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较与测量

一、单元概述

比较和测量是科学研究的基础,也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技能。当科学家观察和实验时,

他们离不开比较和测量。通过使用数字和标准的测量单位,他们可以确定和描述物体诸

如长度、体积、重量和温度等属性。相似地,在生活中,学生们自然地进行着比较,也

会进行一些简单的测量。比如:许多学生会与同伴背靠背比身高,买衣服时会把不同尺

寸的衣服与自己的身体进行 “比量”,会用手测量桌子的长度,会在体重计上称自己的体

重等。事实上,比较和测量是学生们理解周围事物的重要途径。

本单元共7课,将使学生获得丰富的比较和测量的学习经历。在本单元中,他们将观

察事物间的相同和不同之处,用不同的工具和方法测量一些物体的长度,重演标准尺的

产生过程,体会比较和测量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第1课,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活动导入,让他们在观察恐龙模型中比较大小,开始认识

到日常观察活动中处处有比较。比较就是区分事物的相同和不同之处,根据不同标准进

行的比较有可能会带来比较结果的不同。用排序的方式描述比较结果,需要考虑公平、

方便、准确等方面。

第2课,以纸蛙跳远的比赛活动引导学生意识到比较中的公平原则。从比赛需要确定

起点和终点中学生会深刻地认识到相同的起点是公平比较的基础,不同的终点是公平比

较的不同结果。将比赛结果记录在可供展示的框图中,可以使学生再次认识到相同起始

线的重要性。

第3课,通过使用非标准的测量单位 (如自己的手)开展测量活动,学生们的学习活

动开始转向测量。在用手测量的活动中,学生们可以领悟到使用非标准的测量单位将导

致结果的多样性。同时,在反复用 “拃”这个单位进行测量的活动中,学生会认识到使

测量单位首尾相连对于准确测量的重要性。

第4课,学生使用不同的标准物测量相同的长度,他们会领悟到选择的标准物不同会

获得不同的测量结果。比如,使用回形针测量的结果不同于使用橡皮测量的结果。另外,

学生要开始认识记录测量结果的同时标明所使用的测量单位的重要性。

第5课,学生使用统一的标准单位小立方体进行测量,他们会体会到使用统一的标准

单位能使测量结果具有可比性,便于表达和交流。当学生们粘接、叠加小立方体时,他

们将发现小立方体是一种更具优势的工具,既可测量水平长度,又可测量竖直高度,还

可以十个为一组更加方便地测量更长的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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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课,学生将制作一种替代小立方体的测量工具——— “测量纸带”。纸带不仅能消

除测量时对小立方体的依赖,还能方便地测量物体圆周的长度。

第7课,学生比较他们的测量纸带和尺子。通过观察和实际测量活动的比较,他们会

更加明白确定起点和终点,使用相同起始线、标准测量工具、标准单位的重要性,会再

次加深对比较和测量中的公平、方便、准确等原则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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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单元教学目标

科学概念目标

● 观察中有比较;比较需要公平;测量使比较的结果更准确。
● 共同的起始线是公平比较的需要。
● 确定起点和终点、测量单位首尾相连是测量的要素。
● 非标准单位的测量工具导致测量结果的多样性。
● 标准单位的测量比非标准单位的测量能产生更为一致和可比较的结果,有助于信息

的交流。
● 有不同的工具可用来测量物体,长的工具更方便测量长的物体。
● 尺子是世界通用的测量长度的工具,是统一测量标准的产物。

科学探究目标

● 能用多种感官和简单的方法观察和描述事物之间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
● 能根据高度或长度给物体排序。
● 能以讨论、画画、书写等形式进行描述和交流。
● 尝试以图表的形式组织信息。
● 学习预测事物的相对高度和尺寸。
● 使用标准和非标准工具进行长度的测量。
● 初步运用十进制计量测量结果。
● 初步运用尺子进行测量。

科学态度目标

● 发展对测量的认同感。
● 逐步适应使用多种测量工具和测量单位。
● 认同以图表形式组织和交流信息的重要性。
● 乐于在情境中学习,能保持对一个问题的好奇和探究兴趣。
● 乐于小组合作探究学习,能主动参与合作学习活动。
● 愿意倾听他人的意见,乐于讲述自己的观点,展示自己的测量数据。
● 在教师的指导下,有分析、反思测量过程的意识。

科学、技术、社会与环境目标

● 能意识到观察、比较和测量是人们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
● 体会到统一测量工具和单位给生产生活带来的便利。
● 认识到人们总是在解决问题中不断地完善和改进工具,从而拓展和增强了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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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词汇

● 观察:有目的、有计划、有方向、比较持久的知觉活动。它是以视觉为主,与其他

感觉融为一体的综合感知。
● 比较:对比同类事物的异同。
● 猜想:比预测更随意,通常凭以往的经验做出判断。
● 预测:综合以前的经验及当下的观察做出判断。
● 测量:按照某种标准使用工具来观察,并且使用数据对事物做出量化描述。
● 距离:(两物体)在空间上相隔或间隔的长度。
● 拃:张开的手的大拇指和中指两端的距离。

材料清单

打印纸带、记号笔、纸质弹跳蛙、小立方体、橡皮、回形针、小棒、有图表的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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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课时教材分析与教学建议

第1课 在观察中比较

(一)背景和教学目标

观察是人们认识世界、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也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在观察过

程中,人们会有意无意地对观察的事物进行比较,这种比较常常是事物之间互为参照物

的对比,比较结果也是一种相对的结果,不是标准化测量的结果。

刚满6岁的孩子在观察和比较时通常会集中在物体外观的相似之处与不同之处上,例

如物体的颜色、形状等。生活中,他们已有丰富的比较经验,例如比身高和体重,但对

多个物体之间的比较结果的描述是有困难的。

本课作为单元的第1课,学生将先从观察恐龙开始,比一比恐龙模型的大小。我们也

许会发现,学生们对恐龙模型的大小仅 “一看”便有了定论,这个定论的潜在的依据可

能是比较恐龙的胖瘦,也可能是比较恐龙的长短,还可能是比较恐龙的高矮。对学生具

有挑战性的是,通过活动,他们会意识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比较方法,比较方法不同结

果可能会有所不同。另外,他们还要学会用排序的方法来描述比较的结果。在活动的最

后,需要展示所有小组的比较结果,使学生养成关注他人信息的习惯,同时需要鼓励学

生根据不同的结果再来描述恐龙的大小。

学生在比较的过程中,会有意识地把恐龙对齐后比较长短或把它们放在同一桌面上

比较高矮,这是 “公平比较”的行为表现,也说明学生已意识到只有公平的比较才能得

出有说服力的结果。在研讨环节,可以引导学生反思自己的比较过程,引出公平比较的

话题。比较需要公平和准确的话题也将贯穿于整个单元的始终。

科学概念目标

● 观察物体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就是在进行比较。
● 不同的观察和比较方法,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
科学探究目标

● 能从多种角度观察和比较物体。
● 尝试用排序的方式来描述和记录观察的结果,并与同学讨论、交流。
● 具有对探究过程与方法进行反思的意识。
科学态度目标

● 愿意倾听他人的意见,乐于讲述自己的观点。
● 乐于进行小组合作学习。
科学、技术、社会与环境目标

● 了解观察和比较是人们经常用到的认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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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准备

每组四只恐龙模型 (要求:长短不

同、高矮不同、胖瘦不同;最好是缩放

比例相同的恐龙模型)、学生活动手册。

(三)教科书解读

聚焦部分:图中的恐龙,哪只大、

哪只小?

这部分主要是利用学生喜欢的恐龙

情境,引出比较的话题。让学生意识

到,即使是比较谁大谁小的问题,也不

是简单的 “一看”就能得出结论的,需

要进行比较之后才能做出判断。

首先,这是一个观察活动。当看到

教科书中的恐龙图片时,学生一定会非

常兴奋,纷纷表达他们观察到的信息。

教师应鼓励学生们充分表达。

其次,这是一个比较活动。描述观

察结果本身就是比较,如学生认为图中

有霸王龙,这就是和他认识的霸王龙的

形象进行比较之后得出的一个判断。教

科书要求学生比较 “哪只大、哪只小”,

学生会根据经验和当前的观察来说出恐

龙的大小,教师应追问: “你是怎么知

道的?”这样做是为了聚焦问题,为后

面探索部分的学习做铺垫,也是为了培

养学生的证据意识,让他们知道说出结

论的同时应附上证据。

学生回答的理由可能有很多,如:

霸王龙最大,因为它最厉害;梁龙最

大,因为它身体大,尾巴长;翼龙,飞

得又高又远,飞行的恐龙最大;离我们

越远的恐龙越小;或是从一本书中知道

它们的大小的。从学生的回答中可以看

出,有些学生是根据对图片的观察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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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判断,有些学生是根据以前的知识做出的判断,也有些学生是综合前两种根据做出的

判断。教师不必给出标准答案,相反应给予充分的鼓励,让学生说出更多的比较方法,

例如比较高矮、比较长短、都跟树比较、互相比较等。

再次,这是一个描述活动。教师应留意学生在发言中是如何描述比较结果的。有的

学生可能会直接说霸王龙大,教师应追问, “霸王龙比谁大?”让学生意识到大小是相对

而言的。有的学生会将图中的恐龙大小排序,教师应及时表扬,鼓励学生在描述多个物

体的大小时采用类似的方法。

探索部分:比较恐龙模型的大小。

这部分是以小组探究的形式,让学生动

手操作,进行恐龙模型大小的比较,目的是

让学生去关注如何比较大小。

值得注意的是,教科书中 “谁大谁小”

的意思不只是 “谁最大、谁最小”,还要求

比较出 “谁比谁大”。

教师在准备恐龙模型时,应当注意不同

的类别和不同的大小,也就是有高有矮,有

长有短,胖瘦不一,让学生可以从不同角度

进行比较,这会给学生一个 “怎样比较更公

平”的思考空间。我们建议有条件的学校,

尽量使用恐龙模型,尽量做到每个小组一套

恐龙模型。如果条件不允许,可以用图片代

替,但应将图片中的恐龙按轮廓剪下,这样

方便比较。

教科书中的两幅图介绍了学生常用的比

较方法:平放在桌面上比高矮和对齐头部比身子的长短。教师可鼓励学生用更多的方法

比较,比如用手掂比轻重、比胖瘦等。

其实无论在比高矮还是在比长短的过程中,学生都会有意识地做到:将恐龙放在同

一平面上,用同一起点比高度、比长短。教师可以顺势引导学生关注 “比较需要公平”,

为第2课做铺垫。

试教发现,绝大部分学生都会先确定同一起点再进行比较,但对于恐龙的身高与身

长的判断标准会有所不同。比如比较高度时,有些学生会以桌面到头的高度为恐龙的高

度,有些学生会以桌面到躯干的高度为恐龙的高度。比较长短时,有些学生会以头和尾

的直线距离为恐龙的身长,有些会以头和尾垂直桌面的距离为恐龙的身长。

教科书第27页,“把比较的结果记下来”是鼓励学生尝试用排序的方法记录不同的比

较结果。其中,最有挑战性的是大小的排序,需要学生综合不同的比较结果做出。所以,

排序结果是否正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使用了综合结果进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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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部分:我们是怎样比较的? 比较的

结果是什么?

研讨部分有两个问题。

“我们是怎样比较的”,是让学生讲述自

己的比较方法,同时,要求其他学生注意聆

听。教师应提醒学生关注比较的方法有何不

同,比如怎样比高矮、比长短、比胖瘦,还

可以指出其中比较的细节,如头部对齐比长

短,可以做到公平。

“比较的结果是什么”,是鼓励学生使用

清晰易懂的语言表达比较结果。即使同一种

比较方法,学生的比较结果也会有所不同。

在出现争执时,教师不必纠结于谁对谁错,

而是要引导学生思考 “如何比较更准确”,

为下一课 “起点与终点”的学习做铺垫。

(四)教学建议

1.聚焦

(1)情境导入。

建议采用视频导入,创设侏罗纪公园情境,允许学生即时表达所见所闻。

(2)聚焦问题。

在学生观察教科书中的图片后,教师提问: “图中的恐龙,哪只大、哪只小?”并追

问:“你是怎么知道的?”

教师可以从学生的回答中总结提炼:我们需要进行比较,这样才能知道恐龙的大小。

2.探索:比较恐龙模型的大小

(1)明确观察任务:比一比四只恐龙模型的大小,给它们排序。

(2)探究要求:四人小组,分工合作;可以有多种比较方法;每人都要及时记录比

较结果。

(3)比较恐龙模型的大小:学生进行观察比较,教师观察学生的比较过程,提醒学生

把结果记录在学生活动手册中。教师要将学生比较结果中有代表性的内容记录到黑板上。

(4)可以引导学生在小组内思考和讨论:有几种比较结果? 关于恐龙的大小排序,

小组内能有一个大家都认可的结果吗? 怎么比才更准确?

3.研讨

(1)汇报:展示并介绍自己小组的比较方法,同时说出比较结果。
·25·

科学 教师教学用书 一年级上册



(2)引导学生总结:我们用了哪些方法比较恐龙的大小? 我们该怎样描述比较结果?

(3)教师总结:不同的观察和比较方法,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不同的比较方法,

比较的标准是不同的,比如长短和高矮,所以结果不同。

(五)学生活动手册说明

参考答案 (依据具体的模型而定):

从高到矮 ① ② ④ ③

从长到短 ① ② ③ ④

从胖到瘦

  表格中已经提供了 “高矮”和 “长短”

两种比较方法,表格中的留白是鼓励学生用

更多的方法比较。教师可以对表格的行数和

条目进行适当添加,以应对学生提出的一些

“奇思妙想”。

我们应该注意到,教科书中提供的恐龙

图片,从高矮和长短来比较,③号和④号恐

龙的差异其实并不太明显,学生的记录可能

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此时教师应该

因势利导,让学生们从不同的比较结果中去

思考比较是否公平。

第2课 起点和终点

(一)背景和教学目标

为了公平比较与准确测量,我们必须给每一次比较与测量确定起点和终点。
通过第1课的学习,学生或许有了初步的确定起点与终点的意识。学生把恐龙的头对齐

就是在确定起点,然后比较尾部长短就是在确定终点。学生在生活中也会有一些确定起点和

终点的经历,比如体育活动中的跳高、跳远、跑步比赛等。本课将通过纸蛙跳远比赛的探究

活动,要求学生确定起点与终点,通过研讨让学生理解确定起点和终点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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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课的探究活动中,用在纸带上做标记来表征纸蛙跳远的距离,这是一个巧妙的

设计。学生将在纸带的一端画纸蛙的起跳点,再根据纸蛙跳跃的位移在纸带上画出终点

的标记,完成表征起点与终点的活动。在这个活动中,学生会思考:终点究竟是在纸蛙

的头部画线,还是在尾部画线? 甚至有学生可能会要求其他同学与自己的标记方法一致,

这些都指向比较与测量中的公平与准确问题。另外,用纸带表征纸蛙跳远的距离,可以

很好地呈现纸蛙三次跳远的结果,便于展示、交流。

在研讨中,学生将认识到纸带的长度就代表纸蛙跳跃的距离,或者说是它移动的距

离。教师要鼓励学生们改变他们有关长度的表述,从而帮助他们完成从长度到距离的概

念转变。例如,如果一个学生说他 (或她)的纸带比另一个学生的长,可鼓励这个学生

使用 “距离”一词,即可以说:“我的纸带更长,表明我的纸蛙跳的距离更远。”

科学概念目标

● 共同的起始线是公平比较的基础。
● 确定起点和终点是测量的基本要素。
● 纸蛙跳远的距离可以用起跳点和落地点来标识。

科学探究目标

● 学习标记起点和终点的方法。
● 尝试以图表的形式记录和组织信息。

科学态度目标

● 发展在日常生活中运用测量的认同感。
● 认同以图表形式组织和交流信息的重要性。
● 愿意倾听他人的意见,乐于讲述自己的观点、展示自己的探究证据。
● 认同客观地记录纸蛙跳远距离比获得比赛胜利更重要。

科学、技术、社会与环境目标

● 意识到比较和测量是人们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
● 认识到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法解决问题。

(二)教学准备

每人一只纸蛙、一条纸带、一支彩笔,胶水、剪刀、学生活动手册。

(三)教科书解读

聚焦部分:怎样知道谁跳得更远?

本课创设了学生非常熟悉的跳远比赛的情境,引发学生思考 “怎样知道谁跳得更远”

的问题。希望学生通过回忆比赛的过程来理解比较和测量。比赛是如何做到公平的? 如

何知道每个人跳了多远? 如何知道谁比谁跳得更远? 通过回忆,学生会认识到确定和标

记起点和终点对比较和测量来说是十分关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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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部分:纸蛙跳远比赛。

教科书设计的纸蛙跳远比赛,是为

了让学生经历一次公平的比赛,所以教

师需要引导学生思考比赛是如何做到公

平的。

教学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1)纸蛙需要教师事先准备好,为

了减少准备的工作量,可以事先请少数

学生帮助折好纸蛙。

(2)试玩纸蛙。出示纸蛙后,可先

让学生尝试玩一玩,看自己的纸蛙能跳

多远。在这个环节中,每一位学生都可

以熟悉纸蛙的玩法,尝试进行起点和终

点的确定和标记,并理解起点到终点的

距离就是纸蛙跳跃的距离。

(3)跳远比赛。科学研究是需要制

定计划的。因此在开始比赛前,学生需

要了解比赛的步骤。

第一步是画一条起跳线,并要求各

个小组统一将蛙头对齐这条起跳线,进

行起跳。第二步,当纸蛙落地时,要在

纸蛙尾部画线,作为终点。至于为什么

是这样的标准,教师可以给学生介绍国

际跳远比赛统一做法 (量脚后跟,与起

点的最小距离);第三步,用纸带做标

记。纸带一端标出起点,对齐起跳线,

另一端画终点。第四步,让纸蛙重复跳

三次,记录纸蛙三次跳跃的距离。

教科书第30页的图片中,有三个学

生在纸带上画线做标记,这是表征跳远

距离的巧妙设计。教学中,教师可以问

问学生怎样才能把我们的纸蛙跳出的距

离跟别人比较,引出我们需要一个纸蛙

跳远距离的匹配物———纸带,来方便我

们的比较。

教科书要求每位学生的纸蛙跳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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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三个距离。当比较哪只纸蛙跳得最远

时,教师应直接给学生统一标准,就是拿

自己的纸蛙跳得最远的一次与别人最远的

一次比较。因为田径运动会的跳远比赛一

般也是跳三次,取最好成绩。

研讨部分:哪只纸蛙跳得最远? 你是

怎么知道的?

“哪只纸蛙跳得最远?”可以让学生先

和小组内的同学比较,选出跳得最远的同

学的纸带张贴在黑板上,然后再全班比

较,通过观察纸带来确认谁的纸蛙跳得

最远。

研讨时,需要围绕 “你是怎么知道纸

蛙跳的远近”这个核心问题展开,比如教

师可以提问:“纸带为你提供了有关纸蛙

跳远的什么信息?”“你的纸蛙三次跳远的

距离相同吗? 你是怎么知道的?”“你还有

其他可以确定跳远距离的方法吗?”

最后,需要提醒学生将纸带粘贴到学生活动手册的记录表中。

(四)教学建议

1.聚焦

(1)游戏导入。

请一位高个子和一位矮个子学生上台比赛跳远,其他学生观察。

(2)问题聚焦。

教师提问:“怎样才能知道谁跳得更远呢?”

根据回答,让学生重新比赛,画起跳线和落脚线。

2.探索:纸蛙跳远比赛

(1)体验纸蛙跳远。

发纸蛙,每人一个,让学生体验纸蛙跳远的方法,确保每位学生都能让纸蛙跳跃一

段距离。

提问:“你怎么知道纸蛙跳了多远?”

引导学生说出,在纸蛙起跳点画一条线表示起点,在纸蛙落地点画一条线表示终点,

起点到终点的距离就可以表示纸蛙跳了多远。

(2)确定纸蛙跳远的公平比赛规则。

教师需要指出,我们通过在地上画线的方式记录了纸蛙跳远的距离,但是无法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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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与别人纸蛙跳远的距离进行比较。为了方便,我们可以在纸带上记录纸蛙跳远的距离,

然后剪下来和别人的进行比较。

可以用课件展示一条起跳线和一个纸蛙,让学生看清纸蛙的头要对齐起跳线,再展

示一条终点线和一个纸蛙,让学生注意纸蛙的尾部要对齐终点线。全班要统一标准。

(3)纸蛙跳远比赛。

发材料。

分小组活动。

教师需关注并指导学生对起点线和终点线的确定,提醒他们在纸带上写上姓名及日

期,养成记录的好习惯。

(4)谁的纸蛙跳得最远。

比较自己纸蛙三次跳远的距离,确定最远的一次作为自己纸蛙的跳远距离。

比较小组成员的纸蛙,确定 “哪只纸蛙跳得最远”。要求对齐起点,然后比较终点。

张贴各小组的纸带,让学生观察、比较 “谁的纸蛙跳得最远”,评出全班跳得最远的

纸蛙。

3.研讨

教师可以提问:“在小组中,谁的纸蛙跳得最远? 你是怎么知道的?”引导学生基于

实验的关键步骤,有根据地说出自己的结论。

接着可以提问: “观察张贴在黑板上的纸带,它为你提供了有关纸蛙跳远的什么信

息?” “你的纸蛙三次跳远的距离相同

吗? 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还有其他可

以确定跳远距离的方法吗?”

教师在比较中需反复提醒:①对齐

起点,②确定终点。

4.贴纸带

让学生把纸带粘贴在学生活动手

册上。

(五)学生活动手册说明

要求学生将标有测量结果的纸带粘

贴在学生活动手册中的相应位置,主要

是为了记录和保存学生的活动成果。应

注意引导学生将纸带的起始位置对齐粘

贴,最好以表格边缘为起始线进行粘

贴,这样才便于结果的比较。由于纸带

可能较长,可以让学生将纸带折叠后

粘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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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飞机飞行比赛这个拓展活动是学生特别感兴趣的,目的是让学生在一个新情境中

进一步体验公平测量的意义。

附:纸蛙折叠方法及相关知识

纸蛙折叠方法一 (弹跳性较好)

纸蛙折叠方法二 (弹跳性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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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蛙折叠方法三 (弹跳性较差)

纸蛙折叠方法有许多,主要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能跳的纸蛙,折法如方法一、方

法二所示。折叠方法相对复杂,估计大多数学生不能独立完成。另一类是拟形的纸蛙,

折叠方法简单,如方法三所示绝大部分学生能独立完成,但跳跃能力较差。

教科书要求准备纸蛙,教师可采用多种方法准备。(1)提前发折叠方法给学生家长,

让学生在家和家长共同折叠完成弹性较好的纸蛙。 (2)在学校的社团活动时间,让部分

学生折叠完成弹性较好的纸蛙。(3)让部分学生在较短时间折叠完成拟形的纸蛙。

纸蛙弹跳的原理:用手下压,褶皱的地方发生弹性形变,具有弹性势能,所以,当

手松开后,这个褶皱在弹力的作用下,向前上方弹出,从而实现弹跳。纸蛙跳的远近取

决于皱褶的弹性。我们可以做好一些细节让纸蛙跳得更远。 (1)弓形的弹性好,所以褶

皱不能被折死,应留有弹性。(2)选择韧性好且硬的纸。(3)摁纸蛙的手法有讲究,不

能太重,会失去弹性;也不能太轻,会造成弹力不足。摁的面积大,形变大,弹力会相

对大。摁的角度也有讲究,垂直摁容易跳得高,15°角比较理想。

纸蛙毕竟是纸折的,弹力有限,跳跃的距离不会太远。比赛的方法可以灵活选择。
(1)可以通过跳三次累加距离进行比较。 (2)用手指弹纸蛙代替摁纸蛙跳,但要注意控

制方向。(3)如使用拟形的纸蛙,可以用吹纸蛙比赛代替纸蛙跳远比赛。

第3课 用手来测量

(一)背景和教学目标

在前面的两课中,学生已经对物体的外部特征 (大小、距离)进行了比较。在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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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学生将通过使用非标准单位测量桌子的高度和长度,完成从比较活动到测量活动的

转变,认识到测量是被测量的物体和某一种标准的比较,比较的结果用数据来描述。在

测量中,需要关注公平、准确、方便等因素。

在本课中,学生将体验生活中常用的一种测量方法,即用拇指和中指间的距离 (拃)

来测量。通过活动,学生将认识到,“拃”是一个非标准单位,用其测量的结果具有多样

性和不准确性。在测量过程中,学生需遵循一个容易被忽视的测量要求———一拃与下一

拃之间要首尾相连。测量单位的首尾相连是一个重要的做法,需要学生反复实践、体会

和理解。

这一课中,学生同样会用到纸带替代桌子的高度进行测量。这会巩固学生对起点与

终点的认识,加深学生对公平比较的理解。另外,本课将第一次向学生提出预测的要求,

让学生在测量前对桌子的高度进行预测。教师要向学生说明,预测不是 “猜”,预测是综

合以往经验以及当下的观察而做出的判断。预测是一种探究能力,学生会在每一次预测

与测量结果的对比中慢慢体会预测的意义。

当每个学生都用自己的 “一拃”这个非标准单位测量桌子高度后,他们会发现因为

各人手指长度不同而导致了测量结果的不同,这将为下一课的学习做铺垫。

科学概念目标

● 测量可以量化比较结果。
● 人体可以作为一种测量工具,方便测量。
● 知道 “拃”是张开的拇指到中指间的长度,测量时每一拃要首尾相连。

科学探究目标

● 能对桌子的高度进行预测。
● 能用手来测量桌子的高度,并标记测量过程。
● 会观察、比较纸带上的标记的相同和不同之处。

科学态度目标

● 发展在日常生活中运用测量的认同感。
● 逐步适应使用多种测量工具和测量单位。
● 认同以图表形式组织和交流信息的重要性。
● 意识到细致的一拃一拃的测量可以使测量结果更准确。

科学、技术、社会与环境目标

● 意识到比较和测量是人们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

(二)教学准备

向每位学生提供一条纸带、一把剪刀、一支油性彩笔、一个胶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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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科书解读

聚焦部分:测量使比较更准确。

这一部分是想将学生认识事物的方式

从比较转向测量。让他们意识到,当他们

比较恐龙长短、高矮时,是把恐龙的一端

对齐,然后用眼睛观察另一端的长短或高

矮;比较纸蛙跳远时,是用眼睛观察纸蛙

跳的远近。但是,如果能把起点到终点的

距离测量量化出来,基于数字的比较,可

以使比较更准确。

问题是,测量是需要工具的。测量距

离的工具有很多,本课提出人体可以作为

测量工具。教师可以让学生回忆生活中曾

经用身体测量的经历,比如用手、脚、步

等测量物体,使学生意识到利用身体测量

是常见和方便的测量方法。

探索部分:用手测量桌子的高度。

拃:张开大拇指和中指来量长度,也

可作为量词。

探索的第一步,预测。预测在教科书

中是首次出现,但不需要学生在预测前理

解预测的含义,只是让学生目测桌子的高

度,和自己的手进行比较,然后进行预

测。预测是一种能力,学生预测的结果与

事实接近度会各不相同,在后面的学习中

会进行多次预测,并逐渐发展学生的预测

能力。

教科书第32页 “拃”的图片,是标

准手势。如果部分学生弯折食指有困难,

教师可以灵活处理,例如让学生不必弯折

食指,只要保证使用张开的大拇指到中指

之间的长度进行测量就可以了。

探索的第二步,可以先让学生体验测

量桌子高度的不方便,再体验纸带的好

处。其实使用纸带测量不仅是一种方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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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而且是一种使测量更准确的方法。使用这种方法还可以让学生反复练习确定起点

与终点。这个活动需要二人成组配合完成。必须指出的是,学生制作测量桌子高度的纸

带时,课桌的高度应相同,否则后面的测量结果就没有可比性,学生会忽视拃的长短不

一带来的测量结果的不同。

探索的第三步提出 “一拃一拃要相连,用的手指要相同”,这两个要求是影响测量准

确性的关键因素。需要通过在纸带上标出每一次测量时两个指尖的位置,以这种方法解

决一拃一拃要相连的问题。另外,教师还可以通过小组合作形式,让小组成员相互监督

每一拃是否做到了拇指与中指的最大距离为一拃。

探索的第四步,比较。教科书中的

照片提示我们,需要把每个小组的测量

纸带的测量起点对齐,展示在黑板上,

并要求学生观察测量结果。如果班级学

生较 多,可 以 选 择 部 分 学 生 的 纸 带

张贴。

值得注意的是,在任何时候,学生

都需要带着问题去观察,否则观察就毫

无意义。教师可以让学生边观察边思

考,我们的测量结果一样吗? 是什么原

因造成的呢?

研讨部分:我们的测量结果不一

样,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要让学生分析测量结果不同的多种

原因。教师应指导学生反思探索过程的

每一个步骤。学生可能会从以下几方面

分析:用纸带匹配桌子高度时是否出现

误差,是否使用了同一根手指测量,是

否做到了一拃紧连着一拃,每一拃的长度是否相同,每个人的手指长度是否相同等。无

论学生提到何种原因,教师都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与表扬。

最后教师要让学生仔细观察纸带,比较发现不同的 “拃”有长有短,随后教师要提

出 “怎么办?”的问题,让学生课后思考。这是希望学生在研讨中形成一个观念———测量

是为了使比较更准确,而用手测量尽管让比较变得方便了,但由于每个人手指的长度不

同,导致测量结果不够准确,这个问题需要得到解决。这样,第4课的学习就顺理成

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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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建议

1.聚焦

(1)问题引入。

教师可以从生活入手,说明我们不仅要比较,有时还需要测量。测量有许多工具,

我们的身体也可以作为测量工具。教师可以追问:“我们身体的什么部位能当作测量工具

呢? 你怎么用它测量的?”让学生根据生活中的经验进行回答。

(2)聚焦主题。

教师可以用课件介绍,用拇指和中指间的最大距离作为 “一拃”来测量长度是我国

古代人民的智慧,沿用至今。本课的活动主题就是用我们的手来测量桌子的高度。

2.探索:测量桌子的高度

(1)预测桌子高度相当于多少拃。

让学生观察桌子的高度,再观察手指一拃的长度,最后做出桌子高度相当于多少拃

的预测。

(2)请几位学生演示测量桌子高度的方法。

向学生指出,每次都要用大拇指和中指之间的最大距离来测量;一拃的指尖与下一

拃的指尖必须紧紧相连;在一拃与一拃相连处要画线作为记号。

随后请学生谈谈测量的体会。

(3)匹配一条测量纸带。

向学生说明为了便于在测量中做记号,我们要用一条纸带匹配桌子的高度。注意提

醒学生确定起点和终点,桌子的高度要一致。

(4)测量纸带的长度。

教师要讲解探究步骤,发材料。

当学生测量纸带的长度时,教师要关注学生的操作,提醒学生注意:①用相同的手

指测量;②一拃的指尖与下一拃的指尖必须紧紧相连;③在纸带上写上姓名、日期。

(5)展示纸带,观察测量结果。

需要选择几条有代表性的纸带,把纸带对齐黑板的红线 (代表地面)粘贴好。

3.研讨

请学生先观察一会儿纸带。

教师可以提问:“我们的测量结果一样吗? 你是如何知道的?”“是什么原因导致测量

结果不一样的呢?”“比较纸带上的拃的标记,它们有什么不同?”

教师要引导学生从实验的每一个步骤去反思。鼓励学生大胆提出自己的看法。学生

的看法可能包括:用纸带匹配桌子高度时可能出现误差;没有使用同一根手指测量;不

能很准确地做到一拃紧连着一拃;很难做到每一拃的长度都相同;每个人的手指长度不

一样,有些同学手指长,有些同学手指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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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拓展与思考

请学生课后思考:测量时,怎么解决测量单位长短不同的问题?

课后可以开展的测量活动如活动手册所示,用脚测量自己家的房间宽度,用手测量

自己家的家具长度。

(五)学生活动手册说明

用 “拃”作为测量桌子高度的单位,

是个很有意思的活动,但同时也给记录

带来了困难。桌子的高度可能刚好是几

拃,但更有可能是几拃多一点或少一点。

此时学生会犯难,该如何描述和填写呢?

根据试教的情况看,一部分学生会用 “5
拃半”“5拃多一点”“5拃3指”这样的

描述方式。在教学中,学生往往会有许

多有 意 思 的 表 述 方 法,教 师 应 当 给 予

鼓励。

学生活动手册中要求学生记录两次

测量的结果,目的是希望学生根据结果

进行对比、反思。教学中,教师还可以

让学生记录同伴的测量结果,并进行对

比,引导学生关注别人的数据,从而反

思自己的测量过程和结果。

选择身体不同的部位对家里的房间、

家具的长、宽进行测量,绘制出家庭尺

寸图,也是一个具有趣味性和挑战性的活动,要求学生学会使用更多的身体部位来测量。

类似这样的拓展性测量活动还有很多,比如预测爸爸妈妈谁的腰更粗,然后借助测

量纸带进行测量,最后用 “拃”来表示测量结果等。

第4课 用不同的物体来测量

(一)背景和教学目标

在第3课中,学生发现用手测量的结果不同,导致结果不一样的主要原因是测量单位

“拃”是非标准单位,“拃”的长短是因人而异的。在本课中,学生将选用固定长度的物

体作为测量工具对课桌、书、讲台进行测量,以解决 “拃”等非标准单位带来的测量结

果不准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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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学生已经认识到一些影响测量结果的因素:是否确定了相同的起点,

每一个计量单位是否首尾相连。在这一课,学生要使用回形针、小棒、吸管、小立方体

等随手可得的固定长度的物体作为标准单位测量教室内课桌、书等物体的长度。在这个

活动中,学生会遇到一个读数困难,比如桌子高度相当于7根半小棒高,学生会在如何量

化半根小棒高度的问题上犯难。教师可以鼓励学生采用多种方式描述测量结果,比如 “7
根多一点”“7根半”“差一点8根”等。

在本课最后的研讨环节中,学生会发现,尽管使用了固定长度的物体作为工具,在

测量过程中使用了相同的起点并标记了终点,每一个标准单位也都做到了首尾相连,但

是不同物体对同一物体的测量结果差别仍然很大,这些测量结果之间没有比较的意义。

只有使用相同的物体作为测量工具时,测量的结果相互比较才有意义。在交流中,学生

也会发现,使用长的工具测量长的物体时更为方便。

科学概念目标

● 不同的物体可以作为标准单位测量物体的长度。
● 不同的工具可用来测量物体,长的工具便于测量长的物体。
● 标准单位的测量比非标准单位的测量能产生更为一致和可比较的结果,便于信息的

交流。
● 测量需要让标准单位的物体首尾相连,需要统一起点、终点。

科学探究目标

● 能使用多种标准物完成测量任务。
● 能运用数字描述测量结果。
● 在教师的指导下,尝试以图表的形式组织信息和整理测量结果。

科学态度目标

● 逐步适应使用多种测量工具和测量单位。
● 逐步形成记录数据的意识与习惯。
● 愿意关注和客观看待他人的测量结果。

科学、技术、社会与环境目标

● 体会到测量单位的标准化给交流带来的便利。

(二)教学准备

纸带、橡皮、回形针、小棒、小立方体、学生活动手册、班级记录表。

(三)教科书解读

聚焦部分:还可以用什么来测量长度呢?

经过第3课的学习,学生已初步具有了有关测量的一些认识。知道了用手测量虽然方

便,但会导致测量结果不够准确。这一课是利用不同的具有固定长度的物体来代替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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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测量。学生在讨论问题时,可能会提

到许多测量工具或物体,教师可以适时

地引导学生认识到一些常见物体可以作

为工具来测量。

探索部分:用物体来测量。

教科书给了四种常见的物体,有回

形针、小棒、橡皮和小立方体。四种物

体各有特点。希望学生选择两种物体来

测量有两层意图: (1)减少测量任务,

符合一年级学生的水平,保证一节课时

间内能够完成;(2)让学生在选择中思

考,什么样的物体能使测量更方便、更

准确。其中,橡皮比较特殊,学生可能

会选择它的长作为测量单位,也可能会

选择它的宽作为测量单位,这将会给测

量结果带来很大的差别。教师应统一要

求,同时可以在研讨时引导学生加以

分析。

教科书的背景图是一名学生在黑板

上的班级记录表上记录数字。这个班级

记录表与学生活动手册的学生记录表有

所不同,这是记录全班数据的统计表。

在研讨时,学生可以直接使用黑板上的

数据作为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有利于

培养学生的证据意识。但是,填写这个

表格对于一年级的学生来说是有难度

的,教师需要对记录方法进行示范,或

者由学生汇报教师代为填写。另外,不

同小组可以使用不同颜色的笔记录,这

可以让学生快速地识别数据出于哪一个

小组。学生在记录数据时,可能会遇到

无法表达的问题,比如使用小棒测量桌

子长度时,可能出现 “7根半”“差一点

7根”“7根多一点”等,教师可指导学

生估算最后一根小棒的长度。

无论为每位学生准备的是什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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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都需要提醒学生,测量时需要首尾相连。另外,教科书已经提醒学生测量桌子高度

时,可以使用第3课的纸带,并使用第3课纸带的背面进行再次测量。这样做有一举两得

的效果,既便 于 测 量,又 便 于 比 较 用 物 体 测 量 和 用 手 测 量 的 结 果,为 后 面 研 讨 问

题——— “用物体和用手测量,哪个更准确”服务。

研讨部分:对测量结果和测量方法进行反思。

在研讨之前,学生需要对他们测量的数据有充分的了解,因此,在测量结束后,让

学生汇报自己的数据或将数据记录在黑板的班级记录表上是十分必要的。同时教师还要

提醒学生观察并思考:我们的测量结果有哪些不同? 这里包含了两个意思。 (1)当我们

选择同一种物体测量桌子高度时,结果有什么不同? 这个不同更多地指向测量的误差。

(2)当我们使用了不同的物体测量桌子高度时,结果有什么不同? 这个不同更多地指向

测量结果的不可比较。

最后教师需要引导学生发现,使用不同物体测量的结果差别非常大,由于单位长度

不一致,测量结果之间没有比较的意义;使用相同的物体测量,测量结果差别比较小,

因为单位长度一致,多次的测量结果之间可以相互比较。对一年级学生而言,这个理解

是有难度的。教师可以提出这样一些问题帮助学生思考:用橡皮测量的桌子高度结果,

能与小棒测量的桌子高度结果比较吗?

研讨的第二个问题 “用物体和用手测量,哪个更准确?”这体现了本单元的核心———

让学生不断关注测量的准确性。这里需要教师引导学生观察、比较纸带上的标记,找到

问题的答案。纸带的一面是用手测量的结果,一面是用物体测量的结果,学生对比后就

可以知道,用物体测量的结果更准确。

(四)教学建议

1.聚焦

(1)复习引入。

引导学生回忆上节课用手测量桌子高度的过程和结果。

教师需要指出用手测量时,每人的一拃长度不同,导致我们的结果不同,无法真实

反映桌子的高度。

继而提出问题让学生讨论:“我们还可以用什么来测量?”

(2)聚焦任务。

根据学生的讨论,教师可以小结,生活中的许多物体都可以作为测量工具来测量。

提出任务:今天,我们要使用常见的物体来测量桌子的高度、桌子的长度和书的长度。

2.探索:测量

(1)物体的选择。

出示可供选择的测量物 (即测量单位的物体):回形针、小棒、橡皮、小立方体,提

问:“你们小组会选哪两种物体来测量?”

小组讨论,选择两种物体,在学生活动手册的记录表上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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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测量桌子和书。

教师要先提醒学生测量注意事项:确定起点和终点;每一个单位之间要首尾相连,

一条直线摆放;可以利用第3课的测量纸带测量桌子的高度。

分发材料。

学生测量桌子和书的长度。

教师巡视,提醒学生:记录实验数据,写上名字和日期;留意终点和起点;每一个

测量单位之间要首尾相连,一条直线摆放。

教师还需指导学生解决不是一个测量单位时的读数问题。

(3)汇报测量结果。

可让部分先完成测量任务的学生将数据写在黑板上的班级记录表里,也可让学生汇

报数据由教师填写。

3.研讨

(1)引导学生观察数据,提示学生可从不同的角度观察。

(2)讨论:“我们的测量结果有哪些不同?”

鼓励学生各抒己见。可能出现的观点有:用不同的物体测量桌子高度,结果很不一

样;用相同的物体测量桌子高度,结果非常接近;用同一个物体作为工具测量不同物体,

测量结果能比较出不同物体的长短;用不同物体作为工具测量不同物体,测量结果不能

比较出物体的长短。

(3)讨论:用物体和用手测量,哪个更准确?

引导学生对比纸带正面和反面用物体测量与用手测量的结果,得出结论。

学生可能的观点有:物体的长度不变,用物体测量,测量结果更准确;不同的人用

同一种物体测量,结果基本相同,与用手测量相比,测量结果更准确;不同的人手的长

度不同,一拃的长度不同,测量结果不够准确。

(五)学生活动手册说明

学生在填写表格里的数据时,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末端距离不足一个测量物时,

究竟该如何填写数据? 以用橡皮测量为例,可以指导学生:如果末端距离接近一个橡皮

的长度,就可以将末端距离视为 “1”;如果末端距离远远小于一个橡皮的长度,就可以

将末端距离视为 “0”;如果末端距离和橡皮长度的一半差不多,就可以将末端距离视为

“一半”。在表征结果时,可以写成类似 “9个半”这样的形式。当然也可以统一要求以

“几个多一些”的方式表述末端长度不是一个测量单位时的情况。

“我的发现”一栏需要学生思考后进行选择。用不同的物体测量,测量结果一样吗?

可以相互比较吗? 用相同的物体测量,测量结果一样吗? 可以相互比较吗? 其目的是希

望学生认识到用相同的物体测量,是能真实反映被测物体的长度的,因单位一致,是可

以相互比较的。而当使用不同的物体测量时,由于工具的单位不同,所以无法比较被测

物体的长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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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课 用相同的物体来测量

(一)背景和教学目标

在第4课中,学生已经发现当使用不同的物体测量时,测量结果大不相同,之间没有

比较的意义,而使用同一个物体测量时,测量结果之间有可比性。所以在本课中,将要

求学生统一使用同一个物体作为标准单位来测量,体验统一使用标准物测量带给比较的

公平与方便。例如全班统一使用小立方体作为标准物,测量的桌子长度都是以小立方体

的长度为标准单位,这样的测量结果之间进行比较要容易得多,也使比较有了意义。

事实上,选择任何一个物体作为全班的标准物都是可以的,但使用小立方体作为标

准物有更多优势。小立方体的每一条边相等,可重叠组合,可测长度,也便于测量高度;

每十个小立方体一组还便于计数。对于小立方体在测量中的优势,学生将会在探究环节

中慢慢体会,这种优势也能在解决测量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时得以显现。

科学概念目标

● 标准单位的测量比非标准单位的测量能产生更为一致和可比较的结果,便于信息的

交流。
● 小立方体可以组合成较长的工具,测量长的物体时便于测量和计数,也更准确。

科学探究目标

● 学习预测事物的长度。
● 使用标准工具进行长度的测量。
● 运用十进制记录测量结果。

科学态度目标

● 逐步适应使用多种测量工具和测量单位。
● 认同以图表形式组织和交流信息的重要性。
● 乐于小组合作探究学习,能主动参与合作学习活动。
● 主动关注他人的测量结果,并有分析结果的意识。

科学、技术、社会与环境目标

● 体验统一计量单位给生产、生活带来的便利。
● 认识到人们总是在解决问题中不断地完善和改进工具,从而拓展和增强了人的能力。

(二)教学准备

每小组一块橡皮 (长条形)、一个回形针、一根小棒、40个小立方体、一把剪刀、一

卷透明胶带、和讲台长度相当的纸带或棉线、学生活动手册、教师用的班级记录表。

·96·

比较与测量



(三)教科书解读

聚焦部分:选择标准物来测量。

在第4课中,学生已认识到,用不

同的物体测量出来的数据无法相互比

较,使用同一种物体测量的结果较为一

致,也便于比较。这一课将是这一探索

的延续———选择同一个物体来测量,即

全班统一使用同一个物体来测量。

第4课供学生选择的测量物有回形

针、橡皮、小棒和小立方体。究竟选择

哪一个作为测量工具呢? 希望学生观察

比较后做出选择,教师还应追问: “你

选择的理由是什么?”希望学生在表达

自己的观点的同时,说出观点产生的

依据。

事实上,如果仅从测量结果的可比

性而言,只要是全班统一选择一种物

体,任何物体作为标准物都是可以的。

然而从测量的方便、准确等因素看,小

立方体更具优势:单位小,容易首尾相

连,测量准确性高;可以堆叠,直接测

量物体的高度;每一条边长度都相同,

能多个单位随意连在一起,方便测量;

十个一组方便计数。

学生在观察后不一定能说出小立方

体的上述特点,教师可以让学生在后面

的测量活动中慢慢体会和认识。

探索部分:用小立方体测量桌面和

讲台的长度。

“预测”是本单元将多次出现的活

动,是学生基于原有认知和观察后做出

来的判断,希望学生在一次又一次的预

测中积累经验,提高预测能力。

教科书第37页提出了一个问题,

“怎样又快又准确呢?”这是学生在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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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较长物体 (如讲台)时要解决的实际问题。这里的 “又快又准确”的意思是,改进

工具,便于操作,提高测量效率和准确性。教科书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解决方案。 (1)十

个小立方体,用透明胶带粘贴成一组,然后测量。教师在准备材料时,要给学生准备足

够多的小立方体、剪刀和透明胶带。(2)条件较好的学校,可提供给学生足够多且颜色

不同的小立方体,测量时可按颜色顺序排列在桌面或讲台面上,学生可通过数小立方体

的组数更快地读出测量的长度。

在教学中还有一个实际问题。即讲台只有一张,全班学生都要去测量它的长度,在

教学组织上是不可能的。办法是给每个小组准备和讲台长度相当的匹配物体———纸带、

棉线等。

从37页的图片可以看出,一个学生在测量,另一个在旁边监控测量的准确性,这也

是一种学习。学生可交换角色进行上述活动。

教科书提示要重复测量三次,是为了体现测量的准确性,减小误差的影响。

研讨部分:用小立方体测量,怎样做才能又快又准确。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仍然需要学生把测量的数据都展示出来,进行比较。如何从

数据中看出谁测量得更准确呢? 教师可以模糊处理,只要学生的数据差异不大,就都可

以视为准确。也就是说,讲台长度究竟是多少不是讨论的重点,重点是学生要反思测量

过程,思考如何提高测量的准确度。

学生会从教科书的图片中得到一些启示,将十个小立方体连在一起,制作一个大的

测量工具,这是又快又准确的测量方法。当然,教师还可以鼓励学生更进一步地思考,

还可以怎么做让测量更快更准确。这是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可以

让学生小组讨论后畅所欲言。比如:①制作一个由一百个小立方体粘贴在一起的测量工

具,用它来测量,减少操作次数,减小误差;②用十个不同颜色的小立方体排列起来测

量,便于计数;③制作更易测量的物体长度匹配物,如棉线,将其缠绕在小立方体上,

计算缠绕的圈数;④制作一条相当于一百个小立方体长度的纸带,用它来测量。这个研

讨主题也为下一课的学习内容作铺垫。

(四)教学建议

1.聚焦

(1)复习导入。

使用课件出示第4课用不同物体测量桌子高度和桌子长度的数据,让学生判断哪个更

长。然后指出,不同物体作为单位测量的数值不能比较,所以我们需要全班统一使用同

一个物体来测量。

(2)统一选择测量标准物。

用课件展示供选择的标准物,介绍标准物。提问: “我们应该选择哪一个作为标准

物呢?”

发标准物。学生观察标准物后,尝试测量桌面的长度,然后小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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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小组汇报。鼓励学生客观地分析几种标准物的优缺点。

教师可视情况小结小立方体的特点。每边一样长,方便使用;可以堆叠,能直接测

量桌子高度;比较小,可以减少最后一个单位的读数问题,测量数据的误差也会比较小。

小立方体的缺点是,如果只用一个小立方体的话,测量会很慢,首尾相连很难做到准确。

2.探索:测量桌面和讲台的长度

(1)预测桌面和讲台的长度。

学生观察桌面、讲台和小立方体,然后做出预测并记录到学生活动手册的表格中。

(2)教师提问:“用一个小立方体测量会很慢,有什么好办法吗?”也可在学生测量

遇到问题后再问,增强学生的感悟。如班级学生人数较多,可提前问,减小组织教学的

难度。

学生回答后,上台演示。十个小立方体一组,用透明胶带连接起来。

(3)教师提问:“讲台只有一张,大家挤在一起测量是不行的,有什么办法吗”?

学生回答后,教师提供事先准备好的替代物 (纸带、棉线等)。

(4)测量桌面和讲台面的长度。

分发材料,学生分小组动手测量。

教师观察学生测量,提醒注意事项。用小立方体制作更长的测量工具时,小立方体

之间要紧紧挨着,不能有缝隙;测量过程中也要做到首尾相连;重复测量三次;把数据

记录在学生活动手册中。

(5)汇总数据。

在黑板上展示班级记录表,学生上台填写数据,或学生汇报后由教师填写。

3.研讨

(1)观察黑板上记录的全班同学测量的讲台长度的结果。

让学生说出数据的特点 (很接近,准确度高)。

(2)全班对比教师讲台的长度和学生桌面的长度,哪一个更长一些?

让学生体会到全班统一标准物测量物体长度的意义,它使得测量的长度可以进行量

化比较。

(3)讨论用小立方体测量,怎样做又快又准确。

学生各抒己见。

教师应再次总结小立方体作为测量工具的特点。

4.布置课外活动

用小立方体又快又准确地测量家里的沙发、床或学校的黑板、窗台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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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生活动手册说明

在第4课中,学生已经发现采用各

种测量方法、在测量过程中是会产生误

差的。那么,如何减小这样的误差呢?

使用相同物体和多次测量无疑就是很好

的解决办法。对于3次测量结果,如果

数据之间差距很大,就要引导学生反思

测量过程哪个环节或方法出现了问题。

通常情况下,学生自己的测量结果可能

出现3种不同情况:(1)三个数据相同;

(2)两个数据相同;(3)三个数据都不

同。教师应引导学生选择出现次数最多

的数据 (众数)或处于中间的数据 (中

位数),这样的数据最能代表真实的测

量结果。

第6课 做一个测量纸带

(一)背景和教学目标

在第5课中,学生利用小立方体这个标准物来测量物体,并且学习解决测量中的实际

问题,把十个小立方体粘贴在一起又快又准确地测量较长的物体。但是,使用小立方体

测量圆桶的边沿长度或测量更大体积物体的长度时,还是非常不方便。所以本课中学生

将以小立方体为标准单位,制作一种便携、可弯曲、能测量更大物体、方便计数的测量

工具———测量纸带。在这一课的学习中,学生会再次体会 “起点” “首尾相连” “标准单

位”等测量因素的重要性。在利用制作好的测量纸带进行物体测量的活动中,学生将进

一步深化对测量需方便、准确等概念的理解。

科学概念目标

● 测量纸带具有更方便携带、测量和计数等特点,可以替代小立方体进行测量。

科学探究目标

● 在教师指导下,依照制作测量纸带的步骤进行制作。
● 利用测量纸带测量一些物体的周长。
● 运用十进制记录测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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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态度目标

● 在教师指导下,能针对测量中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
● 乐于小组合作探究学习,能主动参与合作学习活动。

科学、技术、社会与环境目标

● 体会工具的改进给人们测量带来的便利。
● 认识到人们总是在解决问题中不断地完善和改进工具,从而增强了人的能力。

(二)教学准备

印有小方格的纸若干、十个小立方体、一把剪刀、一卷透明胶带、一支标记笔、学

生活动手册、塑料桶。

(三)教科书解读

聚焦部分:研讨如何解决小桶测量

问题。

本课是第5课内容的延伸。学生在

有了测量桌面和讲台的经验之后,可以

很快地发现测量小桶和测量桌面的不同,

从而抓住解决问题的要点。教科书中的

图片已经给出了提示,学生应该会很快

聚焦到测量纸带上来。同时,学生在第5
课测量更长的物体时,已经体会到十个

小立方体测量仍不便利,需要一条更长

的小立方体测量组合,那么从一条长的

小立方体测量组合过渡到一条长的测量

纸带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探索 部 分:制 作 测 量 纸 带 并 测 量

小桶。

(1)制作测量纸带。

第一步,观察、比较。图片中有一

张印有部分小方格的纸,还有一些小立方体。提示纸张中的小方格是匹配和替代以前用

过的小立方体的。小方格纸建议教师提前印好,但要让学生将其与小立方体比对一下,

以加深学生对纸带的认识。

第二步,剪纸条。注意提醒学生留出做标记的空白位置。可以在两条小方格中间印

一条虚线,沿着虚线剪成纸条。

第三步,连接测量纸带。这一步其实还是在强化学生 “首尾相连”的意识。纸带一

端对齐方格边缘剪下,一端留下粘贴位置。另外,还需要提醒学生纸带要粘在一条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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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

第四步,做标记。基于学生对常见

测量工具的观察和测量经验,学生能理

解标记的作用。学生可能有多种标记方

法,如10个数字一轮回,0—10—10;

数字不断增加,0—10—20。可以让学

生自由发挥而不必统一规定如何做标

记。后面的活动和下一课的比较活动

中,学生将有机会了解标记的意义,知

道如何做标记更合理。学生做标记的活

动也提供了一个评估机会,如果学生标

有 “0”刻度,说明他对 “起点”的概

念有了较好的理解。

(2)使用测量纸带测量。

在测量前,可以让学生预测一下小

桶边沿的长度,这将非常有价值,因为

这是学生第一次预测圆形物体的长度。

测量时,小桶桶口边沿和桶底边沿

的周长是不一样的。建议教师统一测量小桶相同位置的周长,便于后面的数据对比。

当纸带围成一圈时,重叠区会有很多数字,哪一个数才是小桶的周长呢? 这里需要

教师给学生提示,甚至示范读数。学生可以明白纸带上的标记对读数的重要作用,也可

以明白不同的标记方法会影响读数是否方便,如10个数字一轮回的标记方法 (0—10—

10)会带来读数的不便。

测量时,仍然需要学生把数据记录在学生活动手册上。

研讨部分:测量纸带和小立方体相比,有哪些好处?

通过观察数据,学生会认识到测量的数据差异较小,这能说明测量纸带有较高的准

确性。学生可能的观点有:测量纸带能测量小桶这样的圆形物体,可以粘成很长很长测

量更大的物体,可以卷起来 (不占空间),很轻便,使用方便等。

(四)教学建议

1.聚焦

教师可先询问学生,他们是否用小立方体完成了课外测量活动以及他们是如何测

量的。

实物展示十个连接起来的小立方体和一个小塑料桶,提问:“我们该如何测量这个小

桶的边沿长度呢?”

学生进行小组讨论和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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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小结。以小立方体为标准单位制作一条可以卷的测量纸带,这样的测量纸带可

以弯曲,可以测量不规则的物体。

2.探索

(1)介绍如何制作测量纸带。

展示并介绍工具和使用的材料。

介绍制作步骤和注意事项:每段纸带首尾要相连;粘接时,纸带要直;用数字做标

记;写上姓名和制作日期。

(2)学生制作纸带。

教师观察学生的制作过程,个别辅导有问题的学生。

(3)用测量纸带测量物体。

先测量书的长度。因为这对学生来说,难度不大。

再测量小塑料桶边沿的长度。先让学生观察小桶,预测小桶底部边沿的长度,然后

测量并将数据记录在学生活动手册的表格中。注意帮助在测量时读数困难的学生。

3.研讨

(1)观察数据。

(2)提问:测量纸带与小立方体相比,有哪些好处?

可以测量圆的物体、更轻、方便携带、能快速读出测量数值、不用数小立方体的个

数、比用小立方体测量更准确。

4.布置课外活动

使用测量纸带测量更多你想测量的物体,建议测量前先预测,再实测,并比较预测

和实测的结果。

(五)学生活动手册说明

学生的测量数据由学生根据测量

结果填写。在完成测量任务并记录结

果之后,教师可引导学生反思测量纸

带的好处。

相对于小立方体,测量纸带有两

方面好处:更方便,更准确。首先,

测量纸带可以测量圆的物体,轻便,

方便携带,纸带上标有小方格的数

量,能快速读出测量数值,不用数小

立方体的个数,因此比小立方体更方

便;其次,通过黑板上的数据记录,

学生会观察到自己的测量数据和其他人的数据非常接近,这也能说明测量纸带比小立方

体更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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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课 比较测量纸带和尺子

(一)背景和教学目标

这一课是本单元的最后一课,学生将认识世界通用的标准长度测量工具———尺子,
还将在活动中回顾、总结有关比较和测量的重要概念。本课有两个活动,观察、比较尺

子和测量纸带的异同,用尺子测量物体。尺子是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人们采用统一标准制

作成的测量工具,它的单位有毫米、厘米、米。在1889年的第一次国际计量大会上,人

们规定了1米的长度,从此用尺子测量结果就有了可比性和通用性。

学生对比尺子和测量纸带,会发现以下共同点:都有0刻度 (测量起点);标记线的

间距等长 (相当于同一标准物的长度);标记线重复出现 (相当于标准物首尾相连);数

字标记 (相当于标准物的数量的统计数)。不同点可能有:材质不同 (纸带是软的,有的

尺子是硬的);标记线的间距长度不同;纸带的0刻度可能未标;尺子有更细小的标记线;

数字标记方法不同等。

通过对比,学生将更深刻地认识尺子,明白尺子的读数和使用方法,并可以使用尺

子测量物体,这是学生进行科学探究的一项基本技能,将为后续的科学学习打下基础。

应当注意,尺子的测量单位以及单位之间的进制,对一部分学生来说可能非常陌生,

理解也有难度,教学中不需要讲解,不能作为学习要求,更不需要进行单位间的换算。

比如当学生测量出橡皮的长度为5.5厘米时,读为5厘米多就可以了,不需要使用毫米这

个单位,不需要读为5厘米5毫米或者55毫米。

科学概念目标

● 尺子是世界通用的统一标准的测量工具,统一标准是非常有意义的。
● 尺子与测量纸带是两种测量工具,有许多相同与不同之处。
科学探究目标

● 在教师指导下,能用语言或图画初步描述尺子与测量纸带的特征,并与同伴讨论和

交流。
● 细致观察并比较尺子与测量纸带的异同。
● 初步掌握尺子的使用方法。
科学态度目标

● 发展在日常生活中运用测量的认同感。
● 逐步适应使用多种测量工具和测量单位。
● 愿意分享与交流自己的观察结果。
● 具有尊重事实的意识,认真、精确地读数。
科学、技术、社会与环境目标

● 意识到观察、比较和测量是人们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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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会到统一测量工具和单位给生

产、生活带来的便利。
● 认识到人们总是在解决问题中不

断地完善和改进工具,从而增强了人的

能力。

(二)教学准备

测量 纸 带、一 把 塑 料 尺、一 条 软

尺、一个橡皮、学生活动手册。

(三)教科书解读

聚焦部分:比较测量纸带和尺子。

在比较尺子与测量纸带前,可以先

询问学生是否有使用尺子的经验以及见

过的尺子的种类。

教师可以简要介绍尺子是世界上不

同地区的人们采用统一标准制作的测量

工具。出示一些常见的尺子的实物或图

片,如塑料尺、木尺、铁尺等硬尺,卷

尺、纸尺、皮尺等软尺。

教师要明确提出本课的任务:比较

测量纸带和尺子。

探索部分:将尺子与测量纸带作比

较,并用尺子测量物体。

(1)观察和比较。

教科书中的图片提示此环节可以通

过小组合作的形式开展,并鼓励学生自

由表达比较结果。

此处 不 要 求 学 生 记 录,口 头 表 达

即可。

为了使交流更有效果,教师应准备

纸带和尺子的图片,在学生交流中放大

纸带和尺子的细节部分,有助于学生清

晰和准确地表述。

纸带和尺子的异同点可参考 “背景

和目标”中所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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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尺子测量物体的长度。

教师可在测量之前,简要介绍尺子的使用方法:①把尺子的0刻度线和物体的一端对

齐;②读出尺子上与物体另一端对应的刻度。

为了更好地对比,建议使用尺子和纸带测量一些相同的物体。

在大多数的数学教材中,使用尺子测量是二年级的教学内容,所以学生可能是第一

次使用尺子。当刻度不是整厘米的话 (如5.5厘米),学生读数是会有难度的。教师可以

简化处理,让学生估读,超过最后的刻度,都读为 “几厘米多”(如5厘米多)。

研讨部分:尺子与测量纸带相比,有什么好处?

学生可能的回答有:尺子使用的是标准单位,有米、厘米还有毫米;刻度更小,测

量更准确;尺子的材质不容易坏;测量起来比较方便。

(四)教学建议

1.聚焦

(1)引入尺子。

让学生回忆生活中见过或使用尺子的经历。

视频播放生活中人们使用各种尺子的情境,介绍世界各地统一使用相同标准单位的

尺子,这样使测量结果有可比性,便于交流和使用。

(2)明确任务。

观察和比较测量纸带与尺子,它们有什么不同之处和相同之处?

2.探索

(1)观察和比较尺子与测量纸带。

分发材料:塑料尺、软尺和制作的纸带。

学生小组合作学习。

交流观察、比较结果,教师用课件辅助学生交流。

(2)用尺子测量物体。

教师使用课件介绍尺子的使用方法:①把尺子的0刻度线和物体的一端对齐;②读出

尺子上与物体另一端对应的刻度;③介绍如何读数。

请学生示范测量并读出长度。

学生分别使用尺子和测量纸带测量橡皮和桌面的长度,并记录测量结果。

教师需要帮助测量有困难的学生。

3.研讨

教师提问:“尺子和测量纸带相比,有什么好处?”

学生小组讨论后汇报。可能的观点如前所述。

(五)学生活动手册说明

表格中列举了一种待测物体———橡皮。学生需要使用三种测量工具测量并填写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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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可视情况增加一些被测物体,如前

面测量过的书、桌面等,让学生反复测

量有助于对比分析。

这个测量活动要求学生对测量纸

带、塑料尺、软尺的测量结果进行横向

比较。通过比较,学生可以明显看出塑

料尺和软尺虽然制作材料不同,但测量

结果基本相同。测量纸带测量起来虽然

也还算方便,但从测量的精确程度和单

位的统一性方面来看还是有差别的。数据对比可加深学生对测量的准确度、标准统一、

工具改进等问题的认识和理解。

四、参考资料

皇室测量大赛

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偏远的国家中住着一位名为巴尔巴扎赫的国王。那时候的人

们还不知道什么叫电灯、电脑、飞机和汽车。在他的王国中人们不得不用很多奇怪的方

法进行测量,因为那时没有尺子,更没有尺码的概念。比如,有人请别人做窗帘,顾客

会说:“亲爱的裁缝师,请为我做10只汤勺那么长的窗帘!”裁缝修修剪剪、缝缝合合,

从早忙到晚,但是不管他们怎么努力,窗帘的尺寸总是不合适。再如,有人告诉建筑师

门的高度有14根香肠那么高,建筑师们也尽了最大的努力量着,但是结果仍不能让顾客

满意。

王国中所有的人都对测量的结果不满意。国王很担心,香肠、汤勺、蜡烛,我们到

底应该用什么作为标准来测量呢? 王后更是为此心烦意乱: “如果我知道该用什么来测

量,那么窗帘的长度就会恰好合适了。也许我们该退位让更有能力的人来决定。”这让国

王想到了一个办法,国王决定举行一场测量大赛,他将让位给大赛的获胜者,也就是说,

大赛的获胜者将成为新任国王。

大赛的主题是 “寻找宝藏”。参赛者事先并不知道宝藏是什么,想要找到宝藏,参赛

者需要从核桃树下开始测量 “10+3”,一路向西,尽自己所能仔细看视线所能及的一切。

获胜者将可以与国王的女儿斯塔公主结为夫妻,赢得王冠,并成为新任国王。

贫穷和富有的人都从四面八方赶来,聚集在核桃树下,都想要赢得王冠,他们用核

桃、扫帚、剑、镰刀,甚至小船、母牛、山羊和咸菜来测量距离。谁也不知道10和3分

别是什么含义。只有一个名叫阿赫佐的年轻人决定用自己的 “一步”来测量,当他走到

第10步时,发现在他左边是一位女仆打扮的女士,她其实就是斯塔公主。爱情在他们目

光相遇的一瞬间绽放啦! 他寻找宝藏的想法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注视着公主的双

眼,并朝着公主又走了3步,她的微笑成了阿赫佐的宝藏。斯塔公主将手伸进提篮,拿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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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金制的王冠,将它戴在阿赫佐的头上,此时阿赫佐才知道原来面前的这个 “女仆”就

是斯塔公主。后来他们结婚了,新国王阿赫佐颁布了新的测量方法,就是测量时用一根

特殊的木棒作为标准,这根木棒的长度就是新国王阿赫佐的 “一步”的长度。

从此以后,新国王阿赫佐和斯塔王后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资料来源:特鲁迪·哈里斯.皇室测量大赛 [M].刘洋,译.长春:长春出版

社,2015.)

用身体测量

用身体测量很容易被认为是只在标准测量单位出现之前的活动,但实际上即使到现

在,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还经常会用到这种实用的测量方法。如果突然要测量什么东西,

自己却没有尺子该怎么办呢? 用手掌、脚印、胳膊来测量都是很好的测量方法。

我们经常用身体的某个部分来表述物体的大小。比如手指甲大小的玉米粒、两个拳

头大小的苹果、像头大小的西瓜、拇指大小的橡子、手掌大小的土豆等。

有意思的是,我们现在使用的大部分标准化测量单位都源自于人的身体。英国使用

的测量长度的单位 “码 (yard)”是成年男人伸直手臂时,从鼻子到中指尖的距离,一码

大概等于90厘米。 “英尺 (feet)”源于成年人一只脚的长度,一英尺大概是30厘米。

我们应该告诉孩子们即使不使用标准化的测量工具,用自己的身体也可以进行测量。同

时,要让孩子们知道很多标准化单位都源于人体。

(资料来源:金成恩.我家漂亮的尺子 [M].夏艳,译.长春:长春出版社,2011.)

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三个事物的比较

“最”和 “第一”是孩子们经常使用的词语之一。“我最喜欢妈妈”“在我家我的手最

小”“这个石块最大”……这些话意味着孩子们的头脑里比较和排序的能力正在不知不觉

地形成。比较不仅在数学上很重要,其在巧妙解决生活问题方面也是必要的方法。三个

事物的比较是从两个事物的比较扩展出来的概念,同时三个事物的比较是理解事物间的

关系和正确排序的基础。

三个事物的比较在日常生活中很常见。例如比较妈妈、爸爸和孩子的手的大小;妈

妈、爸爸和孩子的鞋的大小等;或者比较小石头、衣服上的纽扣、蚕豆的重量等,并进

行排序。

(资料来源:曹恩贞.都陵村168号 [M].夏艳,译.长春:长春出版社,2009.)

亲子游戏:收集美味的水果

游戏目标:三个事物的比较。

游戏道具:木质筷子3根、碗3个、篮子1个、草莓或糖块10颗。

(1)在篮子里放10颗糖块,在妈妈、爸爸和孩子面前各放一个碗。

(2)把筷子剪成长短不同的3根。
·18·

比较与测量



(3)爸爸把3根筷子最下面的部分用手抓住并排放着,从上面看不出来哪根是长的,

哪根是短的。

(4)按照孩子、妈妈、爸爸的顺序来挑选木质筷子,选到最长的那根的人可以把糖

块放到自己面前的碗里一个。

(5)用同样的方法继续,碗里的糖块最多的人是赢家,一局游戏结束后把糖块吃掉,

然后可以用其他的食品,比如草莓等再继续玩。

(资料来源:曹恩贞.都陵村168号 [M].夏艳,译.长春:长春出版社,2009.)

重要的统计数据

“你都长这么高了!”见到一位很长时间未见面的小伙伴时你可能会发出这样的感叹。

人们对身体的测量结果是一种重要的统计数据。你需要知道你的尺寸来找到适合你身体

大小的衣服和鞋子。

你可以制作一副简易的骨架来显示你重要的身体数据!

(1)找出一些硬纸板,把它们剪成长条状。

(2)用卷尺测量从你的脖子根部到臀部的长

度。这就是你脊柱的长度。把刚刚剪下的长条状

硬纸板粘在一起,做成和脊柱一样的长度。然后

把脊柱的长度写在长纸条上,以免忘记。

(3)现在测量你臀部的宽度。剪下一个和这

个宽度一样的长条,把它同表示脊柱的长条用别

针固定在一起。

(4)量出你身体其他部位的长度,把它们都

用别针别在一起做成你的骨架! 你是由几个部分

组成的? 别忘了你的手指和脚趾。

小提示:

你可以画一幅草图来标示你要测量的各个身体部位。每测一部分,就要把测量的结

果标记在图上。

然后你就可以按照图的指示,参照上面的测量结果剪下所有的长条,再把它们都粘

在一起。你可以把某些长条弄粗一点,这样你的人体骨架会更真实。

你可以用卷尺绕过你的头,来测量头的周长,然后在这个骨架上加1个头骨。按照你

的测量结果剪下一个长条,把两头粘在一起组成一个圆圈。

同样的,再测一测你头顶到下巴这一圈的长度,把长条两头粘在一起做成一个圆圈,

并把它同第一个头骨的圆圈粘在一起。

在纸板上画一张笑脸,然后用胶带把它粘到那个骨架的头部位置。

(资料来源:安德鲁·金.大小的测量 [M].蔡艳锦,侯晓希,译.北京:科学普及

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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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版小学科学教材配套产品

为了使广大教师朋友们更好地使用教科版小学科学教材进行教学,我们开发了一系

列配套产品。

一、教科版小学科学工具箱

工具箱是科学课堂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好的科学实践活动,离开了工具箱,学生的

理解都会大打折扣。好的学具可以促进学生对科学概念、科学探究及科学本质的理解,
好的工具箱可以辅助教师呈现更好的课堂教学,加速提高科学教师的专业素养。

1.教科版小学科学工具箱有如下几大特点。
● 教材编写组核心成员严格按照教材整理工具箱材料清单。
● 工具箱与教材高度契合,并不断更新。
● 经过多次试教实验,反复调整。
● 对学具和教具质量进行严格审查。
● 确保每个产品都兼具科学性、适用性和安全性。

2.教科版小学科学工具箱的产品种类有以下几种。
● 科学工具箱:按12个小组配备分组实验材料,可供班容量为36-60名学生的课堂

选用。完全覆盖教科书的所有实验材料。定价:980元/箱。
● 科学耗材袋:部分实验耗材及活体。可独立于科学工具箱,单独购买。
● 科学材料袋:一套完整的实验材料,用于教师演示实验或学生个人实验。

二、义务教育教材科学图片库

义务教育教材科学图片库是以课程标准为依据,基于教科版小学科学教科书开发的

教师教学辅助挂图。

1.义务教育教材科学图片库有如下几大作用。
● 呈现教科书中的部分关键图片,供教师课堂教学使用。
● 补充与各课内容相关的其他图片,引发学生对某一问题的深入思考。
● 补充与各单元内容相关的其他图片,加深学生对单元学习内容的理解,拓展学生的视野。

2.义务教育教材科学图片库的形式与定价。
●2开,彩色,逐页分开印刷,袋装。
● 每套20页。
● 定价:90.00元/套。
广大教师朋友们如有需要,可与教育科学出版社市场部联系订购。联系电话:

010-64989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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