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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首都师范大学化学系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的改革为基础，阐述我系《化学综合实验》课程体系的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和教学特色等内容，通过该课程的教学实践，培养了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强调学生综合素质

和创新意识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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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对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需

求，首都师范大学化学实验教学中心积极推进实验

教学体系改革，在化学一级学科平台上独立设置实

验课程，形成了“一体化、四层次、开放式”符合学生

发展规律、有利于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化学实验教学

新体系［1］． 其中《化学综合实验》是实验教学体系重

要组成部分，在学生创新能力培养和综合思维能力

培养中起着重要作用，国内高校相关专业都在探索

此类课程的教学改革［2-3］． 在我校教学体系中，该课

程面向三年级学生开设，既是对化学基础实验课程

教学效果的检验，也是专业实习和毕业设计工作的

前期训练． 本文结合我校化学实验教学中心近年来

在课程建设中的实践情况，从教学内容、教学实践和

实验特色等方面对《化学综合实验》加以介绍．

1 教学内容

《化学综合实验》系列课程在我系两个专业中

根据专业特色不同各有侧重，其中面向师范专业分

为《化学综合实验-1》和《化学综合实验-2》两门课

程; 面向应化专业则是《化学综合实验》和《应用化

学综合实验》． 在课程建设过程中，《化学综合实验-
1》与应用专业的《化学综合实验》合并建设，主要在

原来《中级无机化学实验》《中级有机化学实验》和

《分离富集实验》等课程教学内容中遴选了9 个具有

代表性实验，详见表 1; 《化学综合实验-2》与《应用

化学综合实验》则是面向全系教师进行征集，以实

验教学项目的形式进行实验设计教学研究，实验内

容多数是教师们结合自己的研究内容，将具有前沿

性和综合性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验教学内容，实验

教学内容分别见表 2 及表 3．

表 1 《化学综合实验-1》实验内容

编号 实 验 题 目

1 三草酸合铁酸钾的制备、组成与性质测定

2 杂多酸化合物 K5CoW12O40·20H2O 的合成与鉴定

3 无水化合物的制备 － 四碘化锡的制备与表征

4 安息香的合成

5 安息香衍生物二苯乙二酮的合成

6 2-氨基-1，3，4-噻二唑( 敌枯唑) 的合成

7 天然水盐类总含量的测定

8 离子交换法分离镍和钴及其含量的测定

9 溶剂萃取锌的萃取分配比的测定

2 教学安排

在我校化学教育专业培养方案中，《化学综合

实验-1》和《化学综合实验-2》均为专业必修实践教

学类课程，其中《化学综合实验-1》与应化专业的

《化学综合实验》共开设 9 个实验，每个实验为 6 学

时，分组教学，每组约为 18 人，在基础实验室完成实

验教学内容，每名学生需要完成全部 9 个实验，实验

指导教师根据学生每个实验完成情况评定成绩．
《化学综合实验-2》共开设 21 个项目，每个实验项目

所需学时为 18 学时，分三周完成，选修该课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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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化学综合实验-2》实验内容

编号 实 验 题 目

1 金纳米颗粒的制备、表面修饰及表征

2 多孔金属 － 有机骨架化合物的制备和性质表征

3 水溶性纳米发光探针的制备及表征

4 葡萄糖电化学传感器的制备及表征

5 1-苯基-cis-1，2-环己二醇的合成及产物结构表征

6 聚乙烯醇 /TiO2 光催化复合薄膜的制备

7 钴配合物及其异构体的制备及表征

8 锌-对苯二酸化合物的制备与发光

9 配合物 trans-［Co( en) 2 Cl2］Cl 的制备及性质测定

10 叶绿素( 天然金属卟啉) 的分离及性质测定

11 碳纳米管 /酞菁钴复合材料修饰电极制备及其应用

12 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茶叶中儿茶素的含量

13 适配子生物传感器比色法和电化学法检测水溶液中钾离子

14 近红外光谱测定柑橘的酸度

15 普鲁士兰薄膜修饰电极的制备其对基于不同原理对钾离
子和过氧化氢的分析测定

16 利用瞬态荧光法测定量子点小分子荧光特性

17 Hematite@ Au 核壳纳米材料制备及催化性能测试

18 手持技术在中学化学实验中的应用

19 合成并表征基于力致变色原理的信息载体材料

20 用于磁共振成像造影剂的纳米材料合成与性能

21 过碳酸钠的制备、检验及性能测试

表 3 《应用化学综合实验》教学内容

编号 实 验 题 目

1 pH 响应性水凝胶的制备、表征与检测

2 聚甲基丙烯酸甲酯有机玻璃性能测定评估

3 超临界流体负载法制备固体催化剂及其应用

4 中药黄芪中黄芪苷的提取制备分析技术

5 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葡萄籽油的研究

6 酪氨酸酶的提取及其催化活性研究

7 乙酰基二茂铁的合成

8 无机半导体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的组装

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任选其中 3 个项目完成即

可，每个实验教学过程中根据选修学生人数设置每

个实验的开设次数，同时每组约 5 ～ 6 人，协同完成

实验内容，实验指导教师根据每个学生在实验小组

中的表现评定成绩; 对应于师范专业的《化学综合

实验-2》，应用化学专业则开设《应用化学综合实

验》，此课程开设 8 个不同于《化学综合实验-2》的

实验项目，其教学模式与师范专业相同，实验项目更

贴切应用化学专业．

3 教学特色

从近年来《化学综合实验》系列课程教学实践

来看，该课程在人才培养中起到了进一步提升学生

实践能力，特别是综合运用所学专业知识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4］． 综合来看，课程教学特色主要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3. 1 实验内容设计新颖，激发学生实践兴趣

如前所述，《化学综合实验》多数教学内容来自

院系教师的科研成果，通过教师精心设计转化为适

合课堂教学的学生实验，而且实验内容涉及各个学

科多个研究领域，如新型纳米材料的制备及其表征、
修饰电极的制备及其应用和高灵敏生物传感器的设

计及其应用等［5］． 在实验教学实践中，该课程的教

学内容是动态调整，每学期课程结束后会广泛征集

学生和实验指导教师的意见，对每个实现项目的实

施情况进行评价，并对每个实验项目进行适当的调

整． 学生兴趣不大或者无人选修的实验项目将暂停

开设，同时遴选其他更好的实验项目予以补充，新增

实验项目需要经院系教学指导委员会审核后方能开

设． 本课程相关实验内容已经在科学出版社出版了

《化学综合实验》教材［6］．
3. 2 学生自主选课，凸显专业兴趣

《化学综合实验-2》课程开设多个实验项目，学

生任选其中三个实验项目完成即可获得相应的学

分． 此课程的开设时间为第六学期，很多学生已经初

步选定了自己毕业设计乃至考研专业方向，那么就

愿意提前接触该专业的前沿内容，通过综合实验教

学，对专业研究有初步的了解，也能起到进一步巩固

其专业意愿的作用． 实验教学表明，学生对自己感兴

趣的实验内容更愿意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甚至

有的实验小组在实验课程结束后要求继续参与到实

验指导教师的相关项目研究． 很多同学在后续的研

究工作中取得较好的成果，多项研究成果发表在国

际权威期刊上［7-12］，以本科生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

文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明显的提升．
3. 3 教学方式多样化

《化学综合实验-1》在实验教学中心基础实验室

完成，中心遴选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作为实验指导

教师; 而《化学综合实验-2》多在综合实验室和科研

室完成，而且是由教授领衔组成综合实验教学团队，

合理分工协同完成三周的教学任务． 在综合实验教

学过程中，结合实验特色，各个教学团队灵活采用不

同的教学方式，如小组讨论来确定实验方案; 实验过

程中发挥学生的自主性，通过文献调研来解决实验

中出现的问题; 每周由学生汇报实验数据并加以分

析; 实验结束后以小组汇报的形式交流实验收获和

体会． 实验指导教师在实验过程中全面掌握学生的

实验情况，充分发挥每个学生的能动性，积极参与到

实验教学中来，鼓励实验小组同学协作完成研究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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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综合实验．
3. 4 全面考核学生成绩

《化学综合实验》课程成绩考核覆盖整个实验

教学过程: 其中《化学综合实验-1》评定成绩与基础

实验相似; 而《化学综合实验-2》则包括多个环节: 实

验指导教师提前布置文献检索和阅读工作; 实验方

案设计过程中指导教师关注学生参与讨论的积极

性; 实验过程中学生操作的规范性; 数据分析及问题

讨论的合理性以及实验报告( 以研究论文的形式)

的科学性． 最终实验教学指导教师团队会综合评定

学生在实验过程中的表现，并给出该项目的最终成

绩． 每个学生将会获得三个对应实验项目的成绩，取

平均成绩作为该课程的总评成绩．
3. 5 初现教学成效

从近年来《化学综合实验》系列课程教学实践

情况来看，教学成效初步呈现． 首先，通过该课程的

学习，学生们在后续毕业设计实践环节能够很快进

入到科学研究的角色，除了在国际期刊上发表学术

论文外，还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高质量的毕业

论文． 其次，《化学综合实验》系列课程提升了学生

对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特别是对实验过程中出现

的问题能够合理分析并寻找解决方案，体现在我校

学生近年来在各级实验类竞赛中屡获佳绩，如在第

四届和第五届全国高等师范院校大学生化学实验邀

请赛中获得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2 项和三等奖 1 项，

位于参赛高校前列． 此外，我校学生在近三届北京市

大学生创新实验设计大赛中获一等奖 6 项，二等奖

8 项和三等奖 7 项．

4 存在的问题及改进策略

自从《化学综合实验》系列课程运行以来，学生

创新能力得到锻炼和提升，但也存在一些有待改进

的问题． 一是实验难度的均衡性问题． 如前所述，实

验内容多为教师科研成果转化而来，其难易程度各

不相同，从而导致学生对不同实验完成情况大相径

庭． 针对这一情况，后续在实验内容设计上要体现出

教学层次，根据学生完成情况决定是否加大后续实

验难度，在保护学生学术研究成就感的同时提升他

们对科研的敬畏之心． 二是实验考核标准的问题． 不

同学生自主选择的实验内容不同，实验教学指导团

队也不一样，必然导致不同实验有着不同的考核意

见，出现了由于学生选择实验项目的不同而最终成

绩悬殊较大的现象． 在后续课程建设中，化学实验教

学中心将结合前期运行情况和成绩评定结果进一步

探索建立该课程的考核标准，减少不同实验项目间

成绩上的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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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Ability with Chemical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s

Ye Nengsheng Guo Changbin Zuo Xia

( Department of Chemistry，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48)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form of course system and teaching content in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from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the course named chemical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s was introduced，including teaching contents，
teaching method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xperiential education． During the practical activities in these courses，the
abilities to analyze and solve problems were trained and the innovative ability was improved for students．

Key words: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innovative ability，educational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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