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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概述：4年级 FOSS物理科学 NGSS 过渡 

重要概念： 

能量 – 4年级.pdf  

波及其在技术中的应用 2 – 4年级.pdf  

波及其在技术中的应用 3 – 4年级.pdf  

第 1课：  

建议时长（至少 3节 45分钟课
时） 

第 2课：  

建议时长（至少 3节 45分钟课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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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祸可导致非常大的破坏。  

（注意：此现象来自加州教育部的科学教学框架。这对学生和家庭来说可能是一个敏感话题，请注意并照顾学生的需要，如果你需要

其他现象做替代，本单元的学习目标在于碰撞，请考虑棒球/垒球或踢球/足球，在这些情况中，碰撞让能量得以在系统中传递。） 

调查现象： 

能量来自不同来源，可以从一

种形式转换为另一种形式，也

可以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另一个

物体。 

 

引导问题： 

为什么车祸会造成如此大的破

坏？ 

物体碰撞时能量会发生什么？ 

调查现象： 

能量可用于点亮灯泡。 

 
 
 
 

引导问题： 

光在我们看东西中发挥了什么

作用？ 

 

调查现象： 

磁铁的制作让你可打开或关上

它。 

 
 
 

引导问题： 

 

调查现象： 

电报使用形式为波的能量来沟

通信息。 

 
 
 

引导问题： 

课程概述：向学生介绍锚定现

象。让他们看车祸图像图像，

思考能量是什么。学生们开始

调查能量和能量的转移。 

课程概述：学生调查电路如何

工作。他们制作自己的电路，

并将其调查与能量流联系起

来。 

课程概述：学生学习如何制作

电磁体（下一课需要），来学

习能量可通过电流移动。 

课程概述：学生对使用形式为

波的能量在远距离发送信息建

立相关解释。然后，学生回到

车祸的例子，以追踪碰撞中的

运动和能量来源。 

材料： 

物理科学 FOSS 过渡工具包 

● 1.1 材料 

● 1.2 材料 

● 1.3 材料 

 
 

教师提供： 

● 现象图片 

● 能量来源组说明书 

● 能量站卡 

● 手电筒展示问题 

● 致家长的信 

● 能量转换教师用表 

● 能量转换表 

● 能量反应表 

● 1.3组表 

● 能量转移卡 

● 能量传播问题 

● 连接 

● 弹簧妙妙圈（可选） 

● 互动笔记本科学：能量 

材料： 

物理科学 FOSS 过渡工具包 

● 2.2材料 

● 灯泡 

● D型电池 

● Wires 
 

教师提供： 

● 一根电线还是两根？调查 

● 照明灯泡表 

● 反应表 – 建立联系 

● 互动笔记本科学：电流 

材料： 

物理科学 FOSS 过渡工具包 

● 4.1 材料 

● 4.2 材料 

● 4.3 材料 

 
 

教师提供： 

● 4.2讲义 

● 4.3讲义 

● 4.3延伸 

 

材料： 

物理科学 FOSS 过渡工具包 

● 5.1 材料 

● 5.2 材料 

 
 
 

教师提供： 

● STREAM代码 

● 5.2小组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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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指引 

第 1课：能量 

本课介绍车祸的锚定现象。学生将调查能量源以及能量源之间的能量流。  

 

E 阶段 教学叙事 

参与 向学生展示此车祸图片（或类似图片）。 [注意：如果你想自行找图片，请确保图中没有受伤的人—

—本课的目标仅在于让学生看到车受到的破坏以及车撞到了什么。] 

 

替代例子：（学生也可以到户外踢球或看视频） 

● 棒球棒——当球被球棒击打时，棒球发生什么情况？ 

● 足球/踢球——当球被踢时，球发生什么情况？ 

 

问学生“你觉得车祸为什么会导致这么严重的破坏？”让学生思考并首先写下想法，然后和班级分
享他们的最初想法。 

让学生知道，你将调查在本单元结束时会帮他们更新其解释的概念。 

探索/ 

解释 1 

按照第 56-60页教师指引 1.1 FOSS能量源 所述进行教学。 

探索/ 

解释 2 

按照第 66-68页教师指引 1.2 FOSS转化能量所述进行教学。 

详细阐述 按照第 74-78页教师指引 1.3 FOSS运动中的能量所述进行教学。 

 

可选，使用互动笔记本科学：能量 [注意：学生不需要知道能量就是工作的能力！] 

评估 让学生画出模型来展示如何可以将能量添加到弹簧妙妙圈（弹簧）上，并从妙妙圈（弹簧）一边转

移到另一边。 

然后，让他们写出一段带有证据的陈述（科学解释），解释他们的模型如何展示弹簧的能量转移。

他们的证据应来自课上完成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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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课：简单电路（改自 2.2 点亮灯泡） 

在本课中，学生调查电路的利用以追踪让灯泡能够被点亮的能量流。 

 

E 阶段 教学叙事 

参与 向学生展示灯泡、D型电池和一段电线。让他们分享他们对这些物品的所知。 

 

请查看《调查》第 55页一根电线还是两根？调查的“开展调查”。向学生提供《调查》第 53页

的复本，以置于科学笔记本中。在学生选了他们最同意的人之后，进行班级讨论。[请查看调查和

科学谈话] 

探索/ 

解释 1 

告诉学生他们将两人一组，获得两根电线、一个电池和 2个灯泡。 

挑战学生调查如何使用电池来点亮灯泡。 

- 在学生开始使用这些材料前，让他们使用示意图或模型分享他们最初的想法（预测）。 

在学生为计划画出示意图后，让他们尝试他们的计划、修改计划，再尝试新的计划，知道他们能

够点亮灯泡为止。 

- 让学生写一两句他们认为让电池能够电量灯泡的想法。他们应在这句话中讨论能量的转

移。 

挑战学生分别使用两根和一根电线点亮灯泡。 

- 让他们在其桌子上分享他们的想法并在系统中追踪能量的转移。 

探索/ 

解释 2 
（可选） 

使用照明灯泡表来让学生作出预测，然后测试他们的想法。  

详细阐述 让学生思考为什么光（点亮灯、使用手电筒等）在特定区域内改变他们可以看到的东西。 

- 为什么光对于能够看见东西很重要？ 

- 依据你对第一课中能量的理解，你认为光能如何运动？ 

可选：使用回答纸 – 建造连接 

可选：互动笔记本科学：电流 

评估 让学生画出双电线和单一电线点亮灯泡的最终方案模型。此模型应有箭头，显示学生对能量如何

在电池、灯泡和电线中运动的想法。 

 

让学生使用“个人思考 – 伙伴讨论 – 课堂分享”来回答以下问题。  

● 你觉得电流是什么？ 

● 如果你看不到电，你怎么知道电在电路中运动？ 

● 你的单一电线电路和双电线电路有何相同？ 

● 你的单一电线电路和双电线电路有何不同？ 

● 你在生活中还看到什么其他电路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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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课：电磁铁 

学生对能量的利用（以波为形式在长距离交流信号）建立解释。 

 

E 阶段 教学叙事 

参与 让学生思考能量如何用于交流。通过提问“是什么让电视和手机接收到信号？” 来展开班级讨

论。 

探索/ 

解释 1 

按照第 178-185页教师指引 FOSS建造电磁铁所述进行教学。 

延伸 按照第 186-191页教师指引 FOSS风的数量所述进行教学。（有数据收集和图示的优秀数学联

系。）  

按照第 192-198页教师指引 FOSS更多电磁铁所述进行教学。 

 

 

第 4课：交流中的能量 

学生对能量的利用（以波为形式在长距离交流信号）建立解释。 

 

E 阶段 教学叙事 

参与 让学生思考能量如何用于交流。通过提问“是什么让电视和手机接收到信号？”来展开班级讨
论。 

探索/ 

解释 1 

按照第 211-214页教师指引 FOSS重新发明电报 所述进行教学。 

探索/ 

解释 2 

按照第 219-221页教师指引 FOSS远距离信息所述进行教学。 

评估 再次展示第 1课的现象图像（车祸、运动）。 

让学生看他们最初关于“你认为车祸为什么会造成这么严重的破坏”的想法。 

让学生根据他们在笔记本中新学到的内容来更新他们的想法，并与一名伙伴分享此更新。 

- 他们应该添加对能量来源的理解。 

- 他们应该还展示能量如何流动或转移。 

- 学生还应解释他们认为车祸的能量最终去往哪里。 

学生应使用从本单元调查收集到的证据来支撑他们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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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本单元所使用到/参考到的资源 

 

FOSS 教师版本：物质和能量以及磁和电 [完全工具包清单第 1个 和第 2个] 

物质和能量（工具包 1，共 2个） 

调查 1：能量 

教师背景 

第 1部分，第 52页能量来源  

第 2部分，第 63页转化能量  

第 3部分，第 75页运动中的能量  

磁和电（工具包 2，共 2个） 

调查 2：建立联系  

教师背景 

第 2部分，第 107页点亮灯泡 

调查 4：电流吸引力 

教师背景 

第 1部分，第 178页建造电磁铁 

第 2部分，第 186页 FOSS风的数量 

第 3部分，第 192页 FOSS更多电磁铁  

调查 5：点击 

教师背景  

第 1部分，第 209页重新发明电报 

第 2部分，第 217页远距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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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建解释和设

计解决方案 

 
 

计划和开展调

查 

 
 

获得、评估并

沟通信息 

 
 
 

PS3.A：能量的定义 

● 某一物体运动得越快，其具有越大的能量。(4-PS3-1) 

● 能量能通过移动物体或通过声音、光或电流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4-PS3-2), (4-PS3-3) 

 

PS3.B：关于能量和能量转移的对话 

● 当有移动物体、声音、光或热时就会有能量。当物体碰撞时，能量能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另一个物体，从

而改变其运动。在这种碰撞中，有的能量通常还能转移到空气中；作为结果，空气被加热并有声音产

生。(4-PS3-2),(4-PS3-3) 

● 光也可以将能量从一个地方转移至另一个地方。(4-PS3-2) 

● 能量也可以被电流从一个地方转移至另一个地方，然后在局部使用，以生成运动、声音、热或光。电流

最初可能是由运动能转化为电能产生。(4-PS3-2), (4-PS3-4) 

 

PS3.C：能量和力之间的关系 

● 当物体碰撞，接触力传递能量以改变物体的运动。(4-PS3-3) 

 

PS3.d：化学过程和日常生活中的能量 

● “产生能量”这个表达通常指的是将储存的能量转化为实际使用所需要的能量形式。(4-PS3-4) 

 

PS4.A：属性 

● 波，一种规则运动模式，可以通过干扰水的表面产生。当波穿过深水的表面，水会上下晃动；除了当水

到达岸滩时，在波的方向上不存在净运动 。（注意：幼儿园至 2年级已不再有此年终内容。）(4-PS4-

1) 

● 同类波的振幅（波高）和波长（两个波峰之间的空间）可能不同。(4-PS4-1) 

 

PS4.B：电磁辐射 

● 当光从物体表面反射到达眼睛时，该物体就能被看到。(4-PS4-2) 

PS4.C：信息技术和仪器 

能量和物质 

 

原因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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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化信息可以在远距离发射而不会有显著的破坏。高科技设备，例如电脑或手机，可以接收信息并进

行解码——将信息从数字化形式转换为声音——并将声音转换为数字化形式的信息。(4-PS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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