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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课标要求的分析
描述地球所处宇宙环境，运用资料说明地球是太阳系中一颗既普
通又特殊的行星。
地球所处的宇宙环境是指以地球为中心的宇宙环境，宏观上是指
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微观上是指在太阳系中的位置。运用资料
说明地球是太阳系中一颗既普通又特殊的行星”。旨在引导学生
通过学习和探究，了解“普通”是共性，“特殊”是个性，“说
明” 要体现理解的思维过程。“运用资料”则要求通过比较分
析、概括归纳总结等方法使认知过程发生从感性到理性的飞跃。



二、对教材及学情的分析
本章是学习整个高中地理特别是自然地理的基础，而本
节不单是高中地理学习的导入课还是高中地理学习的基
础课。学生只有对本节内容有了整体的认识后，才能对
自然环境中诸多自然现象的来龙去脉和地球整体概貌有
一个清晰的科学的了解。



学习基础：尽管学生在初中已学过有关地球和宇宙的相
关知识，也能够从各种媒体上对宇宙和地球有一些或多
或少了解，但了解不透彻，认识不系统，更不能聚焦于
地球宇宙环境这个核心上。
现实程度：经过初中的学习，高一学生地理学习的方法
习惯、认知水平、自主能力都有了很大提高。但合作与
探究水平仍然较低，且由于尚未系统学习立体几何，空
间抽象思维能力较差，这会给本节学习带来困难。



学习目标：
1、初步了解地球所处的宇宙环境（包括了解宇宙的特
征、天体系统的层次，知道太阳系的成员以及地球
在宇宙中的位置）。

2、运用图表资料分析说明地球是太阳系中一颗普通的
行星。

3、依据地球的宇宙位置及自身条件，结合相关学科知
识，真正理解地球上出现生命的真实原因。 

三、对学习目标与方法的分析



学习方法：
 1、在读图、识图、析图中学会如何从各类图
表中获取地理信息。

2、在小组讨论中，学会如何利用团队合作解决
地理问题。

3、在探究性学习中，学会如何收集信息，如何
讨论交流，学会科学的探究方法。



    重点：了解天体的概念和天体系统的层次，描述地球
在宇宙中的位置；运用资料说明地球是太阳系中一颗
既普通又特殊的行星；

  确定的理由：是核心知识，是说明宇宙环境的基础；
运用资料说明地球是太阳系中一颗既普通又特殊的行
星则是本节“标准”的重点要求，地球上因为有了生
命，人类才有可能探讨地球所处的宇宙环境。

  难点：地球生命存在的条件。
 确定理由：生命起源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学生在分析
特殊性时，要用到相关数理知识和生物知识。

四、对教学重点、难点的分析



1、指导学生充分利用教科书搭建的平台、自主感悟探究教
材，激励学生从教材中发现解决地理问题的方案。
2、利用多媒体手段，通过问题情境的设置，激起疑问，使
课堂教学在问题探究、问题研讨中进行。
3、为学生提供感性的事实材料，设置角度新颖的讨论题，
激励学生在解决问题中探究，让学生经历知识的形成和应
用过程，使学生真正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

五、对教学方法的分析



六、对教法设计方案的分析

依据建构主义理论，贯彻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
主导，学生自学为主线的“三主”原则。“以学
习对生活有用和对学生终身发展有用的地理” 为
指导思想。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以教材为基础----
以情境创设为思维载体----以多媒体为辅助手段-
---以贴近生活的实际图片为切入点----以学生自
主探究为实现方式。构建开放的地理课堂，体现
教学是以学生主动学习为主的思想。



第一部分：宇宙和天体
1、展示图片播放视频创设情景引入新课
2、组织学生快速阅读教材中的相关内容_以问
题导航.  
3、指导学生总结天体的概念，归纳宇宙的特征
4、学生通过观看视频及相关图片，感悟天体系
统的形成和层次；自主探究，找出各天体系统
的从属关系。
5、协助学生(归纳总结   绘制简图)准确描述
不同宇宙空间尺度中地球所处的位置。幻灯片 
23
幻灯片 24

七、对教学过程的分析



  播放我国载人宇宙飞船带着中国人的千年企盼，
梦圆浩瀚太空的视频文件。（提出“说地”将要探
讨的主要问题,为正式授课做铺垫)



“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
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
那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 ——康德

科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和硕果，展望科学的未来，人类将
高举科学的火炬登上宇宙的天堂。 ——   霍金 

   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
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温家宝

视频展示有关宇宙的名言语录：（激趣正式引入新

课）



组
织
学
生
自
主
阅
读
教
材
1、仰望苍穹，我们能看到茫茫宇宙中有哪
些天体呢？
2、地球处在什么样的宇宙环境中？













宇宙中有恒星、行星、卫星、流星、彗星、星云以及人

造卫星等物质；这些物质通称天体。
天体是宇宙间物质的存在形式。

认识宇宙中最基本的天体：恒星和星云

宇宙是时间和空间的统一体，是运动、发展
和变化着的物质世界，具有无限性的特点
（空间上无边无际， 时间上无始无终) 。

指导学生总结天体的概念， 了解天体的分类，
归纳宇宙的特征 



星光闪闪，夜空茫茫；亿万星
辰，交相辉映。宇宙是由无以
数计的各类天体组成的庞大空
间，地球只是巨大宇宙中的一
颗微尘而已。

在感性认知的水平上，激发学生继续探索：在浩
瀚宇宙中我们该如何描述地球所处的位置呢?

学生对宇宙环境的感性认识 



太阳

地球

创设情境：重温儿时的童谣“太阳大，地球小，
太阳带着地球跑；地球大，月球小，地球带着月
球跑。”——引出运动的天体相互吸引和绕转形
成天体系统。

师生共同探究：地球是孤立地存在于宇宙空
间吗，它和其他天体之间有无联系呢？



河外星系

银河系

银心地球

月球

太阳

地球 太阳

地月系 太阳系 银 河 系 总星系

相互绕转

运动的天体
相互吸引

天体系统

学生观看视频投影，感悟天体系统的形成和层次 



总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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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月系

其他行星系

太阳系

其他恒星系

银河系

       总星系

引申面对你自己完成的天体
系统层次图，想一想宇宙就

是总星系吗？

河外星系

自主探究活动
学生自行设计天体系统层
次图，表示地球的位置



拓展探究活动：假设你在太空旅游过程
中遇到外星人，你该如何向它们介
绍自己呢？始于课堂，走出课堂，融入现实生活情

景…….



七、对教学过程的分析





水星
金星

地球

火星

木星 土星 天王星

海王星

（三）、太阳系中一颗普通的行星



投影课本P7图表1-1-2－3并阅读课本内容，指导学
生进行自我发现探究：

   太阳系由哪些天体组成？太阳系中有哪八大行
星？如何排列、如何分类？这些行星的绕日运动
方向有无共同特点？



视频展示：围绕太阳运行的主要天
体——八大行星

水星

金星

地球

火星

木星

土星

天王星

海王星

who？

学生观看视频、通过对比分析感知八大行星

的表面温度和水分状况。



知识链接—2006年8月24日，
太阳系裁员，取消了冥王
星行星资格，冥王星遭遇
降级被单独命名为矮行星。

课外探究：冥王星因何被逐？



行星

类型
行星

距日

远近
质量 体积 密度

类

地

行

星

水星 0.05 0.056 0.893
金星 0.82 0.856 0.958
地球 1.00 1.000 1
火星 0.11 0.150 0.733

巨型
星

木星 317.94 1316 0.242
土星 95.18 745 0.128

远日

行星

天王
星

14.6 65.20 0.224

海王
星

17.2 57.10 0.301

视频展示《八大行星的基本数据》表，提出探究问题

近

中

远

小

大

中

小

大

中

大

小

中

学生阅读分析图表，归纳总结八大行星的结构特点：地球
的结构特征平平无奇——是一颗普通行星



学生自我发现八大行星绕转方向相同，各行其道，互不
干扰，不会发生“交通事故”…….

指导探究活动5： 视频展示 “太阳系示意图” 



水星 金星 地球 火星 木星 土星 天王星 海王星

轨道
倾角

7° 3.4 ° 0 ° 1.9 ° 1.3 ° 2.5 ° 0.8 ° 1.8 °

偏心
率

0.206 0.007 0.017 0.093 0.048 0.055 0.051 0.006

视频展示：八大行星轨道倾角与偏心率

指导学生分析资料，获取信息，结合数理知识概括结论：
地球的运动特征也无特别之处（近圆性、共面性）——
平平无奇，的确是太阳系中一颗普通行星



七、对教学过程的分析
第三部分：存在生命的行星    
1、通过视频图片  创设情景  激趣设疑  引入下
一主题——存在生命的行星
2、教师投影展示太阳系示意图，《八大行星的基
本数据》表
3、结合有关的理化知识以及生物知识对地球存在
生命的条件进行探究
4、以及自然界生机盎然景观图片。探究地球生命
的外部原因
5、播放视频《从空中看地球》 和 苏梅克一列维 
9 号彗星撞击木星等图文资料，突破教学难点。



地球因为有生
命物质的存在
使之成为太阳
系中一颗的特
殊天体，成就
了它在太阳系

中的显赫地位。



适宜的温度
必要的液态水
可供生物呼吸的大气
稳定的光照条件
安全的宇宙环境

生命只吝啬地选择地球而存在是因为地球具备
了生命存在的哪些条件呢？



探究活动：

视频展示 “太阳系示意图” 

 学生继续以小组形式合作探究：地球具备生命存
在条件的原因。



行星

类型
行星

距日

远近
质量 体积 密度

类

地

行

星

水星 0.05 0.056 0.893
金星 0.82 0.856 0.958
地球 1.00 1.000 1
火星 0.11 0.150 0.733

巨型
星

木星 317.94 1316 0.242
土星 95.18 745 0.128

远日

行星

天王
星

14.6 65.20 0.224

海王
星

17.2 57.10 0.301

视频展示《八大行星的基本数据》表，提出探究问题

近

中

远

小

大

中

小

大

中

大

小

中

学生阅读分析图表，比较归纳总结地球的质、体积特点



适宜的温度

适合呼吸的大气层

液态水地球内部物质运动

长期的演化

日地距离适宜

适中的质量、体积
保温作用

公转、自转周期适中
水的形态

小组合作探究：让学生经历知识的形
成和应用过程。



地球上出现生命，除地球自身原因外，与地球
所处的宇宙环境有关吗？

师生共同探究地球上存在生命
的外部原因（基于学科，超越学
科，探讨真实世界，突破重点）



万物生长靠太阳—太阳稳定的光照条件使地
球生命从低级向高级的发生、发展没有中断。 

展示自然界生机盎然景观图片  探究地球生命的外部原因



 6500万年前，陨石撞击
地球，造成恐龙绝灭.

1994年“苏梅克—列维9号”
（S-L9）彗星撞木星，
是木星上最惊心动魄的
“交通事故” （小小的
苏梅克-列维9号彗星以
每秒60千米的宇宙速度
撞击太阳系的巨无霸木
星。在宇宙级的猛烈爆
炸中，自己也轰轰烈烈
地化为灰烬）

视频展示图文资料，进一步探究地球生命的外部原因
（安全稳定的宇宙环境有利于生命的发生和发展）



第四部分：探索地外文明
1、教师设置情境，拓展主题，激趣设疑。
2、视频提供感性的事实材料，设置情境问题。
组织学生进行创新探究，指导探究方案。
3、学生阅读教材，观看视频，围绕活动要求，
进行课堂探究，并利用数据、文字、图表来提
出探究方案、表述探究过程。

七、对教学过程的分析



案例探究

现代的天文观测和实验越来越支持这样一个

观点：宇宙中的天体，只要条件合适，就会

产生原始生命，并逐渐演化成高级生物，如

果你承担了寻找外星人的任务，你将如何在

茫茫的宇宙中确定寻找外星人的方向？

探索地外文明

（真正理解地球是生命的摇篮） 

宇宙之大是人类永远无
法想象的，和这个广袤
的空间相比，世间一切
都显得那么渺小。地球
上的生命，难道真的就
是宇宙中的唯一吗？ 



案例探究：火星上是否有生命存在？

   启发学生提出自己的设想和见解 



不明飞行物UFO象谜一样吸引着无数的爱
好者去探究和发现…… 



地球之声已把人类的信息带出太
阳系去茫茫宇宙寻找自己的知音。
我们怀着美好的愿望，期待着与
地外智慧生物在广阔的宇宙中创
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第五部分：课后小结

第六部分：练习反馈：



一、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

  1、天体：
2、天体系统：

     宇宙
（总星系)

银河系

河外星系

太阳系

其它恒星系
其它行星系

地月系

 3、宇宙的特征：



二、地球是太阳系一颗普通又特殊的行
星

1、普通性
八大行星的运动特点：

共面性

同向性
近圆性

 八大行星的结构特点
分类 组成 质量 体积 距日远近

类地行星

巨行星

远日行星

水、金、地、火

木、土

天、海、

小

大

小

大

近

远



2、特殊性——存在生命
地球存在生命的条件：

适宜的温度

适合生物呼
吸的大气

液态水
自身
条件

日地距离适中

体积、质量适中

地球内部
物质运动

外在
条件

太阳光照稳定

安全的宇宙环境

水汽



1、2007年4月，欧洲天文学家首次发现一颗有生命
迹象的太阳系外行星。该行星可能适宜生命存在的主
要依据是
A．行星上有岩石与土壤
B．行星上有液态水与适宜的温度
C．行星的表面比较平坦
D．行星接受来自恒星的辐射能量

2、人类上天揽月的梦想自
古就有，我国月球探测工程
标志以中国书法的笔触，抽
象地勾勒出一轮圆月，一双
脚印踏在其上，象征着月球
探索工程的终极梦想。根据
上述意境判断，该标志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