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聚焦







１. 知道什么是机械ꎬ 并能分析、 判断哪些物品属于机械ꎮ



２. 知道复杂的机械就叫机器ꎬ 是由简单机械组成ꎬ 并能够通过对比ꎬ 了
解机械可以降低工作难度或省力ꎮ



３. 了解人类很早就开始制造和使用机械ꎬ 意识到机械与我们生活密切相
关ꎬ 并且不断发展ꎮ



关键点击

要学会观察生活中的事物ꎬ 勇于探知、 发现
工具中隐含的科学道理ꎮ









一、 智能积累

１. 我会填ꎮ
(１) 查查字典中机械的意思是:
、
(２)

ꎮ 例如:
就是机械ꎮ

的机械叫机器ꎮ

(３) 机械的作用是

２. 我会判断ꎮ

ꎮ

(１) 机械只能起到省力的作用ꎮ

(

)

(３) 机器是由简单机械组成的ꎮ

(

)

(２) 人类很早就开始使用机械了ꎬ 并且不断地改进发展ꎮ








二、 实践操作

(

)

和你的同学一起仔细观察我们周围的事物ꎬ 找找哪些属于机械ꎮ 想想它

１

们在我们生活中有哪些作用ꎬ 并以瓶盖起子为研究对象ꎬ 写出对起子进一步
改进的设计方案ꎮ









三、 拓展创新

仔细观察并思考人和动物身体上有哪些器官或结构具有省力的作用? 并

把它记录下来ꎮ









四、 资料袋

张衡 (７８ － １３９) ꎬ 字平子ꎬ 南阳西鄂 ( 今河南南阳县石桥镇) 人ꎮ 他是

我国东汉时期伟大的天文学家ꎬ 为我国天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
献ꎻ 在机械技术方面ꎬ 张衡也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和广博的学识ꎮ
我们通过张衡发明的浑天仪和候风地动仪的构造即可得知ꎬ 张衡掌握了
很高明的机械技术ꎮ 他的朋友崔瑗在为他写的墓志铭中赞道: “ 数术穷天
地ꎬ 制作侔造化ꎮ” 前一句是说他数学、 天文学知识之渊博ꎬ 后一句则是赞
他制造的各种器物之神奇ꎮ 其实ꎬ 神奇是由于他巧妙地运用各种机械技术的
结果ꎮ
传说他当时还制作过两件神奇的器物ꎮ 一件是有三个轮子的机械ꎬ 可以
自转ꎻ 一件是一只木制的雕ꎬ 能在天上飞翔ꎮ

２

目标聚焦

１. 会搜集生活中应用杠杆原理的事例并能够说明杠杆的作用ꎮ








２. 通过实验探究ꎬ 知道杠杆原理ꎬ 并会依据杠杆原理进行解释ꎮ



３. 通过体验ꎬ 探究使用杠杆给我们带来的省力、 方便和平衡ꎬ 感受学习
的乐趣ꎮ



关键点击

生活中ꎬ 筷子、 钳子、 镊子和剪指甲刀
都属于杠杆ꎬ 杠杆是集中了简单机械共同特点的
简化模型ꎬ 引入这样的模型ꎬ 更便于我们对机械
做进一步研究利用ꎮ









一、 智能积累

１. 我会填ꎮ
(１) 构成杠杆的要素有:

ꎮ

(２) 杠杆的原理是:
２. 我会答ꎮ

ꎮ

用瓶盖起子起盖子为什么很容易呢?

３









二、 实践操作

天平是利用杠杆平衡原理制造的一种仪器ꎬ 仔细观察天平ꎬ 让我们自己

做一架简易天平吧ꎮ 再想想看ꎬ 利用杠杆平衡原理ꎬ 你还能制作什么? 写出
制作的过程ꎮ









三、 拓展创新

大科学家阿基米德曾经说过ꎬ 如果在宇宙中找到一个支点ꎬ 就能把整个

地球撬起ꎮ 他说得有道理吗? 他能实现吗? 说说你的看法ꎮ









四、 资料袋

你听说过 “ 模型法” 吗? 所谓 “ 模型法” 就是将研究的问题在抓住要

点的基础上进行简化、 抽象ꎬ 建立理想的模型ꎬ 帮助研究与解决问题ꎮ 也许
一看到 “ 模型” 这个词语ꎬ 你马上就会联想到汽车模型、 飞机模型但
物理模型可不是简单的以某种实物的实际尺寸按一定比例制作的模型ꎮ
物理模型是人们通过科学思维对物理世界中的原物的抽象描述ꎮ 人们通
过对物理模型的认识和研究ꎬ 来获取关于原型客体的知识及其在自然界中的
运动变化规律ꎮ 它是科学研究的常用方法ꎮ

４

目标聚焦







１. 通过观察分析知道斜面是简单机械之一ꎬ 能够就斜面角度的大小与用
力关系提出假设ꎬ 设计实验ꎬ 进行观察记录ꎬ 寻找出规律ꎮ



２. 知道斜面的变形及其功能ꎬ 了解斜面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ꎬ 能够运用
斜面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ꎮ



３. 关注身边的简单机械的应用ꎮ 学会针对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寻找出解决
问题的方法ꎮ



关键点击

探究斜面角度的大小与所需力的关系ꎬ 关键
是要采用控制变量法来设计研究方案ꎮ









一、 智能积累

１. 我会填ꎮ

(１) 斜面也是一种简单机械ꎬ 它是
(２) 斜面的角度小就

２. 我会判断ꎮ

ꎮ

的ꎮ ( 填 “ 省力” “ 费力” )

(１) 斜面越长越省力 ꎮ

(２) 斜面和螺旋的作用都是为省力ꎮ









二、 实践操作

(
(

)
)

斜面坡度大小对小车拉力有影响ꎬ 斜面的长度对小车的拉力是否有影响

呢? 不同的斜面ꎬ 其表面光滑程度不同ꎬ 对小车的拉力是否也有影响呢? 你
选择一下你认为有影响的问题并设计实验探究方案ꎮ

５









三、 拓展创新

螺丝钉上的螺纹就和我们的盘山公路十分相似ꎬ 虽然延长了距离ꎬ 但却

省了不少的力ꎮ 请你结合本课内容ꎬ 说说省力的原因ꎮ









四、 资料袋

关于胡夫金字塔的建造顺序有两个理论ꎬ 其中一个理论认为在金字塔修
建面建一个长土坡ꎬ 利用这个土坡运送建金字塔所需的石材ꎬ 而且随着工程
进展土坡需要不断增高加长ꎻ 另一个理论则认为ꎬ 土坡紧贴金字塔外墙呈螺
旋形增高ꎮ 这两个理论的共同点在于运送石材的土坡都在金字塔外侧ꎮ 现在
科学家又提出了很多不同的理论ꎬ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上网搜寻相关的资料阅
读ꎬ 想想哪种说法最合理ꎮ

６

目标聚焦

１. 通过观察ꎬ 能够描述轮轴的结构特征及组成ꎮ








２. 知道轮轴的功能和作用以及在生产、 生活中的应用ꎮ



３. 学会观察和研究身边的简单机械ꎮ



关键点击

多动脑想想轮轴有些什么作用ꎮ









一、 智能积累

１. 我会填ꎮ
(１) 轮轴是由

、

组成的ꎮ

(２) 轮轴的作用是:
用ꎬ 例如:
２. 我会答ꎮ

ꎮ 轮轴在生活中有很多应
、

ꎮ

为什么再大的汽车ꎬ 只要驾驶员轻轻地转动方向盘就能改变它的

方向?









二、 实践操作

观察你的自行车ꎬ 它的哪些地方应用了轮轴? 说说它们有什么作用ꎮ

７









三、 拓展创新

１. 和同学们一起讨论:

(１) 自来水龙头是不是轮轴? 哪部分是轮? 哪部分是轴? 轮有什么作用?
所有自来水龙头的轮都一样大吗?

(２) 还有什么装置像自来水龙头?

２. 请你思考:

拧螺丝钉时为什么用螺丝刀比较省力?









四、 资料袋

轮轴的应用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轻松和高效率ꎮ 人们用来控制汽车行

进方向的方向盘就是典型的例子ꎮ
汽车的方向盘其实是控制汽车行驶方向的一套系统ꎮ 它由方向盘、 方向
杆、 齿轮、 齿条以及方向臂组成ꎮ 如当我们转动方向盘时ꎬ 就对与它固定在
一起的方向杆产生一个扭转力ꎬ 使方向杆一同转动ꎬ 进而带动了连接在方向
杆底部的齿轮的转动ꎮ 利用齿轮的转动原理ꎬ 带动方向臂推动汽车轮子扭转
方向ꎬ 达到控制汽车的目的ꎮ 因为汽车的方向盘比方向杆大许多倍ꎬ 所以人
们可以通过很小的力来控制一辆庞大的汽车ꎮ

８

目标聚焦

１. 通过观察ꎬ 描述滑轮的结构特征及其分类ꎮ








２. 通过对两种滑轮的不同作用提出假设ꎬ 展开科学探究活动ꎬ 进而了解
两种滑轮的作用以及它们在生产生活中的简单运用ꎮ



３. 培养一种物体可以有多种用途的意识ꎮ



关键点击

通过实验探究去发现两种滑轮的作用ꎮ









一、 智能积累
我会填ꎮ

(１) 固定在支架上ꎬ

的滑轮叫定滑轮ꎻ

的滑轮叫动滑轮ꎮ
(２) 生活中









二、 实践操作

利用了定滑轮ꎬ 它所起的作用是
ꎻ

利用了动滑轮ꎬ 它所起的作用是
ꎮ

让我们利用不同的滑轮进行一场拔河比赛ꎮ

９

分析滑轮在比赛中的作用ꎬ 如果两人的力量差不多ꎬ 图一、 图二中的比
赛结果相同吗? 请说明你的判断和理由ꎮ









三、 拓展创新

学习了滑轮之后ꎬ 你还能设计出更新颖的 “ 轮子” 吗? 将自己的设计

画下来ꎬ 并说说它有什么作用ꎮ 别忘了给自己设计的 “ 轮子” 起个好听的
名字ꎮ









四、 资料袋









滑

轮

由可绕中心轴转动有沟槽的圆盘和跨过圆盘的柔索 ( 绳、 胶带、 钢索、
链条等) 所组成的简单机械ꎮ 滑轮是杠杆的变形ꎬ 属于杠杆类简单机械ꎮ
我国早在战国时期的著作 « 墨经» 中就有关于滑轮的记载ꎮ 实际中常把一
定数量的动滑轮和定滑轮组合成各种形式的滑轮组ꎮ 滑轮组既省力又能改变
力的方向ꎮ
工厂中常用的差动滑轮 ( 俗称神仙葫芦) 也是一种滑轮组ꎮ 滑轮组在
起重机、 卷扬机、 升降机等机械中得到广泛应用ꎮ

１０

目标聚焦







１. 能够通过一些实验和观察ꎬ 发现传动装置的结构和作用ꎮ



２. 知道链条传动和齿轮传动的结构和功能ꎬ 并了解自行车是怎样传动的ꎮ



关键点击

留心观察所见到的机械传动方式ꎮ









一、 智能积累

１. 我会填ꎮ
(１) 传动装置可分为:

、
ꎮ

两种ꎬ 自行车的传动装置属于
(２) 传动装置的作用是

２. 我会答ꎮ

ꎮ

请简述一下自行车车轮转动的奥秘ꎮ

１１









二、 实践操作

现在市场上有很多变速自行车ꎬ 找一辆变速自行车ꎬ 仔细观察它是如何

起到变速作用的ꎮ 并把你观察到的传动装置画下来ꎮ









三、 拓展创新

你对现在自行车的功能和外观都满意吗? 你有进一步的改进措施吗? 如

果有想法和父母、 老师、 同学交流一下ꎮ











四、 资料袋







自行车发展史

世界上第一辆自行车问世至今已有 ２００ 多年历史了ꎮ

世界上第一批真正实用型的自行车出现于 １９ 世纪初ꎮ １８１７ 年ꎬ 德国人

德莱斯在法国巴黎发明了带车把的木制两轮自行车ꎮ 这种自行车虽然仍用脚
蹬地才能前行ꎬ 但可以一边前行一边改变方向ꎬ 它一问世便引起了人们的极
大兴趣ꎮ 法国人大量进行仿制ꎬ 一时间ꎬ 巴黎街头涌现出成百上千的自行
车ꎮ １８３０ 年ꎬ 法国政府还为邮差配备了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ꎮ

随后ꎬ 自行车的技术、 性能不断得到改进ꎮ １８３９ 年ꎬ 英国人麦克米伦

发明了蹬踏式脚蹬驱动自行车ꎬ 骑车时两足不用蹬地ꎬ 提高了行驶速度ꎮ
１８６９ 年诞生的法国雷诺型自行车ꎬ 车架改由钢管制作ꎬ 车轮也改为钢圈和
辐条ꎬ 采用实心轮胎ꎬ 使自行车更加轻便ꎮ １８８７ 年ꎬ 英国人劳森完成了链
条驱动自行车的设计ꎮ 同年ꎬ 英国人邓鲁普研制出了充气轮胎ꎮ 从此ꎬ 自行
车技术也完成了向商业化的转化ꎬ 开始批量生产并投入市场ꎮ

１２

目标聚焦



与人使用的物品进行形状的比较ꎮ





１. 能够识别复杂形状由哪些基本形状构成ꎬ 并能够将自然界的生物形状



２. 能够开展实验ꎬ 探究物体形状与承受力的大小关系ꎮ 了解形状在生产
生活中的应用ꎮ



关键点击

开展实验探究要注意控制变量法的应用ꎬ 要
学会自我修正、 完善实验方案ꎮ









一、 智能积累

１. 我会填ꎮ
把薄的材料用不同的方式折叠或弯曲ꎬ 可以提高材料的
ꎻ 而且ꎬ 折叠或弯曲的形状不同ꎬ 其

也是不

同的ꎮ
２. 我会答ꎮ

乌龟的壳是什么形状的? 这样的形状有什么好处?

１３









二、 实践操作

用普通 Ａ４ 纸折成瓦楞状 ꎬ 再在上面轻压重物ꎬ 你会发现什

么? 动手做做ꎬ 并想想生活中有哪些和瓦楞纸类似的形状ꎬ 写下来ꎮ









三、 拓展创新

折纸形状不同ꎬ 其承受力也不相同ꎮ 承受力除了跟折纸形状有关外ꎬ 还

跟纸的厚度有关ꎬ 你能猜出有什么关系吗? 你能和同学交流讨论ꎬ 共同制定
一个探究承受力与折纸厚度关系的方案吗? 把你们的方案写下来ꎬ 动手探究
一下吧ꎮ
你的猜想:

你的实验方案:

你的实验结论:









四、 资料袋

折纸是一门艺术ꎬ 还可以应用到高科技上! 例如: 太阳能帆板ꎬ 怎样折

的面积小ꎬ 又能打开方便ꎬ 这可是门学问ꎮ 同学们: 折纸艺术在高科技上还
有很多应用ꎬ 有兴趣就搜集一下吧ꎮ

１４

目标聚焦







１. 学会设计和制作立体支架的方法ꎻ 知道不同的形状变形程度不同ꎮ



２. 三角形结构不易变形ꎬ 了解三角形结构在生产生活中的广泛应用ꎮ



关键点击

搭建支架ꎬ 理解三角形支架最稳固ꎮ









一、 智能积累

１. 我会填ꎮ
(１) 结构由

构成ꎬ
最稳固、 结实ꎬ 所用材料也最少ꎮ

(２) 不稳定的结构ꎬ 可以通过

的方式增加其三角形结构ꎬ

使它变得稳定ꎮ
２. 我会判断ꎮ

(１) 三角形结构是最不易变形的结构ꎮ
(２) 板凳的腿越多越稳定ꎮ









二、 实践操作

(
(

)
)

和同学合作搭建一个你能坐在上面的支架ꎬ 画出你的设计草图ꎬ 说明选

择的材料以及设计方案的原理ꎬ 预测它的稳固性ꎮ

１５









三、 拓展创新

搜集不同建筑物的支架结构ꎬ 比较它们的特点有什么不同ꎮ









四、 资料袋

生物体中细胞的基本功能都是由蛋白质完成的ꎮ
每种蛋白质都会折叠成独一无二的三维形状或结构ꎮ 这个结构决定了蛋

白质的功能ꎮ 比如用来打破葡萄糖以便细胞可以从中吸取能量的蛋白质有一
个能识别并附着在葡萄糖上面 ( 就像锁和钥匙) 的结构ꎬ 并且还具有能够
和葡萄糖相互作用并打破它以释放能量的氨基酸ꎮ 很早人们就已经认识到自
然界中绝大多数的蛋白质的形状是所有它能呈现的形状中最稳定的ꎮ 想像一
个漏斗里面的球ꎬ 它总是会滚回漏斗的底部ꎬ 因为那是最稳定的状态ꎮ

１６

目标聚焦







能够搜集有关桥梁的资料、 图片ꎬ 了解常见桥的特点ꎬ 知道拱形桥、

吊桥是承受力大而又结实的桥梁ꎮ



关键点击

小组成员要积极配合ꎬ 共同搭建不同的桥ꎬ
比较不同桥的坚固程度ꎮ









一、 智能积累

１. 我会填ꎮ
(１) 赵州桥历史悠久ꎬ 气魄宏伟ꎬ 有中国石拱桥的典型特点ꎬ 它设计巧
妙ꎬ 形状是

ꎬ 用料是

ꎬ 它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ꎮ

(２) 课本当中我们一起探究了三种不同形状的桥ꎬ 其中你认为
桥和

桥的承受力比较大ꎮ

２. 我会答ꎮ

如果你是桥梁设计师ꎬ 在设计建造桥梁的过程中你认为应该注意些

什么问题?









二、 实践操作

斜拉桥是目前世界上最为先进的一种桥梁ꎬ 因其省料、 牢固而正在广泛

１７

地被世界各国应用ꎬ 请你收集一些斜拉桥的图片ꎬ 比较它们各自有什么不同
点ꎬ 又有什么共同点ꎮ









三、 拓展创新

为什么拱桥和斜拉桥的承重能力大? 而平板桥的承重能力相对小呢? 你

能查找一些相关的资料吗? 和同学交流探讨一下吧ꎮ









四、 资料袋

日本著名建筑师坂茂为自己在法国南部一条河流上设计建造的桥梁揭开

神秘面纱ꎮ 这座桥梁的建筑原材料几乎全部是可循环利用的纸ꎮ 坂茂说ꎬ 建
造一座 “ 纸桥” 是自己长期以来的梦想之一ꎮ 这座桥梁建在加尔东河一段
宽度约 １０ 米的河段上ꎮ 桥呈弧形ꎬ 类似石拱桥ꎬ 两端分别固定在略高于水
面的沙石堆中ꎬ 周身呈原木颜色ꎬ 由类似扶杆的纸筒相互连接而成ꎮ 虽然主
材料是纸ꎬ 可桥的质量却不是 “ 纸糊的” ꎮ 坂茂说ꎬ 这一纸筒结构桥梁比较
坚固ꎬ 可以允许 ２０ 个人同时在桥上走动ꎮ

看到坂茂的设计ꎬ 你想建造一座怎样的大桥ꎬ 把它画下来和同学一起交

流ꎬ 动手做做吧ꎮ

１８

目标聚焦







１. 了解古代房子与现代房子的特点ꎮ



２. 能和同学密切合作建造房子ꎬ 知道设计在建筑中的重要性ꎮ



关键点击

建造房子一定要注重对房子的设计ꎮ 要设法
解决好 “ 房子” 的承受力和稳固性等问题ꎮ









一、 智能积累

１. 我会填ꎮ
(１) 房子的主要功能是

ꎮ

(２) 建造房屋不仅要结实、 美观ꎬ 还要

低ꎮ

２. 我会答ꎮ

现在有很多的高层建筑ꎬ 在设计高层建筑时你认为应考虑哪些问题?









二、 实践操作

根据已经学过的 « 折形状» « 搭支架» ꎬ 想想怎样建造才能造出既省材

料又牢固的房子ꎬ 你有些怎样的建议? 写下来ꎮ

１９









三、 拓展创新

你对未来人类居住的房子有什么猜想ꎬ 说出你的想法和同学交流ꎮ









四、 资料袋

让搭建的房子能随自己的生活环境自由迁移ꎬ 这是古人类的高明之处ꎮ

因为那时人类抵御自然的能力有限ꎬ 常因生活环境受到自然因素的肆虐ꎬ 不
得不迁移住处ꎬ 而猛犸象的骨架和牙坚硬无比ꎬ 正适合建立一种小型的可移
动的房子ꎬ 省了迁移后重建的麻烦ꎮ
目前在全世界发现多处旧石器时代人类留下的这类房屋遗址ꎮ 在捷克摩
拉维亚南部一座葡萄园地下ꎬ 发现约 ３ 万年前古人类用猛犸象骨修建的ꎬ 并
初具现代模样的房屋ꎮ 在乌克兰平原上发现的猛犸象骨房屋ꎬ 是原始人可以
值得骄傲的 “ 住宅” ꎮ 最著名的定居点位于基辅附近的梅日里奇ꎬ 是 １９６５

年由一位正在自家住宅下 ６ 英尺深的地窖挖掘新地窑的农民找到的ꎮ 这里有
一座 １５０００ 年历史的村落ꎬ 其中至少有 ５ 座坚固的房屋ꎬ 长宽均在 １５ 英尺
到 ２１ 英尺之间ꎬ 全部用猛犸象骨建造ꎮ 在俄罗斯南部的莫落多瓦发现了一

个最古老的帐篷遗址ꎬ 是在旧石器时代中期搭设的ꎮ 这个帐篷是椭圆形的ꎬ
直径有四五米ꎬ 周围是猛犸象骨ꎬ 最长的猛犸象骨可能是帐篷的撑竿ꎮ 过着
游牧生活的人们ꎬ 要不断搬迁ꎬ 帐篷就显出了它的方便实用ꎮ
猛犸象的腿骨被用来建造墙体下半部ꎬ 搭建成人字形ꎬ 构成房屋的承重
墙ꎮ 较小的骨头以复杂的排列方式放置在承重墙上ꎬ 构成墙壁的上半部ꎮ 屋
顶用象牙搭成ꎬ 上面铺设猛犸象皮ꎮ 屋内地面下凹ꎬ 中间设一火炉ꎮ 在梅日
里奇的这些房屋中ꎬ 最大的用掉了将近 １００ 头猛犸象的骨头ꎮ

２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