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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明天”模拟课堂大赛 

HCl 和 NaClO 的反应 

——基于证据推理的科学探究视角 



《浓盐酸与次氯酸钠的反应》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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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总体设计 

本节课选自人教版高中化学必修一第四章第二节《富集在海水中的元素——氯》第

四课时。授课对象为高一级学生，在学生完成氯元素及其相关化合物性质的学习后，以

浓盐酸和次氯酸钠溶液反应的高水平探究式活动进行学习，扩展知识面，同时对已有知

识加以巩固应用。 

高中化学必修一第四章是对非金属元素化合物知识的集中学习，其中以“氯”、“硫”、

“氮”更是作为教学的核心元素。《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2017年版）》建议：教师在

教学中要发挥核心概念对元素化合物学习的指导作用，即要求教师在教学中不局限于教

材编排的内容，对学科核心概念加以应用，对所学知识加以整合，从思维入手，培养学

生的理科学习的逻辑思维能力，让学生摆脱“背多分”的元素化合物知识传统学习方式。 

 

 

 

本节课从动漫《名侦探柯南》“浴室密室案件”创设情境导入新课，激发学生学习兴

趣。通过对案件过程的解读引导学生阅读酸性洁厕液、漂白液的产品成分表，明确反应

物。在此基础上，学生结合已学习过的相关知识，应用核心概念，从物质分类和元素价

态两种角度考虑两种可能的不同反应类型，即“氧化还原反应”和“复分解反应”。师生

共同对两种反应类型进行分析，在此过程中充分发挥氯元素作为认识对象的价值。结合

情境，缩小产物的范围，作出合理的假设。教师引导下启发学生结合预测产物的性质，

给出实验设计方案，老师通过提问引导帮助学生进行实验设计并且渗透 “科学，严谨，

安全”的正确实验观。通过实验装置的搭建和实验现象的观测，验证假设，得出结论。

以对课堂思路的梳理小结本课，强调证据推理的严密思维在科学探究活动所起到的相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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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成的作用。以新闻视频素材呼应课堂导入素材，回归生活，点明化学知识在生活中的

重要应用。鼓励学生善于从生活日常发现化学魅力，将化学理论性知识转化成技能性知

识，建立起化学学科与社会、生活、人文之间的联系，渗透“化学生活观”。以同类型探

究问题“稀盐酸与次氯酸钠溶液的反应”作为课后思考，进一步加深学生对证据推理和

科学探究的认识。 

本节课共有四个亮点： 

 

 

根据新课标中所要求的“教 、学、评一体化”，本节课设置教学目标和评价目标。

教学目标用以协调课堂环节详略，评价目标用以对学生学习情况及时反馈。在教学环节

中以科学探究的流程教学主线，依照“提出问题——做出假设——设计实验——完善实

验设计——进行实验——得出结论”的科学探究思路作为主线进行教学，环环逻辑紧扣，

环节过度自然清晰。以“证据推理”核心素养的渗透为素养线，将推理过程分步化，证

据充分显化。同时设置活动线、知识线、策略线和评价线，各条教学线索之间互相联系

补充，将教学内容具体化、程序化、分步化。 

 

 

 

本节课素材选自动漫《名侦探柯南》，这部推理动漫在高中生中人气很高，有助于吸

引学生眼球，用“揭秘案件”的形式组织课堂教学也极大地提振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情

境素材中的“推理”元素也恰好呼应“证据推理”的核心素养，使得课堂更加生动自然。

从漂白液和洁厕液出发，为动漫情境再增添生活味，凸显“化学来源于生活，反馈于生

活”的化学生活观。 

 

 

 

本节课在课堂教学环节中最为强调的还是“应用”二字，尤其是核心概念的应用。

“氧化还原反应”、“复分解反应”、“氯元素及其化合物的相关性质”是开展本次科学探

究活动的基础知识，在对知识的应用过程中培养学生建立起对化学学科知识及其思维方

式的本原性、结构化的认识。 

线索清晰逻辑流畅 

 

1 

素材应用巧妙得当 

 

凸显核心概念作用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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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高中化学课程以“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这一任务要求教师不能仅仅关注

学科知识教学层面，也要着眼于学科的育人价值，学科核心素养即是学科育人价值的集

中体现。高中化学学科核心素养共包括五个方面，本次教学中以其中的 “证据推理”核

心素养作为课堂素养线开展“素养为本”的课堂教学。证据推理对学生的要求不仅在于

对核心概念、实验现象的记忆，更要求学生要认识到这二者在科学探究和实际问题解决

过程中的作用。 

“证据推理”同时要求学生要有证据意识，能够基于实验现象、物质组成与结构及

其变化等角度作出假设，通过分析推理加以证实和证伪，建立起观点、结论、证据三者

之间的关系。这一过程恰好与高中化学教学中的“科学探究”的一般过程有共通之处，

可以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 

 

二、教学内容分析 

本节内容主要从课程标准、教材编排、文献信息和社会客观环境四个方面对本节课

授课内容进行分析，找准本节课在单元教学中的地位，为确定教学重、难点打下基础。 

（一） 课程标准 

充分贯彻“素养为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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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挖教材 

 

（三）文献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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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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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生情况分析 

  充分体现“以生为本”的教学设计理念，通过对授课对象——高一年级学生的整体学

习基础和心理特点以及所处的社会环境进行分析，在学生已有基础上开展教学设计，实

现新旧知识与社会背景相互作用的“建构主义教学”；同时针对学生的不足，针对性地提

出改进相应的教学对策，保障教学效果。 

（一）学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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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材施教 

 

 

四、教学与评价目标 

（一）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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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价目标 

 

五、教学重点与难点 

 

 

 

 



《浓盐酸与次氯酸钠的反应》教学设计 

~ 9 

 

六、课前准备 

 

类别 名称 数量 

教学用品 

多媒体课件翻页笔 两支（一支备用） 

PPT 一份 

辅助教学贴板 若干 

本节教材打印 若干 

实验仪器 

具支试管 2 个 

玻璃导管 若干 

小漏斗 1 个 

250mL烧杯 1 个 

分液漏斗 2 个 

胶塞 若干 

橡胶管 2 根 

实验药品 

饱和次氯酸钠溶液 一瓶 

紫色石蕊试液 一瓶 

盐酸（3 mol/L） 一瓶 

氢氧化钠溶液 一瓶 

蒸馏水 一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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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教学流程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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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教学过程 

总时间：12分钟 

（一）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时间分

配 
师生活动 设计意图 

30 s 

【课堂引入】 

以《名侦探柯南》剧情引入。 

【案情回顾】 

了解：酸性洁厕液和漂白液混

合会产生毒气。 

【提出问题】 

毒气的成分是什么？ 

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什么类型的化学反应？ 

应用情境创设策略，动漫元素吸引

学生眼球，酸性洁厕液和漂白液等生活

日用品结合真实情境中的应用实例能够

充分调动学生的好奇心，让他们积极主

动地参与到课堂中。 

（二）应用所学，大胆推理 

时间分

配 
师生活动 设计意图 

40 s 

 

 

 

【毒气产生原因】 

两种液体中的主要化学成分发生了反应。 

【回归化学本质】 

学生阅读产品成分表回答教师提问 

消毒液的主要成分：浓度较高的盐酸 

漂白液的主要成分：次氯酸钠 

【确定反应物】 

 HCl和NaClO 

 

 

通过教师的引导，学生将思路从两

种产品本身迁移到化学成分上，为后续

的科学探究做铺垫。 

阅读产品成分表的活动也是帮助学

生进一步了解含氯化合物在生产、生活

中的使用，建立“化学生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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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in 

【发散思维，类比推理】 

已知反应物的基础上，教师引导学生根据所

学习过的化学反应类型和物质分类等相关知

识进行类比推理，自行补充浓盐酸和次氯酸

钠溶液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立足问题，搜集证据】 

学生由化学方程式推测毒气成分 

本环节充分发挥氯元素在元素化合

物知识中作为认识对象的价值，即促进

学生迁移应用所学的概念原理知识。学

生通过观察反应物中氯元素价态或者对

两种化合物所属的分类类别进行判断，

给出不同类型的反应方程式。推动科学

探究的进行。 

1min30

s 

【梳理思路，提出猜想】 

请学生代表对两种不同猜想进行简要阐述： 

A：发生复分解反应，最终可能产生的气体是

氧气（无毒） 

 

B：发生氧化还原反应，最终生成氯气（毒）

。 

确定猜想：毒气成分是氯气。 

【过渡】 

强调实验证据的重要性，鼓励学生设计实验

方案对猜想进行验证。 

这一环节着重强调学生思路的梳理

和展示，教师也可由此对学生的学习情

况做初步评价，了解学生是否对以往所

学习的“反应类型”、“氯气的相关性

质”掌握到位。学生根据所学从理论层

面上给出可能性并根据推理进行初步判

断，提出猜想，回到科学探究的课堂组

织主线上。 

 

（三）实验探究，验证猜想 

时间分

配 
师生活动 设计意图 

10 s 

【教师引导】 

实验设计立足于检验氯气存在与否。 

问题：如何检验氯气的存在？ 

教师的适当引导可以给学生一些启

发作用，避免思考方向偏斜，将实验设

计的中心落到“氯气的性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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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in 

 

【课堂反馈】 

回顾氯气的性质 

（1）物理性质：颜色为黄绿色 

（2）化学性质：与水反应生成次氯酸 

               湿润的氯气有漂白性 

（3）生物毒性 

 

【紧扣性质，设计方案】 

 

将科学探究中的实验设计与氯气的

性质回顾相结合，充分发挥氯气作为认

识结果为后续认识活动提供参照和依据

的价值。 

同时结合氯气的性质修正实验设计

中存在的问题，完善实验设计的同时，

也借此向学生传达化学实验“严谨”

“安全”“绿色”的理念 

3 min 

【装置搭建、装置介绍】 

学生根据实验设计分析和教师现场给出的实

验仪器进行装置搭建。 

教师抽取其中一组学生对实验装置各部分进

行简要介绍。 

【预测现象】 

实验开始前让学生预测可能出现的现象。 

【进行实验】 

学生观看实验操作视频，仔细观察并记录好

实验现象。 

【实验证据，严密推理】 

将实验现象与氯气的性质一一对应，将观测

到的现象转化为实验证据进行严密的推理。 

【串联证据链】 

将理论证据和实验证据进行整理。 

【得出结论】 

猜想正确，毒气是氯气。 

案件中发生的主要反应应是氧化还原反应。 

【方程式书写】 

充分发挥学生在化学实验探究中的

主体地位，培养学生的化学实验能力。

应用POE教学策略，引导学生进行证据

收集和推理。本环节将实验探究、理论

推导、符号表征三者结合起来，在科学

探究的教学主线下渗透“证据观”、

“实验观”，培养学生严密的逻辑思

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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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线桥展示反应中的电子转移情况。 

学生根据质量守恒、元素守恒等手段补充配

平化学方程式。 

（四）生活扩展，课堂小结 

时间分

配 
师生活动 设计意图 

40 s 

【新闻素材，呼应情境】 

意识到化学知识在生活中的重要应用。 

在课堂教学中渗透化学学科价值，

让学会生认识到化学对于生活的重要意

义。鼓励学生学好化学，在生活中用好

化学知识，建立起“化学生活观”。 

1 min 

【课堂小结】 

梳理本节课科学探究顺序和重点探究步骤。 

回顾反应现象及反应方程式。 

 

整理本节课的知识点，构建知识网

络。本节课是在对“氯元素”这一小节

的基础上进行扩展补充的课程，通过课

堂小结能帮助学生再次理清本章节知识

的重难点，提炼明确科学探究和证据推

理的一般思路。 

30 s 

【布置作业】 

（1）课后习题 

（2）思考：稀盐酸与次氯酸钠溶液的反应是

何种类型的反应？设计探究方案进行探究。 

课后作业呼应课堂教学内容的同

时，通过同种类型的问题探究，培养学

生的科学探究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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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板书设计 

 

 

十、教学评价 

评价方法： 

• 课前线上预习题以思考题形式评价学生的预习效果    

• 课堂观察了解学生的听课状态和效果；课堂问答及时反馈点评 

• 导学案填写情况评价学生课堂学习情况 

评价量表： 

基本要求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评价结果 

A B C 

1.教学目标 
（1）科学性    

（2）适切性    

2.教学过程 

（3）张弛有度    

（4）学生参与    

（5）有效有序    

（6）关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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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参考文献 

3.教学氛围 
（7）师生关系    

（8）课堂气氛    

4.教学效果 

（9）知识技能达到要

求 
   

（10）探究问题的积极    

（11）问题解决有效    

教学特色（发展性）： 

 

教学不足（改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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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教材截图《富集在海水中的元素——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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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课堂导学案 

《浓盐酸与次氯酸钠溶液的反应》导学案 

1、 学习重点：浓盐酸与次氯酸钠溶液反应的反应类型及气体产物探究。 

2、 学习难点：从理论层面对此反应的反应类型进行分析。 

 

活动线 探究线 

一、 生活细节，回归化学 一、提出问题 

任务 1、阅读产品说明书，找出本案中所涉及反应的反应物。 

酸性洁厕液：             

漂白液：                 

 

毒气的主要成分是什么？ 

二、 联系旧知，理论分析。 二、 作出假设 

任务 2、补充完成反应方程式。（HCl+NaClO——？） 

提示：可从反应类型进行切入思考 

毒气的主要成分是：        

思考以下三个问题： 

①你的分析思路是什么？ 

②以上这条反应方程式属于哪一类反应类型？ 

③反应方程式中涉及到的气体是？ 

 

简述分析思路： 

反应类型推测： 

涉及气体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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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性质回顾，实验设计。 三、设计实验 

任务 3、回顾氯气的性质，寻找可作为检验指标的性质。 

 

 

 

简要描述实验装置的组成。 

对实验现象进行预测。 

 

四、 现象记录，搜集证据。 四、进行实验 

实验现象记录： 

 

 

五、 串联证据，结案陈词。 五、得出结论 

结论： 

反应方程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