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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eaching status of element chemistr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ing strategy and teaching results. In order to motivate the students' interest, cultivate students' creative thinking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in element chemistry curriculum, we combined the teaching idea with the theory content,
selected the content of lectures, and sorted out the key points of knowled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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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无机化学课程中元素化学部分内容庞杂、知识点多、叙述性强等特点，结合实际教学中的案例，探讨教学
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对提高学生兴趣、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以及提高教学质量的影响，提出与理论内容相结合
的教学理念，精选授课内容，梳理知识要点，以期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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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无机化学是化学、材料学等专业的学科基础课程。元
素化学是无机化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生学习后续专
业课程的必要基础，更是完成无机化学课程的核心和重要
环节。但是，由于元素化学内容庞杂、繁琐、知识点多、
零散、叙述性强，类似“中药铺”，使得元素化学长期以来
都是无机化学课程教学的难点。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往往
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却没能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学生也

普遍反映“打开书就能看懂，合上书又会忘记”。因此，如
何在较短的学时内让学生掌握数十甚至上百种化学元素
的结构性质变化规律，是需要深入探索和研究的一项重要
课题[1-4]。

2．对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贯穿教学始终
科技竞争的核心是人才竞争。当今教改研究的主要课
题之一，就是如何培养创造型、开拓型人才。而落实到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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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教学活动中，就是如何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也
就是在学习与探究活动中发现新事物、提出新见解或解决
新问题的思维能力[5]。
目前中国国内大多数元素化学教材的内容都是按元
素周期表进行编排，每种元素的单质和化合物总是按存在、
性质、制备、用途的顺序进行讨论，叙述性内容占有大量
篇幅。若在课堂教学中仍简单地照本宣科，必然无法提高
学生创新思维能力[6]。因此，在元素化学教学中，必须重
组、活化传统内容，在为学生打好基础知识与基本能力的
基础上，提高他们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在
元素化学绪论课的教学中，可通过比较中国古代文明的辉
煌成就和目前在自然科学领域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引导学
生思考中国科技发展在近两个世纪变缓的根本原因。从一
开始就给这门课程定下基调：元素化学学习不只是孤立的
一个个元素，在了解具体元素性质的同时，深入研究和探
讨元素性质变化的根本原因，并对未知元素或元素的未知
性质进行预测才是本门课程的目的。
敢于质疑是思维创新的前提。在元素化学发展历程中
不乏因传统理论的禁锢而阻碍学科进步的例子。例如“稀
有气体元素是否能形成化合物？”这一问题就曾困扰了科
学家们数十年。根据传统结构理论，稀有气体的稳定价电
子构型决定了它不太容易形成化合物。虽然曾有不少知名
科学家根据实验或计算得出稀有气体有可能形成化合物
的推论，但都因畏惧挑战权威而与这一重大发现失之交臂。
直到1962年，年仅26岁的英国化学家N. Bartlett受到其他化
学反应的启发，在相对并不复杂的条件下就获得了第一种
稀有气体化合物，并由此打开了稀有气体化合物研究的新
篇章。在课程讲授过程中，可通过类似历史的讲述向学生
展示突破固有观念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帮助学生逐步
建立起敢于质疑、善于提问的学习态度。
此外，教师在整个的教学过程中应着力于为学生提供
积极思维的机会，创造刺激学生积极思维的情境。无机化
学作为一门发展最早、研究最深入的学科，很多理论都已
被广泛接受。但随着物质结构分析测试技术的发展，一些
传统理论受到了新的挑战。比如NO2的结构，过去一直认
为它存在4个电子的离域大π键，近几年的研究发现它只存
在3个电子的离域大π键。再如，化学界对同一主族的最高
价含氧酸氧化性为锯齿状变化，对物质呈现颜色的原因等
现象一直有不同的解释，并无统一的理论。教师可在讲授
过程中可将这些具有争议的问题提出，引导学生利用所学
知识对不同观点进行分析。也可以将类似问题留为作业，
让学生课后查阅资料提出自己的想法。这样不仅加深了学
生对元素知识的理解，也锻炼了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的能力。

3．将基础理论融入到元素化学教学中
随着物质结构研究手段和相应理论的发展，对化学物
质的研究，逐渐由“见著而知微”的传统认知方式，转而成
为兼有“见著而知微”和“见微而知著”相结合的方式。其显
著的标志之一，就是物质结构和化学热力学等理论在元素
化学中的应用[7]。但传统教学方式通常将理论与元素知识

分开讲述。这样往往会使学生在学习理论部分时觉得枯燥
无聊、不知有何用处，在学习元素部分时又觉得杂乱无章、
无规律可循。所以，在无机化学的教学中应该将这两部分
内容有机结合起来，以基础理论为框架，将每一个元素的
结构、性质、用途套入这个框架中进行学习。这样不仅可
以丰富理论部分的内容，加深学生对基础理论的理解，同
时也可以梳理元素部分的知识，使元素化学的学习有章可
循。
例如电极电势和电离能都是衡量元素稳定性的重要
参数，但两者讨论的化学过程是完全不同的。电极电势是
衡量金属原子失去电子形成水合离子的倾向，其大小与电
离能、升华热和水合能有关。而电离能的大小是孤立原子
电子结构稳定性的定量量度，只能衡量气态基态原子失去
电子变成气态基态阳离子的难易程度[8]。若将两者混为一
谈，很可能得出相互矛盾的结论。在元素化学的教学过程
中，可把此问题与锂元素的学习结合起来。通过锂的标准
电极电势出现反常这一现象，引导学生对上述两个参数进
行比较，讨论电离能、升华热、水合能对能量过程的贡献
程度，并与结构因素相关联，深入了解其变化规律。

4．精选教学内容，注重讲授方式
元素无机化学的内容庞杂，涉及面广，元素周期表中
的一百多种元素的单质及其化合物的各种性质均有大量
的化学反应来体现。如果所有内容全部在课堂上讲授，一
方面，由于面面俱到，势必不深不透，学生难以记忆和掌
握；另一方面，元素部分内容往往是叙述性材料，如果照
本宣科，则教起来平淡无奇，学起来千篇一律、枯燥无味，
会影响教学效果。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精心选取讲授内
容，并探索新的教学方法，提高学生兴趣，强化教学效果。
4.1．教学内容的精炼
首先，教学内容应该传统性与先进性并重。对于那些
在化学工业上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传统产品，如常见化合
物中的重要化工原料及产品，它们的来源、性质、制备方
法、用途等应有所介绍[8]。但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很多传统工艺已经被新型的技术所取代。例如传统光学相
机的洗相技术在早期教材中是非常重要的教学案例，其定
影、显影过程都涉及非常典型的化学反应。但随着数码相
机的普及，传统光学相机的使用率已经很低，这部分内容
很难再引起90甚至00后学生的共鸣。故在现在的教学中，
可以适当减少这些内容的讲授。另一方面，随着物质制备
技术的不断发展，又有很多全新的重要物质涌现出来。比
如自2004年石墨烯被成功制备出来后，三维的金刚石和石
墨、“二维”的石墨烯、一维的碳纳米管、零维的富勒球组
成了完整的碳系家族。有关碳元素的化学引起了世界各国
研究人员的极大兴趣，增加这些内容的学习可以开拓学生
眼界，激发他们的学习动机。因此，元素化学的教学应紧
扣时代脉搏，及时调整教学内容，并引导学生学会自我发
展[9]。
其次，教学内容的选择应考虑学生的专业特点，因材
施教。无机化学不仅是化学各专业的基础必修课，同样也

Science Discovery 2017; 5(6): 476-478

是材料学、医学、生物学等专业的重要基础课程。针对不
同专业的学生，课程教学的侧重点应有不同。如在对材料
学专业学生的授课过程中，应着重于介绍物质材料性能与
其结构之间的关系，并根据本校材料学科领域的科研现状，
在学习具体元素时引入相关材料学科的知识，为学生后续
课程学习和将来的毕业设计打下基础。对于医学、生物学
专业的学生，可在教学中穿插介绍一些与元素生理效应有
关的著名事件和人物，以及人体必需元素含量异常所导致
的疾病，将元素的致病机理导入其中，并有意识地渗透化
学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神经生理学等相关交叉学科的知
识，扩大学生的知识面。
此外，还可在课程教学中适当引入热点新闻和趣味化
学史，在提高学生兴趣的同时，将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学生。校园投毒案是近期非常热门的一
个话题，结合此话题可引入化学元素与人体健康的专题讨
论。指导学生通过课外读物、科技文献的查询，系统探讨
化学元素在生命体中的平衡协调作用。通过讲述合成氨工
业的建立者Fritz Haber、四乙铅的发明人Midgley等人的生
平事迹，教育学生“科学是一柄双刃剑”，要用自己的技能
为社会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不能只顾眼前利益，成为历
史的罪人。

归纳总结可帮助学生梳理思路，为将来的学习和工作打下
坚实基础。

5．结论
元素化学本是一门充满趣味的科学，但过于丰富的内
容却给学生造成过重负担，使之无法体会课程学习的乐趣。
因此，在元素化学的教学中必须重视技巧和方法，使学生
能够在愉悦中获取知识。只有这样，才能展示出化学学科
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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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授课方式的改进
多媒体技术能够将文字、声音、图形和图像融为一体，
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重要手段。在元素化学的学习中，
多媒体资源的合理利用更为重要。因为在实际生活中，学
生能够直接接触到的单质、化合物数量有限，仅通过口头
或文字描述很难建立起直观的印象。此时采用图片、视频
等方式进行教学往往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由于多媒
体教学自身的特点，容易给学生带来过重负担，造成视觉
的疲劳和思维束缚[10]。因此，在多媒体教学过程中，一
方面应注意加强对图片、视频进行剖析总结，另一方面还
应结合板书对重点、难点问题进行教学。这样，既可以控
制课程进度，又可增加与学生交流的机会，弥补了单纯使
用多媒体教学的不足。
元素周期表中的元素有一百多种，需要重点学习的元
素也有数十种，要将这些元素的性质一一列举是不现实的，
但结构相似的物质往往具有相似的性质，所以在授课过程
中可以引导学生对物质的某些性质进行归纳总结，并对关
键性质设置专题进行重点讲授。例如对于非金属元素来说，
其化合物主要包括三类：氢化物、含氧酸以及含氧酸盐。
其中，氢化物的水溶液和含氧酸最重要的性质就是其酸性，
设置专题对此进行系统讨论有助于加深学生对非金属原
子结构的理解和对元素化合物性质的判断能力。金属元素
的提炼和制备是化学化工领域非常重要的基础知识，但由
于发展历史久远，内容庞杂、信息量大。该部分内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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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渗透与融合，2009,24(4):35-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