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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笔者通过对“超重和失重”一节课的教学内容、

学生情况进行分析确定了本节课的教学重点、难点

以及核心素养导向下的教学目标，并设计了“超重和

失重”一课的教学实验和教学流程。本教学设计突

出实验在落实物理核心素养中的关键作用，重视对

学生科学思维的训练和基于证据的推理过程，重视

知识与社会生活的联系以及我国的航天科技成就，

突出课程的时代性。

教学实践表明，基于实验的物理教学是落实物

理学科核心素养的有效途径。教师需要深刻领会并

紧紧围绕核心素养中物理观念、科学思维、科学探究

和科学态度与责任这 4个要素，探究新的以学生个体

发展为出发点的实验教学方式，充分发挥实验在落

实物理核心素养中的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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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学科整体理解的化学实验教学实践
——以人教版九年级化学“溶解度”教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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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对学科的整体理解，一线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培养学生知识，而且要发展学生的思维方

式和方法，理解化学学科本质。在人教版九年级化学下册第九单元“溶解度”第 2课时教学中，可以引导学

生创设对比溶解能力实验，进行证据推理，自主建构溶解度概念。在课堂组织中，学生体验证据推理获得

概念的具体过程，结合学生思维进阶，评价学生学习情况，渗透对比实验、控制变量、定量分析、多重表征等

思维深度理解概念，提炼学科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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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多年的一线教学中发现学生对于“溶解

度”一课主要存在以下两个认识偏差：一是对溶解度

概念内涵中的一定温度、100 g溶剂、达到饱和状态

理解不清。二是不懂溶解度坐标图的表征内涵，无

法利用溶解度坐标图解决问题。这些认识偏差归结

起来就是“迷思概念”，追溯其根源是教师在授课过

程中没有让学生体验到知识的产生、发展过程，造成

学生对学科本质不理解，在学科所渗透的思维方式

和方法形成上出现障碍，阻碍了核心概念的形成。

基于以上问题，笔者以人教版九年级化学下册第九

单元课题2“溶解度”第2课时为例进行探讨。

1 基于学科整体理解的实验教学备课
《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2017年版）》指出：教

师应该通过组织教学内容，促进学生从学科知识层

面向核心素养的转变。这对教师的专业素养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教师从学科整体理解视角对学

科知识及其思维方法和方式的本原性、结构化深入

认识。

1.1 挖掘课程价值，明确为什么而教

“溶液”是属于“身边的化学物质”一级主题下

“水与常见的溶液”的二级主题，本章的学习起到承

上启下的作用。小学阶段，从小学生生活经验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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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溶液的溶解进行宏观事实阐述，学生明白物质在

水中怎样溶解，对物质溶解形成溶液积累了一定感

性素材；初中阶段，要求学生从定性到定量的角度构

建溶液相关概念，明白溶液溶解具有限度，通过改变

条件来实现物质的提纯，从而改造自然、服务人类；

高中阶段，从分散体系对溶液进行研究，从定量的角

度对溶液的浓度进行多样表征。

1.2 落实教材学情，明确要教什么

在学习本单元之前，学生对相关糖水、盐水等一

些溶液、溶解有了一定的生活经验；前面几章学习中

也接触到了盐酸、硫酸、双氧水等溶液；已经了解科

学探究学习方式，初步学会了如何用科学探究的方

法认识身边化学物质。

虽然学生已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和能力储备，但

学生对溶液还是缺少从学科视角进行系统的知识构

建，缺乏定性到定量、控制变量、溶解限度的学科思

维。为此，基于学科整体理解设计的“溶液”大单元

教学目标如表1所示。

表1 “溶液”单元教学目标

溶液的形成

1. 学生能从微观

视角了解溶液、溶

质、溶剂的基本特

征，建立微粒观

2. 明白溶液溶解

过程伴随能量变

化，建立能量观。

学会运用控制变

量方法进行实验

3. 从化学角度理

解“上善若水”，对

水的包容性产生

共鸣

溶解度

1. 理解饱和溶液和不饱

和溶液的概念，明白物质

溶解有限度

2. 形成通过控制条件使

物质转换的思维，从而使

人类在自然中提取需要

的物质

3. 通过实验探究，学会两

个或多个变量的处理方

法，形成多个变量如何控

制思想

4. 通过探究实验溶解度

数据处理，学会采集和

处理数据的方法，并能

通过数据表征来解决一

些问题

溶质的质量分数

1.通过宏观对比硫酸

铜溶液的浓和稀，到

溶质质量分数的提

出，加深对溶质的质

量分数和溶解度概念

的理解，学会从定性

到定量的研究方法

2.掌握溶质质量分数

的计算方法，知道溶

液浓度的表征，学会

物质的多种表征

1.3 实验证据推理，明确怎么教

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要求通过实

验证据推理，建立结论和证据之间的逻辑关系，从而

构建概念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认知模型，并能

运用该认知模型解释相关问题，揭示学科的本质和

规律［1］。
在“溶解度”第 2课时教学中，通过对比氯化钠和

硝酸钾两种物质溶解能力，引导学生利用控制变量

思想设计对比实验，进行氯化钠和硝酸钾溶解能力

的探究和数据收集与处理，明白知识的产生和发展，

自主构建溶解度构成要素概念模型。同时，利用实

验得出数据进行溶解度的坐标图、表格等多种表征，

理解表征所渗透的思维。

1.4 结合进阶评价，明确学得如何

立足过程性评价，引导学生自主创设实验，自

主建构溶解度知识的产生过程和溶解度曲线发展

过程，揭示化学学科本质。通过目标为导向的评

价，将评价渗透教学活动的整个过程，收集课上生

生小组合作交流、师生互动交流过程信息，对比教

学目标，及时进行教学调整［2］。该过程不仅评价学

生知识的掌握程度，还要评价学生在学习活动中

的思维进阶过程，逐步培养教材蕴含的学科素养，

以评价驱动组织课堂教学活动，真正做到以评

促教［3］。
2 人教版“溶解度”第2课时实验教学实践

从学科整体设计的教学目标出发，本课总体教

学流程为：设计对比氯化钠和硝酸钾溶解能力实验

方案→进行小组实验，记录实验现象和数据→小组

交流讨论，分析实验数据→自主建构溶解度概念→
利用数据进行表格和坐标曲线图表征，深度理解溶

解度概念→进行迁移应用。

2.1 实验探究推理，自主建构概念

人教版教材在学习饱和溶液和不饱和溶液后直

接给出溶解度的概念，学生对溶解度概念的理解存

在困扰，通过创设对比氯化钠和硝酸钾的溶解能力，

引导学生设计实验对比两种物质的溶解度，自主建

构溶解度概念模型，具体教学过程见图1。
问题1

如何对比氯化

钠和硝酸钾的

溶解能力

③若只要比较大小的话，则可

以记录一个大概的值，即：在

溶剂里分次少量地加入溶质，

当溶质不能再溶解时，就可以

知道大概的数据范围，取数据

范围就可以对比

②当加入的溶质不能再溶解

时，我们把溶液进行过滤，称

量过滤后将固体进行干燥、

称量

①当加入的溶质不能

再溶解时，我们把溶

液进行过滤，称量过

滤后的溶液质量

学生思维进阶3

学生思维进阶2
溶解能力的影响因素有

溶剂、温度、溶质，可以控

制溶剂或控制温度来进

行变量单一对比

学生思维进阶1
在相同的溶剂里，

分别往里面加入

两种物质，看谁溶

解得多

问题4
如何设计一个实验来

对比氯化钠和硝酸钾

的溶解能力

问题3
如何确定恰好达到

饱和状态，怎么采

集你的数据

问题2
溶解能力受哪些

因素的影响，如

何控制变量

图1 实验设计过程问题链与学生思维过程
以下为学生小组讨论后的初始实验方案。

初始方案 1：在 25 ℃下，分别向 100 g水中加入
氯化钠和硝酸钾，记录他们不能再溶解时所加入的
溶质质量。

初始方案 2：在 30 ℃下，分别向 50 g水中加入

氯化钠和硝酸钾，记录他们不能再溶解时所加入的

溶质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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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方案 3：在室温下，分别向 100 g水中加入

氯化钠和硝酸钾，记录他们不能再溶解时所加入的

溶质质量。

以问题链的形式开展实验设计，学生在解决问

题过程中思维得到提升，在教师引导的过程中不断

完善实验设计过程，改进后的实验方案如下。

改进方案1：取一只大烧杯往里面加入冰块，再

取一只 50 mL烧杯，往里面加入 20 mL水，每次取

0.5 g氯化钠加入水中进行搅拌，当溶液不能溶解时，

记录固体溶解数值范围，估读取值。每次取 0.5 g
硝酸钾以同样的步骤加入 20 mL水中，当溶液不再

溶解时，记录固体溶解数值范围，估读取值（图 2）。

玻璃棒

20 mL水
硝酸钾氯化钠

20 mL水

玻璃棒

温度计

冰块

温度计

冰块

a b
图2 学生设计的改进方案1

改进方案 2：室温约 20 ℃下，分别向两个 50 mL
烧杯中加入 20 mL水，一个烧杯每次取 0.5 g氯化钠

加入水中进行搅拌，另一烧杯每次取 0.5 g硝酸钾加

入水中进行搅拌，当溶液不能溶解时，分别记录两种

固体溶解数值范围，估读取值（图3）。

20 mL水氯化钠固体

玻璃棒

硝酸钾固体

图3 学生设计的改进方案2
改进方案 3：室温约 20 ℃下，分别向两个 50 mL

烧杯中加入 40 mL水，一个烧杯每次取 0.5 g氯化钠

加入水中进行搅拌，另一烧杯每次取 0.5 g硝酸钾加

入水中进行搅拌，当溶液不能溶解时，分别记录两种

固体溶解数值范围，估读取值（图4）。

40 mL水氯化钠固体

玻璃棒

硝酸钾固体

图4 学生设计的改进方案3
改进方案 4：如图 5所示装置模仿水浴加热控制

温度在 50 ℃左右，向装有 20 mL水的小烧杯中加入

氯化钠固体，每次取 0.5 g氯化钠加入水中进行搅拌，

当溶液不能溶解时，记录两种固体溶解数值范围，估

读取值。用同样的方法得到 50 ℃时，20 mL水中硝

酸钾的溶解限度数值。

20 mL水
硝酸钾固体氯化钠固体

20 mL水

玻璃棒

温度计

石棉网

酒精灯

三脚架

图5 学生设计的改进方案4
利用上述实验，学生收集到的数据如表2所示。

表2 学生设计溶解能力对比实验数据

方案

1

2

3

4

温度/℃

10

室温

（约20）

室温

（约20）

约50

水的体

积/mL

20

20

40

20

氯化钠溶

解质量/g
范围（7.0～7.5），
估读7.0
范围（7.0～7.5），
估读7.0
范围（14.0～
14.5），
估读14.0
范围（7.0～7.5），
估读7.5

硝酸钾溶

解质量/g
范围（4.0～4.5），
估读4.0
范围（6.0～6.5），
估读6.0

范围（12.5～
13.0），估读12.5

范围（17.0～
17.5），估读17.0

溶解能

力比较

NaCl>
KNO3
NaCl>
KNO3

NaCl>
KNO3

NaCl<
KNO3

引导学生对实验数据进行分析处理，从表 2横
向看，得到结论：方案 1，2，3中氯化钠的溶解能力

比硝酸钾的大。从表 2纵向看，得到结论：方案 1，
2，4控制温度单一变量，氯化钠和硝酸钾随温度的

增大溶解能力变大，且变大的程度不一样，从数据

上难以看出温度变化与溶解质量之间的函数关系。

方案 2，3控制溶剂的质量为单一变量，氯化钠和

硝酸钾随溶剂量增大溶解变多，从数据看溶质最

多溶解的质量和溶剂的质量成正比例函数，根据

课题 1中所学的溶液具有均一性，确定在相同温度

下，物质最多溶解的质量和溶剂（水）的质量成正比

例关系。

思考如何给物质的溶解能力下定义呢？学生

讨论后的进阶思维有两个走向：一是在室温 20 ℃
下，往一定量的水中加入某种物质，当物质不能溶

解时，所溶解的质量就是该物质的溶解能力。二是

在一定温度下，20 g水中溶解某种物质，当物质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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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溶解时，所溶解的质量就是该物质的溶解能力。

引导学生对物质下定义和明确概念的最终目的是

服务人类，方便人类的使用，如何完善这个概念呢？

对学生两种思维进行拓展：已知 20 ℃下，100 g水中

最多溶解氯化钠 36 g，得到结论：20 ℃下，50 g水中

最多溶解氯化钠 18 g。而 30 ℃下，100 g水中最多

溶解氯化钠多少克是个未知数。基于温度的变化

难以找到规律，而溶剂的质量和溶解限度是成正比

的。因此，把溶剂的质量固定一个已知量，而温度

作为变量，同时为了方便计算就把溶剂的质量固定

为 100 g。自主构建固体溶解度的概念：在一定温

度下，某固态物质在 100 g溶剂里达到饱和状态时

所溶解的质量。

设计意图：学生对溶解度概念难以理解，大多数

一线教师课上不断强调溶解度概念四要素（一定温

度、100 g溶剂、达到饱和状态、溶质的质量），但学生

最终还是忘记了。本节课通过学生设计对比氯化钠

和硝酸钾溶解限度实验，学会从温度和溶剂质量多

个变量中，寻找控制单一变量，分析所得对比数据，

对实验和数据进行推理，明白知识概念的产生过程，

深度理解固体溶解度为什么要从一定温度下、100 g
溶剂、达到饱和状态、溶质的质量四个维度下定义，

促使学生对固体溶解度概念的深度学习，形成固体

溶解度概念模型。

2.2 处理实验数据，学会多重表征

从整体看初中化学课程，有从宏观层面对物质

化学变化的文字表征、有从微观微粒进行多种图象

表征、还有最高级的化学方程式的表征等“三重表

征”。对实验数据的分析处理也有多种表征，根据需

要我们会列出表格、坐标图、柱状图、饼状图等，引导

学生学会分析处理数据思路，弄清溶解度表格和溶

解度曲线的表征内涵，建立利用溶解度多种表征分

离提取人类所需物质的观念。主要教学过程如图 6
所示。

问题1
如何将我们的

实验数据转化

成溶解度表格

学生思维进阶4
学生自主建构溶解

度曲线线上区域、

线上位置、线下区

域对应溶液所处的

状态。分析 3种物

质曲线，找到提取

物质思路

学生思维进阶3
结合课本溶解度

表 格 绘 出 氯 化

钠、硝酸钾、氢氧

化钙溶解度曲线

图。分析溶解度

曲线表征优点

学生思维进阶2
对比表格，知道

实验过程存在误

差，从表格数据

可以直观地看到

所测溶液所处的

状态，知晓表格

表征的优点

学生思维进阶1
通过数据的转化

练习一定温度下

20 mL水的溶解质

量，转化为该温度

下100mL水中溶解

度，进一步从定量

角度理解溶解度及

其相关计算方法

问题4
在溶解度曲线图

上，你能获取到哪

些信息

问题3
55 ℃时氯化钠和

硝酸钾的溶解度

表格能看到吗

问题2
对比课本溶解表，

找出有什么不同

之处

图6 “溶解度表征”教学思路

设计意图：利用实验数据，学生自制溶解度表对

比课本溶解度表，发现实验的不足，培养学生学会提

取实验数据、处理实验数据，相同温度、不同溶剂中

从溶解限度过渡到溶解度的换算，加深对溶解度概

念的理解，并归纳出表格表征的优点与局限。表格

表征的局限性得到更高级表征溶解度曲线表征，通

过学生的分析自主建构利用溶解度曲线图线上区

域、线上位置、线下区域对应表示出物质的饱和状

态、恰好饱和状态、不饱和状态，以及如何通过改变

横坐标温度来实现饱和溶液与不饱和溶液之间的转

化，将溶解度曲线图进行迁移应用，得到提取物质思

路，获取人类所需物质的一般方法。

2.3 立足应用迁移，反思学科本质

培养学生核心素养应立足于人的发展，利用课

本知识载体组织课堂教学内容，提高学生解决复杂

问题能力［4］。将知识能力通过横向迁移与纵向迁移

进行并列结合学习，横向迁移从固体溶解度到气体

溶解度，纵向迁移利用溶解度制取提纯物质，具体教

学过程如图7所示。

问题1
气体的溶解能力

受到哪些因素影

响？如何表示呢

学生思维进阶4
善于从生活中发

现 问 题 、解 决 问

题。理解化学本

质，利用知识改造

自然

学生思维进阶3
结合课本所学溶解

度，学会解决生活

中的问题

学生思维进阶2
举出生活中喝汽水、

烧开水等实例，初步

厘清 例 子 之 间 关

系，引导学生善于

从生活中发现问题

学生思维进阶1
气体不好称量，可

以按体积来计算；气

体容易压缩，影响

因素除了温度与溶

剂，还和压强有关

问题4
本课你学到

什么

问题3
阅读资料卡，

你能想出哪些

办法呢

问题2
利用生活例子，你

能找到气体溶解

度与温度、压强的

关系吗

图7 “溶解度迁移与应用”教学思路

资料卡1：如何增加养鱼池水中的含氧量？鱼池

设立几个水泵的作用？北方养鱼池的冰面上要打很

多洞，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如果用鱼缸养鱼，又如何

增加水中的含氧量呢？

资料卡2：自制白砂糖过程。

设计意图：知识源于生活，是人类对自然漫长的

认识和经验的积累过程，培养学生善于观察自然中

的现象、发现生活中的问题，并利用所学知识解决

生活中的问题，培养探索自然世界，求知未知事物

与事实的精神。最终，理解化学学科本质，让所学的

知识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3 基于学科整体理解的实验教学反思
本节课基于学科整体理解视角，围绕“如何对比

氯化钠和硝酸钾溶解能力”展开讨论，分析问题后引

导学生设计实验方案进行实验，借助实验收集的宏

观、符号、定量、逻辑等证据进行推理，建立现象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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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之间的联系，使学生在原有思维上形成新思维过

程。在学生课堂反馈和课后反思基础上，得到如下

几点反思。

3.1 学生自主建构概念过程

大多数概念比较抽象，学生难以理解，在教学

过程中学生对概念会产生偏差这是正常现象，而

“迷思概念”的范畴正是教学过程中的难点。如本

课中学生对溶解度概念构成的四要素（一定温度、

100 g溶剂、达到饱和状态、物质的质量）产生理解

偏差，其中达到饱和状态和物质的质量学生运用自

己的思维可以解释，而“一定温度”和“100 g溶剂”

是学生难以理解的地方。

课上学生迷思点主要在于：为什么要一定温度？

为什么溶剂为 100 g？改为“常温下”“一定溶剂”可

以吗？为达成迷思概念的转变，通过引导学生设

计以温度为变量的对比实验、以溶剂质量为变量

的对比实验，学生分析数据难以找到溶解能力随

温度的变化规律，而溶剂的量和溶解物质的质量成

正比，为了便于人们使用，于是定为“一定温度”

“100 g溶剂”。因此，给溶解度下的定义为在一定

温度下，某固态物质在 100 g溶剂中达到饱和状

态时所溶解的溶质的质量。基于学生原有思维

认知，利用实验证据推理，学生从思维上真正明

白每个要素存在的意义和相互之间的关系，通过概

念本体、方法本体、应用本体，突破学生思维界限，

达成“迷思概念”的转变，促进对溶解度概念的深度

理解。

3.2 实验证据推理过程

学生能够根据已有的知识和经验，设计出一定

程度的实验方案。学生在实验中存在的问题主要

是调控实验过程，因此，在该过程中教师要给予引

导。例如，本实验中引导学生如何控制温度。已知，

20～25 ℃间氯化钠和硝酸钾的溶解度曲线有一交

点，在设计以温度为变量的对比实验时引导学生设

置温度分别为 10 ℃，20 ℃，50 ℃。学生思考：10 ℃时

氯化钠溶解度大于硝酸钾溶解度，50 ℃时氯化钠溶

解度小于硝酸钾溶解度。学生在控制温度时较为

困难，10 ℃利用冰块降温，大约加入约 14 g冰块可

以使小烧杯中的水降温到 10 ℃，温度过程会受到

很多因素的影响，如烧杯的厚度、两烧杯的接触面

积等。50 ℃利用酒精灯直接加热溶液升温太快，温

度稳定性不好控制，模仿水浴加热，水浴温度大概

加热到 50多度就可以停止加热，利用水浴温度增加

保温时长［5］。又如，如何测定恰好饱和的状态所溶

解的物质质量。目前手持技术实验还没在中学课上

普及，对于实验过程恰好饱和状态学生难以准确地

掌握，一些学生提出可以溶解到物质不能溶解时进

行过滤，称量出溶液的质量或者过滤后固体的质量，算

出固体溶解的质量。考虑到该方法比较复杂，且过滤

过程溶液和固体一部分会沾在滤纸上，计算误差较

大，对比两种物质的溶解度，属于对比大小范畴只要

一个大约值，因此，应引导学生每次添加 0.5 g观察是

否溶解，尽可能地减小误差。

3.3 溶解度的表征过程

多数学生会懂得做实验且乐于做实验，但不善

于分析实验现象背后的原因，因此，要十分关注学生

在实验过程中对数据的采集、处理及分析的情况。

例如，在本课中，表格的处理，实验的原始数据大多

记录在表格上比较方便，应引导学生从纵向和横向

分析表格得到相关信息的思路，厘清概念后，再引导

学生将自己的实验数据转化成溶解度并与书本溶解

度进行对比，误差在 1 g范围内，分析实验误差的原

因。又如，曲线的绘制，曲线的绘制过程主要引导学

生确定 5点绘图思路，通过绘制氯化钠、硝酸钾、氢氧

化钙 3条典型曲线，分析线上区域的点、线上点、线下

区域的点、改变横坐标和纵坐标动态点分别呈现出

的溶液状态变化过程。溶解度的多种表征能够帮助

学生在理解概念的基础上升华概念，形成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与方式。

（本文为教育部福建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课程研

究中心 2020年度立项课题“指向初中化学知识结构

化的‘读思达’教学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课题

编号：KCZ2020075）

参考文献

［1］罗月旺 .培育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素养的初中化学计算教

学——以“物质组成的简单计算”为例［J］.化学教学，2018
（7）：51-54.

［2］陈新华，张贤金，严业安，郑柳萍 .我国“教、学、评”一致性

研究：评析与展望［J］.化学教学，2020（7）：23-29.
［3］郑木霞，张贤金 .基于“教、学、评”一致性的高中化学教学

实践与反思——以苏教版“氧化还原反应”教学为例［J］.
化学教与学，2020（5）：16-18，61.

［4］杨梓生，吴菊华，张贤金 .对“科学态度与社会责任”素养及

教学培育的认识［J］.化学教与学，2019（8）：2-5.
［5］叶永谦，叶燕珠，张贤金 .精确测定温度对反应速率影响的

演示装置［J］.化学教育（中英文），2020（11）：84-88.
·· 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