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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概述：3年级 FOSS物理科学 NGSS 过渡 

重要概念： 

运动和稳定性 – 3年级.pdf  

运动和稳定性 2 – 3年级.pdf  

第 1课： 

建议时长（至少 4节 45分钟
课时） 

第 2课： 

建议时长（45） 

第 3课：  

建议时长（至少 3节 45分钟
课时） 

第 4课： 

建议时长（至少 2节 45分钟课时） 

锚定现象：牛顿摆以可预见的方式运动。 锚定现象：磁铁具有我们看不见

的力量，此力量作用于磁铁未接

触的物件。 

调查现象： 

物件平衡的方式取决于其形状

和大小。 

 
 

引导问题： 

当几个不同的力同时推或拉一

个物体会发生什么？ 

如何推或拉物体但不使之移动

？ 

调查现象： 

纸飞机飞起然后降落。 

 
 
 

引导问题： 

某些物体如何能在不接触的

情况下相互推或拉？ 

调查现象： 

物件的形状和大小影响其移

动。 

 
 

引导问题： 

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来预测物体

的运动？ 

 

调查现象： 

磁条和部分物件互相作用和部分物件

不作用，且不需要触碰到物件就能导

致其运动发生变化。 

 

引导问题： 

磁体如何影响不同材料？ 

课程概述：向学生介绍调查现

象。他们也开始研究物体如何

需要平衡的力量来平衡其运

动。他们还专注地思考系统是

什么，以及系统如何获得稳

定。 

课程概述：学生制作纸飞机

并进一步调查与物体互动的

力。他们应专注于空气和陆

地如何推或拉飞机。 

课程概述：他们专注于滚动的

物体，并预测物体的移动。学

生还回想锚定现象，展示他们

对摆动运动的最终解释。 

课程概述：学生完成与系统相互作用

相关的推和拉的学习。学生将对于力

的思考应用于磁的相互作用。 

材料： 

物理科学 FOSS 过渡工具包 

● 贴纸图形 

● 衣夹 

● 密封塑料袋 

● 2.2材料 

● 2.3材料 

● 2.4材料 

 

教师提供 

● 牛顿摆视频  

● 预测稳定位置表 

● 使其稳定！评论 

● 移动海报 

● 数学延伸 

● 家/学校联系 

● 可选牛顿摆  

材料： 

 
 
 
 
 
 
 
 
 
 

教师提供 

● 纸飞机  

● 纸 

材料： 

物理科学 FOSS 过渡工具包 

● 4.1 材料 

● 4.2 材料 

● 4.3 材料 

● 磁铁、木棒、橡皮筋、绳

子和吸管 

 

教师提供 

● 滚动、滚动、滚动！评论 

● 大理石跑道 

 

材料： 

物理科学 FOSS 过渡工具包 

● 6.1材料 

 

 

 

 

 

 

https://goo.gl/XSKvVQ
https://rely.sandi.net/sites/default/files_link/playlist_uploads/Motion%20and%20Stability%20-%20Gr%203.pdf
https://rely.sandi.net/sites/default/files_link/playlist_uploads/Motion%20and%20Stability%202%20-%20Gr%203.pdf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Jr3ZWX0xdeaorI5_DUV637uAsTj8YCPr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ALNKinBcO3VabNIqngoyauFK8BODms7g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q023eJjSLV8e3jZmWF5nbEgvYW4rAdm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LnbyjOyEQ8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Gec1nZtLbLm6XP78PA6aQaSq_eKvH5xz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Iw8Ze3_fHtarTtvRAdaas8U8YEPdF_UR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bIsF504dmW15W5aLaVM3S4hejSVrb0qX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TGOjb4NdHAl43MKWgj09YjWefZjKeFEH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FXe-fsfaOjU8Ps_tNiWRg32WiGIAd94-
https://www.amazon.com/gp/product/B01HA9O1FS/ref=oh_aui_detailpage_o02_s00?ie=UTF8&psc=1
http://www.foldnfly.com/#/1-1-1-1-1-1-1-1-2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2vmsJ58GGhh-uIpaV6vJ-Kq4jVjlzLZM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38LTO0L2_TkK2BcuDEkxqkSuqz2cn4G5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PH2m5QUTl4M-XpVCJdgZH4LigoS0nkQs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LmM2EOgtKyfwivq0GjypQt0dR28KjkS5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H3Us4ttaX9KYnT9585HmwRrjYRLiWSqz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9qgWu8W4bnjfivAjCpHvZqIG3Mdugu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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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指引： 

第 1课：平衡 

在本活动中向学生介绍锚定现象。学生画出模型，来解释平衡的力如何让系统平衡。 

 

E 阶段 教学叙事 

参与 播放此牛顿摆的视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LnbyjOyEQ8  

 

让学生在笔记本上画一个模型描述他们所见到的。让他们使用箭头、文字等来解释他们认为正在

发生什么，以致牛顿摆出现所预期的运动。让学生能够独立思考并学习，然后和一名伙伴分享他

们的想法和模型。让学生添加伙伴对其分享且他们认为对模型和解释很重要的东西。 

 

告诉学生他们将会在本单元为解释收集证据。 

探索/ 

解释 1 

按照 FOSS小龙虾游戏教师指引所述进行教学 

探索/ 

解释 2 

按照 FOSS三角形和拱顶教师指引所述进行教学 

探索/ 

解释 3 

按照 FOSS铅笔游戏教师指引所述进行教学 

详细阐述 向学生展示你在上课前做好的移动物体成品（来自 FOSS移

动物体教师指引）。 

  

让他们在笔记本上画出该移动物体，并形容此移动物体必需如

何平衡。学生应使用从调查头三部分所获得的证据来解释该移

动物体必需如何平衡。 

 

向两人一组的学生提供移动物体材料。让学生制作他们自己的

平衡移动物体。让学生能够自己完成、尝试并按需要修改他们

的作品。大概每 10分钟让学生暂停，让他们向伙伴解释他们

正在做什么来完成移动物体的建造，并解释他们为什么认为移

动物体可以平衡。 

评估 当学生感觉他们的移动物体已经完成或他们已经尽力时：  

- 让学生对他们所制作的移动物体画出示意图，并用文字、图片、箭头等来解释该移动物体

如何平衡。 

 

 

 

 

https://goo.gl/XSKvV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LnbyjOyEQ8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D-Wcl4F9bI6dNCeaBsoy5R8y1Rv1WDqy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xnpdYHfddZIgqCNazw2v1bA1mJacuqq6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jlUMu6hDTvSKEx3-trThmuefUhPEbeJ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OxcIicngqvET5PfYZsu1WjuhHVH_tcx2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OxcIicngqvET5PfYZsu1WjuhHVH_tc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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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课：纸飞机 

学生将他们对力的思考应用到纸飞机。学生设计纸飞机来显示他们如何在系统中与未明显碰触纸飞机的力相互作

用。 

 

E 阶段 教学叙事 

参与 在学生开始学习之前，从链接中选择两个“容易”的飞机进行折叠 – 纸飞机 - 

http://www.foldnfly.com/#/1-1-1-1-1-1-1-1-2  

 

向全体学生展示两个纸飞机示例。 

- 让学生讨论他们对纸飞机有何所知。 

展示各直飞机的飞行和降落。 

- 让学生分享他们关于是什么使飞机向地面前进的想法。 

探索/ 

解释 

在学生的桌子上向学生分发纸张，让他们制作自己的纸飞机。你可以让他们制作你已经做好的飞机

的其中一个，或让他们查看以上网站的示例，来制作他们自己的纸飞机。 

当学生折好飞机后，让每桌的学生在课室前放飞他们的飞机。 

当学生放飞飞机时，让他们分享他们的想法以解答以下问题：为什么有些飞机飞得比其他飞机更直

？为什么飞机最终会坠下或着陆？ 

 

帮助学生认识导致飞机到达地面的力被称为重力。 

● 潜在的额外资源：互动笔记本科学：重力 

评估 让学生在笔记本上画出他们的飞机，并标记飞机的哪些部分可能由其他部分平衡。对于系统中不能

看到到部分（空气、重力等），他们也应该标出来。 

● 让学生展示最初让飞机飞起的力在哪里。  

● 让学生展示导致飞机着陆的力在哪里。 

 

 

  

https://goo.gl/XSKvVQ
file:///C:/Users/aundrea/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Outlook/27RU5LVQ/纸飞机
http://www.foldnfly.com/#/1-1-1-1-1-1-1-1-2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GWXbNhCsqTubnz0IGvspdVAL8QzGH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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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课：滚动的物品 

学生调查物品如何滚动，以预测其运动模式。 

 

E 阶段 教学叙事 

参与 让学生玩由工具包中的圆盘和轴制作的陀螺上部（请见 FOSS陀螺教师指引）。让他们在桌子上

讨论， 陀螺上部做出何种运动。  

让全班学生分享他们关于力如何对陀螺上部施加作用的最初想法。  

探索/ 

解释 1 

按照 FOSS滚动滑轮教师指引所述进行教学。 

探索/ 

解释 2 

按照 FOSS滚动的杯子教师指引所述进行教学。 

探索/ 

解释 3 

按照 FOSS滚动球面教师指引所述进行教学。 

延伸 此部分与滚动球面活动联系得最好。 

请查看《调查》第 68页关于 什么时候有摩擦？调查的“展开调查” 

 

展示《调查》第 67页，或向学生提供复本，置于科学笔记本中。在学生选了他们最同意的人之

后，进行班级讨论。[查看调查和科学谈话] 

评估 再次播放牛顿摆的视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LnbyjOyEQ8  

让学生一句他们在此单元课堂上所做的来更新其模型和解释。提醒学生使用所各项调查所获得的

证据（制作一个清单向学生提供参考，可能会对他们有所帮助）。 

让学生能够独立思考并学习，然后和一名伙伴分享他们的想法和模型。让学生添加伙伴对其分享

且他们认为对模型和解释很重要的东西。 

 

 

  

https://goo.gl/XSKvVQ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1HU_BDaY-zLmoGkenARQMGT6ukXfefWG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zRlcXQR1TisfEk8o2Ombpk9zRLZZ0Fi5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fmutLLlawhbKKO36ubrHFJJcmN5FLoyM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qx7nJesshb4gfzBlqyzox-_wB-crQ4mf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WVq2kES6wwTqZQGGD7dibG74xXLCgCfZ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u1-L-ncHMBSd3XGDZdenl7Jn6p1yuOh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LnbyjOyEQ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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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课：磁铁 

学生调查磁铁如何隔着距离相互作用，以对物质间的关系提出问题。 

 

E 阶段 教学叙事 

参与 向学生提供以下物品：一个黑色的圆形物体（磁铁）、木棒、橡皮筋、绳子和吸管。不要将黑色

物体辨识为磁铁。 

 

让学生解释物体如何互相推或拉。  

- 让全班学生分享这些物体被称为什么及其如何互相作用。 

让学生向伙伴解释，磁铁与他们一直在使用的其他物品有何不同。 

让学生向伙伴解释，磁铁与他们在此单元一直讨论的某些作用力如何相似。 

 

将学生探索集中在他们能够如何问问题以尝试确定两个互相未触碰物体的磁相互作用关系。 

探索/ 

解释 

按照 FOSS磁铁所述的教师指引进行教学。 

 

详细阐述

1 

互动笔记本科学：磁铁 

详细阐述

2 

请查看《调查》第 88页关于 大大小小的磁铁的“展开调查”  

 

展示《调查》第 87页，或向学生提供复本，置于科学笔记本中。在学生选了他们最同意的人之

后，进行班级讨论。[查看调查和科学谈话] 

 

  

https://goo.gl/XSKvVQ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w44Hg-ki6vV2EgCzpraroZxKwkXZeMat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qKIbYyGOMBhRwQBRWgIJ2RKxe5_FFW3X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2KDmCR2-ik6KE6m-AMCZreodBRWfZ4dw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u1-L-ncHMBSd3XGDZdenl7Jn6p1yuO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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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本单元所使用到/参考到的资源 

 

FOSS教师指引：平衡和运动 [完全工具包材料清单] 

调查 2：平衡 

教师背景 

第 1部分，第 72页小龙虾游戏 

第 2部分，第 78页三角形和拱顶  

第 3部分，第 83页铅笔游戏 

第 4部分，第 90页移动物体 

调查 3：陀螺 第 1部分，第 108页顶部 

调查 4：滚动物体 

教师背景 

第 1部分，第 140页滚动滑轮 

第 2部分，第 147页滚动的杯子 

第 3部分，第 154页滚动的球面  

调查 6：磁铁和工具 第 1部分，第 199页磁铁 

 

NGSS 三维：证据陈述  

焦点 SEP 焦点 DCI 焦点 CCC 

问问题并对问

题下定义 

 

计划和开展调

查 

 

构建解释和设

计解决方案 
 
 

PS2.A：力和运动 

● 每个力都对一个具体物品施加作用，并同时具有力量和方向。一个静止物品通常受到

多个力的作用，但这些力加起来对这个物品产生的净力为零。 

● 加起来不为零的力可导致物体速度或运动方向发生变化。（界限：在此阶段力的增加

只为定性和概念的增加，而不涉及定量的增加。）(3-PS2-1) 

● 物体运动的模式在各种情况下都可以被观察和测量；当过去的运动展示出规律的模式

时，可从中预测将来的运动。（界限：此阶段并不介绍技术术语，如幅度、速度、动

量和矢量，但应发展某些数量需要描述大小和方向的概念。）(3-PS2-2) 这些材料不

覆盖此内容 

 

PS2.B：相互作用类型 

● 碰触到的物体互相施加力。(3-PS2-1) 

● 两个物体间的电和磁力并不要求物体相互触碰。各情况下力的大小取决于物体的属性

和其相互间的距离，而对于两个磁铁之间的力，还取决于其相对于彼此的方向。 (3-

PS2-3)、(3-PS2-4) 

模式 

 

原因和结果 

 

CA《科学框架》 第 4章 3年级：（第 4章：三至五年级） 

 

https://goo.gl/XSKvVQ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mqU3zhqTss628X3BnQsoSKCZxJfNCCTb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5PYBUEBiIVI9Twnem98uydwzh8ShGKmK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D-Wcl4F9bI6dNCeaBsoy5R8y1Rv1WDqy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xnpdYHfddZIgqCNazw2v1bA1mJacuqq6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jlUMu6hDTvSKEx3-trThmuefUhPEbeJ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OxcIicngqvET5PfYZsu1WjuhHVH_tcx2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1HU_BDaY-zLmoGkenARQMGT6ukXfefWG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LlwKG5XfIEtGWOQLwOIWsLSP9oX4TOJr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zRlcXQR1TisfEk8o2Ombpk9zRLZZ0Fi5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fmutLLlawhbKKO36ubrHFJJcmN5FLoyM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qx7nJesshb4gfzBlqyzox-_wB-crQ4mf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w44Hg-ki6vV2EgCzpraroZxKwkXZeMat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VzbxL1SKYwkBNDBC_A9Nc1J_8i-0J5en
https://www.cde.ca.gov/ci/sc/cf/documents/scifwch4prepub.do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