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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学科能力培养的“细胞的分化”一节教学设计

吴海睿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朝阳学校北京 100025)

摘要 在“细胞的分化”一节的教学中，以“基因选择性表达”为核心主线，提供红细胞发育

过程的资料，比较3种细胞中基因和蛋白质存在的情况，让学生从时间和空间维度认识基因的

选择性表达过程。在“参与一探究一解释一拓展一评价”环节中，培养学生的简单推理、科学解

释等学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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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生物学课程标准(2017年版)》提

出生物学核心素养，包涵生命观念、科学思维、科

学探究和社会责任4个维度。要有效地提高学生

的生物学科核心素养，最核心的任务之一就是培

养和发展学生的生物学科能力[1]。生物学科能力

体系可分为学习理解、应用实践及迁移创新3层。

在“细胞的分化”一节的教学中，采用5E教学

模式，即参与(engagement)、探究(exploration)、解

释(explanation)、拓展(elaboration)及评价(evalua—

tion)5个阶段。探究阶段：通过阅读资料，培养学

生的归纳概括能力(学习理解)；解释阶段：通过

分析图表和讨论，培养学生的简单推理和科学解

释的能力(应用实践)；拓展和评价阶段：通过联

系生活实践，培养学生的复杂推理和解释能力(迁

移创新)。通过5E的教学设计，让学生主动进行

核心概念——“细胞的分化”的构建，培养学生的

生物学科能力(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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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教学环节

1 教材及学情分析

《普通高中生物学课程标准(2017年版)》对

本部分内容的要求是：细胞会经历生长、增殖、分

化、衰老和死亡等生命历程，说明在个体发育过程

中，细胞在形态、结构和功能方面发生特异性的分

化，形成了复杂的多细胞生物体[2]。本节课是人教

版(2019)生物学必修1第6章第2节的内容。教

学内容是细胞分化的概念内涵和细胞全能性，在

细胞增殖的基础上，分析科学素材，让学生认识在

机体精细的调控下，细胞分化是基因在时间和空

间上选择性表达的结果，揭示细胞分化的原因、结

果、特点、意义等。

本节是高二学生的新授课，属于细胞的生命

历程中第2节，前一节学生学习了细胞增殖；本节

课，学生在小组活动中分析图表，归纳概括，推理并

科学解释问题，理解细胞分化的概念内涵。

2教学目标

1)分析图表，探究细胞分化的原因、理解细胞

分化的结果、特点及在生物个体发育中的意义，诠

释细胞具有全能性的原因。

2)阅读生物学资料获取关键信息，分析图表，

推理论证，科学的解释问题，从而构建新知，发展

学生理性思维。

3)形成结构与功能相适应的生命观念。

4)关注干细胞治疗在实际生活的运用。

3教学重、难点

1)重点：细胞分化的概念内涵。

2)难点：细胞分化的原因。

4 教学过程

4．1 聚焦细胞变化，提出猜想(参与engagement)

生物个体发育起源于受精卵，逐渐形成独一无

二的个体，且体内的细胞也变得多样。在个体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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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各种组织细胞在形态、结构、功能上产生了差

异。生命活动的主要承担者是蛋白质，蛋白质由遗

传物质即基因表达产生。学生疑问：这些不同细胞

的遗传信息是否有变化?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4．2 时空维度，诠释细胞分化的原因(探究与解

释exploration and elaboration)

4．2．1 基因在特定空间下的选择性表达

教师向学生出示资料1：红细胞、肌细胞和胰

岛B细胞中基因和蛋白质的存在情况(表1)。

表1 红细胞、肌细胞、胰岛B细胞中含有的基因和蛋白质

注：“+”阳性(表不舍有)，“一”阴性(表不无)

观察表1，学生获取信息：在红细胞、肌细胞和

胰岛B细胞这3种细胞中都含有血红蛋白基因、

肌动蛋白基因、胰岛素基因，但却分别选择性表达

血红蛋白、肌动蛋白、胰岛素。学生比较未成熟的

红细胞和胰岛B细胞，在这2类细胞中细胞呼吸

酶基因和核糖体相关酶的基因在所有细胞均表

达，但血红蛋白基因和胰岛素基因，在红细胞和胰

岛B细胞中选择性表达。

在教师启发下，学生归纳概括：在特定的空间

里，细胞有选择地启动某些基因并合成其他类型

的细胞所不具备的蛋白质，这是构成该种特定细

胞的结构、产物及功能的基础。

4．2．2基因在特定时间下的选择性表达

学生阅读资料2：血红蛋白(Hb)是红细胞中

的一种蛋白质，其主要生理功能是负责体内氧的

运输。控制人的血红蛋白基因分别位于人的第

11号、第16号染色体上，在不同的发育时期至少

有仅、p、^y、s等基因为之编码。人的血红蛋白由

4条肽链组成(图2)，在人的不同发育时期，血红

蛋白分子组成不同。最常见的成人血红蛋白

HbA，由2个p亚基和2个p亚基构成(d：p：)，这

是成人血红蛋白的主要形式(图3)。

血红素基 铁原子

⑥
红血球

图2血红蛋白【3

链

图3备时期的血红蛋白分子组成”J

学生阅读学案，思考问题1：在个体发育的胚

胎期、胎儿期、成体期血红蛋白分子分别是什么?

学生分析图像：胚胎期血红蛋白的分子构成是

仅282；胎儿期是o【州2；成体期是d282。

在个体发育过程中，各种血红蛋白基因表达

量有动态变化，教师出示图4，并提出问题2：仅、

B、^y、8这4种基因主要在哪些时期表达?

胚胎和胎儿的周数(单位：周) 出生 珊生儿同致(卑位：周)

图4个体发育过程中各种血红蛋白表达■占总表达量百分比【5】

学生观察图4并推理解释：基因仅在整个发

育时期都表达，基因B主要在成体时期表达，基

因^y主要在胎儿时期表达，基因￡只在胚胎时期

表达。教师播放幻灯片与学生共同分析：在胚胎早

期，仅一珠蛋白逐渐开启后终生表达，￡一珠蛋白也

开启，形成血红蛋白仅2￡：。怀孕后6周左右，￡一珠

蛋白基因表达被逐渐关闭，^y一珠蛋白基因表达开

启，此时的胎儿血红蛋白(HbF)由2个仅亚基和

2个1亚基(o【州：)组成，主要在胎儿的肝脏和脾

脏中合成m]。从怀孕后12周至胎儿出生这段时间，

HbF是胎儿红细胞中最主要的血红蛋白。第2次

基因表达切换发生在出生后：^y一珠蛋白基因表达

被逐渐关闭，B一珠蛋白基因开始表达。成人血红

蛋白由2个d亚基和2个p亚基组成(仅：p：)，主

要在骨髓中合成(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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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个体发育过程中各种血红蛋白表达时期⋯

人的B一珠蛋白基因簇随着个体发育进程，依

次表达8一珠蛋白、1一珠蛋白及p一珠蛋白，该珠蛋

白基因表达转换过程受到严格的时空特异性调

控，是一个复杂精细的真核基因表达调控事件隅1。

教师提出问题3：为什么这些基因会选择性的开

启和关闭?在学生的追问下，教师出示资料3：氧合

血红蛋白解离曲线‘(图6)，学生讨论母亲子宫内

的胎儿如何获取氧?

学生推理并解释：胎儿血红蛋白(HbF)对氧分

子结合力强于成体血红蛋白(HbA)。胎儿使用HbF，

因为子宫内无法得到像肺那样充沛的氧供应，只

有加大亲和度尽量从母体获取氧；出生后氧的供

给很充沛，这时换用成体血红蛋白，能更好地适应

环境。这也体现了结构和功能相适应的生命观念。

结合资料1和2，学生归纳概括细胞分化的

原因：基因在特定时间和空间的选择性表达。细胞

的分化由什么调控?

4．3分析细胞分化调控，理解细胞全能性(拓展

elaboration)

出示资料4：由于成年期B一珠蛋白基因编码

结构的突变或表达量的减少，导致的B一血红蛋白

病是世界上最大的单基因遗传病，而在成年期开启

胎儿期表达的1一珠蛋白基因，可治疗p一血红蛋白

病[10]。目前已发现多个参与1一珠蛋白基因调控的

特异性转录因子。这些转录因子可结合到珠蛋白基

因启动子区域的特定序列上，招募相应的具有激活

或阻遏作用的辅助因子，通过染色质重塑过程，实

现对1一珠蛋白基因表达的精细调控(表2)[5 J。

表2 参与y一珠蛋白表达调控的主要转录因子㈣

转录因子 功能

GATAl

GATA2

TALl

NF—E4

KLFl

抑制^v一珠蛋白基因表达

激活^，一珠蛋白基因表达

帮助LCR区向珠蛋白启动子弯折，激活1一珠蛋白基

因表达

p22NF—E4激活1一珠蛋白基因，抑制^y一珠蛋白向B一

珠蛋白表达的转换；p14NF—E4抑制1一珠蛋白基因

促进_y一珠蛋白向p一珠蛋白表达的转换；激活BCLllA

抑制^y一珠蛋白基因表达

抑制^y一珠蛋基因表达

激活KLFl抑制^y一珠蛋白基因表达

调节染色质结构，抑制1一珠蛋白基因表达

抑制．y一珠蛋白基因表达

沉默1一珠蛋白基因表达；过表达后可激活1一珠蛋白

基因表达

教师提问：参与1一珠蛋白表达调控的主要转

录因子对1一珠蛋白的表达有哪些作用?通过分析

表2，学生解释转录因子激活或抑制1一珠蛋白表

达并分别举例。细胞分化与基因表达调控形成一

个系统，有诸多要素参与此控制系统，在精细的调

控下，细胞分化有序进行。

在细胞分化的过程中，遗传物质却没有变化。

教师用1958年斯图尔德的植物组织培养实验和

多利羊实验，启发学生理解全能性。最后用翟中和

院士在《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一书中的定义阐释

细胞全能性。

4．4干细胞实例分析并互评(评价evaluation)

细胞分化在生活中有哪些应用?教师播放脐带血

干细胞视频，学生用本节课的知识解释并评价，评

价标准(10分)如表3。

表3学生学习情况评价标准表

维度 要求 分值

学习理解 比较干细胞与体细胞的全能性 1分

(概念扩展)概括细胞全能性与分化能力的关系，并举例 1分

应用实践 解释脐带血干细胞具有多能性 2分

(科学解释)解释脐带血干细胞分化的原因 2分

迁移创新利用ipS(诱导性多能干细胞)细胞制造血小板 2分

(复杂推理)培育心肌组织、治疗帕金森症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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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神经系统的调节”的教学设计

韦 玲 (重庆市南开中学校 重庆400030)

摘要 通过设计分层递进式问题，引导学生思考、讨论和表达以完成“神经调节的结构基

础和反射”的教学过程。从生物学事实入手，上升至生物学概念，并最终强化学生对结构与功能

相适应的生命观念的理解，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与科学探究能力。

关键词 反射反射弧结构与功能观科学探究

中国图书分类号：G633．91 文献标识码：C

《普通高中生物学课程标准(2017年版)》要求

学生掌握大概念“生命个体的结构与功能相适

应，各结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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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重要概念

“神经系统能够及时感知机体内、外环境的变化，

并作出反应调控各器官、系统的活动，实现机体稳

态”[1】。“通过神经系统的调节”(人教版高中生物

学必修3第2章第1节)即对应于上述内容要求，

是学生继学习了“内环境稳态”的概念和意义之后，

将要接触的第1种保持稳态的重要调节机制。有

关“机制”的内容比较抽象生涩，易让学生望而生

畏。因此，将该节内容的第1课时做到既生动易

懂，又兼具深度与科学性，对学生学习本章内容至

关重要。本节内容包括神经调节的结构基础和反

射，兴奋在反射弧上的传导和传递，以及神经系统

的分级调节和人脑的高级功能等，可安排为3课

时。第1课时为“神经调节的结构基础和反射”，为

后续的学习打下基础。

1 教学目标

1)概述神经系统的结构基础和反射，能说出神

经系统的组成、神经元的结构与其功能的适应性。

2)运用演绎与推理的方法探讨生物学问题；

j上I．‘IL．‘lL|‘止4L4L-‘lL．址．址．‘‘J．L4上．jIL．“．j-Lj止jIL．‘‘LjL．‘IL．‘‘．‘ILjtjlL．‘t．‘IL—止—lLL4L4L．址．址jIL．址．‘t4L4L4LjILjlLj‘JlL．址．‘tjlL．‘‘

5 教学反思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生物学课程标准(2017年

5．1 提供素材，学生自主构建概念学生从已有

知识产生认知冲突，猜想细胞分化的原因。教师提

供3种不同细胞的例子，让学生分析细胞分化的

原因，进一步解读氧离曲线，结合1一珠蛋白表达

调控的主要转录因子的材料，解释细胞分化与基

因表达调控是一个复杂和精细的系统，促进学生

自主构建细胞分化的概念。

5。2分析图表，训练学生推理和科学解释能力

教师利用个体发育过程中血红蛋白基因的表达图

及氧离曲线等训练学生的推理能力。学生科学解

释子宫内无法得到像肺那样充沛的氧供应，只有

加大亲和程度从母体获取氧，从而使胎儿更好地

适应环境，形成结构与功能相适应的生命观念。

致谢：在本文撰写过程中，得到了北京市朝阳

区教研中心白建秀老师的悉心指点。在此表示衷

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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