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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物学教材中若干问题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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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区分实验组和对照组

— 对人教版八年级 生物学 》教材中一道训练题的讨论
付洪波 牛文安 赵占良

疑问

付洪波 「内蒙古包头市哈业脑包中学

人教版八年级 《生物学 》教科书 年 月第

版 为证明细菌对植物遗体有分解作用 ,某小组

同学分别提出三种实验方案 。三种方案的共同特点

是 将同一树种的落叶分成甲 、乙两组 。实验过程中

滴加蒸馏水 ,使树叶保持湿润 。

方案 将甲组放在无菌条件下 ,乙组放在自然

条件下 暴露在空气中 。

方案 将甲组灭菌放在无菌条件下 ,乙组放在

自然条件下 。

方案 将甲 、乙两组都进行灭菌处理 ,甲组放在

无菌条件下 ,乙组接种细菌后放在无菌条件下 。

讨论

逐一分析这三种方案 ,找出每个方案的实验组

和对照组 。

答案 “方案 中甲组是对照组 ,乙组是实验组 。

方案 中甲组是对照组 ,乙组是实验组 。方案 中甲

组是对照组 ,乙组是实验组 。” 参见配套的 《教师

用书 》

那么 ,究竟如何区分实验组和对照组

讨论

付洪波 关于此问题存在两种观点 一是 ,有 自

变量处理的实验为实验组 ,没有 自变量处理的实验为

对照组 空白对照 二是 ,不管有无 自变量处理 ,非

常态为实验组 ,常态为对照组 。作为对照组的 “常

态 ”有两种情况 有 自变量处理的常态 。例如 ,

简答题主要集中在细胞结构图 、光合作用和呼吸

作用 、有丝分裂和减数分裂 、转录和翻译 、遗传两大定

律 、神经调节和激素调节 、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上 ,

其既注重考点的覆盖面 ,又会在 个必修模块的考点

分配上注意均衡 在试题的难度上既遵循让尽可能多

的学生过关的原则 ,又会在个别题中设置障碍以控制

优秀率 既考查学生对基本生物学知识的识记能力和

生物学基本素养 ,又考查学生理解 、应用所学生物学

知识的能力及利用信息解决问题的能力 。 年的

生物学测卷会继续保持对常考考点 、重点考点的考查

力度 见表 ,对实验考点的考查将会加强 ,对图表

信息题的考查保持较高强度 。整体与 年学测生

物试卷难度相当 ,通过提高学生选择题的得分率来提

高达 率 通过在简答题中设置 分 一 分的有高考

难度的试题来控制达 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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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光照对光合作用产生淀粉的影响 ”的实验中 ,

光是自变量 ,有自变量处理的曝光一半为常态 对照

组 ,无自变量处理的遮光一半为非常态 实验组 。

无自变量处理的常态 。例如 , “探究甲状腺激素

对蟒鲜发育的影响 ”的实验中 ,含甲状腺激素的饲料

是自变量 ,给蟒鲜饲喂不含甲状腺激素的饲料 ,即无

自变量处理的为常态 对照组 ,而给蟒鲜饲喂含甲

状腺激素的饲料 ,即有 自变量处理的为非常态 实

验组 。

牛文安 安徽省定远县炉桥中学 按

实验目的划分对照组和实验组 。本题的实验目的是

“证明细菌对植物遗体的分解作用 ” ,那么 ,有细菌的

为实验组 ,无细菌的为对照组 。方案 中甲组无细菌

是对照组 ,乙组有细菌是实验组 方案 中甲组无细

菌是对照组 ,乙组有细菌是实验组 方案 中甲组无

细菌是对照组 ,乙组有细菌是实验组 。

若本题是证明 “无细菌植物遗体就不能分解 ” ,

则无细菌的为实验组 ,有细菌的为对照组 。

在设计实验时 ,可以根据有关事实 ,设置对照组

和实验组 ,下面做一简要分析 。就证明自变量 和因

变量 的关系而言 ,有以下几种情况 若证明

能促进 形成 ,对照组是不含 的那一组 常态下不

含 ,它的结果是已知的 ,即无 形成 实验组是含

有 的那一组 。若两个组都有 形成 ,说明对照组

中的 没有完全去除 ,需重新实验 。若两个组都没有

形成 ,则可能是无关变量不适宜 ,需重新设置无关

变量 。 若证明 是 形成的必要条件 ,对照组是

含 的那一组 常态下含 ,它的结果是已知的 ,即

有 形成 实验组是不含有 的那一组 。若两个组

都有 形成 ,说明实验组中的 没有完全去除 ,需重

新实验 。若两个组都没有 形成 ,则可能是无关变量

不适宜 ,需重新设置无关变量 。 若结果都是未知

的 ,可以设置实验 ,探究 和 的因果关系 ,常态下

的那一组就是对照组 。常态下含 ,含 的那一组就

是对照组 ,常态下不含 的那一组就是对照组 。

当设计实验探究因变量 随自变量 的变化而

变化时 ,可以不需要对照组 ,各个实验组相互对照就

能达到实验目的 。

就萨克斯实验而言 ,当时已知的有关事实是黑暗

处理后无淀粉 ,可见其实验目的应该设置成 “探究植

物在光下能否产生淀粉 ”。该实验的对照实验是黑暗

处理的那一组 ,即常态下的那一组 ,即无淀粉产生的

那一组 。该实验的实验组是照光组 。照光组和黑暗

处理的那一组对照就可以知道光下能否产生淀粉 。

若照光组和黑暗处理的那一组都有淀粉产生 ,则说

明事先进行黑暗处理的时间较短 ,需延长暗处理的

时间重新实验 。若照光组有淀粉产生 ,黑暗处理的

那一组没有淀粉产生 ,则可以说明植物在光下产生

了淀粉 。

刘永生 【云南大理新世纪中学 」 判断

实验组和对照组的首要标准不是看实验的目的 ,而是

看常态组 。

王为海 湖北省汉川市汉川高中

对于验证性实验 ,直接说明结论的为实验组 ,之

所以要设置另一组就是为了对照和起反证的作用 。

大家试着改一下实验 目的 ,比如改成 “设计实验证明

没̀有细菌植物的遗体就不能分解 ” ' ,再看看分组的

情况以及实验组和对照组分别是谁 两组实验中我

们首先想到的是必须要有谁 对于探究实验而

言 ,非常态为实验组 ,常态为对照组 。

朱秋容【广东省潮州市高级实验学校

既然方案 、 不合理 ,这种对照组和实验组的设置就

没有多大意义了 ,而且方案 、 与方案 关于对照组

和实验组的区分尽管相似 ,但有本质的不同 。我们不

妨分析一下 方案 中甲组是对照组 ,乙组是实验组 。

方案 的甲组是无菌 ,可以理解为空白对照 。

羊垂功 【广东省开平市开侨 中学 」 实

验的最终目的是采用最容易理解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

而不是探讨它到底是实验组还是对照组 。不能不根

据学情而把实验组与对照组模式化 ,模式化往往会把

最简单的东西复杂化 。

张 一 天津市河北区扶轮 中学 设

置对照组的目的是为了排除干扰变量 。所以确定哪

个是对照组 ,应该看去掉这一组 ,在不考虑干扰变量

的前提下能否证明实验结论 。若不考虑干扰变量就

能证明实验结论 ,则加人的一组是对照组 。若必须要

两组做对比才能得出结论 ,则应该是相互对照 ,谈不

上哪一个是对照组 。所以 ,结果已知的为对照组 结

果未知的为实验组 。所有实验结果都未知时 ,则为相

互对照 。

杨学斌 〔山西省夏县中学 今抖 」 同意如下

观点 自变量处理的实验为实验组 ,没有处理的为对

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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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组 空白对照 。该观点的前提是能明显区分 自变

量 。细菌对植物遗体的分解作用 ,自变量是细菌 。若

验证光能使植物正常生长发育 ,自变量是光 。

赵占良【人民教育出版社 “常态 ”为

对照组也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的 ,不能绝对化 。就本技

能训练的内容来说 ,比如方案 ,乙组接种细菌 ,才能

看出细菌的分解作用 ,应该是实验组 甲组不接种细

菌 ,是作为空白对照 ,排除其他可能存在的分解作用

如空气中氧的氧化分解 ,就是对照组了 。总之 ,实

验组是用来证明自变量的作用的 ,对照组是用来排除

自变量之外的其他无关变量的作用的 。 本话题初稿

由付洪波老师搜集

种植抗除草剂农作物能保护土壤环境吗

— 对人教版 《生物 ·选修 ·现代生物科技专题 》一处内容的讨论
方仲扬 刘永生 徐 鸽

问题

徐 鸽 「广东省深匀,市育才中学 」 人

教版 《生物 ·选修 ·现代生物科技专题 》 “在

种植抗除草剂作物的农田里 ,由于农民不必再进行除

草等田间操作 ,可以使农田管理变得容易 ,而且也保

护了农田土壤环境 。”抗除草剂农作物的种植 ,为什么

有利于保护农田的土壤环境 如果是抗病或者抗虫

作物的种植 ,就可以减少农药的使用量 ,达到保护土

壤的目的 。而抗除草剂的作物的种植又是如何达到

保护土壤的目的的呢

讨论

张 一 科学肯定不能解决一切问题 。任何基

于科学的技术都应该有相应的风险评价过程 。没有

任何技术只有利没有害 。一个技术的好坏必须根据

风险和收益的对比来确定 ,抗除草剂农作物的作用亦

然 。抗性 、耐性都有其应用价值 。关键是不能因为有

了转基因作物就废弃了原来的品种 ,必须要有保持原

有物种的机制 。不能因为新科技有些许负面作用就

放弃使用 ,关键是看这些负面作用是否可能发生 ,发

生后最严重的后果是什么 。

内质网 在种植抗除草剂作物的农田里 ,由于农

民不必再使用除草剂等进行除草 ,既使得农田管理变

得容易 ,也保护了农田的土壤环境 。

方仲扬 广东省四会市四会中学 除

草要消耗大量劳动力 ,因此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们费尽

心思想出各种办法来减少除草对劳动力的消耗 ,这就

有了除草剂的使用 。除草剂分选择性和非选择性两

类 ,选择性除草剂只对某种或某类杂草有效 ,对农作

物及其他种类的杂草无效 非选择性除草剂则对包括

农作物在内的所有植物都有杀灭作用 。在已经有了

农作物的情况下除草 ,为避免对农作物的伤害只能使

用效率低得多的选择性除草剂 。这样 ,除草剂用量

大 、使用次数多 ,对农田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也就增大

了 。如果农作物对非选择性除草剂具有抗性 ,可以显

著减少选择性除草剂的使用 。

刘永生 抗性作物已被理论及实践证明是简单幼

稚的想法 。 “选择压 ”的增大只会加速不利于人类变异

的产生 。现在对病虫害等作物的育种 ,方向为 “耐性 ”

而非 “抗性 ”。因为 “抗性 ”加大了对所抗生物的选择

压 。所抗生物会 “共同进化 ”成解除选择压的新类型 。

李金安 【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城关高中 粼刃 」

因为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 。这种观点的得出 ,仅仅是

因为其能避免因使用除草剂给土壤环境带来的污染 。

但不使用除草剂 ,农民可以机械除草 。机械除草能疏

松土壤 ,而且不污染环境 ,还有利于提高土壤肥力 。

「本话题初稿由徐鸽老师搜集整理 〕

基因是碱基对随机排列而成的 片段吗

— 对人教版 《生物 ·必修 ·遗传与进化 》一处内容的讨论
史国丽 李传海 姜万录

问题

史国丽 陕西省汉中市西乡一中 人

教版 《生物 ·必修 ·遗传与进化 》 “你认为基

因是碱基对随机排列成的 片段吗 为什么 ”配

局了
门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