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类比推理和模型建构的
“细胞膜的结构和功能”教学设计

邓巧文　 （广东省清远市梓琛中学　 清远　 ５１１５００）

摘　 要　 深入挖掘“细胞膜的结构和功能”一节的主要内容，将边防线与细胞膜类比，从边防线在疫情环境下所发挥的作用推理出

细胞膜可能存在的功能；制作简易卡纸，沿着科学史的历程，引导学生小组合作亲历初构模型—修正模型—再修正和完善模型的探

究过程，从中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和科学探究能力，形成结构与功能观，增强社会责任感。
关键词　 类比推理　 模型建构　 细胞膜的结构和功能　 学科核心素养　 高中生物学

１　 教材分析及设计思路

“细胞膜的结构和功能”是人教版高中生物学教

材（２０１９ 年版）必修 １《分子与细胞》第 ３ 章第 １ 节的内

容，包括细胞膜的功能、对细胞膜结构的探索和流动镶

嵌模型的基本内容共三个部分。 本节课融合了 ２００７
年人教版《分子与细胞》第 ３ 章第 １ 节“细胞膜———系

统的边界”和第 ４ 章第 ２ 节“生物膜的流动镶嵌模型”
两节课的内容，使内容更加系统和完整，有利于在课堂

上落实结构与功能观；同时，知识点呈现的顺序更加符

合学生认知的规律，从显性的细胞膜功能入手逐步去

探究隐性的细胞膜结构。
本节课采用“引导探究”教学模式，以培养学生的

核心素养为导向，依托社会热点和科学史实，巧妙融合

问题导向、类比推理、模型构建、合作讨论等方法展开

教学。 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学生主体性、注重动手实践

的过程，学生通过模型建构和问题解决，亲历科学发现

的过程，既体会探究的快乐，又培养科学思维和探究能

力，有利于形成结构与功能观，增强社会责任感。
２　 教学目标

基于课程标准的内容要求、学业要求和学业质量

标准，并围绕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要求，制订了如下教

学目标：
（１） 通过细胞膜流动镶嵌模型的建构，培养模型

建构的思维能力；通过阐释流动镶嵌模型，形成结构与

功能观。
（２） 通过思考边防线在疫情环境下的作用，类比

推理细胞膜的主要功能，提升科学思维能力；基于细胞

膜结构发现史的梳理，领悟观察、假说、质疑、推理在科

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提升科学思维能力和科学探究

热情。
（３） 通过脂质体药物、血液透析原理的分析，学以

致用，增强社会责任感。
３　 教学过程

３．１　 热点导入，引导学生类比推理细胞膜的功能　 联

系生活，以社会热点“新冠疫情”背景引入新课。 在新

冠疫情全球蔓延的国际背景之下，我国采取了很多有

效的措施防止疫情继续扩大，那么我们国家的边

界———边防线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哪些作用呢？ 学生

通过积极思考，想到边防线的功能可能有： 与其他国

家分隔开；控制进出口贸易，出入境人员流动；进行国

家与国家之间的沟通交流等。 继而，提出： 细胞的边

界是什么？ 按照类比推理的方法，我们可以推测细胞

膜具有什么样的功能呢？ 让学生对细胞膜的功能有一

个初步的推测。
设计意图： 联系生活，以社会热点“新冠疫情”背

景引入新课，通过类比推理，鼓励学生大胆推测细胞膜

可能存在的功能，在培养学生分析推理和解决问题能

力的同时，提高国家荣誉感，激发探究欲望。
３．２　 直观展示、问题引导，归纳细胞膜的功能 　 依次

展示“未受精的鸡蛋中蛋白和蛋黄分开”的视频、台盼

蓝染液鉴别动物细胞的死活以及内分泌细胞与靶细胞

信息交流、精卵细胞结合、植物胞间连丝方式的图片等

资料，并引导学生从视频和图片中获取实证信息，与自

己所推测的细胞膜功能建立联系。 通过获取的实证信

息，分析归纳出细胞膜的三个方面的功能。
设计意图： 通过视频、图片等的直观展示，提升学

生运用实证资料推理分析得出结论的能力。
３．３　 以史为据，建构细胞膜的结构模型　 教师精心设

计问题串，引导学生阅读本节教材中的科学史，并渗透

“提出假说”这一科学方法。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结合

科学史的探究发现和现有学具（卡纸分子和双面胶），
合作展开从初构模型—修正模型—再修正和完善模型

的探究活动，最终总结归纳出“流动镶嵌模型的基本

内容”。
３．３．１　 初构模型　 通过科学史的阅读，请学生思考并

回答： ①结合欧文顿实验，根据相似相容的原理，你可

以推理出什么初步结论？ ②基于磷脂分子的特点，请
思考为什么磷脂在空气—水界面上铺展成单分子层？
③磷脂分子在水中能自发地形成双分子层，你如何解

释这一现象？ ④如果将磷脂分子置于水—苯的混合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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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中，磷脂分子将会如何分布？ ⑤戈特和格伦德尔科

学家推导出“脂质在细胞膜中必然排列为连续的两

层”的依据是什么？ 结合以上问题的启发和推测，引导

学生展开小组合作活动： 请根据组织细胞生活的环

境，构建磷脂分子在细胞膜中的排布平面模型（图 １）。

图 １　 初构模型示例： 磷脂双分子层平面模型

３．３．２　 修正模型　 结合英国学者丹尼利和戴维森、罗
伯特森等的史实资料，学生思考并回答： ①丹尼利和

戴维森的实验结果是什么？ 推论是什么？ ②你可以采

用什么方法验证细胞膜的成分中有蛋白质分子？ ③罗

伯特森获得的细胞膜照片，显示暗—明—暗三层结构，
他提出什么推测？ 结合以上科学家的推测和学生自主

理解，引导学生修正初构模型（图 ２）。

图 ２　 第一次修正模型示例：“蛋白质—脂质—
蛋白质”平面模型

３．３．３　 再修正和完善模型　 引导学生观察第一次所修

正模型，提出质疑： ①你认同罗伯特森描述的“膜结构

是静止的、不变的”这一观点吗？ 为什么？ ②根据细胞

膜厚度及电镜照片的资料，请推测蛋白质是均匀分布

的吗？ 那么是如何分布在细胞膜上的？ 继续展示史实

资料，学生认真观察人鼠细胞融合动画，并回答问题：
你认为是磷脂分子运动？ 还是蛋白质分子运动？ 或者

两者都在运动？ 你可以推理出什么结论？ 同时补充资

料： 科学家曾用冰冻蚀刻法来观察细胞膜断裂面的蛋

白颗粒和膜面结构，发现蛋白质镶嵌、贯穿于磷脂双分

子层中。 结合以上科学家的实验证据和分析，引导再

次修正所构模型，并且通过阅读教材内容完善模型（图
３）。

图 ３　 再次修正、完善模型示例： 流动镶嵌平面模型

３．３．４　 分析模型　 展示流动镶嵌模型的图片和动画，
引导学生观察对比自己所构模型和图片展示模型，思
考并回答问题串： ①细胞膜的基本支架是什么，与什

么功能相适应？ ②蛋白质分子是如何分布的？ 在哪方

面功能中有重要作用？ ③糖蛋白与什么功能之间存在

联系？ ④水分子是如何通过细胞膜的？ ⑤细胞膜的结

构特点是什么？ ⑥空间想象： 细胞膜的三维流动镶嵌

模型。 从而，总结流动镶嵌模型的结构要点，并解释与

细胞膜结构相适应的功能。
设计意图： 通过对科学史的分析、递进式问题的

引导，让学生体验科学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亲历从初

步构建到不断修正完善细胞膜结构模型整个过程，
促使学生理解“提出假说”的科学方法内涵、初步掌

握模型建构的方法，领悟到科学发现离不开敢于质

疑的精神、严谨科学的态度和交流合作的精神，培养

学生的科学思维和科学探究能力，促进结构与功能

观的生成。
３．４　 自主归纳，构建概念模型　 回顾课堂所学知识要

点，本节课的知识框架明显，引导学生构建“细胞膜的

结构和功能”的概念模型，形成的概念图可进一步作为

以后学习的教学素材。
设计意图： 通过归纳与概括，构建概念模型，不断

地强化理解知识点，有利于提高学生认知水平，使零碎

的知识系统化，实现概念的重新整合，发展学生的思维

能力，并有利于生命观念的培养。
３．５　 拓展提升，升华社会责任 　 联系生活，展示两项

资料，思考回答问题： ①教材第 ４６ 页拓展应用 ２“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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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生命活动的调节”单元教学设计
郑方方　 （上海市松江二中　 上海　 ２０１６９９）

摘　 要　 本文从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的角度阐述了“植物生命活动的调节”单元的教学目标，围绕单元核心问题分析了单元教学

过程。 旨在辅助高中教师采用“情景创设”“问题驱动”和“探究引领”的形式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着力培养学科核心素养。
关键词　 植物生命活动的调节　 单元教学设计　 核心素养　 高中生物学

１　 单元教材分析及设计思路

“生命个体的结构与功能相适应，协调统一共同

完成复杂的生命活动，并通过一定的调节机制保持

稳态”是选择性必修“稳态与调节”模块的大概念。
该模块主要包括人体的内环境稳态及其调节和植物

生命活动的调节等内容，其中植物生命活动的调节

作为独立的教学单元与该模块中的其他内容既有相

似之处，又存在显著的差异。 该单元首先通过生长

素发现过程引出生长素对植物生长的调节作用，进
而结合其他几种主要植物激素对植物生命活动具有

调节作用的共同性概括出植物激素的概念，最后明

确除植物激素外环境因素对植物生命活动也具有调

节作用。 学生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能够构建“植物生

命活动受多种因素的调节，其中最重要的是植物激

素的调节”的重要概念［１］ 。 本单元的知识结构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单元知识结构图


体药物”的问题；②血液透析中人工透析膜的作用原

理，它模拟了细胞膜的什么功能？
设计意图： 联系生活实际，引导学生用生物学知

识解释现实生活问题，提高学生的知识迁移能力，让学

生能够学以致用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素养。
４　 教学反思

本节课的教学特点在于通过对类比推理法和模型

建构法的融合应用，有效达成核心素养的培养目标。
第一，通过联系新冠疫情这一热点事件，挖掘其与教学

内容的联系引导学生类比推理，既能吸引学生的学习

兴趣，又能启迪学生的科学思维。 类比推理属于推理

思维形式，是高中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中有关科学思

维的具体表现形式，因此教师在平常可充分挖掘教学

素材，寻找学生已有经验与教学内容之间的相似处，采
用类比推理法促进高效课堂的形成。 第二，以史为据，
启发学生主动思考，模型建构，让学生重走科学发现之

路，认识到科学是一个不断质疑修正完善的过程。 在

某种意义上，理解模型和进行模型建构活动是学生理

解生物学的一把钥匙［１］，然而在现实教学过程中，这把

“钥匙”的应用往往流于形式，没有足够事实的支撑，
缺乏学生的主动思考和创造性。 所以，这要求教师在

模型建构教学环节中，基于事实依据，顺应学生的思维

发展过程，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让学

生成为体验和感悟科学的主角。
（基金项目： 清远市第十九批教育科研重点课题

“基于学科核心素养培育的高中生物教学实践研究”，
Ｎｏ．１９ ５；“基于学科核心素养的高中生物校本教材开

发与应用研究”，Ｎｏ．１９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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