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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neral Chemistry is a common basic course for non-chemical and non-chemical engineering students. Based on the general chemistry teaching in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teaching aims, teaching content and experimental teaching so as to promote the education reform,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and cultivate the students’ innovative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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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普通化学是一门非化学化工类专业大学生公共基础必修课。本文结合地方普通高等学校普通化学教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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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从教学目的、教学内容、实验教学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以推进教育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学生
的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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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普通化学
目前国际上绝大多数高校化学教育的首门课程是 General Chemistry。西学东渐过程中该课程被我国
引入，限于当时对发达国家大学化学教育体系不甚了解，先贤们用“普通化学”这个译名表示 General
Chemistry 这门课程。实际上该译名并不恰当(在此 General 意思应该为“普遍”而非“普通”)。这种译
名错误往往掩盖了“普通化学”的教学目的，进而导致了该课程的教学任务与教学内容错误。因此，申
泮文先生建议将“General Chemistry”课程的译名纠正为“化学概论” [1] [2] [3]。
“普通化学”课程是高等教育中理工农医等专业的一门公共基础必修课。按照现行普通高学本科生
教学计划，“普通化学”课程往往是绝大多数非化学化工类专业大学生所接受的最后的和最高的化学教
育。“普通化学”课程主要以化学物质为主线讲述物质的存在状态、微观结构和化学变化的基本原理及
其应用。主要内容包括化学热力学与动力学基础，原子结构、分子结构和配合物结构以及四大平衡等，
同时为了加强学生对化学学科的全面认识，了解化学对于人类社会的作用和贡献，融入了与生命科学、
环境科学、材料科学、信息科学等有关的一些化学成就，并注意体现化学与理工农医等专业的联系及应
用，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使学生对身边发生的化学现象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

2. 普通化学教学目的
“普通化学”是一门低年级大学生公共基础必修课。教师在讲授“普通化学”课程中需要发掘并培
养学生对化学的兴趣，帮助学生选择和确定专业方向。培养学生的化学专业基础能力，培养提高大学生
的综合素质[3] [4] [5]。我们认为综合素质的培养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把化学专业能力比作硬实力，综合
素质就是软实力，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能力培养。这里面包括创新能力、竞争能力、心里素质、环保理
念、统筹安排等诸多方面，这些素质的培养要融入到平时的课堂教学、实验教学中去，产生的影响是潜
移默化的。譬如以心理素质为例，“普通化学”实验课教学过程中发现有部分学生实验中途失败或明显
比其他人慢，这些同学心情显得沮丧烦躁，进一步影响了后续实验进行。这就需要授课教师敏锐观察到
这一异常情况并及时安慰学生，稳定他们的情绪，然后找出问题原因拿出解决策略，教会学生现场处理
问题的能力和随机应变的策略。再以统筹安排为例，授课过程中曾发现少数同学知识和能力都可以，但
做起实验来总让人不满意，事倍功半。原来这些学生往往在课前预习、实验前教师讲解、实验关键步骤
等重要环节上没有跟上或不注意，导致效率低下。针对症结所在要求学生抓住关键点确保实验的速度和
质量，并推荐利用观察等候时间和实验结束前后的相对宽松时间整理实验的思绪和寻求老师解答实验中
的疑惑。同时“普通化学”课程还可以为学生深造和就业提供指导。譬如柠檬酸法制备燃料电池电解质
粉体这个实验就是科研实验转化为本科教学实验的，其中所介绍的关于绿色能源的研究已成为学术领域
DOI: 10.12677/ces.2018.62019

122

创新教育研究

叶明富 等

的一大热点。再如采用离子交换法测定氯化铅的溶解度，该树脂可以重复使用，产生的 HCl 通过酸碱滴
定检测的方法最终与 NaOH 中和，该方法不仅能耗少且无污染。类似此类的环保工艺企业非常重视，每
年都投入大量经费研发，对此类人才非常渴求。

3. 普通化学教学内容的重新整合
由于“普通化学”是关于化学的导论性课程，因此根据大学化学教育的基本内容进行了知识结构上
的调整。主要内容包括介绍化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包括物质状态、化学热力学与化学平衡、化学动力学、
物质结构)；同时包括元素化学基础知识(概要介绍了部分元素及其化合物的基本性质)。“普通化学”的
学习目的是① 了解当代化学学科的概貌：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方法；② 学会用化学的观点分析、
认识生活和工作中的化学问题；③ 化学思维：辨证/对立统一的观点、发展/变化的眼光、实践/实验的态
度[4] [5] [6]。目前国内各学校根据自己专业特点编排普通化学课程教学内容，大部分教材都是化学基础
内容偏多，工程领域的内容偏少。因为本课程的授课对象是未来的非化学化工类专业的科学技术人才，
考虑到专业特点，为了不使学生感到许多内容与自己的专业关系不大而失去兴趣，需要根据知识的整体
性和逻辑性对教学内容进行整合。
例如关于高分子化合物，教材把相关知识放在不同章节中割裂了知识的完整性。在教学过程中我们
把分散的高分子化合物，高分子材料、高分子材料的老化及保护等章节内容放在一起讲授，按照“物质
的组成和结构决定了物质的性能，而性能决定了物质的应用”的基本思想，依次讲解高分子化合物的组
成、结构性能应用及高分子材料的老化和保护方法。通过这种教学内容的整合可使知识更加系统化，便
于学生理解学习。此外，还需要针对专业特点对教学内容进行整合，使学生有目的、针对性地学习。如
土木工程专业侧重于材料方面，教学时需要多介绍一些相平衡、电化学、金属化学和金属腐蚀等方面的
知识，还应增加有关建材方面的化学知识，如水泥的组成制备工艺及硬化原理、混凝土腐蚀机理和防腐
方法、涂料的组成及成膜原理等。

4. 普通化学实验教学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各学科不断交叉融合，化学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交融更是广泛而迅猛，化学基
础知识已经不能满足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的需求。因此，化学实验教学内容的更新就显得尤为重要。对
于化学实验来讲，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因此第一次普通化学实验课时专门安排时间对学生进行安全教
育，包括实验室安全规定、紧急情况处理等内容。针对学生的高中化学实验基础，我们在设计实验内容
时，由简单到综合，着重强调基本实验操作的规范性。在开设普通化学实验项目时注重“联”和“简”
两个原则。“联”，实验内容联系实际应用、联系学生专业背景、联系最新的学科发展成果，拓展学生
视野、提升学生知识结构；“简”，就是实验原理简化，实验内容简明，操作步骤简要[6] [7] [8]。这就
要求我们在实验教学内容上下功夫，讲授的实验知识和技能时注意将化学实验知识与生命科学、环境科
学和材料科学相联系，使学生体会到化学实验技术和技能对他们从事创新和科研活动的重要作用。例如，
我们开设了内容为“汽车尾气中气体污染物的检测”的开放实验。这个实验既是结合了环境学科的知识
点，又能让学生在实验中掌握气体的收集方法以及了解气相色谱仪的构造、工作原理和操作方法。这样，
既引导了学生将实验课堂上所学的知识与自己日后学业的发展方向联系起来，又培养了他们利用发散思
维解决学科交叉问题的能力。

5. 结语
普通化学是一门“普通的化学”而非“专门的化学”，存在学时少、学生多、教学难度大的困难。
该课程任务是使高校低年级大学生认识化学变化的重要性、普遍性，了解并掌握它的内在规律，进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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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驾驭它为人类服务。二十一世纪是学科交叉的新时代，作为一门高等院校大学生基础必修课程，“普
通化学”对于改善、提高现代科技行业从业人员的知识、创新能力、综合素质是不可或缺的。我们通过
对普通化学课程进行改革，培养了学生的创新能力与动手操作能力。今后我们将勇于探索、勤于实践、
不断创新、深化改革，全面提高学生能力，培养和造就更多高素质的创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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