酸铜溶液在“水”

面上方写字。在书写过程中，避免发生粘连。另外，硫

酸铜属重金属盐，其废弃物应做无害化处理。

( 致谢: 感谢学校实验室李淑英老师为本研究采购

实验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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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的意义，避免机械地模仿。例如要让学生理解固

体溶质放在烧杯中溶解的目的和意义，因为若溶质易

溶解且溶解时没有明显的热效应，可将溶质直接放到

容量瓶中溶解，可通过在容量瓶瓶口上放置一洁净干

燥的小漏斗，将溶质倾入漏斗中，再用洗瓶将它全部洗

入容量瓶中［9］，这样操作步骤更为简单，且能避免初步

溶解后转移造成溶质的损失，而不一定先放在烧杯中

溶解。另外，溶液配制作为一个重要的操作技能，学生

还是要熟练掌握的，所以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尝试使用

有颜色的溶质来配制溶液，凸显溶液配制中每一步操

作的意义。另外，除了让学生使用固体溶质配制一定

物质的量浓度溶液外，也可把溶质换成其他实验需用

的试剂( 包括液体溶质) ，配制成不同浓度梯度的溶液，

以便在后续实验学习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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