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聚焦

１. 对恐龙的知识有一定了解ꎮ








２. 知道人类是怎样认识恐龙的ꎮ



３. 能够对生物进化、 适应和灭绝现象作出合理解释ꎮ



４. 感悟人与环境应该和谐相处ꎮ



关键点击

ìï“ 恐龙” 展
ï
消失了的恐龙 í人们怎样开始认识恐龙
ï
ï恐龙是怎样灭绝的
î









一、 智能积累

１. 我会填ꎮ
(１) 第一块恐龙化石是在

年被发现的ꎬ 恐龙是巨大无比的

动物ꎮ
(２) 恐龙已经
原恐龙的

２０

ꎮ 它的模型、 图片和影片是科学研究
ꎬ 然后进一步形成恐龙的模拟外貌ꎮ

ꎬ还

２. 连线题ꎮ

最重的恐龙

Ａ. 最大的恐龙要算 “ 梁龙” 了ꎮ 梁龙的

脑袋很小ꎬ 脖颈和尾巴很长ꎮ ２０ 世纪初ꎬ
在美国犹他州发现了 ３ 条恐龙遗骸ꎬ 后来
利用这些遗骸复原了一条梁龙的骨架ꎬ 陈
列在 匹 兹 堡 的 自 然 博 物 馆 里ꎬ 它 全 身 长

２６.６ 米ꎬ颈长 ６.７ 米ꎬ尾长 １５.３ 米ꎬ身长 ４.
５５ 米ꎬ重约 １０.５ 吨ꎮ
最大的恐龙

Ｂ.最凶残的霸王龙长 １７ 米ꎬ站立起来就有 ６ 米

高ꎮ 它那血盆似的大口里ꎬ长着匕首般的牙齿ꎮ
它专门捕食那些吃嫩枝绿叶的恐龙ꎮ

最凶残的恐龙

Ｃ.最重的恐龙要算腕龙了ꎮ １９０９ 年ꎬ在坦
桑尼亚坦噶尼喀发现了一具腕龙的完整骨
骼ꎬ现在 陈 列 在 柏 林 自 然 历 史 博 物 馆 里ꎮ
它身体总长 ２２.５ 米ꎬ身高 ６.４ 米ꎬ估计重 ７８

吨ꎮ 在这以后ꎬ又发现了一些腕龙的骨骼ꎬ
估计这些腕龙在活着的时候ꎬ身长可超过

２７ 米
防御能力最强
的恐龙

Ｄ.剑龙的背上长着刀山似的骨板ꎬ甲龙装
备坚硬的甲板ꎬ角龙的头部长着犀牛般的
尖角 这 些 显 然 是 它 们 防 御 敌 害 的 武
器ꎮ
Ｅ.向天空发展的飞龙、翼龙ꎬ成了当年空中的
霸主ꎮ 最大的飞龙两翼展开时长 ６ 米多ꎬ尖

会飞的恐龙

长的头颅ꎬ长着尖利的牙齿ꎬ后面拖着一条长
尾巴ꎬ尖端还有一个“舵” 膜ꎬ用来平衡身体ꎮ
翼龙已经逐渐进化了ꎬ头骨变轻ꎬ牙齿和尾巴
已经退化或消失了ꎬ大脑半球中的视觉、平衡
觉和肌肉等协调作用都已加强ꎬ飞行能力也
增强了ꎮ 翼龙是古代世界上能在天上飞的动
物ꎬ生活在 ７０００ 万年前北美洲的翼龙ꎬ双翼展
开宽 １１ 米以上ꎮ

２１









二、 实践操作

阅读下面的资料ꎬ 回答问题ꎮ
人类生存的地球是一个丰富多彩、 富有生机的世界ꎮ 她不仅是人类的家
园ꎬ 这里还生存着 ５０００ 万种形形色色、 千差万别的生物ꎮ 据古生物学家推
断ꎬ 地球上曾经有过 ４０ 亿种生物ꎬ 而今已灭绝了其中的 ９９.９％ꎬ 这其中一
半是在最近的 ３００ 年中灭绝的ꎮ 现在ꎬ 地球上每 ４ 小时就有 １ 个物种灭绝ꎮ

读了这段资料ꎬ 你一定十分震惊ꎮ 你认为生物灭绝的原因是什么? 人类

应该怎样保护多种多样的生物?









三、 资料袋

恐龙是所有爬行动物中体格最大的一类ꎬ 很适宜生活在沼泽地带和浅水

湖里ꎬ 那里的空气温暖而潮湿ꎬ 食物也很容易找到ꎬ 所以恐龙在地球上统治
了几千万年的时间ꎮ 但不知什么原因ꎬ 它们在 ６５００ 万年前ꎬ 在很短的一段
时间内突然灭绝了ꎬ 今天人们看到的只是那时留下的大批恐龙化石ꎮ

恐龙灭绝的假说主要有陨星碰撞说、 物种斗争说、 大陆漂移说、 酸雨
说等ꎮ
关于恐龙灭绝原因的假说ꎬ 远不止上述这几种ꎮ 但是这几种假说ꎬ 在科
学界都有较多的支持者ꎮ 当然ꎬ 上面的每一种说法都存在不完善的地方ꎬ 恐
龙灭绝的真正原因ꎬ 还有待于人们的进一步探究ꎮ

２２

目标聚焦

１. 知道生物是不断进化的ꎮ








２. 了解生物进化的历程、 规律和趋势 ( 通过对不同地层化石的研究) ꎮ



３. 通过已有的知识和经验探究化石的成因ꎮ



４. 关注与进化有关的有趣问题ꎮ



关键点击

认识化石

ìï
ï化石的成因
ï
ï制作: 化石模型
ï
生物是进化的
化石告诉我们什么 í
ìï
ï
ï
ï化石的作用 í生物进化的规律和趋势
ï
ï
î不同生物之间存在亲缘关系
ï
ï
î活化石









一、 智能积累

１. 我会填ꎮ
(１)

是在

年以前

中保存的几百万
的残骸或遗迹ꎮ 如骨骼、

外壳、 叶子、 脚印等ꎮ
(２) 如果把不同年代的

比作一本书ꎬ 那么

就是书页中的特

殊文字ꎮ

(３) 不同地层中的一些化石有些相似ꎬ 其实它们是同一种生物ꎬ 只是在
不断地发生着变化ꎬ 这说明生物是在不断

的ꎬ 以适应不断变

化的环境ꎮ
２. 我会选ꎮ
２３

(１) 骨骼排列越相似的动物ꎬ 亲缘关系越 (
Ａ. 远

Ｂ. 近

)ꎮ

Ｃ. 没有亲缘关系

(２) 化石记录显示ꎬ 在越晚形成的地层里形成化石的生物 (
Ａ. 越简单、 低等、 水生越多
Ｃ. 越复杂、 高等、 陆生越多









二、 实践操作

)ꎮ

Ｂ. 越复杂、 高等、 水生越多

Ｄ. 越简单、 低等、 陆生越多

我研究、 我发现ꎮ
阅读以下材料:

１. 研究发现ꎬ 最早在地层中出现的是鱼类化石ꎻ 其后依次是两栖动物、 爬
行动物和哺乳动物化石ꎻ 恐龙和原始鸟类化石则更晚一些ꎮ 生物在地层
中出现由早到晚排列为
ꎮ

２. 你来推测:

(１) 这些不同地层中出现的生物ꎬ 彼此之间有无关系ꎬ 有怎样的关系?
(２) 生物进化的方向是什么?









三、 拓展创新

长颈鹿长颈形成的原因

１. 一种观点认为ꎬ 古代长颈鹿由于环境因素常用颈和前肢吃树上高处的叶
子ꎬ 颈和前肢渐渐变长并遗传给了后代ꎮ 这是

的观点ꎬ 他认

为长颈鹿颈部变长的原因ꎬ 是生物个体有意识地

的结果ꎮ 带

有一定的唯心色彩ꎮ
２. 另一中观点认为ꎬ 古代长颈鹿的颈有长有短ꎮ 由于环境发生变化ꎬ 颈短
的无法继续生存ꎻ 而颈长的则存活下来ꎬ 就有了今天的长颈鹿ꎮ 这是
的观点ꎮ 他认为古代长颈鹿有颈
的由于

而生存下来的机会很小ꎬ 而颈

下来ꎬ 并且一代代

ꎮ 就有了今天的长颈鹿ꎮ

３. 比较两种观点: 相同之处是承认生物的
种生物本身是否存在差异即
还是

２４

和颈

的结果ꎮ

的ꎮ 颈
的却生存

ꎮ 不同点是: ①同

ꎻ ②生物进化是生物本身的意愿

４. 你认为哪种观点更合理?









四、 资料袋

达尔文在马德拉群岛科格伦海岛上发现ꎬ ５５０ 多种昆虫中有 ２００ 种无翅

或翅不发达 ( 包括蝴蝶类、 蚊类、 蝇类等 ２３ 个属) ꎮ 经过研究ꎬ 他得出结
论ꎬ 这种奇异现象的形成是昆虫在与强大的海风进行生存斗争中ꎬ 海风对它
们进行选择与淘汰的结果ꎮ

目标聚焦

１. 通过阅读、 交流资料ꎬ 了解达尔文及其进化论的核心思想ꎮ








２. 通过实例分析理解生物与环境的关系ꎬ 进一步理解自然选择和人工
选择ꎮ



３. 逐步形成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人类对生物的认识ꎮ



４. 体会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ꎮ



关键点击

进化论的核心思想

ìï
ï
理解自然选择
ìï
ïï
ï
达尔文与他的 “ 进化论” í如何理解自然选择 í自然选择的实例
ï
ï
î恐龙灭绝假说
ï
ï
î云南澄江生物群化石的发现

２５









一、 智能积累

１. 我会填ꎮ

(１) 达尔文进化论认为: 生物最初是由

ꎮ 自然界中的生物ꎬ 通过激烈的

各种生物拥有共同的

(２) 生物通过
到

ꎬ 适应者

发展起来的ꎬ 现存的

下来ꎬ 而不适应者则被
、

ꎮ

ꎬ 从低级到高级ꎬ 从

和

ꎬ 种类由少到多地发展着、 进化着ꎮ

(３) 生物进化的主要证据是

２. 我会选ꎮ

ꎮ

(１) 马达加斯加群岛与非洲大陆只相隔狭窄的海峡ꎬ 但两地生物种类有
许多不同ꎬ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 (
Ａ. 人工选择的结果
Ｃ. 变异的方向不同

)ꎮ

Ｂ. 自然选择的结果

Ｄ. 岛上生物都不进化

(２) 肺鱼在夏季如遇干涸ꎬ 常藏于泥土中夏眠ꎬ 直到雨季来临时才 “ 复
苏” ꎮ 下列对这种现象的解释ꎬ 不正确的是 (
Ａ. 这是对不良环境的适应
Ｃ. 是一种生存斗争的表现

)ꎮ

Ｂ. 这是长期人工选择的结果

Ｄ. 这是长期自然选择的结果

(３) 下列符合达尔文自然选择说的是 (
Ａ. 伦敦桦尺蠖黑化是烟熏的结果

)ꎮ

Ｂ. 雪兔的皮毛是白色的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Ｃ. 北极熊为适应冰天雪地的环境毛色变白了

Ｄ. 长颈鹿经常努力伸长颈和前肢去吃高处的树叶ꎬ 因此颈和前肢都


很长







二、 实践操作

阅读资料ꎮ
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例ꎮ １８ 世纪的英国曼彻斯特地区ꎬ 山清水秀ꎬ 绿树

成阴ꎮ 那里的森林中生活着一种桦尺蠖ꎬ 其成虫是一种飞蛾ꎮ 它们夜间活
动ꎬ 白天栖息在长满地衣的树干上ꎮ １８５０ 年ꎬ 一些生物学家来这里考察ꎬ
２６

发现大多数桦尺蠖成虫的体色是浅色的ꎬ 只有少数是深色的ꎬ 这些深色的桦
尺蠖是浅色桦尺蠖在自然条件下的变异类型ꎮ
１００ 年以后ꎬ 也就是 １９５０ 年ꎬ 曼彻斯特已经变成了一个工业城市ꎮ 这

里工厂林立ꎬ 烟雾弥漫ꎬ 工厂排出的煤烟杀死了地衣ꎬ 结果使树皮裸露并被
熏成黑褐色ꎮ 这时候ꎬ 又有一些生物学家到这里考察ꎬ 使他们惊讶的是ꎬ 这
里的深色桦尺蠖变成了常见类型ꎬ 而浅色的桦尺蠖却成了少数ꎮ 这是什么原
因呢?
科学家做了这样一个实验: 他们先把数量相等的浅色的桦尺蠖和深色的
桦尺蠖同时放到树干上ꎬ 然后用望远镜观察树干上所发生的情况ꎮ 一群爱吃
桦尺蠖的鸟儿飞过之后ꎬ 他们发现ꎬ 浅色桦尺蠖所剩无几ꎬ 而大部分深色桦
尺蠖却逃过了这场灾难ꎮ
我会分析:
１. 桦尺蠖成虫的体色有

色的、

色的两种ꎬ 这属于生物的

现象ꎮ
２. 本事例说明生物的变异是 (

)ꎮ

Ａ. 有选择的

Ｃ. 生物没有变异

Ｂ. 无选择的

Ｄ. 生物变异是受意识控制的

３. 生物的变异可分为有利变异和有害变异ꎮ 在以上事例中ꎬ 起初
是桦尺蠖的有利变异ꎬ 而
后ꎬ

是桦尺蠖的有害变异ꎮ 后来工业发展

是有利变异ꎬ

是有害变异ꎮ

４. 两种不同体色的桦尺蠖的体色数量变化是因为 (
Ａ. 两种桦尺蠖的繁殖能力不同
Ｃ. 桦尺蠖体色会变化

５. 总结ꎮ

适应者会









三、 拓展创新

Ｂ. 桦尺蠖天敌数量不同
Ｄ. 环境变化

( 填 “ 定向” 或 “ 不定向” ) 的ꎬ 而自然选

生物的变异是
择是

) 引起的ꎮ

( 填 “ 定向” 或 “ 不定向” ) 的ꎬ 适应者会
ꎮ 这就是

ꎮ

ꎬ 不

在下列生物进化树上画出所缺的代表动物ꎮ

２７











四、 资料袋







人类对生物进化的研究是不断深入的

最经典的是达尔文的进化论ꎬ 他第一次提出了生物进化的观点ꎮ 生物体
通过自然选择适应环境ꎬ 那些不能适应环境的个体最终消亡ꎮ 达尔文的这种
观点已经被人们普遍接受ꎮ 但随着考古证据的不断发现ꎬ 达尔文的理论不断
面临新的挑战ꎮ
１９８４ 年ꎬ 在中国云南以南约 ２００ 千米的澄江帽天山发现了一个震惊世

界的巨大化石宝库ꎬ 有世界公认的地球上最早的硬体生命纳摇三叶虫ꎻ 有最
早的脊索动物云南虫ꎻ ７００ 余块分属于 ４０ 多个生物属、 近百个生物种类ꎬ
其中还有一些迄今难以归入任何生物门类的奇异群类ꎮ 换句话说ꎬ 我们现在
所看到的绝大多数无脊椎动物的祖先在大约５.３亿年前 “ 突然间” 就冒了出
来ꎬ 并不像达尔文认为的那样ꎬ 是缓慢的、 渐进的ꎮ 因此ꎬ 澄江生物群的发
现撼动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ꎮ

２８

目标聚焦







１. 通过图片收集、 观察、 记录和讨论ꎬ 知道栖息地的概念及生物生存依
赖于环境ꎮ



２. 能够列举事例ꎬ 解释生物间的伙伴关系和敌对关系ꎮ



３. 懂得生物间伙伴关系和敌对关系的合理性ꎮ



４. 感受生物世界的神奇ꎮ



关键点击

{

生物→生物与生物之间关系

寻找生物的家园 合作关系

} 生活环境→栖息地

敌对关系









一、 智能积累

１. 我会填ꎮ
(１) 一种生物愿意长期生活在某个环境里ꎬ 是因为这个环境为它提供了
、

和

所必需的

、

、

等条件ꎬ 这样的生活环境被称为生物的栖息地ꎮ
(２) 同一栖息地上不同种类的植物和动物之间会形成

关系和

关系ꎮ

２９

２. 我会连ꎮ 把下列存在合作关系的生物用 “
生物用 “ ” 连接ꎮ
①小丑鱼

Ａ. 树木

③蜜蜂

Ｃ. 鳄鸟

②熊

④啄木鸟
⑤鳄鱼
⑥蝇









二、 实践操作

” 连接ꎬ 存在敌对关系的

Ｂ. 捕蝇草
Ｄ. 虫子
Ｅ. 海葵
Ｆ. 果实
Ｇ. 鱼

Ｈ. 花

实例分析ꎮ
璐璐小朋友喜欢养花ꎮ 为了让花长好ꎬ 她经常给花施肥、 浇水、 晒太
阳ꎬ 还时不时地给花松松土ꎮ 花一直长得很好ꎮ 可最近璐璐发现花的叶子上
有许多的蚜虫ꎬ 把叶子都咬出了许多小洞ꎮ 这可怎么办呢? 璐璐上网查资料
得知七星瓢虫吃蚜虫ꎮ 于是她把七星瓢虫请回了家ꎬ 结果果然奏效ꎮ

１. 分析上边的资料ꎬ 想想花的生长需要哪些环境条件ꎮ

２. 资 料 中 有 哪 些 生 物 ? 这 些 生 物 之 间 是 否 存 在 合 作 关 系 或 敌
对关系?

３０









三、 拓展创新

生物之间关系很复杂ꎬ 主要有以下几种关系ꎮ 把生物的 “ 关系” 与相
应实例用线连接ꎮ
①共栖 两种生物共同生活在
一起时ꎬ 对双方都有利ꎬ 但彼
此分开以后ꎬ 各自 也 能 生 活ꎬ
这样的关系叫做共栖ꎮ
②共生 两种生物共同生活在
一起ꎬ 相 互 依 赖ꎬ 彼 此 有 利ꎬ
或者对一方有利ꎬ 对另一方也
无害ꎬ 两种生物的这种共同生
活关系叫做共生ꎮ
③寄生 一种生物寄居在另一
种生物的体内或体表ꎬ 并从那
里吸收营养来维持生活ꎬ 这种
现象叫做寄生ꎮ
④竞争 两生物生活在一起ꎬ
为争夺食物、 空间等而发生斗
争的现象ꎬ 叫做竞争ꎮ 竞争的
结果往往对一方不利ꎬ 甚至被
消灭ꎮ
⑤捕食 捕食关系是指一种生
物以另一种生物为食的现象ꎮ

Ｂ. 兔吃草、 狼吃兔ꎮ
Ｃ. 蛔虫生活在人的肠道内ꎬ
靠吸收人肠道的营养为食ꎮ
Ｄ. 寄 居 蟹 生 活 在 海 边ꎬ 寄
居在海螺的空壳里ꎬ 螺壳上
附着海葵ꎮ 寄居蟹在海底爬
行时ꎬ 对海葵觅食有利ꎮ 同
时ꎬ 海葵这种腔肠动物有刺
细胞可以御敌ꎬ 对寄居蟹也
有保护作用ꎮ 因此ꎬ 双方共
同生活在一起的时候ꎬ 彼此
都有利ꎮ
Ｅ. 两 只 猎 狗 为 争 夺 一 块 肉
而发生争斗ꎮ







四、 资料袋









Ａ. 地衣 是 由 真 菌 和 藻 类 共
同组 成 的ꎮ 藻 类 含 有 叶 绿
素ꎬ 能进行光合作用ꎬ 为真
菌提供有机物ꎮ 真菌吸收水
分和无机盐ꎬ 供给藻类的需
要ꎮ 在地衣中ꎬ 真菌与藻类
的关系是互惠互利、 相互依
赖的ꎮ



生物入侵及其危害

看了这个标题ꎬ 你也许会问: 不是要保护生物吗? 生物怎么又成了入侵
者呢? 请看下面的事例ꎮ

一百多年前ꎬ 有人将 ２０ 多只英国的家兔带到澳大利亚饲养ꎮ 在一次火

３１

灾中兔舍被毁ꎬ 幸存的家兔流窜到了荒野ꎮ 由于澳大利亚的气候适于兔的生
存ꎬ 再加上那里缺少兔的天敌ꎬ 这些幸存者就以惊人的速度繁殖起来ꎬ 成了
野兔ꎮ 它们与绵羊争夺食物破坏草原植被ꎬ 给畜牧业造成很大损失ꎮ
近年来ꎬ 我国南方某些沿海地区ꎬ 一 种 原 产 南 美 洲 的 叫 做 薇 甘 菊 的
“ 植物杀手” 悄悄地登陆了ꎬ 在气候温暖、 雨量充沛的条件下迅速蔓延开
来ꎮ 没过多久ꎬ 荔枝树、 香蕉园ꎬ 以及花木扶疏的美丽丘陵和原野ꎬ 很快就
长满了薇甘菊ꎮ 这些入侵者茂密的藤蔓缠绕或覆盖住当地植物ꎬ 夺走本应属
于当地植物的阳光和养料ꎬ 使当地植物受到严重破坏ꎮ

目标聚焦

１. 通过探究活动ꎬ 了解动物的生存本领与其适应环境的密切关系ꎮ








２. 比较不同环境中生物的生存ꎬ 知道环境对生物生长、 生活习性等方面
的影响ꎮ



３. 知道不同生物对环境的要求不同ꎮ



４. 体会到环境的丰富多彩和生物生存本领的奇特有趣ꎮ



５. 意识到要为生物的生存创造合适的生存环境ꎮ



关键点击

{

沙漠动植物
ì

仙人掌

ï
骆驼
ï
鱼
研究 ï
ï
→
í浅海动物
ìï
ï
水母
ï
ï
ï
ï
斑马
î草原动物
有利于生存的本领 í
ï
狮子
ï
ï 应用
î →给动物植物搬家

{

{

３２









一、 智能积累
我会填ꎮ

１. 植物散失水分主要靠叶片上的

排除植物体内

作用带来的

水分ꎮ
２. 仙人掌的

ꎬ 所以没有排出水分的器官ꎬ

已经退化成了

故水分散失很少ꎮ 另外仙人掌的根具有超强的
ꎮ 仙人掌茎含

以从空中吸取

功能ꎬ 而且它可
ꎬ 能进行光合作用ꎬ 茎内

薄壁细胞能贮存大量水分ꎮ 贮存的水分可达体重的 ９５％ꎬ 所以仙人掌适
宜生活在

中ꎮ

３. 被称为 “ 沙漠之舟” 的是

ꎮ ①它的

里贮存着大量脂

肪ꎬ 它可以在骆驼得不到食物时ꎬ 分解成骆驼身体需要的

ꎬ 所

以骆驼在沙漠中可以连续四五天不进食ꎮ ②在骆驼的胃里有许多瓶子状
的小泡泡ꎬ 它是骆驼贮存

的地方ꎬ 有了它骆驼即使几天不喝水ꎬ

也不会有生命危险ꎮ ③骆驼有双重眼睑和浓密的长睫毛ꎬ 可以防止
ꎮ ④骆驼的脚

ꎬ 脚下又有又厚又软的肉垫子ꎬ 这

使它在沙漠中行走自如ꎬ 不会陷入沙中ꎮ









二、 实践操作

１. 买一条鲤鱼ꎬ 观察它是如何适应水中生活的ꎮ
观察现象

适于水中生活的特点

体形

体色 ( 背腹部)
体表
呼吸
运动
其他

３３

２. 观察分析: 鸟有不同的类型ꎬ 如猛禽、 游禽、 涉禽、 走禽ꎮ 认真观察各
种鸟的脚、 嘴有何不同ꎮ









三、 拓展创新

生物对环境的适应普遍存在ꎬ 许多生物从外形、 体色上都有明显适应的

特征ꎮ
１. 保护色: 动物适应栖息环境而具有与环境色彩相似的体色ꎮ 这样有利于
避敌和捕食ꎮ

２. 警戒色: 有些有恶臭或毒刺的动物具有鲜艳色彩和斑纹ꎬ 以示警告ꎬ 防
止误伤ꎮ

３. 拟

态: 有些动物外表形状与色泽与其他生物或非生物相似ꎬ 有利于避
敌和捕食ꎮ

认真观察下图ꎬ 并在横线上写出动物适应环境的类别ꎮ

３４









四、 资料袋









生物对环境适应的相对性

自然界中的每种生物对环境都有一定的适应性ꎬ 否则早就被淘汰了ꎬ 这
就是适应的普遍性ꎮ 但是ꎬ 每种生物对环境的适应都不是绝对的、 完全的适
应ꎬ 只是一定程度上的适应ꎮ 环境条件的不断变化对生物的适应性有很大的
影响作用ꎬ 这就是适应的相对性ꎮ 生活在雪地的老鼠毛色为白色ꎬ 是一种保
护色ꎬ 不易被其他动物发现ꎬ 这对它躲避天敌动物的捕食十分有利ꎬ 这是对
环境的一种适应现象ꎮ 如果降雪推迟ꎬ 白色鼠反而易被天敌发现而遭捕食ꎬ
体现了生物对环境的适应具有相对性ꎮ 根据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可以推知ꎬ
随着降雪天数的增加ꎬ 白色鼠的生存环境优越ꎬ 有利于繁殖而数量会越来越
多ꎮ 如果降雪天数减少ꎬ 白色鼠在生活中就会失去保护色的保护作用而被大
量捕食ꎬ 数量会下降ꎬ 这种变化的环境对老鼠体色起到了自然选择的作用ꎬ
即适者生存ꎬ 不适者被淘汰ꎮ

目标聚焦

１. 知道什么是食物链、 食物网ꎮ








２. 知道食物链的组成以及各组合的作用ꎮ



３. 能用食物链、 食物网描述生产者、 消费者、 分解者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ꎮ



４. 意识到食物链中每一种生物的重要性ꎮ



５. 体会自然界中生物都是相互联系的ꎮ



３５

关键点击
食物链

ìï
ï
生产者
ìï
ï
ï
ï食物链的成分及作用 í消费者
ï
有趣的食物链 í
î分解者
ï
ï
ï食物网
ï
î食物链断裂的后果









一、 智能积累

１. 我会填ꎮ

(１) 生物之间普遍存在一种 “

”

的关系ꎬ 这种关系像

一样ꎬ 把一些生物紧密地联系起来ꎬ

生物学家把生物之间的

联系叫做食物链ꎮ

(２) 在食物链中自己制造食物的生物叫

ꎬ 如

ꎮ 以其

ꎮ 专门 “ 吃” 动植物的残骸或废弃

他生物为食的生物叫

的食物ꎬ 同时还留下可以被植物吸收的物质ꎬ 它们被誉为 “
２. 我会选ꎮ

” ꎬ 科学家称它们为

(１) 下面的生物中ꎬ (
Ａ. 月季

ꎮ

) 是生产者ꎬ (

Ｂ. 霉菌

(２) 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是 (
Ａ. 相互利用的关系
Ｃ. 相互竞争的关系

Ｃ. 水稻
)ꎮ

) 是消费者ꎮ
Ｄ. 青蛙

Ｂ. 吃与被吃的关系

Ｄ. 互利互惠的关系

(３) “ 螳螂捕蝉ꎬ 黄雀在后” 是一句成语ꎬ 从食物链的角度分析ꎬ 下列
能正确表示这一成语含义的是 (
Ａ. 螳螂→蝉→黄雀

Ｃ. 树→蝉→螳螂→黄雀
３６

)ꎮ

Ｂ. 蝉→螳螂→黄雀

Ｄ. 黄雀→螳螂→蝉→树









二、 实践操作

１. 在上图的生态系统中ꎬ 阳光、 空气、 水等属于
或 “ 非生物因素” ) ꎮ

( 填 “ 生物因素”

２. 图中哪些属于生产者? 哪些是消费者? 哪些是分解者?

３. 画出图中有捕食关系的食物链ꎮ

４. 为了防治害虫对禾谷类的危害ꎬ 农民伯伯大量喷洒农药ꎮ 根据食物链的
关系ꎬ 请你推测会出现什么情况ꎮ









三、 拓展创新

制作我们的生命网ꎮ

１. 请两个同学分析自己昨天吃的每种食物的成分ꎬ 按照例子写在自己的草稿

纸上: 如豆浆———植物ꎬ 大豆ꎻ 糖———植物ꎬ 甘蔗ꎻ 鸡蛋———动物ꎬ 鸡ꎮ
３７

对列出的每种动物ꎬ 还要写出它的食物ꎮ 如: 猪的食物: 玉米、 草等ꎮ

２. 请同学们将上述的食物分为植物、 植食动物、 杂食动物和肉食动物ꎬ 填
写在下面的表格中ꎮ
姓

名

肉食动物
杂食动物
植食动物
植

物

３. 在我们填写的表格中ꎬ 将每种动植物之间添上适当的箭头ꎬ 构成我们的
生命之网ꎬ 然后将全组同学绘制的生命之网组合起来ꎬ 合成一张 “ 我们
和生命之网”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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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链断了以后

食物链断了以后可能出现的后果ꎬ 大量的事实使人们认识到ꎬ 食物链的
任何一个环节一旦出现了问题ꎬ 灾难也就快要降临了ꎮ 野狼在饥饿的时候ꎬ
固然要偷猎牛羊ꎬ 但在正常情况下ꎬ 野狼是以野兔为食的ꎮ 从这一点上说ꎬ
是野狼控制了野兔的繁殖和发展ꎬ 避免了野兔和牛羊争食的现象ꎬ 保证了草
原的正常生态环境ꎮ 当人们认识到这一自然规律后ꎬ 就会对野狼宽容许多ꎬ
再也不谈狼色变、 见狼就打了ꎮ 人类不仅是生物圈中的一部分ꎬ 而且对生物
圈中的各个生态系统起支配作用ꎮ 人类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保护各个生态系
统ꎬ 促进生态平衡ꎻ 人类也不能够为了自身的眼前利益掠夺资源ꎬ 破坏生态
平衡ꎮ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ꎬ 人类不能离开自然而生存ꎬ 保护生态平衡ꎬ 也是
保护人类自己ꎬ 一旦生态平衡遭到破坏ꎬ 危及整个生物圈ꎬ 人类自身也在劫
难逃ꎮ

３８

目标聚焦







１. 知道生态系统与生态平衡ꎮ



２. 通过讨论人类危害环境的行为ꎬ 了解保护生态平衡的重要性ꎮ



３. 能够对破坏生态平衡的事例进行分析ꎬ 并提出解决措施ꎮ



４. 意识到保护生态平衡就是保护人类自己ꎮ



关键点击

生态系统及生态平衡

ìï
ï
制作生态瓶
ïï生态平衡的破坏
分析失衡事例
生态平衡 í
ï
ï
国家的保护
ìï
ï
ï
î保护生态平衡 í我们的保护
ï
î建设生态工程

{









一、 智能积累

１. 我会填ꎮ
(１)

连同

叫做生

态系统ꎮ
(２) 在一个生态系统中ꎬ 如果
持在

且

、

及

的数量维

不大ꎬ 这种状态就叫做生态平衡ꎮ

(３) 为了保护野生动物、 植物和它们的栖息地ꎬ 国家已建立有 ２２６ 个国
家级
２. 我会选ꎮ

ꎮ

(１) 生态系统是指 (

Ａ. 一种生物的总和

)ꎮ

Ｂ. 生物及其生存环境
３９

Ｃ. 所有生物的总和

Ｄ. 生物生存的环境

(２) 一个生态系统无论大小都是由 (

Ａ. 生产者、 消费者、 分解者组成

)ꎮ

Ｃ. 生物部分和非生物部分组成

(３) 生态平衡是一种 (
Ａ. 绝对平衡
Ｃ. 动态平衡









二、 实践操作

)ꎮ

Ｂ. 动物和植物组成

Ｄ. 所有生物组成的

Ｂ. 动物数量与植物数量相等的平衡

Ｄ. 永久的平衡

识表分析ꎮ
下表显示了哺乳动物和鸟类濒危或受威胁的原因ꎬ 分析下表回答问题ꎮ
原

因

偷

猎

哺乳动物
３１％
３２％

栖息地丧失

１７％

外来物种

２０％

其他原因

鸟

类

２０％
６０％
１２％
８％

１. 画图: 画一个可以对比哺乳动物和鸟类濒危和受威胁的原因的条形统计
图ꎬ 纵轴表示每一动物百分比ꎬ 横轴表示各原因ꎮ

２. 哺乳动物濒危或受威胁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３. 鸟类受威胁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三、 拓展创新

热门话题你参与ꎮ
青藏铁路线上的美丽风景
你知道藏羚羊吗? 藏羚羊是青藏高原特有的保护动物ꎬ 它浑身是宝ꎬ 具

４０

有胎生、 哺乳的特点ꎮ 它身手敏捷ꎬ 是田径好手ꎬ 北京 ２００８ 年奥运吉祥物五
个可爱的福娃中ꎬ “迎迎” 的原型就是一只机敏灵活、 驰骋如飞的藏羚羊ꎮ

自 ２００１ 年青藏铁路开工建设以来ꎬ 铁路设计、 施工的相关单位高度重

视可可西里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ꎬ 为保护区藏羚羊的迁徙专门设置了动物通
道ꎬ 并在施工过程中采取了严禁惊扰藏羚羊等管理措施ꎮ 经过两年的适应
期ꎬ 可可西里藏羚羊已完全适应了青藏铁路ꎮ 从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中旬开始ꎬ 已
有 ３００ 多只藏羚羊安全、 顺利地穿越了铁路ꎮ 据介绍ꎬ 青藏铁路正式通车

后ꎬ 游客们将可以在列车内或铁路沿线设立的观景站台上ꎬ 观赏到藏羚羊、
野牦牛、 藏野驴等高原珍稀物种ꎮ
(１) 青藏铁路的建设者们为保护区藏羚羊的迁徙采取了哪些措施?

(２) 青藏铁路的建设者们保护藏羚羊等珍稀物种的做法给你的启示是什么?











四、 资料袋







生态系统自动调节平衡的能力

生态系统自动调节平衡是通过系统的自身反馈来实现的ꎮ
当某一草原上的鼠类成灾时ꎬ 植被受到严重的破坏ꎬ 就会造成食物短缺ꎬ
因无食物ꎬ 鼠类的数量就会下降ꎮ 同时ꎬ 鼠类成灾时ꎬ 也为食鼠的动物提供
了丰富的食物ꎬ 这类动物的数量就会增加ꎬ 鼠类就会大量被食ꎬ 数量也会下
降ꎬ 最终草原会得以恢复ꎮ 这个事例说明在生态系统能量流动与物质循环中ꎬ
每一种因素发生变化ꎬ 其结果又会反过来影响和限制变化的因素本身ꎮ “ 变
化” 就是一种反馈ꎬ “限制” 就是一种调节ꎬ “ 恢复” 就是自身调节的结果ꎮ
任何生态系统都有这种自动调节平衡的能力ꎮ 但是这种调节的能力是有限度
的ꎬ 超过了一定限度ꎬ 生态系统就会失去调节的能力而发生生态危机ꎮ

４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