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单元  走近科学 

 

单元介绍 

一、教学目标 

1.科学知识 

·知道人有眼、耳、鼻、舌和皮肤五种感觉器官。 

·认识物体有颜色、形状、气味、味道、表面粗糙程度、软硬等特征。 

·可以根据物体的外部特征如颜色、形状、气味等进行简单分类。 

2.科学探究 

·能用感觉器官对物体进行观察； 

·能识别并描述出物体的颜色、形状、气味、味道、表面粗糙程度、软硬等特征。 

·能根据物体的颜色、形状、气味、味道、表面粗糙程度、软硬等特征进行分类。 

3.科学态度 

·能对自然现象保持好奇心和探究热情，乐于参加观察等科学活动。 

·能在观察活动中克服困难，认真完成预定的任务，积极地参与交流和讨论。 

4.科学•技术•社会与环境 

·人类可以利用科学技术利用和改造自然，让生活环境不断得到改善。 

 

二、单元主要内容 

1.内容简介 

本单元是小学科学课程的起始单元。作为起始单元，需要引导学生产生对科学课的学习

兴趣，了解科学课的学习内容和基本方法，并且初步学习和运用最基本的科学学习方法——

观察法、比较法。 

本单元设计了如下三课，包括第 1 课、第 2 课和第 3 课。 

第 1 课是《科学真有趣》。本课是小学科学的绪论课，也是小学生第一节正式的科学课。

本课要有足够有趣的活动吸引学生，使学生产生对科学学习的兴趣，对科学问题想知道究竟

的强烈好奇心。本课的第一个活动是通过学生参与有趣的科学活动，使学生产生惊奇感受和

疑问。然后再介绍科学课是学什么的，会用到哪些学习方法。让学生知道在以后的学习中怎

样进行科学活动的，知道在科学活动中要注意安全。 

第 2 课是《袋子里面有什么》。本课设计了一个需要学生运用多种感觉器官进行判断的

解暗箱活动。通过教师的引导，使学生比较全面地认识人的五种感觉器官及其功能。通过活

动，使学生理解用眼观察是最常用的观察方法。除此之外，可以有选择地、有序地运用其他

感觉器官进行观察。要使学生认识到，在运用各种感觉器官进行观察时，要保护自己的感觉

器官。 

第 3 课是《相同与不同》。本课是在学习了运用感觉器官进行观察的基础上对物体的外

部特征如颜色、形状、气味、味道、表面光滑粗糙、软硬等，进行有顺序地观察与描述。在

观察和识别物体外部特征的基础上进行比较和分类，主要是比较物体外部特征的不同与相

同。在学习描述的过程中，可以帮助学生学会用一些形容词语来丰富自己的描述，从而提高



学生的感知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单元课时安排 

课名 实践活动 课时建议 

1．科学真有趣 •破解“钓鱼游戏”的奥秘 

•怎样快速从水中取出曲别针 

•走进科学教室 

1 

2．袋子里面有什么 •怎样知道袋子里有什么 1-2 

3．相同与不同 •观察水果 1 

 

2.单元概念关系图 

 

二、单元评价建议 

可以参考下列评测量表对单元教学目标的达成情况进行评价。 

1.科学概念发展评价 

    可以通过发言、小组讨论、个别交流、完成学生活动手册等方式来评价学生的概念发展。 

评价内容 
评价标准 

优秀 良好 及格 

知道人有眼、耳、鼻、

舌和皮肤五种感觉器

官 

能自己说出人有眼、

耳、鼻、舌和皮肤五种

感觉器官 

在教师引导下，说出

人有眼、耳、鼻、舌和

皮肤五种感觉器官 

在教师指导下，知道

人有眼、耳、鼻、舌和

皮肤五种感觉器官 

认识物体有颜色、形

状、气味、味道、表面

粗糙程度、软硬等特

征 

能说出物体的颜色、

形状、气味、味道、表

面粗糙程度、软硬等

多个特征 

能描述说出状、软硬

等 3～4 个特征 

能说出物体的颜色、

形状等 1～2 个特征 

知道可以根据物体的

外部特征如颜色、形

状、气味等进行简单

分类 

知道可以根据物体的

颜色、形状、大小、气

味、表面粗糙程度等

特征对水果和其他物

知道可以根据物体的

颜色、形状、大小、气

味等 2～3 个特征对

水果和其他物品进行

知道可以根据物体的

颜色、形状等某 1 个

特征对水果和其他物

品进行简单分类 

人有五种感觉器官，是帮助我们进行观察的好帮手（第 2 课） 

科学课的学习主要采用观察、实验、

制作和测量等方法（第 1 课） 

科学是有趣的，我们的身边处处有科

学（第 1 课） 

可以运用五种感觉器官观察比较物体

(第 3 课) 

可以运用五种感觉器官在比较的基础上为物体分类

（第 3 课） 



品进行简单分类 简单分类 

2.科学探究能力发展评价 

可以通过发言交流、动手操作、教师观察、学生活动手册完成情况等方式来评价学生的

能力发展。 

评价 

内容 

评价标准 

优秀 良好 及格 

能用感觉器官对物

体进行观察 

能有意识地用五种感

觉器官对物体进行观

察，正确说出观察结

果 

能用三四种感觉器官

对物体进行观察，正

确说出观察结果 

能用眼、手（皮肤）等

一两种感觉器官对物

体进行观察，说出观察

结果 

能识别并描述物体

的颜色、形状、气味、

味道、表面粗糙程

度、软硬特征 

能识别并描述物体有

颜色、形状、气味、味

道、表面粗糙程度、

软硬等特征 

能识别并描述物体有

颜色、形状、软硬等

2～3 个特征 

能识别并描述物体有

颜色、形状等 1～2 个

特征 

能根据物体的颜色、

形状、气味、味道、

表面粗糙程度、软硬

等特征进行分类 

能根据物体的颜色、

形状、气味、味道、表

面粗糙程度、软硬等

多个特征进行分类 

能根据物体的颜色、

形状等 2～3 个特征

进行分类 

能根据物体的颜色、形

状等某 1 个特征进行

分类 

3.科学态度评价 

可以通过学生的言谈举止、探究过程、教师观察、个别交流等方法来评价学生的能力发

展。 

评价内容 
评价标准 

优秀 良好 及格 

能对自然现象保持

好奇心和探究热情，

乐于参加观察等科

学活动 

表现出对自然现象有

很强的好奇心和探究

热情，主动、积极参

加观察等科学活动 

能积极参加观察等科

学活动 

能参加观察等科学活

动 

能在观察活动中克

服困难，认真完成预

定的任务，积极地参

与交流和讨论 

能在观察活动中克服

困难，认真完成预定

的任务，积极、主动

地参与交流和讨论 

能在观察活动中认真

完成预定的任务，积

极参与交流和讨论 

基本能完成预定的任

务，能参与交流和讨论 



四、单元页介绍  

 

 

 

（一）内容说明 

单元页大图为我国自主研发的空间实验室——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右）与神舟十一号

飞船（左）交会对接的情景。图中像翅展开的结构为太阳能电池板。神舟十一号飞船正在对



接的部位为轨道仓，中间部位为返回仓，后部为推进仓。单元页右测三图分别展现了机器人

做家务、儿童玩小风车、蜥蜴伸出长舌捕食的情景。 

单元页的图寓意小学科学课程包括物质科学、生命科学、地球与宇宙科学、技术与工程

等领域的内容。单元页的图可以使学生感受到生产生活中处处有科学，从而产生对科学学习

的兴趣。天宫二号与神舟十一号飞船交会对接图还可以使学生感受到我国航天科技的高度发

展，产生对我国高度发展的科技水平的自豪感。 

（二）使用建议 

在小学生第一节科学课的起始，让学生观察单元页的图，然后提问：你知道图上有哪些

内容？在学生表达了他们从图上看到的信息后，简单向学生介绍这些图，然后告诉学生：科

学技术已经渗透到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对我们生产生活水平的提高作出了很大贡献。

科学课是一门非常有趣的课程，即将为我们解释很多科学技术的问题，帮助我们学习到很多

科学技术知识。让我们一起学习科学课，探索科学技术的奥妙吧。 



1  科学真有趣 

 

一、教学目标 

 激发学生对科学的兴趣，使学生从第一节课开始就喜欢科学课。 

 使学生初步了解科学学习的方法，了解观察、实验、制作、测量等是科学学习的方

法。 

 

二、教学内容 

本课是小学科学课程的绪论课，分为三个科学实践活动。第一个活动是 “破解‘钓鱼

游戏’的奥秘”，这一活动使学生认识到科学充满了神奇，科学充满了趣味。  第二个活动

是“怎样快速从水中取出曲别针”，通过做这个实验，让学生体验科学的奥妙，激发科学学

习的兴趣。这个活动不需要让学生说出为什么磁铁能隔着物体吸引东西，只是让学生体验一

下科学实验。第三个活动是“走进科学教室”，让学生了解科学学习离不开科学探究的实践

活动，在科学探究中经常要用到观察、实验、制作、测量等学习方法。 

 

三、教学准备 

（一）教师准备 

1.每组一套“钓鱼”游戏材料：“钓勾”带磁铁的“鱼竿”；“小鱼”，有的“小鱼”中间

藏有能被磁铁吸引的东西，如小铁片、能被磁铁吸引的硬币。 

2．每组一只烧杯、几个曲别针、磁铁。 

3.有趣的科学现象图片，学生进行各种科学学习活动的场景照片。 

（二）学生准备 

学生活动手册、铅笔等。 

 

四、安全注意事项 

1. 让学生熟悉教室环境，初步了解教室里的陈设，并让学生知道教室里的哪些物品容

易破碎，哪些仪器设备容易发生危险，让学生不要随意去触碰这些物品。 

2. 在进行“钓鱼游戏”时，要求学生不能争抢，使用“鱼竿”时不要打到他人。 

 



五、课文说明 

 

 

 

 

 

课页是“钓鱼游戏”的场景。这一活动

旨在引发学生的兴趣。通过让学生思考“哪

些‘小鱼’能被钓起来”这一问题，引发后

续科学实践活动。本课是学生学习科学的起

始课，用学生已经玩过或知道的游戏引入，

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科学实践活动第一步展示的是一个“鱼

竿”和“鱼钩”的放大图片，让学生观察“鱼

钩”，看看它是用什么做的。 

 

 

 

上半页展示的是几条“小鱼”，要求学生

认真观察能被钓起的“小鱼”里面有什么东

西。通过观察，能看到“小鱼”里面有硬币（该

硬币能被磁铁吸引）。 

 

 

下半页展示的是另一个科学实践活动。

学生根据上面的活动知道磁铁能吸金属，这

里希望学生运用这一道理，想办法用磁铁把

水中的曲别针隔着杯壁取出来。 



 

 

本页呈现了一张科学教室内景图和 4张

探究活动图。 

可以运用教室内景图进行科学教室特点

的教学。告诉学生，科学教室与其他教室的

座椅安排和布置不一样，体现了科学学习的

特点：在科学实践过程中学习；以小组为单

位进行探究性学习。 

4张探究活动图可以让学生认识到观

察、实验、制作和测量等是在科学探究实践

中经常进行的活动。 

 

六、教学流程 

 

 

 

 

 

 

 

 

 

 

 

 

 

七、 教学建议 

教学过程 教学说明 

（一）走进科学教室 

1. 熟悉教室环境 

把学生带进科学教室，向他们介绍科学教室里的各

种仪器和设备。可以让学生离开座位看一看，再回到座

位继续上课，进行下面的教学活动。 

2． 分组学习 

科学课的学习主要以小组合作的方式进行。进入科

学教室后，将学生分组，按小组的形式坐好。如果学生

 

这一环节也可以在课前。利

用课余时间先让学生参观科学

教室，学生熟悉教室环境。 

 

 

按异质分组，即不同性格、

不同性别的学生分为一组。一般

走进科学教室，熟悉教室环境，进行分组 

进行“破解‘钓鱼游戏’的奥秘”活动  

做“怎样快速从水中取出曲别针”的活动  

了解科学学习的方法 

阅读单元页，了解身边处处有科学 



之间不熟悉，可以让他们互相介绍，使学生知道小组同

学的名字。 

（二）了解身边处处有科学 

在分好小组、学生在座位上坐好后，教师运用单元

页的内容进行教学。 

谈话：今天是第一节科学课，让我们一起走近科学。

科学是非常有趣的，我们的身边到处有科学。 

教师出示一些有趣的科学现象图片，与学生一起根

据这些现象提出问题，并引发学生思考。如教师展示航

天图片并提问：我国的神舟飞船是怎样飞上天的？ 

教师展示一些动物的照片，提问：你知道哪些动物？

它们有哪些本领？…… 

总结：在我们的身边，有很多科学奥秘等待着我们

去探索！ 

（三）体验科学活动 

    1.做“钓鱼游戏” 

谈话：要想揭开这些科学事物神秘的面纱，就要做实

验。下面我们来做一个“钓鱼游戏”。 

请一位同学到讲台玩“钓鱼游戏”。 

提问：鱼竿上的“鱼钩”是用什么做的？仔细观察。

能被钓上来的“鱼”里面有什么？打开看看。 

2.做“怎样快速从水中取出曲别针”的实验活动 

谈话：大家觉得刚才的活动很有趣吧？想不想自己也

做一个有趣的实验活动呢？ 

教师给每组学生分发一个烧杯、几枚曲别针。让每

位学生想一想，怎样根据要求快速地把水中的曲别针取出

来。然后学生进行实验。 

(四)怎样学习科学课 

谈话：科学是那么的神奇，让我们一起在今后的科

学课堂上一点儿一点儿地揭开它们神奇的面纱。那么，

我们如何进行科学课的学习呢？ 

1.了解科学学习的常用方法 

教师适时出示一些照片，如学生在提问、观察、实

验、考察、制作、查资料、讨论等。告诉学生，在以后的

科学学习中，也要用到这些方法。 

2.小组成员进行分工 

谈话：小组合作学习是我们科学学习的一个主要形

式。每个同学都有优点，大家应该互相学习优点，互相促

进，为小组活动贡献自己的智慧。 

让各学生小组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分工，除了要指定

材料员以外，还可以有操作员、记录和汇报员、噪声控制

员等。 

    让学生知道，每隔一段时间，小组内的分工甚至小组

成员会进行调整，这样大家可以有机会了解他人的责任，

4 位学生为一组。如果班级人数

较多，也可以 5～6人一组。 

 

如果教学时间不够，这一环

节可以略过，直接进行下面的科

学体验活动。 

 

 

教师出示的科学现象图片，

可以是单元页上的图片，也可以

是其他的科学现象的图片。 

 

 

 

本环节教师也可以用“喷泉

实验”引入，然后让学生做“紫甘

蓝变色”实验。这样的安排也可以

达到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效果。 

 

 

如果条件允许，可以每组进

行“钓鱼”游戏活动。 

 

 

 

本环节可以问学生：你们在

语文课、数学课上是怎样学习

的？科学课也与语文课、数学课

一样吗？最后，教师讲解如何上

科学课。 

 

 

教师可以准备一些工作徽

章，在学生小组的组员们分好工

后，发给学生。 

 

 

 

科学课的安全教育是必要

的。在本环节中可以进行实验室

的安全教育。 



有机会与更多的同学合作。 

3.提出纪律要求 

教师提出一些科学学习中的纪律要求。例如，科学

虽然很有趣，但是大家在学习科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

全；在其他同学发言的时候，要注意倾听；不要到处走

动，不要乱用仪器，以免造成伤害，等等。 

 

八、 学生活动手册使用说明 

 

 

学生在进行体验科学实验活动中，

可以用学生活动手册进行记录。 

 

在进行“破解‘钓鱼’游戏的奥秘”

活动时，先让学生对“鱼钩”和“小鱼”

里面有什么进行猜想，把自己的猜想记

录在手册上。然后打开鱼钩和小鱼，观

察里面有什么物体。根据观察，说出自

己的结论。 

 

 

 

在进行“怎样快速从水中取出曲别

针”活动时，让学生把实验方法和实验

过程用图示的方法记录下来。 

 

九、参考资料 

小喷泉实验 

小喷泉实验的要点是：玻璃管上端口为尖嘴，玻璃管与胶塞、胶塞与烧瓶口之间要密封；

烧瓶内的水约三分之一，红色；浇洒的水要热，水浇在烧瓶内液

体以上的部位，即加热液体以上的空气。 

小喷泉实验是利用空气热胀冷缩的原理设计的。当向烧瓶浇

洒热水的时候，烧瓶内空气受热膨胀。由于烧瓶口是密封的，致

使烧瓶内空气的压力增大（大于大气压力），迫使空气下面的液

体沿玻璃管喷出。浇洒的水越热，烧瓶内空气压力越大；玻璃管

越细、喷嘴越小，喷泉喷得越高，甚至高达 1～2米。 

当烧瓶内的水快喷尽（必须还有一些水）的时候，用手指把

喷嘴堵住，将装置倒立，将喷嘴向下插入盛有红水的杯内，又可

见杯内的水进入烧瓶。如果烧瓶内玻璃管的这一端也是尖嘴的，

可在烧瓶内又形成一个小喷泉。这是因为空气冷却收缩了，再加

上烧瓶内已经喷出了很多水，烧瓶内空间的物质减少了，致使烧

瓶内空气压力减小（小于大气压力），杯内的水便在大气压力的

作用下进入烧瓶。 



 

紫甘蓝汁的制取 

紫甘蓝汁有类似石蕊试剂的作用——遇酸性物质变成粉红色，遇碱性物质变成绿色，遇

中性物质不变色，因此可以用作酸碱指试剂。有类似紫甘蓝汁这样性质的植物很多。例如，

紫萝卜皮、牵牛花瓣、月季花瓣，等等。不同植物的汁液遇酸、碱变色的情况会略有不同，

需要通过实验确定。 

紫甘蓝汁的简便制取方法如下。 

1. 将紫甘蓝叶剪成小块，放入研砵，加入少许水，将叶研碎。 

2. 往研砵中倒入温水，搅拌，使水成紫红色的紫甘蓝汁。 

    3.在一个大烧杯上蒙上纱布，将研钵中的紫甘蓝汁经纱布过滤后进入烧杯中，即得到

实验用的紫甘蓝汁。 

 

 



2  袋子里面有什么 

 

一、教学目标 

•认识人体有五种感觉器官——眼、耳、鼻、舌、皮肤，使人具有视觉、听觉、嗅觉、

味觉、触觉等感觉。 

•知道观察法是认识周围事物、进行科学探究的基本方法，是科学课上经常要用到的最

基本的方法；知道感觉器官是帮助我们观察的器官。 

•具有安全有序地运用感觉器官进行观察的意识。 

•能够认真地听取同学的发言，积极参与小组讨论。 

 

二、教学内容 

观察是科学课学习伊始最主要的学习内容之一。要进行观察就离不开人的感觉器官，只

有调动多种感觉器官进行认真、有序的观察才能获得许多有价值的信息。 

本课的实践活动由三个环节组成。 

第一个环节是不打开袋子，用听、闻、摸的方法初步辨别袋子里有什么物体。 

第二个环节是打开袋子，用眼观察袋子里有什么，与前面用手摸、用耳听、用鼻闻辨别

出的物品进行确认。 

第三个环节是用舌尝，辨认出两个塑料袋里的白色颗粒是什么。 

通过这个活动，让学生认识到人有一些感觉器官，可以帮助我们进行观察，辨识物体。

最后归纳出五种帮助我们感知的器官：眼、耳、鼻、舌、皮肤。 

 

三、教学准备 

（一）教师准备 

每组一个布袋，布袋里装有铃铛、苹果、橘子、香皂、食盐（用食品袋装）、糖（用食

品袋装）、一小瓶白醋（瓶盖要盖严）等。 

（二）学生准备 

学生活动手册、铅笔等。 

 

四、安全注意事项 

1.在学生进行尝袋子里的白色颗粒时，要提醒学生，对不认识的物品不能随便用嘴尝。 

2.在让学生用鼻闻气味时，要教给学生扇闻的方法。告诉学生不能直接用鼻对着物体闻，

养成扇闻的好习惯，可以有效预防因用鼻子直接闻不认识的物体而导致中毒情况的发生。 



五、课文说明 

 

课页图是一个袋子放在桌子上，袋子里

装有一些物品。提出问题：“不打开袋子，能

知道里面有什么吗？”引发学生思考，怎样才

能知道袋子里有什么？指向如何进行观察。 

 

 

 

下半页展现的是科学实践活动的第一个

环节。第一张图展现的是学生在听袋子里有

什么。第二张图展现的是学生在闻袋子里什

么。第三张图展现的是用手摸袋子里有什么。 

 

上半页展现的是在用耳听、用鼻闻、用手

摸之后打开袋子，展示袋子里的东西。然后，

进一步用眼观察，看看前面观察的是否正确。

在这些物品中有两小袋可食用的白色细小颗

粒，用眼无法辨别出是什么，从而引出下面的

观察——用舌尝。 

 

中部呈现的是一个学生在尝食品袋里的

白色颗粒。通过用舌尝，辨别出它们分别是白

糖和食盐。 

 

 

最后提出一个问题：观察，我们用到了哪

些感觉器官？意即通过前面的观察，让学生

归纳出人有五种感觉器官。 



 

 

 

本页是在认识了人有五种感觉器官后的

拓展与应用。 

上半页呈现的是两组容易产生视觉差的

图形。用眼观察两组竖线，感觉一组图中两条

竖线不一样长。用尺子量，这两组竖线是一样

长的。这说明工具能帮助我们准确观察。 

 

下半页展示的是显微镜和听诊器的使

用，它们是我们帮助拓展视觉和听觉的工具。

使学生认识到，运用工具能帮助我们观察，增

强观察能力。 

 

 

六、教学流程 

 

 

 

 

 

 

 

 

 

 

 

 

 

 

 

 

 

 

想一想，不打开袋子，用什么方法来辨别袋子里的物品 

用听、闻、摸的方法，辨别袋子里有什么物品 

打开袋子，用眼观察，识别袋子里有哪些物品 

尝一尝，区分塑料袋子里可食用的白色颗粒 

归纳用到了哪些器官进行观察 

知道工具可以帮助我们观察  



七、教学建议 

教学过程 教学过程 

（一）提出和聚焦问题 

    用课页引入教学。根据课页提问：不打开袋子，能

知道里面有什么吗？ 

让学生思考用什么来进行观察。然后分别请不同

的学生回答。在学生回答的基础上，进入下一环节。 

（二）展开探究活动 

   1.用耳、鼻、手感知物体 

    教师拿出一个装有各种物品的布袋。提问：不打开

袋子，怎样知道袋子里面有什么？ 

有学生提出办法后，让各组学生试一试： 

 用耳听，能听到什么？在学生活动手册上记录

下来； 

 用鼻闻，能闻出什么？在学生活动手册上记录

下来； 

 用手摸，把摸到的物品记录在学生活动手册

里。 

2.用眼看 

打开袋子看一看，确定我们辨认的是否正确。把看

到的物品记录在学生活动手册上。 

3. 用舌尝 

袋子里还有两个塑料袋，里面分别装的是食盐和白

糖。学生通过看、摸、闻、听等方法都无法辨别它们。

教师提示学生这些白色颗粒是可以食用的，所以可以尝

一尝。 

提问：刚才这几位同学用到了哪些器官？ 

学生可能会说到用鼻闻、用手摸、用耳听，用眼看，

用舌尝。 

教师把这些感觉器官的图片贴在黑板上，引导学生

归纳出五种感觉器官。 

（三） 安全教育 

提问： 

 如何安全地运用我们的感觉器官？ 

 你能轻易用手摸物体吗？ 

 你能轻易尝味道吗？ 

 你能靠得很近闻气味吗？ 

告诉学生，随意用手摸，有可能摸到坚硬、尖锐的

物体而伤到手。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我们才能用舌尝

味道；有的气味太浓烈或者有刺激性，要用手扇的方法，

闻到少量的气味就可以了。 

接着演示用手扇闻气味的方法：拿一杯有气味的可

食用液体，如醋、橙汁等。教师演示闻的方法。每组取

一杯白醋，练习这种方法。 

 

引导学生可以用手摸、用

耳听，还可以用鼻闻，这些都

是辨别物体的方法。在学生知

道了可以用哪些感觉器官辨别

物体的基础上，进行下一步的

活动。 

 

    在这个活动环节，教师也

可用纸箱来装物品。让学生进

行解暗箱活动。 

   

 

 

 

  在用手摸的时候，教师可以

提出把手伸进袋子里摸，但不

能打开袋子看。 

 

 

 

    在本环节，要告诉学生，

塑料袋里装的白色颗粒是可以

吃的。但是对于不知道的物

品，不能随便尝。 

 

 

 

 

   这里的安全教育，可以根

据时间来安排。如果在前一环

节中已经对学生进行了不能随

便尝物体的教育，这里可以不

涉及。 

 

 

 

 

 

 

 

 



(四)巩固与拓展 

谈话：眼、耳、鼻、舌、手是我们学习科学的五个

好帮手。它们可以帮助我们进行观察。但是，只用这五

种感觉器官我们就能实现准确观察吗？ 

接着，可以选择性地进行如下教学。 

1.让学生观察教科书第 9页中的两组竖线，说一

说每组中哪一条线更长。等学生回答后再让学生用直

尺量，会发现结果是一样长的。引导学生认识到，只

用五官观察，有时是不正确的，还需要借用工具进行

观察。 

2.提问：如果观察很小的物体，肉眼能看到或看

清吗？有什么办法？ 

出示显微镜图片，引导学生认识到，显微镜可以

帮助我们看到肉眼看不到的物体。 

3.展示听诊器，问学生这个能帮助我们做什么。 

总结：工具能帮助我们观察，提高观察能力。 

 

 

本活动环节可以根据教学

时间进行选择性教学。 

 

八、学生活动手册使用说明 

 

 

学生在进行“怎样知道袋子里有什

么”活动时，可以用学生活动手册进行

记录。 

这里用图示的方法呈现了五种感觉

器官。学生在进行活动时，将用不同感

觉器官观察到的物体记录在方框中。可

以用写字、拼音或画图的形式记录。 

 

九、参考资料 

眼能发现什么 

通过眼的摄像作用，可以了解物体的很多性质。 

（1）颜色 最基本的颜色有红、橙、黄、绿、蓝、靛、紫、黑、白，等等。我们实际看

到的颜色种类要比这多得多。其中，每一种基本的颜色都可以有很多的变化。例如，红色系

列中有大红、玫瑰红、桃红、朱红、橙红等；蓝色系列中有藏蓝、普蓝、海蓝、天蓝等。有

的物体的颜色是一种单纯的颜色，有的物体的颜色是由几种颜色组合而成的。 



（2）形状 是由物体外部的线条和面构成。有些物体的形状呈规则的几何形状，如球形、

半圆形、月牙形、三角形。有些物体的形状不是规则的几何形状，但也会呈现为各种各样特

有的形状，如掌形、羽形、伞形等。有些物体的形态是由几种形状组合而成的，如一株植物、

一个动物等。 

（3）物体的运动状态 包括运动或静止、运动的方向、运动的快慢、运动方式，等等。 

（4）物体的远近 同一物体，距离观察者越近显得越大，越远显得越小。 

（5）光泽 物体发出的或反射的光的强弱。 

（6）物体的其他特征 物体的大小、高低、长短、宽窄、薄厚、粗细等特征。 

耳能发现什么 

耳能发现各种物体发出的声音在音量、音调、音色方面的一些性质，此外，还能区分乐

音和噪音。音量是指声音的大小；音调是指声音的高低；音色是指声音的特色。各种物体发

出的声音都有其特色。例如，金属、玻璃、木头、塑料在碰撞中发出的声音是有特色的。 

运用耳可以识别很多发声的物体，在看不见观察对象时尤为重要。例如，倾听树林中鸟

儿的鸣叫，搜寻蟋蟀。 

鼻能发现什么 

很多物体都能发出一些特有的气味，这些气味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香味——水果、鲜花、饭菜、橙汁等发出的气味。 

臭味——污泥、沼气、腐败的食物等发出的气味。 

腥味——鱼、虾、蟹、海水、血等发出的气味。 

膻味——牛肉、羊肉、羊奶等发出的气味。 

臊味——尿、某些动物发出的气味。 

刺激气味——这是一些使人闻起来感到很难受甚至会窒息的气味。例如，煳味，盐酸、

氨水、硫黄、农药等发出的气味。 

其他气味——葱味、蒜味、花椒味、大料味、中药味、酱味、薄荷味等。 

由于不同的物体常能发出不同的气味，在生产、观察、实验、生活中，可以通过用鼻闻

来鉴别某种物体是否存在、某种现象是否发生。 

舌能发现什么 

舌负责尝。物体的味道大致可以分为：甜味、酸味、咸味、苦味、辣味、涩味。舌也能

感觉食物的冷热。 

在观察物体时一定要谨慎地运用舌，不要随便品尝物体的味道，以免受到有毒物质的伤

害。 

手（皮肤）能发现什么 

在手的皮肤和皮下部分，分布着很多神经末梢，能接收周围事物发出的多种信息，从而

使人了解物体的很多性质：冷热、光滑与粗糙、柔软与坚硬、弹性、黏性、轻重，等等。此

外，手还有特殊的感觉——痛觉，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外界物体的性质。 

有顺序地观察 

观察的顺序通常是根据观察的内容和观察对象的具体情况来确定的。 

在观察物体的性质时，可以先观察物理性质，然后再观察化学性质。在观察物理性质时，

通常又可以按照一看、二听、三嗅、四摸（或捏、压、揉、掂）、五尝的顺序进行。 

在观察物体的形态构造时，通常是按照物体各部分的排列顺序，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从前到后、从外到里地进行观察。 

在观察物体的变化时，通常是按照时间的顺序进行观察，这样可以了解物体的大体变化

过程。例如，要观察植物在一年中的生长变化，可以从春季发芽开始，依次观察它们在春、

夏、秋、冬四个季节中的生长情况；要观察太阳的方位和高度在一天中的变化，可以从日出



开始，每隔一段时间进行一次观察，直到日落为止。 

要观察一个大范围内的众多物体时，通常是把要观察的范围分成若干个小的区域，然后

一个区域一个区域地进行观察；在每个区域内，再分门别类地对物体进行观察。例如，科学

家在考察某地有哪些植物、动物、矿物时，就经常按照这种顺序进行观察。 

在观察一些暂时无法鉴别、分类或者处理杂乱无章的物体时，通常可以把物体编号，按

照编号顺序进行观察。生物学家观察采集来的生物标本、地质学家观察采集来的岩石或矿物

样品、考古学家观察挖掘出来的各种文物时，经常采用这种方法。 

 

注：参考资料内容摘自《像科学家那样观察》一书（殷志杰.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 

 



3  相同与不同 

 

一、教学目标 

 能用比较丰富、准确的词汇描述物体的一些可观察的特征，如颜色、形状、气味、

光滑与粗糙、软硬、等。 

 能按照一定的顺序对物体的特征进行观察和描述。 

 能比较物体在可观察的特征方面的不同和相同。 

 能根据物体的特征按自己的标准分类。 

 

二、教学内容 

学生在认识到我们有五种感觉器官以后，可以继续练习用这五种感觉器官观察物体，并

且学习怎样描述物体的特征。掌握了描述物体特征的方法后，学生再比较两个相似的物体，

通过有序的观察，然后有序地描述它们的不同点，再描述它们的相同点。 

本课分三个活动环节。 

第一个环节，通过运用感觉器官有序地观察一种物体如水果，描述用不同的感觉器官观

察到的物体特征，使学生认识到物体有一些可观察的特征，如颜色、形状、气味、味道、大

小、光滑与粗糙、软硬等；同时，学习描述这些特征的词汇，以丰富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第二个环节，让学生比较水果的不同。在认真有序地观察了一种水果之后，再将它与另

一水果进行比较。继续练习运用感觉器官的观察，并用恰当的词汇描述物体可观察的特征。

同时，在比较的基础上，发现物体更多的特征。 

第三个环节，根据水果的相同点把它们分一分，要求学生根据物体的相同点，用不同的

标准进行分类。 

本课训练学生用维恩图进行记录。在找不同与相同的活动中，利用学生活动手册中的维

恩图，可以帮助学生记录和梳理物体有哪些不同点，有哪些相同点。 

 

三、教学准备 

（一）教师准备 

1.每组一个托盘，托盘上放几种不同的水果（具有不同的颜色、形状、大小、表面粗糙

程度、软硬等）。 

2.积木或塑料块（具有不同的形状、颜色等）。 

（二）学生准备 

1.课前学生带几种不同的水果（具有不同的颜色、形状、大小、表面粗糙程度、软硬等）

来学校。 

2.学生活动手册、铅笔等。 

 

四、安全注意事项 

1．准备的观察材料不能有尖锐的部位。 

3．准备的水果要干净。 

 



五、课文说明 

 

 

上半页是课页。呈现的是各种各样的水

果，这些水果有不同的颜色、形状、大小、表

面粗糙程度、软硬等。 

 

 

 

 

下半页呈现的是科学实践活动。科学实

践活动的第一个环节是学生用眼看一个水果

和用鼻闻一个水果。通过看和闻，让学生描述

水果的颜色、形状和气味等。 

 

 

 

 

 

 

上半页呈现的是学生在用感觉器官对两

种水果进行比较。通过看、闻、摸等方法描述

两种水果的相同与不同。图中表现的是苹果

和西红柿，它们的形状和表面粗糙程度相同，

但颜色和气味不同。 

 

 

 

下半页呈现的是几种水果。要求根据在

上面的活动中知道的这些水果的相同点对水

果进行分组。这里没有展现按哪些相同点进

行分组，意图让学生根据自己的比较，提出按

哪些相同点进行分组。 

 

 



 

 

根据物体的颜色、形状、气味、表面粗糙

程度、软硬等特征，可以对物体进行分类。本

页呈现了分别按颜色、形状、表面粗糙程度而

进行分类的三组分类方法。这里的分类材料

有积木、卵石、鸡蛋、菠萝、网球、猕猴桃等。

教学中，可以根据学校的条件，选用其他材料

如塑料块、纽扣等进行教学。还可以根据课堂

生成情况选择进一步的活动。 

 

六、教学流程 

 

 

 

 

 

 

 

 

 

七、教学建议 

教学过程 教学说明 

（一）提出和聚焦问题 

根据课页提问，引入本课探究活动。 

•水果是我们常见的一类物体，你们观察过水果

吗？ 

•观察课本中的水果篮，能怎样描述这些水果？ 

（二）展开探究活动 

 

课页意在引导学生从颜色、形状

等方面用不同的词语来描述。 

观察一种水果 

比较不同的水果 

根据水果的特征进行分类 



1.指导学生观察一种水果 

指导学生调动不同的感觉器官观察一种水果，

并描述出它的特征。如水果是什么颜色的，是什么形

状的，有什么气味，等等。 

2.指导学生对不同水果进行比较 

（1）比较两种水果的不同点 

    让学生选择两种水果，运用不同的感觉器官对

它们进行观察，发现它们有哪些不同。 

    学生进行观察比较，教师适时指导。 

（2）比较、记录两种水果的相同和不同 

让学生比较两种水果有哪些相同并相互交流。 

让学生利用学生活动手册上的维恩图记录两种

水果的相同与不同，再利用学生活动手册上的记录

进行交流，说一说各自观察到的两种水果的相同与

不同。 

3.对水果进行归类 

根据水果某一方面的特征确定分类标准。如将颜

色作为分类标准，将相同颜色的水果分在一组，即可

将水果分为红色、黄色、绿色等同几类；如将形状作

为分类标准，将相同形状的水果分在一组，即可将水

果分为圆形、椭圆形、长形等几类。让学生根据自己

提出的分类标准进行分类，看哪个小组的分类方法多。 

（三）拓展和运用 

用积木或塑料块进行分类活动。学生可以根据它

们的颜色、形状、表面粗糙程度等进行分类。 

我们在观察中，有顺序、有计划

地运用感觉器官观察物体的特征，就

可以获得更加全面、更加丰富的信

息，对物体的认识也更深刻。 

 

 

 

 

 

 

像这样研究两个物体的相同和

不同的方法，叫作比较。可以利用维

恩图进行比较，将被比较事物的不同

特性放在两边，相同特性放在中间重

叠的位置上。 

    在这一环节，观察、比较的材料

也可以用不同形状、不同颜色的积

木、塑料块或纽扣来代替。 

 

 

 

 

 

    本活动可以作为课堂活动，巩固

前面学习的分类方法。 

 

 

 

 

 

 

 

 

 

 

 

 

 

 

 

 

 

 

 



八、学生活动手册使用说明 

 

 

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可以用学生活动手

册进行记录。 

 

在记录观察一种水果的情况时，可以用

文字、拼音或画图的形式，把水果的颜色、形

状、表面特征记录下来。 

比较两种水果时，把相同的特征记录在

相同点区域，把不同的特征分别记录在不同

点区域。 

 

下半页的图表示我们可以根据不同标准

对物体进行分类。图中已经呈现了以颜色作

为分类标准将积木为红色、玫瑰色、绿色三类

的记录结果。学生需要在另两个空白处用画

图等形式表示出根据其他特征进行分类的方

法，如根据形状、表面粗糙程度等进行分类。 

 

九、参考资料 

 

比较能力 

    比较能力是在头脑里确定事物间不同点和共同点的能力。人们认识事物是从区分事物开

始的。要区分事物，首先要进行比较。比较是分类、抽象、概括和归纳的基础。 

    小学科学教学中，要逐步提高学生的比较能力。最初要求学生能比较出事物之间明显的

不同或相同，最后要求学生比较出表面相同或相似的事物之间的不同点、表面不同事物之间

的相同点。也就是要做到：对于在表面上极为相似的事物，看出它们之间在本质上的不同点；

对于在表面上差异极大的事物，看出它们之间在本质上的相同点。 

 



单元回顾页介绍  

 

 

一、内容说明 

单元回顾通过概念图的方式将本单元的

相关概念进行了梳理。本单元的核心概念是

人有五种感觉器官，我们可以用这五种感觉

器官对物体进行观察。利用五种感觉器官，

我们可以观察出物体的不同特征，如眼可以

观察出物体的颜色、形状、大小等；鼻能闻

出物体的气味等。 

这个概念图将人的头部放在中间，四周

为五个感觉器官。各个感觉器官能够观察出

的物体特征分别列在相应的感觉器官图旁。

这样的表达就建立起一个概念关系图示：人

有五种感觉器官—五种感觉器官的作用不同

—观察物体的不同特征。这样的概念图形式

美观，能吸引学生的兴趣，加深学生印象。 

 

二、使用说明 

在本单元三个课题学习结束后，让学生总结本单元的学习内容。在此基础上，指导学生

用本单元的概念图对本单元的学习内容进行归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