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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的预防和治疗提出科学合理可行的方案袁也
可以对已有的治疗方案进行评估遥 同时也让学生
了解毕竟埃博拉病毒感染的细节还不明确袁 目前
对于该病仅能做到可控袁对此病毒的可防可治袁还
有一定距离遥
3 教学反思

高三复习课要做到在知识点上纵横联系袁在资
料中获取信息袁在分析中深入理解袁在现实生活中
灵活运用遥因此袁适当选择合适的材料袁例如以社会
热点尧科技前沿作为高三复习课的依托袁梳理生物
学基础知识袁加强培养学生对实验探究能力尧新知
识的获取和信息处理能力及分析解决问题能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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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人体血液循环冶 的知识与人体健康关系密
切袁是学生理解人体各系统功能的基础袁也是初中
生物学教学的重点袁该知识涉及的名词概念多袁易
混淆袁 相关结构和循环途径抽象复杂袁 是教师教
授尧学生学习的难点遥
课程标准对于这部分的内容要求是野概述血

液循环冶遥 课程标准中野观察小鱼尾鳍中的血流情
况冶的建议活动袁能让学生观察到血液不同方向的
流动和红细胞单个通过毛细血管的生动过程袁在
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同时袁认识野血液在心脏血
管系统中循环流动冶这一事实遥但是对于学习人体
血液循环途径的知识袁该活动有一定的局限性院首
先观察对象是鱼而不是人曰 其次实验现象呈现的
只是动物体局部的微循环而非整体的循环途径遥
为了突破人体血液循环途径的教学难点袁 优化教
学效果袁笔者尝试利用自制的血液循环系统模型袁

引导学生分析尧 构建血液循环途径袁 激发学习兴
趣袁降低学习难度袁取得较好的效果遥
1 准备模型

1.1 模型的选择 笔者期待构建的人体血液循

环模型能满足以下要求院 体现人体血液循环系统
的结构特点尧呈现人体血液循环途径的全局尧利于
学生预测尧理解人体血液循环系统各部分的功能袁
模型构件的重组与构建过程符合学生认知特点袁
由局部到整体逐层深入解析循环途径遥 在进行文
献检索工作之后袁 笔者选择改进香港学者研制的
野气泵式心脏模型冶咱1暂袁满足以上教学要求遥
1.2 材料用具

材料院气泵尧红色纸尧蓝色纸尧粉色气球尧绿色
气球尧线尧乳胶管尧块状磁铁尧条状磁铁尧白纸遥

用具院剪刀尧胶条尧双面胶带遥
1.3 制作方法

构建模型优化野人体血液循环冶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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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简易材料构建人体血液循环系统的模型袁 并利用该模型引导学生分析人体血
液循环系统的结构特点和构建血液循环途径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袁突破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
的难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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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血液循环各器官 模型构件

左心室尧右心室尧左心房尧右心房 气泵

心脏瓣膜 气泵阀门

主动脉尧肺静脉 红色管

上尧下腔静脉袁肺动脉 蓝色管

身体组织处毛细血管网 粉色气球

肺部组织处毛细血管网 绿色气球

1.3.1 制作模型 在野气泵式心脏模型冶 咱1暂的基
础上袁笔者进行了以下改进院将原模型的塑料袋换
成形变更明显的气球袁 直观体现血流进入毛细血
管中的情况曰 将模拟主动脉和肺静脉的管道用红
色纸包裹袁将模拟上尧下腔静脉和肺动脉的管道用
蓝色纸包裹袁以示其内部流动的血液含氧量不同曰
自制标示贴在气泵表面袁让心脏结构更易识别曰将
块状磁铁粘在气泵底座尧条状磁铁粘在管道后面袁
更方便模型固定在铁质黑板上进行教学遥
1.3.2 模型与实物的对应关系渊如下表冤遥

人体血液循环各器官与模型各构件对应关系表

气泵模型说明院气泵用于模拟心脏的 4 个腔
室曰气泵阀门用于模拟心脏瓣膜袁控制内部气体
不能倒流曰气泵有 2 个孔袁一个为进气孔袁另一
个为出气孔袁所对应的 2 个接口可用于连接心脏
的其他腔室或血管袁例如袁若气泵表示左心室袁2
个接口则可分别连接左心房和主动脉袁气泵结构
如图 1 所示遥

图 1 气泵

2 教学过程

在使用改进的模型进行血液循环途径的教学

过程中袁让学生从人体心脏尧血管尧组织尧细胞的
结构特点出发袁 依次建立起人体血液循环各器官
与模型的对应关系袁 再根据模型的功能特点和人
体细胞生命活动的需要推知血液循环途径实物的

功能特点袁配合板书和板图袁逐步构建尧呈现血液
循环的完整途径袁如图 2渊本文图 2耀图 5 见封三冤

所示遥 教学过程的主要环节如下院
2.1 构建人体的心脏模型 气泵中气体流动原

理与心脏 4 个腔室中血液流动的原理是一致的袁
用一个气泵可以模拟心脏 4 个腔室中的某一个遥
将一个气泵的出气孔和另一个气泵的进气孔用乳

胶管连接可分别模拟左心房和左心室袁同理袁再用
2个气泵连接模拟右心房和右心室遥

在学习血液循环途径之前袁 学生已通过观察
和学习认识了心脏的结构袁 教师带领学生复习心
脏结构知识袁并在黑板上画出心脏结构的示意图袁
在此基础上袁 让学生将气泵模型摆放到示意图的
相应位置上袁心脏模型构建完成渊如图 3冤遥

根据已构建的心脏结构模型袁 让学生进一步
思考心脏中血流的方向袁 并让学生尝试挤压不同
气泵袁观察气泵的动态化情况袁类比气泵的阀门控
制气流和心脏瓣膜控制血流方向的功能遥 此直观
动态的模拟操作让学生能够轻松推知并理解院左
心房的血液只能流向左心室曰 右心房的血液只能
流向右心室遥
2.2 构建体循环模型 左心房肌肉收缩袁血液流
向左心室袁 既然血液不能倒流袁 若左心室肌肉收
缩袁血液流向哪里钥学生能够推知血液可能通过血
管流经身体各个器官袁 引导学生思考体循环的起
点和终点后袁 用红色管和蓝色管分别模拟富氧血
和贫氧血流经的血管袁 用粉色气球模拟体细胞组
织处毛细血管网袁构建体循环模型渊如图 4冤遥此时
尝试挤压左心室袁发现粉色气球充气膨胀遥此教学
过程可动态模拟院血液从左心室泵出袁经过身体各
部分组织袁为其供给氧气和养料袁带走二氧化碳和
废物袁最后汇集到上尧下腔静脉袁再流回右心房遥
红尧 蓝色管道的鲜明颜色则让学生易于理解体循
环过程中血液的成分变化袁 即血液刚流出左心室
时是氧含量充足的富氧血袁 经过组织细胞后变为
含氧量低的贫氧血遥
2.3 构建肺循环模型 上述教学过程完成后袁学
生必然留下疑问院血液流经身体各个器官后袁变成
了含氧量低的贫氧血袁不能再次供给各个器官袁如
何使血液中的气体成分得以更新和净化钥 学生很
容易想到肺和气体交换的关系袁 此时让学生思考
肺循环的起点和终点及血液中物质成分的变化袁
在此基础上用红色管和蓝色管分别模拟富氧血和

贫氧血流经的血管袁 用绿色气球模拟肺部组织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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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细血管网袁 让学生尝试连接心脏与肺之间的血
管袁构建肺循环模型渊如图 5冤遥让学生尝试挤压右
心室袁发现绿色气球充气膨胀遥该操作模拟了血液
从左心室流向肺部尧 再通过肺静脉流回左心房的
过程袁并模拟了血液成分的变化袁即体循环后的贫
氧血通过右心房进入右心室袁右心室收缩泵血袁通
过肺动脉将血液运输到肺部毛细血管完成气体交

换袁之前的贫氧血重新变为富氧血遥
2.4 运用模型总结人体血液循环系统的结构和

功能 教师设计 2 个教学环节袁帮助学生总结尧巩
固和运用血液循环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知识遥首先袁
引导学生在黑板上标注模型各部分结构名称尧过
程说明尧血液流动方向等细节信息袁完善模型构建
渊如图 2冤遥尝试挤压心脏的不同腔室袁观察血液流
动状态袁说明人体血液循环的功能袁并设置情境袁
预测人体血液循环系统会发生哪些状况袁 并利用
模型进行模拟活动加以验证曰然后以野若有人左脚
受外伤袁 从右臂静脉注射的抗生素是如何起到杀
菌作用的冶等类似问题袁让学生尝试解答袁实现运
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教学目标遥
3 教学反思

科学建模和科学探究很类似袁 它们不仅是简
单的方法袁而分别是一套复杂的策略遥模型的形式
和种类繁多袁功能包括院描述复杂的现象尧阐明系
统中的核心概念尧 探索模型可以探索系统是如何
协调工作的尧预测未来的状况尧为实际操作提供建
议尧促进理念的交流等 咱2暂遥 笔者通过教学实践发
现袁在此部分教学时增加合适的科学建模活动袁不
仅动态直观袁激发兴趣袁产生疑问袁更重要的是能
调动学生的积极思维袁 通过构建结构模型预测功
能袁体会结构和功能的关系袁理解人体血液循环的
途径及意义遥

该模型的构建具有很大的灵活性袁利于教师因
材施教袁充分发挥课堂上教师的主导和学生的主体
作用遥笔者根据不同情况尝试过 3种不同的模型使
用方法遥 面对基础薄弱的群体院教师完成模型构建
的主要环节袁 引导学生思考模型模拟的相应结果曰
面对基础中等的群体院教师引导袁学生构建模型曰面
对基础优秀的群体院教师只做相应提示或提出主要
问题袁学生自主分组自主构建并说明模型模拟的人
体血液循环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特点遥

尽管本模型能够很好地模拟人体血液循环的

结构和功能特点袁但仍有一些缺陷袁待后续完善院淤
阀门与瓣膜的数量不同院模拟心房和心室的气泵有
独立的阀门袁但真实心脏的心房和心室则共享一个
瓣膜曰于绿色气球模拟的不是肺院绿色气球模拟的
是肺部的毛细血管网袁而并非真正的肺遥 绿色气球
充气只能代表血液流动的情况袁而并非肺部获得空
气的过程袁应提醒学生注意曰盂管道的形态结构单
一袁无法表示血管的多样性院人体血液循环系统中
的 3种血管院动脉尧静脉尧毛细血管不能很好地通过
管道分别模拟袁而且管道缺乏弹性袁不能更好地说
明血管中承载血液及协助运送血液的事实遥
师生共同构建了血液循环途径后袁 也可以让

学生类比模型和真实的循环系统的结构袁 从以下
几方面指出它们之间存在的主要差异袁 体会人体
循环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完美适应院 淤模型中充气
而非液体院本套模型以气泵和管道为基础袁内部流
动的是空气袁而非液体遥可以尝试带领学生用气泵
泵水袁让学生明白如果内部流动的是液体袁结果也
是单向流动的曰 于本模型的 4 个气泵结构是一样
的袁 但心脏的 4个腔体积尧 体壁厚度尧 结构均不
同曰 盂心脏与血管连接的位置不同院 为了建模方
便袁 将心脏和血管连接位置按照气泵的结构进行
调整遥 真正的心脏和血管连接的方式并非如此分
散袁而是非常集中的袁这也是心脏外科手术难度大
的原因之一遥

尽管该模型具有一定的缺陷袁在教学中也存在
一定的局限性袁 但是该模型抓住了血液循环的本
质袁简明清晰地模拟了循环系统的主要结构特点和
功能遥在通过本节课的教学使学生明晰了血液循环
整体概况的基础上袁教师继续组织学生完成野观察
小鱼尾鳍中的血流情况冶的活动袁让学生亲自观察
血液在组织器官内的微循环现象袁 使课程标准中
野血液循环系统包括心脏尧动脉尧静脉尧毛细血管和
血液袁其功能是运输氧气尧二氧化碳尧营养物质尧废
物和激素等物质的重要概念冶得以落实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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