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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七年级上册对照实验法的教学初探 

◆  唐  静 

 

【摘  要】初中生物新课程里增加了许

多学生的科学探究活动，在七年级上册的8

个探究活动中就有 6个要运用对照实验的

方法。对照实验的编排讲究层次，教师要

掌握并注意明确概念、强化对照、控制变

量，以提高对照实验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科学探究  对照实验  要求

层次  教学效果 

 

新课程标准（新课标）不仅关注在知识，

还关注“过程和方法”。它规定义务教育阶

段生物课程的内容标准包括 10个一级主

题，其中“科学探究”位列第一，可见其

受重视的程度。在七年级生物上册中也增

加了许多学生探究活动，一共有 8个，当

中需要运用多种科学方法的教育，如：观

察法、调查法、实验法等。其中，需要运

用对照实验法的就有 6个之多。因此，对

于初一的学生来说，学习对照实验的方法

是一项基本要求，掌握好对照实验的方法

及运用，对今后的探究活动有重要作用。 

在实际教学中，探究活动往往容易变成

一场闹剧，如何进行对照实验的教学，提

高学生进行对照实验的技能呢？俗话说：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因此要做到以下几

方面。 

1．  纵观整体，把握层次 

在上述的这 6个运用对照实验法的探

究活动，它们也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随

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学生知识的增长和能

力的提高，逐步提高要求。表现在以下几

方面： 

1.1  实验难度：（附表一）第一个探究

活动“光对鼠妇生活的影响”属于单因素

对照实验；在第三个探究活动“种子萌发

的环境条件”属于多因素对照实验，同时

要对三个条件：温度、水和空气进行对照

实验，难度呈梯度变化，由浅入深。 

1.2  技能训练的侧重点：（附表一）每

一个探究活动也体现出对学生进行某方面

技能的重点训练，且要求的技能也是由简

单到复杂。例如：找材料、记录数据→设

计记录表格→排除干扰因素、初步设计整

个实验→统计法（计算发芽率）→自行探

究并设计、实施整个对照实验。 

1.3  学生参与程度：（附表一）在前三

个探究活动中只要求学生模仿教材内的范

文操作，但在第三个活动的小结时教材提

出“种子萌发是否需要光照呢？你还可以

就这个问题设计实验进行探究”，鼓励学生

尝试独立设计，勇于创新。后面的活动基

本上全过程都是由学生自行设计，再由小

组讨论，合作实施完成的。 

1.4  教材的辅助程度：（附表一）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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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各方面相反的是教材对探究活动的描述

越来越简单，前三个对照实验中整个实验

过程，材料甚至每个步骤都非常清晰地展

示给学生，对实验中的各项问题也引导得

非常详细。但往后的实验中只有简单的提

示或引导。 

总的来说，教材中对照实验的设置呈现

螺旋式上升，由简单到复杂、由浅到深，

由易到难，这是符合学生的心理发育特点，

符合学生认知能力发展的规律。而且后面

活动又以前面活动为基础。教师只有明白

它们在整册书中的地位以及内在关联，同

时把握好每个活动不同层次的要求，根据

学生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提出符合他们进步

需求、难度适当的要求，才能达到更好的

教学效果。这也就是心理学上的最近发展

区理论。 

（附表一） 

探究活动课题 实验难度 技能要求 学生参与水平 教材辅助 

探究光对鼠妇

生活的影响 

单因素控

制对照实验 

记录数据 重复操作 展示每个步

骤 

探究植物对空

气湿度的影响 

单因素控

制对照实验 

设计表格、   

书面表达、 

模仿操作 没有表格 

探究种子萌发

的环境条件 

多因素控

制对照实验 

模仿操作多

因素的对照

实验 

模仿，鼓励创新 没有表格 

进一步探究空

气流动影响蒸腾作

用？ 

单因素控

制对照实验 

设计实验、   

控制干扰因

素 

根据提示操作 提要求，给方

法提示 

进一步探究光

对绿色植物生活的

影响？ 

单因素控

制对照实验 

设计实验、控

制干扰因素 

根据提示操作 提要求，给方

法提示 

探究二氧化碳

是光合作用必须的

原料 

单因素控

制对照实验 

设计实验、交

流并自行修

改        

自行设计、修改

并操作 

只提要求，给

简单提示 

2．  明确概念，强化对照 

对照实验的概念表面上看挺简单的，但

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学生认为有变化的实

验就可以称为对照实验。显然这是错误的。

所以教师很有必要澄清概念：对照实验要

求设置两个或以上的相似组样，一个是对

照组，作为比较的标准；另一个是实验组。

一般对照组是已经确定其结果的事物，让

其自然发展，实验者对之不加以干涉；另

一组是未知的、需要研究的事物，称为实

验组。将实验组中的未知因素同对照组的

已知因素进行对照比较，通过对实验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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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干预，以确定该因素的影响作用。可

见，对照实验有其严格定义，必须符合它

的要求。 

3．  明确目的，设置对照 

对单因素对照实验来说，有时候对照组

和实验组的区分并不严格。但是在多因素

控制的对照实验中这两者的区别就必须十

分清楚，否则无法理清诸多因素之间的关

系以及多个样品之间的设置，无法保证单

一变量的实验原则。例如，探究种子萌发

的环境条件实验中，许多学生由于没有真

正理解教材中 2号样品（对照组）设置的

目的，在操作时仍然出现各种违反科学逻

辑的错误。因此，在教学中教师一定要讲

解这四个样品的设计意图，特别要强调设

置2号样品的必要性。 

明白对照组的作用不等于就能设计好

对照实验。设置对照组必须紧紧围绕实验

的目的。首先要明确实验的目的，选择好

想要探究的几方面问题。然后才能围绕这

个目的，设置一组具备所有实验目的所需

因素的样品作为对照组。其余的实验组就

好办多了，只要每一个实验组和对照组相

比缺少一个条件或改变一个因素，其他条

件或因素都相同就可以了。这样操作起来

就不会太复杂，学生做起来也不会太乱、

太难了。 

4．  控制变量，排除干扰 

对照实验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单一变

量原则。实验中各种实验条件都可能成为

变量，但在每个实验组中只能有一个变量

与对照组不同。要达到实验目的，除了让

所需要求证的因素成为实验的变量外必须

排除干扰因素，这就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

控制实验的条件使之不能再产生新的变

量：（1）环境条件；（2）时空条件；（3）

药品试剂；（4）仪器装置。 

5．  结合教材实例，课堂渗透 

在教材中还有一些实例，也是很好的对

照实验的教学材料。例如“植株的生长需

要营养物质”一节中，课文展示了一幅照

片：正常叶片和缺少氮、磷、钾的叶片（大

豆）。这时候教师可以不失时机的提问：实

验组如缺氮的样品中是否要加入另外两种

无机盐呢？为什么？这样可以加强学生对

单一变量的认识和理解。 

综上所述，对照实验的教学对教师的要

求提高了，教师要从整体把握，结合学生

的年龄特点，根据对照实验的原则、方法

和要求，摸索出教学规律，循序渐进，逐

步提升学生们的对照实验运用技能，为今

后生物学习打好基础。 

 

 

 

 

（责任编辑：许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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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广州市中学生在参加课外体育 

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  许 超 

【摘  要】 本文试图通过具有一定规

模的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等方法，系统了

解学生参加课外活动的现状，并从中发现

其影响因素和存在的问题，并希望提出具

有实践意义的意见和建议，为广州市的中

学生能够进一步开展好课外活动提供准确

的理论依据。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广州市初、高中学生共1600人作为

调查对象，发放调查问卷，经过整理统计

有效资料为1520人，其中初中男生285人，

女生410人，高中男生392，女生333人。 

1.2 研究方法 

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访问调查法；

数理统计法；逻辑分析法 

2.研究结果与分析  

2.1对影响广州市中学生参加课外体

育活动的主要因素分析 

通过对以上广州市中学生的参与课外

体育活动的现状分析，中学生参加课外体

育活动的情况总体较好。但是还存在着许

多的问题，多方面的因素影响和制约着中

学生参加课外体育活动。在影响因素中主

要有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见表1和图1） 

 

表1      影响广州市中学生参加课外体育活动的主要因素统计表（％） 

选项                        男生     排序         女生            排序 

缺乏场地、器材设施              59.9       1           64.5             1 

学业负担重、没有时间            40.8       2           42.4             2 

缺乏组织管理                     7.7       5            9.8             4 

没有运动习惯                    11.1       4            6.6             5 

对运动没有兴趣、不喜欢          25.1       3           28.3             3 

运动技能差，怕别人笑话           2.9       8            2.1             9 

缺乏练习同伴                     5.5       6            4.4             7              

怕脏、怕累                       3.2       7            5.4             6 

家长不支持                       2.2       9            2.5             8 

体弱多病、无法锻炼               1.1      10            1.2            10 

其他                             0.2      11            0.3            11 

※ 
所列因素多项选择，但不超过三项 

从以上图表的所反映的情况我们可以 分析，影响广州市中学生参加课外体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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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客观因素是主要原

因，对问卷中所反映的情况我们做了一些

访谈和实地的调查，发现问卷中所显示的

问题的确是存在的。在此，我们对其中的

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 

2.1.1 缺乏场地、器材设施 

通过对广州市几所中学的调查发现，

普遍存在着场地、器材设施不足的问题。

学校场地设施是学生进行课外体育锻炼的

物质保证，学校运动场地设施的类型、状

况和规模，都将直接影响到学生参加课外

体育锻炼的运动项目、组织形式、活动方

式等。有关文献显示，在我国中学当中，

有封闭式体育馆的学校只占总数的 29.4

％，在广州市略高，也只有 30％以上。中

学的体育场馆在课后基本上都封闭，或进

行收费经营，一般不提供给学生使用。学

校的各种体育器材也都有专人管理，课余

时间不出租、出借。 

2.1.2学业负担重、没有时间 

通过调查显示，总共有 38.9％的学生

认为平时学习压力比较大，没有时间参加

课外体育活动。由于现在升学压力比较大，

中学生的学习压力也比较大，课程的种类

很多，在课余还要参加各种课外补习班的

学习，所剩时间无几，无暇顾及体育锻炼。

在调查中发现，初中相对高中来说，学习

压力相对较小，课余时间相对较多。到高

中二年级以后，基本没有时间进行体育活

动。体质随着年级的升高而有逐渐下降的

趋势。 

2.1.3对运动没有兴趣、不喜欢 

在对广州市中学生的调查中发现，对

运动没有兴趣、不喜欢的学生占到了被调

查学生总数的25％，也就是有1／4的学生

对于体育运动本身就没有兴趣。在一般情

况下，外部行为的实施取决于内在的需要，

这一部分学生对运动没有兴趣、不喜欢主

要是由两个原因决定。一是对体育运动对

于身心发育的重要作用没有认识；二是没

有从体育运动中体会到参与的乐趣。
2］
 

2.1.4缺乏组织管理 

通过调查发现，广州市中学生课外体

育活动组织和管理工作不太到位，56.0%的

学生认为课外体育活动的管理由体育教师

负责，36.8%的学生认为课外体育活动由学

生体育干部负责。有 7.2%的学生认为课外

体育活动由有关领导负责。 

学生对学校课外体育活动方面组织、

管理工作的评价调查结果见图 2所示，非

常满意的学生只有 3.4%，比较满意的比例

为38.1%，满意的比例为35.6%。不太满意

和不满意的比例，分别为20.1%、2.8%。由

此可见，学生对广州市中学课外体育活动

的组织、管理工作比较满意。 

 

 

广州市中学生对学校体育组织管理工作的评价（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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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

38.10%

35.60%

20.10%
2.80%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满意

不太满意

不满意

 

为了了解学生对广州市中学中推行全

民健身计划的建议和要求，我们就广州市

中学推行全民健身计划目前急需解决的最

关键的问题对学生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

加强校区健身场地器材建设，改善学生体

育锻炼条件排在第一位，比例为40.2%，加

强组织领导、加大经费投入排在第二位，

比例为42.4%，加强对学生健身活动的科学

指导，增强健身效果排在第三位，35.3%，

加强宣传力度，提高学生健身积极性排在

第四位，比例为25.1%。 

2.2 发展对策研究 

中学生处在身心发育的重要阶段，在

这个阶段，社会、学校和家庭的一些有利

或者不利的因素都会为中学生身心的成长

乃至今后的发展带来重要的影响。体育在

中学生的身心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其

地位是其他教育手段所不能取代的。对于

中学生今后走向社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可以说，体育在学生成长过程中是不能缺

少的重要影响因素。 

广州市有一百多万中学生，是社会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社会生活的重要因

素。他们这个群体的健康发展关系着整个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对这个群体的

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学是学生学习的

关键时期，学习任务比较紧张，体育课所

占的时间比较少，所以课外体育活动就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根据本课题的研究任务

和通过对现状的分析，提出以下发展对策：

（1）政府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发挥组织

和宣传作用；（2）学校领导和体育主管部

门加大课外体育活动的重视；（3）加大对

体育的投入力度；（4）有效地利用社会资

源，发动社会力量；（5）学校应科学、合

理的设置体育教学内容；（6）学校积极组

织开展各种形式的体育活动；（7） 以学生

的发展和需求为本，培养学生兴趣和爱好 

3.结论 

中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是青少年

身心发展的重要阶段。因此，全社会对于

中学生的成长都应给与极大的关注。而体

育在这中间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

对中学生参加课外体育活动的调查，发现

中学阶段的学习压力非常大，从一定程度

上忽视了参加体育锻炼。另外，由于场地

设施等方面的制约，使广州市中学生的课

外体育活动情况非常不理想，也在一定的

程度上代表了全国的情况。所以，全社会

都要关心中学生的成长，为其创造条件，

增进学生的身心健康。 

（责任编辑：许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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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编题的原则与方法 

◆  龚寸章 

 

 【摘  要】 俗话说“自古华山一条

路”，如果将学数学比做爬山，那么精通之

道也只有一条，那就是做题，尽可能多地

做题。但是一个突出的矛盾是，中学生要

学的科目繁多，分配给每科的时间有限，

没有时间做太多的题. 一个行之有效的解

决办法是，老师选编能以一当十的“有用”

之题，让学生少做无用功， 使学生只需在

“题溪”中闲游便能取得在“题海”中遨

游的效果。 为此，笔者拟根据自身多年选

编练习题、试题的经验，简单介绍选题、

编题的几个原则与方法。 

【关键词】 选题  编题 

一、根据学生实际，选择适合学生水

平的题 

数学是“思维的体操”，让学生反复操

练过于简单的题，实际上是将数学当成了

体力劳动，故估计大多数学生一看就会的

题最好不要选择；我们也没法企望将学生

个个培养成数学家，更何况学生做题的时

间很有限，所以太难的题也应摒弃. 故在

选编题目时，我们应找准学生思维的“最

近发展区”，提供需跳一跳才能摘到的“果

子”给学生去摘，那种触手可及的或是高

不可攀的尽可能少提供甚至不提供。 

我们常可通过设问方式的变更来改变

题目的难度.。实际操作中，宜根据学生的

实际水平，选择合适的设问方式。 

例如我在高一讲授函数的单调性时，

曾设计过这样一组题目：

 

1(1) [1, )

1 [1, )

1

;

;

1 [1, )

y x
x

y x
x

y x
x
by ax
x
by ax
x

y ax
x

= + +∞

= + +∞

= +

= +

= +

= + +∞

证明函数 在区间 上是增函数;

(2)判断函数 在区间 上的单调性;

(3)讨论函数 的单调性;

(4)讨论函数 (a>0,b>0)的单调性

(5)讨论函数 的单调性

(6)已知函数 在区间 上是增函数,求a的取值范围.

 

这一组题中的各题之间，看起来差别并

不大（只是设问方式略有不同），但难易程

度却大相径庭。 我们还可通过增加设问的

步数降低题目的难度或是通过减少设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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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数来增加题目的难度。 

二、利用数学问题中的逻辑关系，改

造原题，设计新题 

数学问题由两部分组成��假设与结

论，将原命题中的假设或部分假设与其结

论或部分结论对调，常常可得到新的数学

问题，这种得到新问题的方法，称为提反

问题法。 例如： 

原问题   5+3=？           (1) 

反问题   5+?=8            (2) 

         ?+?=8            (3) 

         ?+?+�+?=8       (4) 

其中?表示正整数. 

(1)为原问题，是已知两个加数，求和

的问题，相当简单.   

(2)是已知一个加数与和，求另一个加

数，实际上是减法运算，该反问题也很简

单.  

(3)的答案不惟一。这是因为，“两个

加数为5和3”是“它们的和为8”的充分

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 如果我们要求试

题的答案不要太多，就需要另加条件，如：

正整数x、y满足x+y=8, 且使xy取到最大

值，求x、y。  

(4)为已知若干个正整数之和为8，求

这些正整数，显然答案不惟一。 如果我们

要求试题的答案不要太多，就需要附加条

件. 以下列举几种附加的方法： 

A. 若干个质数的和为8，求这些质数; 

B. 若干个（多于一个）正整数有大于

2的最大公因子，且其和为8，求这些正整

数； 

C．求和为8的若干个正整数，并使它

们的乘积达到最大。 

从以上提出的反问题来看，反问题所

涉及的知识范围已远远超过了原问题所涉

及的。 这说明提反问题方法确实可以设计

出新的数学问题。 

三、重组习题，设计题组，引导学生

从感性上升到理性的高度 

知识只有有组织、有条理地进入大脑，

才能为大脑长久地储存。 让学生花费大量

时间训练一大堆杂乱无章的习题，学生充

其量只能获得一些感性的东西，难以发现

知识的内在规律，常常是“只见树木，不

见森林”。 相反，老师若能有目的的将一

些蕴含一定规律的题目按序汇集到一起给

学生训练，就很可能使学生在训练的过程

中发现规律，把握问题的实质，起到以少

胜多的效果。 

在设计题组时，一定要注意题目的排

列顺序，由易到难，层层递进，使学生在

训练中题题有收获，步步有感悟，“积跬步

而致千里”。 

例如，在讲加法原理与乘法原理时，

我曾设计了这样一组题让学生训练： 

用0,1, 2, � ,9这十个数字,可以组

成多少个: 

(1)银行存折的四位密码? 

(2)四位整数?                  

(3)无重复数字的四位整数? 

(4)无重复数字的四位奇数? 

(5)无重复数字的且能被5整除的四位

整数? 

(6)小于 5000且末位数字是 1或 8的

无重复数字的四位整数? 

(7)小于 5000的无重复数字的四位奇

数? 

(8)千位数字小于个位数字的四位整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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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小于3570的无重复数字的自然数? 

(10)大于 23145且小于 43521的无重

复数字的整数? 

(11)各位数字之和等于9的四位整数? 

通过这组题的训练，在较短的时间内，

学生便对如何运用两个原理解决实际问题

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效果非常明显。 

在设计题组时，还可将某些有关联的

不同知识点组合到一起，让学生通过类比，

弄清它们之间的异同，这样既可澄清概念，

又可培养学生的知识迁移能力，可谓一举

两得. 例如有意识地将某些函数、方程、

不等式的问题放到一起，可以让学生深刻

体会到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借助这种关系解

决实际问题；在初一学习角平分线时，将

前面学过的有关中点的问题渗透进来，可

引导学生借鉴中点问题的处理方法，来处

理角平分线的有关问题。这样既能培养学

生的迁移能力，又能提高学生透过现象看

本质的能力。 

四、在选题、编题时，力求题意明确，

表达严谨, 数据合理 

在命制试题时，这一点尤为重要。中、

高考试题中若出现题意不明之题，无疑会

直接影响到考试的选拔功能，笔者曾有过

切身体会；即便是平时的考试，若因试题

表达不清导致学生无谓丢分，也会对学生

的心理造成不良影响。 因此老师在编选题

目时，应做到字斟句酌。 

    2007年“华杯赛”广州预赛题的补充

题中有一道这样的题： 

    黑板上写了三个整数，任意擦去其中

一个，把它改写成另两个数的和减去1，这

样继续下去，得到 2005、2006、2007，问

原来的三个数能否是8、8、8？为什么？ 

    很容易证明，任何三个整数通过这种

变换都不可能得到 2005、2006、2007，故

题目的前提有错，尽管对学生作答不为产

生太大的影响，但作为一道较为正规的竞

赛题呈现出来，命题者确实应该慎之又慎，

尽可能使题意严谨。 其实本题略作改动就

可以了： 

    黑板上写了三个整数，任意擦去其中

一个，把它改写成另两个数的和减去1，这

样继续下去，问能否由8、8、8得到2005、

2006、2007，为什么？ 

       五、巧妙把握命题角度，降低教师

阅卷难度 

以上是笔者在教学实践中选、编数学

题的一些做法, 纯属经验之谈, 窃以为还

很不成熟, 写出来与各位同仁交流交流, 

敬请大家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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