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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提出正确的“假设”的一种具体指导，

高中生物《基因在染色体上》
的教学案例

着重科学思维的培养，因此教学重点
是：基因位于染色体上的理论假说和实
验证据，孟德尔遗传规律的现代化解
释；教学难点是：运用类比推理的方法，

高一生物

解释基因位于染色体上，基因位于染色

关琦

体上的实验证据。
学生在第一章中已经学了孟德尔
的遗传规律，提出有遗传因子（基因）
的存在，接着在第2章的第1节又学习了
减数分裂，知道了减数分裂中同源染色
体的行为变化。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基
因与染色体的关系应该是顺理成章的，
也是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的。对于孟德
尔遗传实验中所用到的假说—演绎法，

一、学情分析

此时再次提出起到了有效巩固的作用。

本节是必修2《遗传与进化》第二

要是学生能利用“类比推理”的方法探

章第2节，本节内容是第一章《遗传因

究基因与染色体的平行关系，必须在其

子的发现》的延续，围绕着“基因和染

较好掌握减数分裂与孟德尔的遗传规

色体的关系”展开，但其根本落脚点是

律的基础上，而这恰恰又是学生认知水

要揭示孟德尔的遗传定律的实质。深刻

平的两个难点。教师应该创设简单的问

地理解基因与染色体的平行关系有助

题情境，设置环环相扣的问题串，引导

于学生理解生物的物质基础、结构基础

学生体验科学探究的历程。其次在有些

和功能三者之间的关系。

细节内容上还可以通过启发式教学引

本节提出“类比推理”方法，是

导学生，比如开始问题探讨中“一个是

对“假说—演绎法”的进一步培养，是
翔宇风采·2016 年 3 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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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你可以得到哪些推论？”引导学生

（二）萨顿的假说

进行比较得出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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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继续引导学生阅读“萨顿的假

二、情境描述

说”。
思考：

（一）课堂导入

1、萨顿认为基因和染色体存在着一定

引入：教师创设主题问题情境：
（教

的关系吗？你同意他的观点吗？

师通过引导学生复习、归纳旧知识而带

2、你认为怎样才能证明“萨顿假说”

出问题情境）

或你的观点是否正确？

①根据孟德尔的分离定律、自由组
合定律，回答以下问题：

学生活动：

基因型为Aa的个体能产生的哪几

学生分析、思考、讨论并交流：

种配子？比例是多少？（A与a两种，比

（1）部分学生提出与“萨顿假说”相

例为1:1）

似的观点。

基因型为AaBb的个体能产生的哪

（2）学生阅读“萨顿的假说”。

几种配子？比例是多少？（AB、Ab、aB

（3）①学生普遍认为要通过实验

与ab四种，比例为1:1:1:1）

去验证“萨顿的假说”。②部分学

②根据减数分裂，回答以下问题：

生提出怎样设计实验的疑问。

具一对同源染色体的个体，经减数

（三）基因于染色体上的实验证据

分裂，能产生几种配子？比例是多少？
教师继续引导：

具两对同源染色体的个体，经减数分

萨顿的假说并没有立即得到另一

裂，又能产生几种配子？比例是多少？

位生物学家摩尔根的认同，他还设计了

（两种，1:1；四种，1:1:1:1）请同学

一个实验来证明基因和染色体的关系。

们分析这种个体的等位基因、同源染色

教师一边指导学生阅读摩尔根的

体对数相等，配子的种类相等的情况是

果蝇杂交实验一边引导学生思考一系

偶然的原因吗？还是因为基因和染色

列的问题：

体本身就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呢？
翔宇风采·2016 年 3 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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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什么用眼色性状作实验观察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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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刚上课时我们提出的问题：

象呢？

基因和染色体的行为之间存在平行关

2、白眼性状是如何遗传的？与性别有

系吗？把这种基因与染色体在减数分

什么关系？

裂中的平行行为用图解归纳可怎样表

3、你能尝试解释此实验现象吗？

示？并得出孟德尔遗传规律的现代解

教师引导学生解释实验现象：

释，即基因的分离定律的实质和基因的

红眼、白眼基因在X染色体上，可

自由组合定律的实质。

以用遗传图解把实验过程表达出来
吗？

学生活动：
教师再引导思考，请学生回答：

学生思考用图解表示实验过程。

你认为摩尔根实验成功的原因有

学生思考、讨论，并发表意见。

什么呢？

学生分析、讨论，逐步完成图解的

总结：细心的观察----果蝇的白

归纳。（个别学生提出如果在同源染色

眼，实验的巧妙：红眼与白眼性状与性

体上的基因相同时该怎样表示？教师

别的联系，使实验分析的目标锁定在性

引导其他同学帮助解决。）

染色体上，从而建立了红眼基因、白眼

（五）课后作业

基因与染色体的桥梁。（为下一节学习

教师布置课后作业，再生问题：

伴性遗传打下埋伏。）

运用类比推理的方法，推断基因

学生活动：

与 DNA 的关系。

学生阅读“摩尔根的果蝇杂交实
（六）深化提高

验”，就问题展开讨论。（学生提出①

根据所学知识，尝试总结同源染

观察果蝇的其它性状行吗？②还有什

色体上的非等位基因在遗传中遵循

么实验材料可代替果蝇呢？）

的规律并查阅资料了解“基因连锁与

（四）孟德尔遗传规律的现代解释

互换规律”
三、教学环节设计理念
翔宇风采·2016 年 3 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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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入部分以旧带新，提出问题，激发

现师生互动、生生互动。

学生求知欲。

马茜 garfield95@sina.com

本案例设计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创

2“萨顿的假说”环节旨在通过分析、

设问题情境，不断通过悬念，引导学生

讨论、交流等活动，一方面提高学生思

积极思考、主动探究。所设的问题对学

维能力，学会类比推理法，另一方面锻

生具有一定的挑战性，但没有超出学生

炼学生质疑与表达能力。

的认知水平。整个过程强调问题、知识

3“基因于染色体上的实验证据”环节，

的展现自然而然，富有逻辑性、条理性、

想要通过学生阅读、分析、思考和讨论，

层次性收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提高学生分析能力和加深对“细心观

课后学生普遍反映：这节内容在预

察”重要性的理解，同时提升学生实验

习时感觉难以把握具体知识，经过课堂

分析和设计能力。

的学习问题都解决了，还懂得了类比推
理方法的应用，整堂课的问题紧密相

4“孟德尔遗传规律的现代解释”的最

连、层层深入，较好地启发了思维。

终目标提高学生读图识图能力，锻炼学

不足之处：在课堂教学中，学生

生归纳能力。

思考老师问题的同时伴随着学生问题
的产生，教学时间是有限的，无法把每
一个或大多数的问题都解决或加以引

三、课后反思

导。如何把握这类问题的解决，有待今

本案例以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为

后的实践中去摸索。

指导，围绕“基因在染色体上”的探
索过程，精心设计问题，增加学生参

第三节 城市化 教案

与的活动，引导学生开展思维探索。
采用“创设问题情境----类比推理

授课人：王彤

----分析经典实验----解释孟德尔
遗传规律”的教学过程，融合讨论法、
比较法、归纳法等多种教法，力争实
翔宇风采·2016 年 3 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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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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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区差异性。

教学目标

教学难点：城市化水平与社会经济
发展水平的关系。

知识与技能：了解世界城市化的进
程；理解城市化的含义及主要标志；理

教学过程

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发
（导入）同学们！你们知道在几年

展中的差异；理解城市化对地理环境的

前沈阳的沈北新区和浑南新区是什么

影响。

样子吗？它就像上海浦东新区一样从
过程与方法：引导学生通过分析、

一片田园风光变成如今现代化城市的

比较，来区别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

一员。这样大的转变就是今天我们要学

城市化发展中的地区差异性，从而培养

习的城市化（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图片）。

学生应用比较法分析问题的能力；指导

这些城区人口的快速增长和用地面积

学生学会利用数据、图表来分析问题、

的不断扩大，就像一轮金黄的太阳冉冉

解决问题；通过阅读城市化的阶段图，

升起，越升越高，越升越亮，城市的发

掌握基本读图技巧，并能够运用图来分

展脚步也越来越快，这种地理现象就是

析城市化处于不同阶段的特点。

——城市化。那么，到底什么是城市化
呢？ 它经历了哪些过程?在不同的阶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激发学生探

段它有些什么特征呢？这节课就让我

究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和特点的热情；

们一起探究一下。（板书

探究家乡城市化的特点、预测家乡的

第三节

城

市化）

发展动态
一、什么是城市化（板书）
教学重难点
人口向城镇集聚和城市范围不断
教学重点：城市化的含义及三个主

扩大、乡村变为城镇的过程，就是城市

要标志；城市化进程的阶段性；城市化
翔宇风采·2016 年 3 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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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过程中，请同学们想一想城
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有什么变化？

(过渡)一个地区是否在发生城市
化，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去判断呢？

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城市地域不断
扩大，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不断增长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长江三角洲地

就是城市化的三大标志。（板书：2、

区的城市发展图，（点击课件）请同学

城市化的标志）

们思考：城市数量和城市地域分别发生
了什么变化？

（强调）城市
人口占总人口的比

学 生 回

重是城市化最主要

答………

的标志。

数量增加，地

（承转）那么，

域扩大,城市

促进城市化的动力

等级提升

有哪些呢？

接下 来我

读图思考——

们再来看一个

讨论——归纳

具体的实例：
伦敦市建设用

（板书）3、城市

地的变化

化的动力——推力、拉力

我们可以看出伦敦城市建设用地

（小结）城市化也是人口迁移的一

不断扩大，随着伦敦城市地域面积的不

种方式，人口由农村流向城市，主要原

断扩大，农村地域变为城市地域，农村

因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举例深圳）

居民变为城市居民。
（活动）结合生活体验，谈谈城市
翔宇风采·2016 年 3 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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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带来哪些变化？（板书：4、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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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画出世界城市化进程曲线图。

1、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

画完学生用投影仪进行展示
接下来请同学们根据我们自己所

1800 1825 1850 1875 1900 1925 1950 1975 2000

绘的图
合作探究：1、分析世界城市化的

5.1

5.2

6.4

7.8

12.6 20.8 29.2 38.1 47.6

发展变化特点？目前发展特点？
2、带来聚落形态变化；

（提示：从水平高低、发展快慢来考虑）

3、带来生产方 式、生活方式、价

2、预测今后世界城市化速度将如何变

值观念等的巨大变化，它是一个地区社

化？

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进步的
表现。

（承转）请同学们在学案上简单补
（过渡）目前，就世界范围来说，

城市人口所占比重已上升到百分之五

充一下，现在请同学们观察我们自己绘
制的世界城市化进程曲线，就城市化的
整个过程而言，世界城市化发展速度有

十左右，有近一半的人居住在城市，那

什么变化规律？

么城市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发展过程，让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

学生回答：先慢后快又慢

二、世界城市化进程（板书）

展示曲线图，

世界不同时期城市人口所占比例

（评价）同学们真的好厉害，美国

情况（%）

著名学者诺瑟姆研究了好多年才发现
这个规律。

我行我秀：根据表中数据在坐标系
翔宇风采·2016 年 3 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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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刚才同学们动手画的这曲

不仅有着不同的特点，而且会出现不同

线仅仅代表的是世界城市化的变化趋

的城市化现象，请同学们结合教材，思

势，那么，发达国家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考中期阶段和后期阶段分别出现什么

情况呢？下面我们来看看世界上第一

现象。

个进入城市化的国家——英国的案例。
中期加速阶段：出现郊区城市化现
阅读案例，和学生一起归纳“英国

象。

的城市化道路”
（点击课件，展示结果）
。
后期阶段：出现逆城市化现象。
对比发现：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
到底什么是郊区城市化？什么是

展中国以及世界的城市化曲线，基本上

逆城市化？让我们通过这个简单的示

都是呈一个被拉张了的“S”形态。

意图来比较它们的不同。（点击课件）
引导分析：引导读图城市化进程
（承转）城市化进程不仅在不同阶

“S”形曲线示意图

段有不同特点，不同地区、不同国家，
在这幅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城市化

城市化进程也不一样，让我们一起来看

进程可分为哪三个阶段？图中两条界

一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

线对应的人口比重是多少？（学生回

程曲线图

答：初期阶段，中期加速阶段和后期阶
提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曲线

段；30%，70%）。不同阶段特点不同，

图，引导学生读图分析

请同学们想一想这三个阶段各有什么
特点？出现什么问题？

高手竞答

自主探究：完成 P34 页活动（提示：
从速度和水平高低两个方面分析。）
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有哪些
（承转）在城市化发展的不同阶段
翔宇风采·2016 年 3 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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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竞答请根据刚才的分析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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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城市化的动力

表格比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城
农村人口增长过快，对土地压力

市化。

就业机会多
【课堂总结】工业在发展，城市在
推力 自然灾害 拉力 社会福利保

进步，社会在飞越，我们身边的城市化

障程度高

的脚步越来越快，那城市化是不是越快
越好，是不是有力而无害呢，课后请同

收入低，社会服务短缺 文化设施合作
读图分析发达国家

学们调查一下你所在的城市人口和城
市用地数据，分析今年来的城市化及带

齐全

来 的 影
响。

4、
意义

【板书设
计】

第 三 节
城市化
二、世界城市化的进程

一、什么是城市化
1、城市化的概念

1、城市化发展阶段及其特点

人口、聚集、

范围、过程

2、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城市化
的差异。

2、衡量标准：城市人口/总人口*100%

翔宇风采·2016 年 3 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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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部
年级：五年
课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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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学科导学案

设计人：王彬斌

授课时间：

怎样移动重物

课型

新授

学案编号：02
课时

1

1.知道杠杆是一种简单机械，利用杠杆可以省力。
学习目标

2.能找到杠杆上的三要素。

学习重点

知道杠杆是一种简单机械，利用杠杆可以省力。

学习难点

能找到杠杆上的三要素。

知识链接

知道机械的作用。

课前准备

图片、重物、木棍等。

3.知道杠杆在生活中的应用。

教学过程及学法指导
预习案（前置性作业）：
1、抬重物比赛，谁的办法既省力又快？
2、你发现这根木棍的秘密了吗？
3、你知道什么是杠杆吗？
4、你知道杠杆的三要素是什么吗？
5、哪一种杠杆最省力呢？
导学案：
一、反馈与质疑，导入与铺垫。
1、反馈与质疑：什么是杠杆？你们在预习中还有哪些想要探究的问题？
2、导入与铺垫：导入新课，出示学习目标。
二、互动与探究，生成与点拨。
1、互动与探究一：杠杆的三要素是什么？（对学）

（重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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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互动与探究二：探究杠杆省力的秘密？支点与力点、重力点之间的不同距离
是如何影响用力大小的？（组学）
生成与点拨：支点离重物近省力，支点离重物远费力，支点在中间既不省力
也不费力。
三、巩固与训练，拓展与提升。
1、巩固与训练
（1）出示书上图片：说说杠杆在生活中的应用？
（2）怎样理解阿基米德的话？
2、拓展与提升
在图中标出杠杆的三要素。

(

)

(

)

(

)

3、生活中的省力杠杆和费力杠杆有哪些？各举
4、一例说明，并画出三要素。
板书设计：
怎样移动重物
一、什么是杠杆
二、杠杆三要素
动力点
支点
重力点
三、杠杆省力的秘密
课后反思：
通过本节课的学习 ，学生通过小组合作学习基本能够理解什么是杠杆，能
够找出生活中的杠杆有哪些，以及找出杠杆的三要素。但在找省力杠杆和费力杠
杆时，存在知识点模糊，有一部分同学区分不开，在今后练习时还需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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