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课堂

·案例研究·

基于发展化学学科核心素养的教学设计案例分析
周业虹
(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 100081)
摘要：核心素养是学生在接受相应学段的教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适应个人终生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与关键
能力。它是关于学生知识、技能、情感、态度、价值观等多方面要求的综合体。核心素养不是先天遗传，而是经过后天教育习得的，
它不是各门学科知识的总和。发展核心素养的重要载体是学科教学内容。结合具体的教学案例详细论述，如何进行合理的化学
教学设计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同时强调发展核心素养必须依托教学内容，要整体性认识化学学科的各种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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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化学学科核心素养
在 2014 年 4 月的《我国学生核心素养指标体
系总框架论证报告》中指出，
“从现行课程标准来
看，为培养未来具有竞争力的公民，需要根据党和
国家对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总体要求和新时期
立德树人目标进一步明确各素养的内涵界定，建立
系统化的素养结构体系，基于学生核心素养加强不
同学段、不同学科课程目标之间的垂直衔接和横
向整合，更加注重培养跨学科的、与社会适应相关
的素养”。
什么是核心素养呢？核心素养是指学生借助学
校教育所形成的解决问题的素养与能力。北京师
范大学林崇德教授指出：
“核心素养是学生在接受
相应学段的教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适应个人终生
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它
是关于学生知识、技能、情感、态度、价值观等多
方面要求的综合体；它指向过程，关注学生在其培
养过程中的体悟，而非结果导向；同时，核心素养
兼具稳定性与开放性、发展性，是一个伴随终生可
持续发展、与时俱进的动态优化过程，是个体能够
适应未来社会、促进终生学习、实现全面发展的基
本保障。[1]”
核心素养不是先天遗传，而是经过后天教育习
得的。核心素养也不是各门学科知识的总和，它是
支撑“有文化教养的健全公民”形象的心智修炼
或精神支柱。决定这种核心素养形成的根本要素，
在于教育思想的进步与教育制度的健全发展 [2]。
核心素养与学科核心素养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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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核心素养是指本学科给予学生未来发展必备
的品格和关键能力；是在解决复杂的、不确定性的
现实问题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综合性品质或能力；
是学科的知识和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和
价值观的整合。科学素养是核心素养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而化学学科核心素养又隶属于科学素养。
众所周知，化学研究的是物质的组成、结构和变化
的，在变化中，我们要运用探究的手段，要在探究
中寻找证据进行推理，要学会透过宏观现象审视
变化的微观本质，同时我们要关注学习化学的社
会意义，这些都是在发展学生与化学学科相关的
核心认识、关键能力和必备品格，即发展学生的化
学学科素养。
学科核心素养的实现必须以知识教学为载体。
课堂教学是发展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主阵地。教
材是学生学习的重要文本，化学学科的核心素养应
该内隐在教材内容中。教师要结合教学内容，根据
学生的实际状况，为实现发展学科核心素养的目
的创造性地开发和使用教材，这就要求教师必须
围绕化学学科核心素养精心设计教学内容。那么，
如何基于化学学科核心素养进行教学内容的设计，
从而实现这一目标呢？
2 基于化学学科核心素养的课堂教学设计
本文选择使用范围较广的现行人教版普通高
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中的两节教学内容，按照
目前关于化学学科核心素养的要求，重新审视了教
材内容，挖掘其学科核心素养价值，并设计成了教
学案例，深入分析如何合理选择教学内容，以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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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为载体，通过有效的教学活动设计，达到
培养化学学科核心素养的目的。
2.1 案例一：富集在海水中的元素——氯
该节教学内容选自人教版《化学 1》中的第四
章第二节 [3]。
2.1.1   教学背景分析
（1）教学指导思想分析：
“氯气及其化合物”
的知识属于常见无机物及其应用部分，在教学中
要结合真实情境中的应用实例或通过实验探究，
了
解氯及其化合物的主要性质，认识其在生产中的
应用和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在该部分的教学中，要
注重发挥物质分类、氧化还原反应、离子反应等的
指导作用，帮助学生初步建立研究物质性质的思
路和方法，体会物质性质及其变化在促进社会可
持续发展方面的应用。
（2）教学内容分析：氯是一种比较典型的、重
要的非金属元素，教材选择氯气的性质、用途等内
容进行比较全面的学习和研究，可以让学生了解典
型非金属元素及其化合物的性质，对学生全面认
识化学元素，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培养核心素养
具有重要作用。而且氯是海水中富集的一种元素，
资源丰富，日常生活中的漂白粉、84 消毒液等含氯
消毒剂使用广泛，学生比较熟悉，容易产生求知的
欲望。
本节教学内容涉及氯气的物理性质；氯气的化
学性质中氯气与水的反应，包括氯水的成分、性质
以及漂白原理；氯气与碱的反应，这也是漂白液、
漂白粉的制取原理；此外，可以从氯水的性质及成
分探究中初步介绍氯离子的检验方法。
（3）学情分析：学生在初中化学的学习中接触
到了氧气、二氧化碳等物质，知道应该从哪些方面
描述物质的物理性质，学习过盐酸、NaCl 与 AgNO3
溶液的反应等。在初中和前一阶段的学习中，对以
化学实验探究的方法研究物质的性质也比较熟悉。
本节课学生可以从物质的分类、离子反应、氧化还
原反应等不同角度来理解和认识物质以及物质所
发生的化学变化。
2.1.2   教学目标
（1）能通过实验探究氯气的物理性质、化学
性质。
（2）能用氧化还原反应、离子反应的观点解
释氯气的化学性质，
并能用化学方程式正确表达。
化学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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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学习氯气性质和用途的过程中体会研
究物质的思路和方法。
（4）通过对身边清洁剂、消毒剂使用问题的
分析，以及微量实验的设计，体会化学与生活、化
学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树立关注社会的意识和责
任感。
2.1.3   教学重难点
基于以上内容分析，可以将教学重点设计为氯
气与水反应、与碱反应的性质研究，氯水的成分及
性质的探究为教学的难点内容。
2.1.4   教学过程设计及解析
教学环节 1   提出问题，引入新课
问题素材

教学活动

展示海洋馆和海水素的图片，告诉学生海洋馆的
海 洋 馆 的 海水是用海水素配制而成。海水素的主要成分就
海 水 从 哪 是各种盐类，其中 NaCl 的含量最多。氯元素是海
水中含量最多的元素。由此引出课题：富集在海
里来？
水中的元素——氯。

设计意图：由学生熟悉的海洋馆入手，创设教学
情境，激趣设疑，引出海水素，由此让学生关注其中
的氯元素含量，让学生认识氯元素是一种重要的成
盐元素，达到点题的目的。
教学环节 2   创设情境，引导探究
问题素材

教学活动

84 消毒液
与洁厕灵
为什么不
能混合使
用？

（1）播放视频，提出 84 消毒液和洁厕灵不能混合
使用的话题，围绕此内容，利用 84 消毒液和硫
酸按照给出的实验步骤展开探究，及时记录实验
现象如下：84 消毒液和酸反应产生气泡；干红纸
无明显现象；湿红纸褪色；蓝色试纸先变红后褪
色；AgNO3 溶液产生白色沉淀；NaOH 溶液无明
显现象。
（2）针对观察到的实验现象，结合已有的知识以
及质量守恒定律、氧化还原反应、离子反应等内
容分析氯气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并有意识在
黑板上进行分类整理。

设计意图：创设来自于生活中的真实情境，引
导学生进行探究，初步获取关于氯气的物理性质和
化学性质。在此过程中，全面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具体分析如下：
探究与创新思维：氯气的性质是在 84 消毒液
与酸反应的实验探究中获得的，突出体现了化学实
验在建构单质及其化合物性质中的重要作用。同时
实验中为了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利用废弃的光盘盒
自制了反应容器，体现了创新意识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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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变化与守恒思想：根据实验现象分析氯气
所发生的反应，根据质量守恒的思想分析反应后所
得到的产物；
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依据氧化还原反应过程
中的电子转移情况推测产物，根据实验现象得出氢
离子、氯离子的存在等；
寻找证据进行推理：依据生活中的问题设计实
验，寻找实验中的现象作为证据进行推理，分析反
应产物。在对实验现象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建构研
究非金属单质的一般思路和方法；
化学学习的社会价值：通过研究 84 消毒液和
洁厕灵不能混合使用的原因探究以及实验过程中所
使用的以废弃光盘盒为原料自制教具的目的分析，
认识氯气对环境产生的影响，知道生活中含氯消毒
剂的合理使用方法。
教学环节 3   深入分析，理解性质
问题素材

教学活动

演示如下对照实验并引导学生进行分析：
（1）取收集满氯气的矿泉水瓶（瓶盖已换成橡皮塞），
氯气 是 和
用注射器向内注水，至向下推注射器活塞的手感
氢氧化钠
受到压力为止，摇动矿泉水瓶，观察到瓶身变瘪；
溶液反应，
换一只盛有氢氧化钠溶液的注射器，继续向上述
还是溶解
矿泉水瓶中注入氢氧化钠溶液，摇动矿泉水瓶，
于溶液中
观察到瓶身变瘪程度加剧。
的水？
（2）进一步研究消石灰与氯气反应制备漂白粉的
原理。

设计意图：通过对照实验，引导学生分析氯气
和氢氧化钠溶液所发生的反应，深入理解反应的实
质。在此过程中，进一步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具体
分析如下：
探究与创新思维：通过对比实验的设计，让学
生观察到明显的实验现象；通过对实验现象的差异
分析，理解氢氧化钠溶液与氯气的反应实质；利用
废弃的矿泉水瓶进行实验，本身也体现了一种创新
意识。
化学变化与守恒思想：根据实验现象分析氯气
和水、氯气和氢氧化钠溶液所发生的反应，进而正
确书写相关的化学方程式、分析氧化还原反应中得
失电子及离子反应的情况；
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依据矿泉水瓶的瓶身变
瘪程度加剧的宏观现象推测在微观上氢氧化钠溶
液和氯气之间发生了化学反应；
寻找证据进行推理：根据对照实验的现象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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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深入分析实验原理，寻找证据进行推理，根据
氯水中粒子成分，结合质量守恒定律、氧化还原反
应、离子反应等知识，准确得出氯气和氢氧化钠溶
液反应的生成物；
化学学习的社会价值：通过对照实验，认识氢
氧化钠溶液吸收氯气效果更好，可以引导学生在实
际生活中遇到氯气泄漏问题时，快速地找到消除污
染的试剂，利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是社会责
任的高度体现。
教学环节 4   解决问题，拓展应用
问题素材

教学活动

84 消毒液
与洁厕灵
为什么不
能混合使
用？

（1）应用本节课所学习的知识，解释前面播放的视
频中提出的疑问。
（2）总结本节课所学习的氯气的性质和用途，梳理
研究非金属单质的一般思路和方法。
（3）提出问题：生活中的 84 消毒液、漂白粉等为什
么能杀菌消毒、漂白？

设计意图：通过学生运用本节课所学习的知识
解释视频中的疑问，激发学生的社会责任感；通过
对所学氯气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和用途的总结，帮
助学生梳理出研究非金属单质的一般思路和方法，
为后续进一步研究其他物质奠定基础；最后又提出
来自于生活中的 84 消毒液、漂白粉的杀菌消毒、漂
白原理问题，引导学生进一步关注化学反应原理，
运用化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2.2 案例二：化学反应的速率和限度
该节教学内容选自人教版《化学 2》中的第二
章第三节 [4]，教学设计为第一课时。
本节教学内容属于必修阶段，课程标准中明
确要求，通过实验认识化学反应速率，了解控制
反应条件在生产和科学研究中的作用；通过实验
探究温度、催化剂对过氧化氢分解反应速率的影
响 [5]，但对怎么影响和为什么影响并不作要求。在
对教材反复研读的基础上，笔者将教材内容适当
进行调整，把与生活联系密切的影响化学反应速
率的因素提前，而化学反应速率的概念后置。这样
处理更有助于学生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进行新知
识的建构，同时增强社会责任感，认识化学学习的
社会价值。学生从生活经验或对身边事物的观察
为出发点，从生活中获取化学知识，认识到化学反
应有快慢之分。从而体会到除了伴随着物质变化和
能量变化以外，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研究化学反
化学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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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此过程中，强调实验探究的重要作用，通过
对照实验、定性观察法、科学归纳法等的运用，突
出了科学方法教育，教会学生运用实验手段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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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并进行合理的推理论证，最终建构研究化学
反应的思维模型。具体教学过程设计及要发展的
化学核心素养如下：

教学环节

教学活动

环节一：提出问题，
引入新课

联系生活实际，从牛奶保质期发现化学反应存在快慢的问题，并且快慢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
发展核心素养：认识化学学习的社会价值，培养社会责任感。

环节二：设计实验，
分组探究，交流展示
与汇报

每组同学根据提供的试剂，通过制取 O2、CO2 和 H2，探究影响化学反应快慢的因素，体会科学方
法的重要作用。
发展核心素养：运用实验探究的方式研究影响因素，寻找证据进行分析推理，论证影响化学反应
速率的因素，建构研究模型。

环节三：得出概念，
联系实际

类比物理学中速率概念，得出化学反应速率的表示方法及单位；联系实际，指出化学反应速率在
生活和工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
发展核心素养：认识化学学习的社会价值，感受类比的思维方法。

环节四：总结归纳，
提炼方法

引导学生从所学知识和运用的科学方法两个方面对本节课进行总结。
发展核心素养：初步了解科学思维方法，建构研究化学变化的思路和模型。

3 基于发展化学学科核心素养进行教学设计
的几点反思
3.1 发展化学核心素养要依托教学内容
化学核心素养不可能凭空产生。义务教育阶
段的化 学 课 程 标准（2011 版）就 提 出：
“义务教
育阶段的化学课程以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为主
旨。[4]”现行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中又提出：
“高
中化学课程在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以进一步
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为宗旨。[5]”由科学素养发展
到现在的核心素养，它们都是内隐在化学教学内容
中的，是学科知识不断积累深化的结果。因此，要
合理设计我们的教学内容，充分依托概念原理、
元素化合物、化学实验、有机化学等各个部分知
识，挖掘其所包含的素养教育，达成发展核心素养
的目的。
3.2 整体认识各种核心素养，不能割裂
化学学科核心素养有多种，结合不同的教学内
容，其侧重点自然不同。但是，绝不能认为这些教
学内容所承担的核心素养任务是唯一的、孤立的。
如化学反应原理部分，更加突出宏观与微观结合
的思想，透过化学实验现象认识其本质；其中盐类
的水解的知识，宏观表现为溶液显示不同的酸碱
性，微观表现为弱酸或弱碱离子与水电离出的离子
结合生成弱电解质，使水的电离平衡被破坏；原电
池的知识，宏观表现为电流的产生，微观则为负极
化学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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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电子，阳离子在正极得到电子的变化，等等。
但是所有宏观现象的取得，都是以化学实验为手
段的，结合实验现象，我们要进行推理分析，才能
认识到微观本质，从而帮助我们建构盐类水解、
原电池等的基本思维模型，强化了我们对模型认
知思维的理解，在此基础上，我们运用这些模型对
生产生活中的一些实际问题做出正确的解释，突出
了化学知识学习的社会价值。所以，以化学教学内
容为载体发展化学核心素养，要注意不要将素养割
裂开来，要将其视为一个整体进行全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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