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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式学习在高中化学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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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课程突出强调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而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需要通过具

体的探究活动来实现。高中化学教材的开发和设计十分重视引导学生开展科学探究。随着教育改革的推

进，我们应积极培养学生进行探究学习，而不是被动接受学习。学生在探究知识的过程中，既能激发学

习情趣，深入理解和掌握知识，又能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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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化学虽是一门复杂性的学科，实用性很

强，生活中的很多物品与领域都离不开化学。高

中化学是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体，而填鸭式的教学

法只是给学生传授了理论知识，并不能填补学生

在实践方面的空白。越是复杂的知识，越要对其

进行探究，通过探究去了解知识的形成，只有这

样学生才能真正理解并掌握化学知识，提高化学

学习效果。因此，我们可以将探究式学习应用于

高中化学教学中，让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亲历化

学探究的全过程，在探究过程中慢慢培养起探究

意识和能力。探究式学习还能激发和满足学生的

好奇心，促使他们主动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这也正是当下创新型人才必须具备的优秀品质。

一、联系生活实际，激发探究兴趣

要想在高中化学教学中实施探究性学习，首

先要激发学生的探究兴趣和欲望。因此，教师必

须要设法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才能更好地开展

探究性学习。人类在探究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时，

更容易处于高涨、亢奋的思维状态，在这种良好

状态下探究，既能掌握知识还能享受知识带来的

喜悦，进而形成自主探究的习惯和能力。高中化

学来源于生活，虽然理论知识对学生来说较为抽

象、复杂，但是若我们能联系实际生活，帮助学

生去理解、探究化学，则能降低高中化学的学习

难度，同时也能激发学生的探究兴趣。
例如，在学习人教版高中化学必修一的“无机

非金属材料的主角———硅”时，很多学生对硅元素

的性质不是很熟悉，但是却对生活中的一些硅酸盐产

品 ( 如水泥、玻璃) 非常熟悉。通过联系生活中的

硅酸盐产品，学生瞬间对硅有着莫名的亲切感，此时

教师可以提出一些思考性的问题，进一步激发学生的

探究兴趣。例如: 硅在我们生活中应用如此广泛，那

么硅元素在结构上有什么特点呢，与我们熟悉的碳结

构又有不同呢，硅单质有哪些性质呢，为什么实验室

中盛放碱液的试剂瓶要用橡皮塞而不用玻璃塞呢，硅

酸盐是指哪些物质呢? 问题是激发探究欲望的最好办

法，通过提出相关的问题促使学生进行思考，让学生

带着好奇心和探索欲望一起走进课堂，则更能集中注

意力，有助于学习效果的提高。

二、借助化学实验，调动探究意识

高中化学的学习离不开实验，实验能直观地

展示出实验现象，而且带有趣味性，这些对高中

生来说具有较大的吸引力。而且化学实验是探究

和验证理论的具体过程，更是开展探究式学习的

最好渠道。化学实验过程中，物质千变万化，能

大大地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因此教师可以借助

化学实验来调动学生的探究意识。
例如，在进行原电池原理的教学过程中，尽管

教师对原电池原理解释了很多遍，但仍然有部分学

生无法理解该知识点，此时可采用实验的方法让学

生通过探究，加深对原电池工作原理的认识。以

锌、铜、稀硫酸为材料设计一个原电池，学生通过

实验可以看到小灯泡被点亮了，看到电流针转动

时，自然会好奇电解池里面的物质发生了什么样的

反应，才能产生电流使小灯泡变亮。有的学生甚至

主动提出新的问题，如何才能让电池的效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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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因素影响了电池的效率。此时，针对学生提

出的新问题，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通过实验操作去探

究影响电池效率的最主要因素。通过设置对比实验

装置进行探究，寻找答案。实验设计如下: 取一块

锌片 ( 6 × 3. 3cm) 和一块铜片 ( 6 × 3. 3cm) ，并在

两者之间放一块厚度为 2cm 的海绵，然后用橡皮筋

固定好，再用导线把小灯泡 ( 2. 5V、0. 3A) 和锌

片、铜片连接起来，插入放有 50ml 蒸馏水的 100ml
小烧杯中，组装三个相同的装备作为对比。向三个

装置中分别加入 10ml 的稀硫酸，编号为 A、B、C，

然后分别向 A 装置加入 5ml 的 3% 过氧化氢，向 B
装置加入 0. 5g 的重铬酸钾晶体，向 C 装置加入
0. 5g 的高锰酸钾晶体，振动溶液，观察灯泡亮度并

记录时间。结果发现，5ml 的 3% 过氧化氢 ( 灯泡

发光时间 6 分钟，灯丝亮) ，0. 5g 的重铬酸钾晶体
( 灯泡发光时间约 13 分钟，三者中最亮) ，0. 5g 的

高锰酸钾晶体 ( 灯泡发光时间约 4 分钟，较过氧化

氢亮)。从而得出结论: 0. 5g 的重铬酸钾晶体效果

最好。
由此可见，化学实验可以激发人的兴趣和思

维，在探究过程中发现新的问题。探究式学习既

可以帮助学生理解化学概念、原理，也能促使学

生在求解的过程中发现新的问题，从而调动他们

主动探究的意识。化学实验是培养学生探究能力、
开展探究式学习的最佳方法。

三、设计问题情境，引导学生科学探究

问题是探究式学习的开始，是探究的源泉。
而问题又是从情境中产生。因此，要在高中化学

教学中顺利开展探究式学习，除了要选择正确的

探究内容外，教师还需要精心设计问题情境，这

样才能成功并科学地引导学生进行探究。只有当

创设的问题情境既与学生原本的知识相关，又能

与其产生认知冲突时，才能成功激发学生的好奇

心，引起他们的探究欲望。因此，在高中化学教

学中，教师应对问题情境进行精心设计，不能随

便提出问题作为探究的方向，否则无法达到良好

的教学效果。创设问题情境的方式有三种: 语言

创设、实验创设和多媒体创设。下面将对这三种

问题情境创设进行具体分析。
( 一) 以语言的方式创设问题情境

语言创设问题情境，顾名思义就是教师通过语

言对问题或事件进行描述，从而完成问题情境的创

设，而这些事件或问题最好倾向于与所学内容有较

强相关性的日常内容。例如，在学习人教版高中化

学必修一中的“金属及其化合物”这一章节时，我

们了解到金属钠的性质是非常活泼的，它能与很多

物质进行反应，通常以化合物的形式存在。既然金

属钠性质如此活泼，那么钠能不能和硫酸铜反应

呢? 再将此问题进行细分，循序诱导学生进行思

考: 金属钠是否直接与硫酸铜发生反应; 钠与硫酸

铜发生反应是否能置换出铜单质; 如果钠过量很

多，溶液的物质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们应

该如何设计实验来进行验证呢? 教师通过四个紧紧

相扣的问题来调动学生的探究兴趣，给予探究方向

的指导，使学生向着正确的思路设计实验对问题进

行验证，寻求问题的答案，同时在探究的过程中培

养他们科学的探究能力。探究也需要确定正确的方

向，学生需要进行全面的分析，找到正确的探究方

向以及形成清晰的探究思路。
( 二) 以实验的方式创设问题情境

实验是高中化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验证理

论和进行科学探究的重要途径。因此，教师可以通

过实验的方式进行问题情境的创设，效果更佳。在

问题情境中，学生发现问题之后，就能通过实验的

方式进行认证，有利于探究学习的顺利进行。化学

实验就是学生寻找答案的最佳方法。例如，取一大

块冰放在大瓷盘里，在冰上挖一个浅坑，放入一小

块电石和一小块钾，然后向浅坑里滴几滴水，立即

冒出一团烈火和浓烟，好像冰块着火似的。这个冰

块着火的实验刷新了学生的生活常识，在学生的认

知中，冰火不相容，冰块着火的现象不可能存在。
因此，这个小实验马上引起学生的浓厚兴趣，此时

教师可以根据该实验引出问题: 为什么冰块能着

火，是哪些物质发生了反应，其中的反应原理又是

什么? 由此可见，趣味小实验，不仅可以丰富高中

化学的教学内容，还能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引发

学生积极思考问题，从而增强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 三) 以多媒体方式创设问题情境

多媒体技术被广泛运用到现代化课堂教学中，

也是高中化学课堂教学的重要辅助工具。高中化

学有很多较为抽象的知识，单靠语言的阐述，学

生很难理解，有的学校由于条件限制又很难将每

个化学实验都直接展示在学生的面前，此时多媒

体技术就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渠道，教师可以利

用多媒体形象直观地显示那些复杂的化学知识或

现象。例如，在进行 “原电池的原理及应用”这

一知识点的教学时，由于实验中我们肉眼很难看

到溶液中的电子移动情况，尽管让学生进行了实

验，但还是有部分学生对于原电池的工作原理不

是特别理解。针对这个抽象内容，教师不妨利用

多媒体技术来制作一个 Flash 的动画效果，模拟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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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原电池实验的工作情境。学生看了动画之后，

便能直观地了解到原电池的工作原理，自然能得

出结论: 锌比铜活泼，锌失去电子，通过导线流

向铜一端，从而吸引溶液中的氢离子运动到铜的

这一端，得到电子被还原生成氢气逸出。

四、合作学习，探究疑难

在探究式学习中，个人的力量是薄弱的，教师

应培养学生合作学习的意识，以小组合作的方式开

展探究式学习效果会更好。在学习的道路上，多人

的智慧往往比个人的智慧要有用得多，因此合作学

习对于高中化学的探究式学习大有帮助。学生可以

以同桌互助或者多人小组的方式对疑难问题进行探

究、探讨。当然，合作探究学习的过程不能缺少教

师的循循善诱，教师的指导在合作学习中尤其重

要。教师的适当引导往往能将学生的思维推向高

潮，因此在学生进行合作探究的过程中，教师要做

到以下几点: 密切关注学生讨论的过程和存在的问

题; 积极收集学生的各种结论，尤其是与自己备课

时不一致的结论，并将其作为教学的新材料; 注意

调动学生的讨论积极性，避免学生敷衍式的讨论情

况发生; 对于学困生要给予及时的鼓励，使探究式

学习得以顺利进行; 不要随意打断学生的讨论。讨

论可以让不同学生的思维发生碰撞，产生火花，激

发学生的表现欲，促进创造思维的发展，因此讨论

也是探究式学习不可缺少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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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掌握，也能锻炼学生的英语口语和表现能力，

对于增强学生综合能力有着极大的帮助。
( 三) 重视课后巩固活动的开展

在教学活动即将结束前，教师不要急于结束

本节，应在这时通过让学生进行故事复述以及改

编课文的形式，让学生进一步加深对本课知识的

掌握和理解。在教学活动结束后，教师应积极鼓

励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对文章

进行续写，设计不同形式的结尾或是故事，并让

学生在下一节课将所写的内容展示出来，以此来

提升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四、在英语教学中运用叙述教学法应注意

的问题

运用叙事教学法可以把文本、理论以及抽象的

概念知识进行转变，进而形成生动、有趣的故事内

容，这样不仅能有效调动学生学习英语知识的兴趣

和积极性，而且能更好地使学生对相应知识进行内

化，真正提升其英语水平。而对于叙述教学法属于

新的尝试，在实际应用当中还是会存在一些问题:

对于英语较差的学生来说，虽然他们有一定的自我

创建故事的能力，但往往欠缺良好的英语表达能

力，导致学生在这样的形式下学习英语会有一定的

难度; 还有些学生的叙事法过于生动、表现力过

强，所以很容易会出现不愿配合教师教学的现象。
因此，在实际的教学当中教师要重视起来，并制订

合理的解决办法避免相应问题的发生，以此来为学

生英语知识的学习奠定坚实基础。
综上所述，在英语教学中，教师应合理地运

用叙事教学法，结合实际教学要求和学生实际情

况以及教材内容等，为学生设计科学合理的英语

叙事教学活动，以此来让学生更好地掌握和理解

相应的英语知识。这样，不仅能提升英语教学效

率，也能取得良好的英语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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