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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教材解读（一）



一、单元概述



对应的课程标准：

1.2  
辨别生活中常见的材料。

16.1 
知道植物、动物、河流、山脉、海洋等构成了自然世界，而建

筑物、纺织产品、交通工具、家用电器、通信工具等构成了人工世
界。知道我们周围的人工世界是由人设计并制造出来的。
17.3 

认识常见工具，了解其功能。使用工具对材料进行简单加工。
描述肉眼观察和简单仪器观察的不同。
18.3 

利用提供的材料和工具，通过口述、图示等方式表达自己的设
计与想法，并完成任务。对自己和他人的作品提出改进意见。



对于二年级孩子来说，对“材料”既熟悉又陌生。一方
面，他们会经常听到“材料”或接触到各种材料的物品。学
生对生活中很多材料的物品都很熟悉，他们喜欢观察和摆弄
身边的物品。他们会用积木搭盖“房子”，用纸来做手工，
也会无意识的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不同的材料，比如选择金
属杯子防止摔破。另一方面，他们可能从没想过“材料指什
么”“材料有何特点”“材料与物体的不同”等指向材料性
能的问题。

学情分析



①学生知道生活中常见材料的名称并能指认组成物
品的一些材料。据调查，学生对纸和布的指认率达到
100%，木头指认率92%，橡胶指认率87%，塑料指认
率80%，陶瓷指认率79%，金属指认率75%，其中，

金属指认率低与问卷提供的图片清晰度不高有一定的
关系，学生容易混淆的是橡胶和塑料。在本项调查中，
男女生差异比较明显，男生错误率为6.5%，女生则为
19.8%。

学情分析



②关于材料的特点，学生多是根据生活经验来描
述，描述里既有特点也有用途，说明学生对“材料
的特点”的理解是模糊的，对特点的描述也是随意
的。

例：对布的描述：长、软、做衣服
对纸的描述：软、会撕破、能画画、折过有

线、会融化、木头加工成、易破
对塑料的描述：剪不掉
对金属的描述：不会碎、打不碎、咬不碎、会生

锈、焊接更牢固



③对于材料的用途，学生对于由单一材料做物品比较
熟悉，比如他们认为做杯子的材料可以用纸、玻璃、塑
料、木头、金属、钢铁、不锈钢，而对于多种材料的综
合运用，学生的选择就显得比较随意，如关于做成椅子
的材料，学生选择就比较随意，只有16.7%的学生会根据
需求选择合适的做椅子材料。



④关于材料的变化与发展，学生对于书本的变化相对比
较熟悉，而对于如何改变纸的功能，呈现出来的方法就
比较单一。具体表现在关于“古代到现在的书本变化过
程是怎么样的？请你排排序”一项学生的正确率为
16.7%，46%的孩子只是将泥板书与甲骨文的顺序放错
了，这与他们平时生活及语文学习中较多接触甲骨文的
信息有关。在“白纸可以用来画画写字，给你一张白纸，
你有什么办法让它有更多地用途？”一项，学生只能想
到折、剪、卷、揉等方法。



⑤对于材料的来源学生对书本与衣服材料的来源
很熟悉，正确率达到96%，而塑料瓶、金属门、陶
瓷碗、玻璃杯材料来源的选择就比较随意，正确率
分别为50%、33%、54%、29%。本项调查，男女
生差异比较明显，特别是金属、塑料、玻璃的来源，
男生正确率明显高于女生。而关于废旧材料的处理，
学生所展现出来的认识是肤浅的。许多学生对于
“废旧报纸扔到垃圾桶或垃圾中转站后会到哪里去”
的问题45.8%的学生回答不知道，33.3%的学生回
答卖给人或烧掉化成土，只有20.8%的学生提到重
新利用。



材料的一些特点是可以被观察并
用来识别材料类别的。材料与人类的
关系十分密切，材料的使用也影响着
周围的环境。



学生需要理解的内容
①自然世界和人工世界组成了

我们生活的世界，在我们生活的世
界里有各种材料做成的物品。

②材料具有一定的性能，不同
材料的性能可用来制作不同用途的
物品。

③辨别生活中的常见材料。
④为了便利、快捷和舒适，人

们对材料的性能进行改造与创新。
⑤能够表达并完成简单设计。

如果学生理解了上述内容，他们
将能够做到

①能指认生活中常见的材料并能根据材
料给物品分类。

②能利用多种感官观察记录身边常见材
料的特点并与同学进行交流。

③知道现在用的一些材料经过人类长时
间的实践改进。

④能用合适的工具对材料进行改造加工，
使材料具备新的功能并用于新用途。

⑤辨识出一个物品中的多种材料，区分
出同一类物品的不同材料。

⑥口头或利用简单图形表达自己的设计
和想法。

⑦能根据实际需求选择材料并利用工具
进行简单的加工制作。

⑧认识到许多材料在使用后还可回收利
用，有恰当处理废旧材料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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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们生活的世界

世界的材料性，人工世
界， 材料的视角

材料

2 不同材料的餐具

材料性能各异，辨识材

料的方法，逻辑推理

3 书的历史

从纵向角度考察一个

物品材料的演

变

4 神奇的纸

从横向角度考察一种

材料性能的变化

5 椅子不简单

从一个小样本的整体角度感

受物品是由多种材料组成的

6做一顶帽子

综合、集合材料、设计、

工具、人工世界的概念

概念主线：材料是具有特殊性能的物质

活动主线：辨识生活中常见的材料



二、单元教学目标



单元教学目标

科学概念目标
●我们周围的世界可分为自然世界和人工世界，人工世界是

由人设计并制造出来的。
●物品是由一种或多种材料做成的，我们周围存在着许多不

同种类的材料。
●物品可以根据构成它的材料的性质来描述，也可以根据这

些特性来区分物品或材料。
●不同的材料具有不同的特性，材料的特性决定材料的用途。
●通过科学技术可以将自然界的各种材料利用起来，材料经

过加工可能改变它们的特性。
●某些材料可以反复使用，一些废弃的物品可以用来制造新

的产品。



科学探究目标
●在教师指导下运用各种感官观察并识别构成物品的各种材料，

与同伴交流自己的观察结果。
●在教师指导下，用科学词汇初步描述常见材料的特征。
●在教师指导下根据可观察到的特征和性质，对物品和材料进

行描述、比较和分类。
●在教师指导下利用工具对材料进行简单加工，扩展观察活动。
●在教师指导下，将学习到的知识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运用到新

的情境中去。
●在教师指导下，利用提供的材料和工具，通过口述、图示等

方式表达自己的设计与想法，并完成任务。



科学态度目标
●发展探究物质世界的兴趣。
●实事求是地描述材料的特性，养成用事实说话的意

识。
●认识到在科学研究中准确描述事物很重要，因为这

可以对事物进行观察和比较。
●发展进一步改进物品或材料的兴趣。
●体验创造产品的喜悦和成功感，学会与人交流、分

享与合作。



科学、技术、社会与环境目标
●意识到材料对于制造人工世界的重要性，选择材料建设人工世

界需要考虑其优缺点，倡导环保节能。
●体会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制作物品的材料会不断改

进。
●了解当前许多物品是科技进步逐步改进后的产物，给人类的生

活、发展带来了便利。
●认识废旧材料可以回收、重复利用，可以保护环境，节约资源。
●体会科学知识可以应用于创作日常生活用品。



三、教材解读



建立两个世界的概念
聚焦到“人工世界”

物品

材料

聚焦



对材料进
行观察与
辨识

探索



研讨



多种感官观察四种典型材
料的特点，在多方位观察的基
础上以游戏的方式组织学生用
科学词汇描述材料的特点，并
渗透逻辑推理思维的培养。

每种材料呈现两种物品

聚焦



眼：肉眼、放大镜

手：摸、掂、抠

鼻：闻

耳：敲击桌面
用手指弹

探索



通过趣味性游戏展示学生
的观察结果和描述能力的发展，
在游戏中交流与修正对材料特
点的认识与描述。同时渗透对
学生逻辑推理能力的培养。

探索



②材料的不同特性决定了材
料的不同功能

①可在游戏前开展，要区分“材
料”的特点和“物品”的特点

研讨



你还知道哪些物品可以用不
同材料制成？

拓展



探寻书的科技发展史背后的
原因

需
求

特性

聚焦



“书的历史”是一个载体，“向
科学家那样思考”才是活动的核心
思想。

泥板+树枝 泥板书

木条+棉线+毛笔 竹简

纸+铅笔+订书机 纸质

布+毛笔 布帛

探索



泥板书怎么装订？

竹简怎么装订？

探索



研讨



特点：白色，柔软，吸水，轻，
薄，光滑等

聚焦



折叠方法需要指导

先推测再验证

“放一放”可随着
推测从轻到重
放置重物

探索



普通白纸
按：不会陷下去

放：一块橡皮就陷下
去
摸：很烫

瓦楞状纸
按：陷下去弹回来

放：订书机放上去都
没关系，很坚固
摸：不烫

研讨



报纸比打印纸效果好

拓展



四、教学建议



理解和把握单元设计的逻辑线索
课题 认识对象 主要目标 主要探究方法

1.我们生活的世界 从宏观角度认识人工世界的物
品由不同材料做成

人工世界的物品由各种材料做成 感官观察、分类

2.不同材料的餐具 材料的特点可用来观察于识别 对比观察、逻辑推理

3.书的历史 从微观角度认识材料的特点、
演变及优化组合

同种物品的材料在不断演变发展 简单实验

4.神奇的纸 同种材料的性能可通过加工改造而改
变与优化

简单实验、对比观察

5.椅子不简单 同种物品可以组合应用不同材料的性
能

感官观察

6.做一顶帽子 周围的人工世界是由人设计并
制作出来的

利用工具设计、加工多种材料成为满
足需求的产品

设计、制作、评价

科学阅读 材料的来源于去处
新材料

废旧材料可以回收、重复使用，倡导
环保节能；材料的性能不断在优化演
变

1.



趋向“观念”建构而非“概念”落实2.

（2）凸显“大材料”观，关注“向科学家那样思考”

对材料应该具有的一种最本质的认识， 总体来说就是“具有性能是材料最重要的

特征，人们使用的是材料的性能而非哪一种材料”

学生能够辨认出生活用品中所使用的一种或多种材料。

（1）关于材料，不下定义，不说性能，不固化性能

材料没有好坏之分， 材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唯有人们对性能的追求是不变的。



注意单元学习的连贯性和累积性3.



4. 关注“研讨”环节对促进学生科学学习的重要意义

（1）促进儿童观点与证据的协调

（2）体现科学作为社会性活动的特质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