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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溶于水、与水反应”是初中化学中二氧

化碳的重要性质，同时学生对于“二氧化碳与水混合

后体积减少是因为溶于水，还是与水反应，还是两者

兼有”存在着认知困惑。笔者借助传感器设计“二氧

化碳溶于水、与水反应”的数字化实验，以期加深对二

氧化碳性质的理解与认知。

一、二氧化碳溶于水、与水反应的实验改进及有

关二氧化碳的数字化实验文献调研

1.有关二氧化碳溶于水、与水反应的实验改进

一线教师立足压强的变化、颜色的变化，通过对

装置的改进，从定性、定量、对照等视角对二氧化碳溶

于水、与水反应的实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常见的改

进实验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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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二氧化碳溶于水、与水反应实验改进及有关二氧化碳的数字化实验的现状调研，明确了实验设计的发展空

间，介绍了“二氧化碳溶于水、与水反应”的两种数字化实验设计，在此基础上，从整合设计、可靠证据、技术应用三个维

度剖析了实验设计的优点，旨在拓展一种实验改进的方式与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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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装置

实验步骤

实验现象

实验装置

实验步骤

实验现象

CO2 加水

振荡

往收集满二氧化碳的软塑

料瓶中加一定量的水，旋

紧瓶盖后振荡

软塑料瓶变瘪

三通管

湿润的蓝色石蕊试纸

干燥的蓝色石蕊试纸

湿润的蓝色石蕊试纸

CO2

将试纸按如图所示放进 T
型管内，从 T 管的左侧管

口缓缓通入二氧化碳气体

T型管下端湿润的蓝色石

蕊试纸变红，其他两张试

纸不变色

二氧化碳

往收集满二氧化碳的集气

瓶中倒入水，振荡，拿起玻

璃片

玻璃片比通常情况下难拿

起或集气瓶被提起

粘在内壁上干燥
的蓝色石蕊试纸

粘在内壁上湿润
的蓝色石蕊试纸

粘在外壁上湿润
的蓝色石蕊试纸

将如图所示的自制塑料瓶

漏斗下端插入沙堆中，从上

口缓缓倒入二氧化碳气体

内壁湿润的蓝色石蕊试纸

变红，其他两张试纸不变色

二氧化碳

水

用规格为 20mL的针筒先抽取

10mL凉开水，再抽取 10mL二

氧化碳，堵住针头后用力振荡

针筒活塞慢慢向前推进到大

约针筒容积的一半处

湿润的蓝色石蕊试纸

干燥的蓝色石蕊试纸
二氧化碳

试管外侧粘贴好如图所示的

两张试纸，将试管伸入到装有

二氧化碳的集气瓶中

湿润的蓝色石蕊试纸变红

二氧化碳二氧化碳

用水写有文字
的蓝色石蕊试纸

二氧化碳

将用水写有文字的蓝色石蕊

试纸放入收集满二氧化碳的

集气瓶中

蓝色石蕊试纸上出现红色的

文字

石灰石

滴有酚酞的澄清石灰水
稀盐酸 滴有酚酞的氢氧化钠溶液

湿润的蓝色石蕊试纸

一次性PE手套

将石灰石缓慢挤入稀盐酸中

湿润的蓝色石蕊试纸变红，

滴有酚酞的氢氧化钠溶液红

色逐渐褪去，滴有酚酞的澄

清石灰水有沉淀产生，红色

逐渐褪去

表1 一线教师对二氧化碳溶于水、与水反应的实验改进［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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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二氧化碳溶于水、与水反应实验设计的发展空

间

从上述实验设计中可以看出，老师们对二氧化碳

溶于水、与水反应及关于二氧化碳的数字化实验作了

深入而又细致的研究，为后续的研究开阔了视野，拓

展了思路。但利用传感器设计“二氧化碳溶于水、与

水反应”的数字化实验涉及不多，同时已有的实验改

进还不能真正帮助学生理解二氧化碳通入水中后，水

中溶有二氧化碳，给进一步研究留下了发展的空间。

二、二氧化碳溶于水、与水反应的数字化实验设

计

数字化实验由传感器、数据采集器、电脑及相关

软件构成，实验结果以数字、曲线等形式呈现。

1.实验设计一

（1）实验仪器和实验药品

实验仪器：气体压强传感器、数据采集器、电脑、

三颈烧瓶、注射器、广口瓶、长颈漏斗、橡胶管、导管、

橡皮塞。

实验药品：水、紫色石蕊试液、石灰石、稀盐酸。

（2）实验装置（见图1）
（3）操作要点

①检查装置气密性；

②在三颈烧瓶中收集二氧化碳气体，按图 1连接

好装置，设置好采集频率、采集时间；

③点击电脑屏幕上的“开始采集”按钮，将注射器

中的水注入三颈烧瓶中，观察电脑屏幕上的曲线变

化；

④（分析完曲线后）把装水的注射器和压强传感

器取走，换上橡皮塞，将注射器中的紫色石蕊试液注

入三颈烧瓶，观察现象。

（4）实验现象和分析

注入水以后的实验现象如图 2所示，将注射器中

的水注入三颈烧瓶时，气体被压缩，压强变大，曲线上

升，随着二氧化碳溶于水，三颈烧瓶中气体的物质的

量减少，压强变小，曲线下降。紫色石蕊试液注入三

实验目的

实验装置

实验目的

实验装置

运用CO2传感器、温度传感器、压强传

感器探究CO2与氢氧化钠的反应

压强传感器

CO2

二氧化碳传感器

温度传感器NaOH溶液

利用电导率传感器加深对CO2与澄清

石灰水反应的认识

二氧化碳

电导率传感器

澄清石灰水

利用氧气传感器探究CO2灭火的原理

氧气传感器

盐酸

碳酸钙

利用压强传感器研究CO2与氢氧化钠

喷泉实验前后装置内压强的变化

CO2

NaOH溶液

压强传感器
止水夹

滴有酚酞的NaOH溶液

利用温度传感器探究CO2的温室效应

温度传感器

二氧化碳

温度传感器

空气

比较用不同方法收集的CO2纯度，探

究CO2是否可以用排水法收集

NaOH溶液

压强传感器

CO2

表2 一线教师有关二氧化碳的数字化实验设计［7-9］

2.有关二氧化碳的数字化实验设计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数字化实验逐渐进入初中

课堂，一线教师关于二氧化碳常见的数字化实验设计

见表2。

二氧化碳

紫色石蕊试液

压强传感器

数据采集器

电脑

水

图1 设计一装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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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烧瓶后可以观察到溶液变为红色，说明二氧化碳与

水反应。

压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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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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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设计一实验结果

（5）实验设计的拓展

本实验还可进一步拓展到二氧化碳减少的视角

进行设计，但目前中学实验室使用的各种品牌的气中

二氧化碳传感器量程最大为100000ppm，所以二氧化

碳浓度大于 100000ppm时不一定能看到明显现象。

随着对气中二氧化碳传感器的研发，量程扩大后可利

用四颈烧瓶设计如图3所示实验装置。

电脑

压强传感器

紫色石蕊

水 CO2传感器

数据采集器

图3 设计一拓展装置图

2.实验设计二

（1）实验仪器和实验药品

实验仪器：pH传感器、溶解二氧化碳传感器、数

据采集器、电脑、烧杯、广口瓶、长颈漏斗、橡胶管、导

管、橡皮塞。

实验药品：水、石灰石、稀盐酸。

（2）实验装置（见图4）

电脑

盐酸

碳酸钙 溶解二氧化碳传感器

数据采集器

pH传感器

图4 设计二装置图

（3）操作要点

①检查装置气密性；

②按图 4连接好装置，往烧杯中倒入 100mL水，

广口瓶中加入石灰石，设置好采集频率、采集时间；

③从长颈漏斗中注入稀盐酸，点击电脑屏幕上的

“开始采集”按钮，观察电脑屏幕上的曲线变化。

（4）实验现象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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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设计二实验结果

时间（s）

实验现象如图5所示，随着二氧化碳的通入，水中

溶解的二氧化碳浓度逐渐增大，溶液的 pH逐渐减

小。由此可见二氧化碳既溶于水又与水反应。因为

二氧化碳气体中会带出少量氯化氢气体，故最后 pH
比正常情况略小，同时氯化氢溶于水后抑制了二氧化

碳在水中的溶解，故最后溶解的二氧化碳也比正常情

况略少。

3.实验设计的优点

（1）基于整合设计

两个实验设计注重多个实验的整合，将二氧化碳

溶于水、与水反应、碳酸的不稳定性进行了有效的衔

接设计或整合，减少了多次实验操作的重复环节，同

时合理利用了药品，节约了资源。

（2）基于可靠证据

基于证据进行推理，首先要获得能形成科学结论

的可靠证据。二氧化碳溶于水很多改进实验都是通

过体系内压强减小后引发的现象来证明的，这一间接

证据并不可靠，它只能说明二氧化碳减少了，可能是

溶于水减少，也可能是由于反应而减少。用溶解二氧

化碳传感器直接测定水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变化，可以

让学生很直观地感知到水中二氧化碳的存在，这是可

靠的直接证据，从而可以有效地解决学生的认知困惑。

（3）基于技术应用

（下转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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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棉线，此外铝没有焰色；棉线事先浸泡在可溶性金

属的饱和盐酸盐溶液和无水乙醇的混合溶液中，有助

于燃烧。具体步骤如下：

1.配制燃料

将可溶性金属的饱和盐酸盐溶液和无水乙醇按

照3：7比例混合（笔者尝试的最佳比例），在混合过程

中可能由于金属盐不易溶于乙醇而出现白色浑浊，可

用胶头滴管继续滴加无水乙醇至白色浑浊消失。

2.“酒精灯”灌装

将（1）中混合后的液体燃料倒入事先准备好的口

服液瓶中，倒入约口服液瓶体积的 2/3即可。将棉线

浸泡在装有“燃料”的烧杯中。

3.制作成品

在铝制易拉罐上剪下一块铝皮，将棉线从烧杯中

拿出，并用铝皮包裹至可以固定在口服液瓶口即可。

4.点燃“酒精灯”

用火柴点燃制作好的酒精灯，可观察到如图 2火
焰。焰色明显，且均可直接用肉眼观测。

图2 点燃“焰色酒精灯”

五、实验总结与评价

本实验中采用自制“焰色酒精灯”有以下优点：

（1）实验装置与酒精灯类似，便于教师在授课时

携带。

（2）火焰持续时间长，可自主控制焰色时间，便于

观察（可以替换更大容器）。

（3）摆脱传统实验中金属丝的束缚，无论是铂丝的

价格昂贵不易获得还是铁丝的易氧化，都可以解决。

（4）将实验与传统实验进行对比可以突显用此法

不用蓝色钴玻璃，加深学生记忆。

（5）此实验过程中充分地体现了绿色化学的思

想，无论是实验药品的利用率还是制作过程中选择的

废旧易拉罐以及口服液瓶。

（6）制作简单，安全环保，教师可将演示实验转变

为学生分组实验，让学生充分体会化学学习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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