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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目前单元复习课的现状以及新课程标准提出的新课程理念,分析了近几年高考卷对金属
及其化合物的考查所占分值情况,设计结构化单元复习思路,提升学生对知识的整体掌握,促进知识结
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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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依据其内在联系,对该部分内容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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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一个整体的、系统的知识结构框架。

合物可以实现彼此间的相互转化,对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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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复习要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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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历年高考卷中金属及其化合

促进学生对知识的记忆速度,形成系统

物知识考查点以及本章内容在教材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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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地位分析,金属及其化合物是对元素

金属及其化合物的知识,从横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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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的角度对知识掌握后,还要从纵向

单元知识点与我们的生活有着密切的联

的角度进行挖掘。金属及其化合物的性

系,也更加符合化学知识来源于生活,应

质决定了它们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进相

用知识回归到生活的教学理念。金属及
其化合物的复习要点主要包括三个方
面：①金属及其化合物的相关性质；②
金属及其化合物间相互转换关系；③用
途广泛的金属材料。

3 金属及其化合物单元复习课
结构化设计
单元复习是学生在学习完一章内容
后对所有知识进行的一个总体性的掌握,
学生虽已对本章知识进行过学习,但对
知识的掌握还处于零散、无法建立联系
的状态。此阶段的学生对化学知识的学
习虽已不像初中刚接触化学时的无力,
但也有一定的困难。所以掌握学习方法
远比掌握知识来的更为重要,掌握了学
习方法学习难题也就迎刃而解。将单元
复习内容进行结构化设计进行教学,一
方面可以逐步培养学生学习能力,促进
知识结构化,另一方面也可以落实2017
年版课程标准提出的“在教学内容的组
织上重视教学内容的结构化,才有利于
利于促进学生从化学学科知识向化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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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核心素养的转化 ”的教学理念。鉴
于新课标要求以及学生实际需要,对复
习内容进行结构化设计,切实提升课堂
复习效率。

图1

金属及其化合物内容知识结构图
在金属及其化合物进行单元复习

内容上,按照模块分类,分别给出金属
单质、金属化合物两个知识模块。首先
对金属单质的化学性质进行一个大致
的整理与归纳,然后在此基础上再归纳
出金属氧化物、金属氢氧化物与盐的相
关知识。用对比、联系的观点总结各金
属化合物的共性与特性,通过不断地进
行梳理,不断地进行知识扩展,逐步完
善知识结构图,在理清各知识点关系的
同时,还可形成完整的知识框架,提升
结构化意识。
对金属材料的选择,首先我们要明
确金属材料除了金属单质以外,还包括
他们的合金。合金的性质使我们了解合
金的一个关键所在。除此之外,合金作为
一种对高新技术发展的重要资源,我们
在选择上还要考虑其价格以及是否环
保。合金种类很多,常见的有铜合金、钢
等。以此思路设计知识结构图,让学生在
复习掌握知识、明白各知识间内在联系
的同时,还能进一步加深对“结构决定性
质、性质决定用途”的理解。
3.2认识思路的结构化设计

互转换。通常对于金属及其化合物之间
转换关系的分析,多是采用书写化学方
程式、死记硬背的形式来记住他们之间
的转换要点。因此,在进行该单元知识复
习时,根据学生对该章内容的认识思路,
以化学方程式的书写作为基础,以金属
单质为出发点,理清各转换关系的同时,
构建如图3所示的知识网络图。清晰地展
示出各反应物、生成物及反应条件,从零
散到整体,形成一个系统、整体的结构框
架,以结构化设计促进素养发展。

4 结论
教学内容的结构化既是实现知识
向素养转化的有效途径,也是促进学生
知识结构化的教学策略。教师在复习教
学中要以学生为中心,依据知识结构的
特点以及学生的实际情况,对教学内容
进行结构化设计,进行结构化教学,提
升课堂复习效率的同时,促进学生知识
结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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