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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概述：幼儿园 FOSS 物理科学 NGSS 过渡 

重要概念： 

运动和稳定性 – 幼儿园.pdf 

第 1 课：推和拉 

建议时长（至少 4 节 45 分钟课
时） 

第 2 课：改变方向 

建议时长（至少 1 节 45 分钟课
时） 

第 3 课： 弯曲的轨道 

建议时长（至少 2 节 45 分钟课
时） 

第 4 课：碰撞 

建议时长（至少 2 节 45 分钟课
时） 

锚定现象：当被其他物体碰撞导致被推动时，球会移动或改变方向。 

调查现象： 

物体只有被东西推或拉时才

会移动。 

 
 

引导问题： 

当你推或拉一个物体时会发

生什么？ 

调查现象： 

推动可以改变球的运动方

向。 

 
 

引导问题： 

你如何能让物体移动得更快

或者朝不同的方向移动？ 

调查现象： 

离开弯曲轨道的物体将沿直

线行进。 

 
 

引导问题： 

在离开弯曲的轨道后，物体

如何移动？ 

调查现象： 

碰撞可能会导致另一个物体

的移动。 

 
 

引导问题： 

当你推或拉一个物体时会发

生什么？ 

你如何能让物体移动得更快

或者朝不同的方向移动？ 

课程概述： 

学生在教室内与操场上他们

可以推或拉的物品互动。他

们调查移动意味着什么，以

及推和拉物体的区别。 

 

课程概述： 

学生调查推球，以改变其运

动方向，进行至少两次。他

们练习画球运动的模型，展

示推的动作有多大或多小，

以及该推动的方向是什么。 

课程概述： 

学生首先进行调查，确定他

们对弹珠在离开弯曲路径时

将如何行进的最初想法，然

后用材料进行实验，以作支

持其解释的观察。 

课程概述： 

学生调查改变物体移动方向

或使静止物体开始运动的碰

撞。 

材料： 

物理科学 FOSS 过渡工具

包： 

● 13 个波波池胶球   

 

教师提供： 

● 覆盖胶带 

● 方块 

● 推或拉分类或 推或拉互

动笔记本表格（每名学

生 1 张） 

● 胶带/胶水 

材料： 

物理科学 FOSS 过渡工具

包：  

● 13 个波波池胶球  

 

材料： 

物理科学 FOSS 过渡工具

包：  

● 13 个波波池胶球 

● 轨道  

 

教师提供： 

● 弹珠滚动调查 

● 调查和科学谈话 

材料： 

物理科学 FOSS 过渡工具

包：  

● 13 个波波池胶球 

 

 

 

 

 

https://goo.gl/TFLevA
https://rely.sandi.net/sites/default/files_link/playlist_uploads/Motion%20and%20Stability%20-%20Gr%20K.pdf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Jo2W4I_wLU269edi1UvJRuTfV37y2aEr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VLhT7dX5udfhFgohl_fWK4x_Mhlw2mPb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VLhT7dX5udfhFgohl_fWK4x_Mhlw2mPb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YodgjHl1RK0e-y4_pLu3nFKGougIi3Jq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u1-L-ncHMBSd3XGDZdenl7Jn6p1yuO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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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指引： 

第 1 课：推和拉 

本活动通过调查推或拉如何导致物体移动，向学生介绍球仅在被其他东西推动时才会移动和改变方向的锚定现

象。 

 

E 阶段 教学叙事 

参与 在单元开始时，告诉学生他们将学习东西如何移动。向学生提问：东西是如何移动的？如果某事
物没有动，你可以如何使其移动？如果某事物正在移动，你可以如何改变其运动（改变方向、改
变速度、停止运动）？ 

 

学生可在笔记本上使用语言和/或图画写下初步想法。在学生能力范围内，应尽可能使用笔记本来

记录学生的思路。 

 

后勤安排：在和学生观看前先准备好视频（你将需要登陆到 YouTube）。你可能也会想用静音模
式来观看，因为吵闹的声音可能会让人分心。 

 

向学生介绍本单元的现象：在没有任何指引的情况下，向学生播放弹珠机视频 一次。然后： 

● 让学生思考是什么使球在机器中移动，然后再次观看视频，将观察重点放在球的运动上。 

记录学生的想法。 

● 问学生他们认为球在不同部分是否移动得更快或更慢，以及这是为什么。再次观看来观察

这一点。记录学生的想法。 

 

是什么让球

移动 

是什么让球

移动更快 

是什么让球

移动更慢 

   

 

在课堂讨论上分享学生的思路。将学生关于球及其如何移动的任何问题制成图表。  

探索/ 

解释 1 

安全后勤安排：确保订立安全要求和适当的用球规则和/或重申科学安全规范/要求。 

 

让学生思考他们如何能够让球移动。 

● 为学生分配伙伴。每两人小组分配一个波波池胶球。 

● 一起回来讨论球如何移动。  

○ 你是如何使球移动的？ 

 

全班一起将如何使球移动的方法制作成图表。这可以添加到“参与”一节开始制作的图表中。 

 

请注意：幼儿园不需要理解“力”这个字。学生可以知道这个字并知道这个字的正确用法，但这
不应作为教学期望。 

 
 
 

https://goo.gl/TFLev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nrrbKFWL3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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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阶段 教学叙事 

探索/ 

解释 2 

向二人一组的学生提供一个波波池胶球来调查不同类型的推动。 

● 使用原因/结果的概念来总结学习。（概念：重重地推可让东西移动得快和远。轻轻地推可

让东西移动得慢和不远）。 

○ 你可以使用的原因/结果框架： 

■ 如果，_____，那么_____。 

■ 如果我推求 _____（大/小），那么它会移动得 ______（快和或远/慢和或

不远）。 

● 使用互动写作或分享写作和/或制作图表来总结学习，并强调科学概念和词汇。 

● 在科学笔记本中记录思路。 

● 全班一起，将重推和轻推对球产生什么影响添加到之前探索[探索/解释 1 的图表中。全班一

起决定可以使用什么符号来显示重推或轻推（例如，大（粗）箭头和小（细）箭头）。 

详细阐述 到达终点线 

在此活动中，学生按三人一组一起学习。  

● 各小组成员都有一个任务：一名成员进行测量，一名成员进行滚球，还有一名进行记录。  

● 三人学生小组将在地板上用覆盖胶带设置一条“起点线”和三条“终点线：。 

● 各组将球滚到这些线，并描述使球滚到不同终点线所使用的力。 

课程准备： 

● 让负责测量的组员准备足够的方块（50 个）来砌五个 10 层的楼。小组合作砌五座十层

楼。  

● 当塔楼砌好后，让小组在地上用胶带设置起点线。 

● 然后，在起点线开始，让各组在 10 个方块处、30 个方块处以及在 50 个方块处各设置一道

终点线 。地上将有三道球滚动的终点线。 

滚动球： 

● 让负责滚球的学生在起点线开始，并尽量将波波池胶球滚到第一条终点线。让负责记录的
学生画出/写出将球推到第一条终点线所需的推动有多强。 

● 让负责滚球的学生再次在起点线开始，并将球滚到第二条终点线。让负责记录的学生画出/

写出将球推到第二条终点线所需的推动有多强。 

● 用同样的方法将球推到第三条终点线。  

● 学生在科学笔记本的数据表中记下观察。 

 

到达终点线数据表 

 第 1 条线 第 2 条线 第 3 条线 

需要什

么才能

将球推

到此终

点线？ 

   

 

E 阶段 教学叙事 

探索/ 后勤准备：在学生推/拉东西时，请提醒他们在课室/校园运动时注意安全。 

 

https://goo.gl/TFLe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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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 3 带学生到操场或让他们在课室找材料。让他们找一件可以拉的物体。让不同学生演示不同的物体

（如椅子、秋千、门、火车厢、绳子等）可如何被拉动。然后让学生找他们可以推的物体，并演

示他们可以如何推这些物体。 

 

进行关于移动物体的运动的班级讨论：  

- 提问：当你拉一件物体时，你的手臂往哪个方向运动？（向你自己的方向）  

- 当你推一件物体时，你的手臂往哪个方向运动？（与你自己相反的方向）  

 

让学生将此添加到笔记本，并记在班的图表上。 

探索/ 

解释 4 

推/拉图片分类 

● 向学生提供此推或拉分类的复本（点击以上超链接） 

○ 将它们分进 2 组中（推和拉）。 

○ 用信封收集分类材料，然后黏贴在学生的科学笔记本中，或直接将纸黏贴到笔记本

上。 

● 替代活动为推或拉互动笔记本  

● 学生还可以做此在线模拟来强化他们的思维（上有互动活动和在线测试） 

 

 

评估 将学生带回地毯上展开班级讨论——非常多的学习经历需要展开！ 

 

● 让学生分享球在大力推动下如何移动，然后让一名学生进行展示。 

● 让学生分享球在轻轻推动下如何移动，然后让一名学生进行展示。 

● 向学生提问他们如何知道球什么时候移动。他们应展示或分享当球的所在位置与其开始时

的位置不同时，他们知道球移动了。 

 

 

第 2 课：改变方向 

学生将推球以探索推将能如何导致物体改变其运动的方向。 

 

E 阶段 教学叙事 

参与 再次为学生播放弹珠机，让他们思考是什么让机器中的弹珠改变方向。  

 

将学生的任何想法或问题添加到在第 1 课学生第一次看到锚定现象/弹珠机视频时所制作的相同图

表中。 

探索/ 各桌为一组，为每组学生提供一个波波池胶球。让学生相对低、紧密地坐在地毯上 。  

https://goo.gl/TFLevA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Jo2W4I_wLU269edi1UvJRuTfV37y2aEr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VLhT7dX5udfhFgohl_fWK4x_Mhlw2mPb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VLhT7dX5udfhFgohl_fWK4x_Mhlw2mPb
http://www.bbc.co.uk/schools/scienceclips/ages/5_6/pushes_pulls.s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nrrbKFWL3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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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 1 ● 让学生在他们的小组中推球，每人至少碰到球一次。 

● 让学生谈论他们如何将球传给组内每位成员。他们需要对球做什么？（再次推）球往哪个

方向走？（方向依据推的人而改变） 

● 按需要让学生重复活动，以思考球如何改变方向。 

评估 让学生在科学笔记本中画出模型，显示球如何在组内成员间移动。让学生在球每次改变方向时用

一个方框作标记。让学生尝试在他们所画的图中展示每次推球后球运动的方向，以及推力的大小

（使用不同大小的箭头）。 

 

例如： 

 

 
 
 
 

 

 

 ME 

 

 

 
 

 

 

https://goo.gl/TFLe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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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课：弯曲的轨道 

学生调查物体沿弯曲路径的运动如何使球改变其运动。 

  

E 阶段 教学叙事 

参与 请查看《调查》第 72 页关于弹珠滚动调查的“开展调查”。 

 

展示《调查》第 71 页，或向学生提供《调查》第 71 页的复本，以置于科学笔记本中。如果你有

这样的弹珠轨道，请向学生展示。如果没有，请使用一根管道进行展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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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 

解释 1 

向以桌子为单位的各小组提供一段管道。让学生合作用管道复制一段弹珠滚动调查的影像。然后

学生将使用乒乓球来测试他们关于球在离开轨道后将如何移动的想法。 

 

全班一起讨论所观察到的。  

详细阐述 请查看《调查》第 73-74 页“教学和评估建议”  

 

学生还可以组成更大的团队，并使用覆盖胶带来制作让乒乓球移动的更大轨道。 

 

https://goo.gl/TFLevA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YodgjHl1RK0e-y4_pLu3nFKGougIi3Jq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u1-L-ncHMBSd3XGDZdenl7Jn6p1yuO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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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课：碰撞 

学生调查并模拟碰撞如何能够导致球改变其运动。  

E 阶段 教学叙事 

参与 向学生提问，他们之中有没有人此前曾经打过保龄球，以及他们对打保龄球记得什么。向学生播

放保龄的视频。  

 

问：在打保龄球时你要如何才能得分？（将球瓶打下）你如何可以使用保龄球来导致球瓶倒下？
（你将球滚下球道） 

探索/ 

解释 1 

向各以桌子为单位的小组提供一个波波池胶球。让学生相对低、紧密地坐在地毯上 。 

 

告诉他们，他们将在不用手的情况下，互相将球推向对方（来看如果球碰到他们的腿或脚会发生

什么情况），然后用手（来讲球推离他们），并观察发生什么情况。  

 

一起集中讨论他们观察到的情况。（他们应该观察到，与人身体的碰撞会导致球方向和/或速度的

改变，或导致球停止移动。） 

探索/ 

解释 2 

让学生作出预测。他们认为，当 2 个物体的距离比较大时，2 个物体的碰撞将会有什么改变？向他

们展示这场景图。给他们安静思考的时间，然后让他们转过身，与一名伙伴分享想法。 
 

 

 

 

 

 

 

 

 

 

 

 

 

 

 
 

让学生和一名伙伴一起，坐在地板上使用一个波波池胶球来测试他们的想法。  

1) 让学生们面对面、紧密地坐在一起。让他们互相朝对方推球。 

2) 让学生移开/回一个位置。让他们再次朝对方推球。 

3) 让学生再次移回一个位置，并再次互相朝对方推球。   

 

 

https://goo.gl/TFLev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p7aTFsrr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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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阶段 教学叙事 

探索/ 

解释 2 

继续 

进行全班讨论并制作图表：每次移位之后发生什么？为什么？我们对球的速度发现什么？碰撞呢

？随着我们离对方更远，发生什么？为什么？即使离得很远，我们可以做什么来使碰撞发生？学

生应观察到当物体离得很远时，他们需要更大力地推球来使碰撞产生相同的作用。如果他们在不

同情况下一样地推球，球可能会和更远的物体碰撞，但它只会轻轻碰到，而不会是强碰撞。 

评估 在单元结束时，向学生最后一次播放弹珠机视频。  

 

向他们提问，他们认为是什么让弹珠在机器中移动。 

● 向学生提问，为什么在视频的某些部分中，弹珠移动更快 

● 向学生提问，是什么让球在机器中改变方向 

 

让学生画出并标记他们对这些问题的想法。在他们对球运动的解释中，他们应该能够使用对此单

元的学习。 

 

 

 

 

 

 

 

https://goo.gl/TFLev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nrrbKFWL3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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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本单元所使用到/参考到的资源 

 

FOSS 工具包材料：幼儿园物理科学过渡工具包材料清单  

 

NGSS 三维关联： 

焦点 SEP 焦点 DCI 焦点 CCC 

提问问题 

 

计划和开展调查 

 

发展和使用模型 

  

分析和解读数据 

推和拉可有不同的力度和方向。(K-PS2-1), (K-PS2-2) 

 

推和拉一个物体科改变其运动的速度或方向，并可使其运动开始或结

束。(K-PS2-1), (K-PS2-2) 

 

当物体触碰或碰撞时，它们互相推动并可改变运动。(K-PS2-1) 

 

更大的推或拉使物品更快地加速或减缓。（K-PS2-1 的次要内容） 

原因和结果 

 

 

 

NGSS 证据陈述 

K-PS2-1 证据陈述 

K-PS2-2 证据陈述 

 

CA《科学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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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oo.gl/TFLevA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4vUOETWxPzmE3WflyXULcWyLWQ9RMvSp
https://www.nextgenscience.org/sites/default/files/evidence_statement/black_white/K-PS2-1%20Evidence%20Statements%20June%202015%20asterisks.pdf
https://www.nextgenscience.org/sites/default/files/evidence_statement/black_white/K-PS2-1%20Evidence%20Statements%20June%202015%20asterisks.pdf
https://www.nextgenscience.org/sites/default/files/evidence_statement/black_white/K-PS2-2%20Evidence%20Statements%20June%202015%20asterisks.pdf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50wcge8JKqdVsm3fIKnKD_0-rM_rELK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