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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
你正站在西半球最高的户外露天平台上，感觉自己仿佛悬浮在半空中。 
你身处纽约标志性天际线上空 100 层楼的高度，可以尽情欣赏 360 度城 
市全景。

这简直就像一场梦，但却真实发生在眼前！Edge 露天平台给游客带来终生
难忘的体验。位于哈德逊广场的 Edge 不仅是个创新开发项目，也是未来智
慧城市的蓝本。学生在通过本次虚拟实地考察探索 Edge 时，有三样东西将
反复进入他们的视线：钢铁、电梯和玻璃。没有这三个现代奇迹，Edge 就
不可能成为现实。本教育者指南包含三项活动，旨在让学生对我们司空见惯
的结构和力量进行思索，并思考这些结构和力量在筑梦者们的手中可以达到
什么高度。

活动选择
活动 1：解构钢铁

现代城市的发展史也是钢铁发展历程的写照。

概览

没有钢铁，就不会有现代摩天大楼和交通系统。Edge 可谓是一个充满生动
实例的钢铁实验室，游客可在此探索材料的不同性质。在这个活动中，学生
会参加一场虚拟寻宝游戏，探寻 Edge 内部，并从 Edge 眺望周边社区，
从建筑中找出十种不同的钢材使用的例子。在找到钢材的十种用途后，学生
还会探索人们如何针对每种特定用途来改进材料。最后，他们要从 Edge 富
有远见的可持续实践中汲取灵感，为其他摩天大楼减少碳足迹构思方案。

位于哈德逊广场的 EDGE：
虚拟实地考察

教育者指南

目标
学生将：

•  研究曼哈顿 Edge 和哈德
逊广场社区的历史。

•  扮演材料科学家的角色检
查镀锌钢。

•  发展并检验有关摩天大楼
电梯工作原理的假说。

•  理解可持续设计如何解释
气候变化的现实及其自身
的碳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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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45 分钟

材料

•  可上网的设备（每个小组一台）

•  解构钢铁学生采集表（每人一张）

•  书写用具

教师笔记

1.  为学生分组，每组 4-5 人。

2.  给每个小组发一台电脑或可以上网的设备。

3.  首先，简要概述活动，介绍以下内容：

a.  这次活动主要是为了了解钢材在建筑中的多种用途。为了检查大家的了解程度，我们会在纽约
市的一角进行虚拟寻宝游戏。

b.  在确定钢材使用的各种领域的同时，我们还会考虑人们怎样根据各领域的用途对钢材进行加
工。引导学生快速浏览美国钢铁协会 (American Iron and Steel Institute) 网站。务必强
调以下内容：

i.  钢轮

ii.  市场

iii.  可持续性

4.  给每位同学发一份解构钢铁采集表，确保所有同学都有书写用具。

5.  引导学生阅读解构钢铁采集表上的操作说明（包括一个标有地点的钥匙，可供使用）。

6.  给学生 25–30 分钟的时间来填写他们的采集表。

7.  学生完成填写后，用以下总结性问题进行复习：

c.  你知道有这么多不同类型的钢材吗？

d.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不假思索地使用钢材的？

e.  为什么需要针对不同用途、采用不同的方式制造钢材？

f.  为什么要建造像哈德逊广场 30 号 Edge 这样的摩天大楼必须使用钢材？钢材的哪些性质和特
点使其成为摩天大楼的首选材料？

g.  钢铁在可持续未来和缔造未来绿色开发项目（如哈德逊广场和 Edge）中扮演什么角色？

https://www.steel.org/steel-technology/steel-production/
http://apps.aist.org/steelwheel/index.html
https://www.steel.org/steel-markets/
https://www.steel.org/sustain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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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2：电梯

电梯能够应对风与天气带来的挑战，将数千磅的重物运送到数百英尺的高空。它如何做到这一点？

概览

位于哈德逊广场的 Edge 使用双层电梯将游客运送到露天平台。这项创新举措可让许多游客同时体验 Edge。 
Edge 电梯和你日常接触的电梯很不一样，可实际上，它也遵循与普通电梯相同的科学和工程原理。在这个活
动中，学生会进行一项实验来了解电梯的功能。通过自己构建模型，学生们可以理解电梯这一现代奇迹—也是如
今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便利设施—背后的力学原理。

时间

60 分钟

材料

•  访问“电梯物理 (Elevator Physics)”网站

•  打开《电梯 101》概览指南，并将其投影在班级前的屏幕上

•  电梯学生采集表（每人一张）

•  硬纸盒

•  细绳

•  剪刀/美工刀（在盒子上挖洞）

•  胶带

•  胶水

•  冰棒棍/销钉

•  清管器

•  木块、硬币、玻璃珠（重量为 100 克/四分之一磅）

教师笔记

1.  让曾经坐过电梯的同学举手。请举手的同学描述他们的经历。

2.  指导学生说出电梯为正常运行而必须执行的不同功能或任务。包括：

a.  上下移动

b.  停在特定楼层

http://physics.bu.edu/~duffy/semester1/c05_elevator.html
https://www.mass.gov/doc/elevator-101-introduction-to-elevator-technology/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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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运送一定重量

d.  电梯门可打开或关闭

e.  自动开门、火灾报警等安全功能。

3.  复习“电梯物理”的模拟和网页。解释电梯如何利用重力来运送人和物体。

4.  播放“电梯 101”投影，让全班都能看到。指导学生观看“电梯的主要部件”部分。识别以下电梯的每个核
心部件：

f.  轿厢

g.  电梯井道

h.  机器传动系统

i.  控制系统

j.  安全系统

5.  为学生分组，每组 4-5 人。给每个小组发一份电梯学生采集表。

6.  给学生 30 分钟的时间，根据采集表上列出的标准和限制条件自己做一个电梯。

7.  在学生完成制作后，请每个小组展示他们的模型。

8.  所有小组展示完毕后，提出以下总结性问题：

k.  在制造电梯中，有哪些部件是你之前不了解的？

l.  对你而言，制造电梯最具挑战性的部分是什么，为什么？

m.  如果你可以对自己的电梯做一处改动，你会改哪里，为什么？

n.  为什么电梯在现代建筑中很重要？

o.  在确保所有人都能参观像 Edge 这样令人惊叹的建筑方面，电梯发挥了什么作用？

活动 3：我的观点

我们认为玻璃是种易碎材料，但现在，它被用来建造世界上一些最坚固的建筑。我们怎样用玻璃来重新构思自
己社区的建筑？

http://physics.bu.edu/~duffy/semester1/c05_elevator.html
https://www.mass.gov/doc/elevator-101-introduction-to-elevator-technology/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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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

Edge 是西半球最高的户外露天平台，部分地板大胆地采用了玻璃设计！它伫立在纽约上空 100 层楼高的位
置，天气晴朗时，可在这里一览直径 80 英里的 360° 纽约市区及周边地区全景。

在这个活动中，学生将探索玻璃在 Edge 建筑中的多种运用方式。他们会思考为何建筑师在部分建筑空间 
（包括地板）中安装了玻璃，以及这些玻璃如何营造出令人目瞪口呆、惊心动魄的景致。最后，他们要在自己
的社区中选择一处尚未使用、可以建造像哈德逊广场这种可持续发展项目的空间。怎样才能把项目建设得像 
Edge 一样令人愉悦、引人惊叹？如何运用玻璃来提升项目空间并赋予游客不可思议的体验？学生会自己绘制
开发草图或蓝本，并从游客的视角绘制效果图。最后，学生们将模拟真实房地产开发商的推介竞争情景，相互
展示他们的设计。

时间

45 分钟

材料

•  访问发现 Edge 网站（在教室前面进行投影）

•  我的观点学生采集表

•  绘图用具（彩色铅笔、蜡笔、记号笔等）

教师笔记

1.  首先，在教室的屏幕上播放发现 Edge 网站投影。

2.  单击网页上的每个菜单项：发现 Edge，360 度景观体验，户外露天平台，倾斜玻璃墙，天际线阶梯和
东方观景点。

•  教师请注意：在本次课堂活动中，略过“香槟吧台”。

3.  在单击每个菜单项时，暂停并阅读屏幕上显示的文字。务必单击页面上每个突出显示露天平台特定区域
的白色信标。

4.  完成网站浏览后，将学生两两分成一组。给每对同学五分钟的时间讨论以下问题：

a.  同学们有没有参观过户外露天平台这样的建筑？如果有，在哪里参观的，建筑物是什么样子？
是什么让 Edge 的露天平台与倾斜玻璃墙如此与众不同？

b.  你认为建筑师和工程师在设计 Edge 时考虑过哪些问题？

c.  对 Edge 这样的现代建筑而言，为何考虑可持续性并努力限制其对环境的影响非常重要？

https://www.edgenyc.com/en/discover-edge
https://www.edgenyc.com/en/discover-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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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五分钟结束后，邀请几对学生分享他们的答案。 

6.  向学生说明，Edge 属于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私人房地产开发项目哈德逊广场。作为该项目的一部分， 
工程师和建筑师采用了各种颇具社会和环境意识的实践，如：

a.  采用曼哈顿本地植物设计绿地

b.  获得 LEED 金牌社区认证 (LEED gold neighborhood status)

c.  建造最先进的微电网，回收建筑产生的能量

7.  请学生思考，并在他们的社区中选择一处尚未使用、可以从 Edge 这样的绿色重建项目中获益的区域。 

8.  给每位同学发一份我的观点学生采集表。通读操作说明，向同学们强调完成之后，他们要在全班面前展
示自己的草图。他们会模拟真实房地产开发商推介演讲的方式进行展示。

9.  给学生 15 分钟的时间来绘制他们的设计蓝本。学生完成后，请他们在全班同学面前推介自己的重建方
案。在学生进行展示时，鼓励他们的同学在每次展示的索引卡上记录以下反馈要点： 

a.  我喜欢的一点……

b.  我有一个问题…… 

c.  我希望你试试……

10.  在每个同学完成展示后，指引其他学生将索引卡传递给相应做展示的同学。 

11.  指导学生根据同龄人的反馈修改自己的设计。 

12.  考虑让学生向社区利益相关人士展示他们的想法。

https://www.hudsonyardsnewyork.com/press-media/press-releases/hudson-yards-designated-manhattans-first-ever-leedr-gold-neighborh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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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
•  MS-PS1-3.收集并理解信息，对来自自然资源的合成材料及其社会影响进行描述。[解释说明：重点是

自然资源经过化学过程形成合成材料。新材料的例子可能包括新的药品、食品和替代燃料。] [评估边
界：评估仅限于定性信息。]

•  MS-PS2-2.对调查做好规划，以提供证据，证明物体运动的变化取决于施加在物体上的外力之和与物
体的质量。[解释说明：重点是同一系统中的平衡力（牛顿第一定律）和不平衡力，力、质量和运动变化
（牛顿第二定律）的定性比较，参照系，以及单位规范。] [评估边界：评估仅限于在惯性参照系中一维
运动中的力和变化，且一次只能改变一个变量。评估不包括三角函数的使用。]

•  MS-LS2-5.对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竞争设计解决方案进行评估。* [解释说明：生态系统
服务的例子可能包括水质净化、养分循环和土壤侵蚀防治。设计解决方案限制的例子可能包括科学、经
济和社会考虑。]

•  MS-ESS3-3.应用科学原理设计一种方法来监测并最大限度地减少人类对环境的影响。* [解释说明：设
计过程的例子包括检查人类对环境的影响，评估各种可行的解决方案，设计并评估能够减少这种影响的
解决方案。人类影响的例子可能包括水资源利用（如从溪流和土壤含水层中取水或建造水坝和河堤）、
土地利用（如城市开发、农业或湿地改造）以及污染（如空气、水或土地污染）。]

•  MS-ETS1-1.用足够精确的方式定义设计问题的标准和限制，确保形成成功的解决方案，同时考虑相关
的科学原理以及对人和自然环境的潜在影响有可能给可选解决方案带来的限制。

•  MS-ETS1-3.分析测试数据，判断几个设计解决方案之间的相似点和不同点，确定每个设计解决方案的
最佳特点，并将这些特点组合成一个新的解决方案，以更好地满足成功标准。

•  MS-PS2-1.应用牛顿第三定律设计一个解决方案，解决两个碰撞物体运动的问题。* [解释说明：实际
问题的例子可能包括两辆汽车、汽车与静止物体以及流星与太空飞行器之间碰撞产生的影响。] [评估边
界：评估仅限于一维的垂直或水平相互作用。]

•  MS-PS2-2.对调查做好规划，以提供证据，证明物体运动的变化取决于施加在物体上的外力之和与物
体的质量。[解释说明：重点是同一系统中的平衡力（牛顿第一定律）和不平衡力，力、质量和运动变化
（牛顿第二定律）的定性比较，参照系，以及单位规范。] [评估边界：评估仅限于在惯性参照系中一维
运动中的力和变化，且一次只能改变一个变量。评估不包括三角函数的使用。]

•  MS-PS2-3.根据有关数据提出问题，确定影响电力和磁力强度的因素。[解释说明：使用电力和磁力
设备的例子可包括电磁铁、电机或发电机。数据的例子可能包括导线匝数对电磁铁强度的影响，或增
加磁铁数量或强度对电机速度的影响。] [评估边界：对需要定量解答的问题的评估仅限于比例推理和
代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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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S-PS2-4.使用证据构建并提出论点，以支持引力相互作用即为吸引力，且取决于相互作用物体的质
量这一说法。[解释说明：论点证据的例子可包括从模拟或数字工具生成的数据；以及显示质量、相互作
用强度、与太阳的距离以及太阳系内物体轨道周期的图表。] [评估边界：评估不包括牛顿万有引力定律
或开普勒定律。]

•  MS-PS2-5.进行调查并评估实验设计，以提供证据，证明即使物体没有接触，物体之间也存在相互施
加力的力场。[解释说明：这种现象的例子可包括磁铁、带电胶带条和带电木髓球的相互作用。调查的例
子可包括亲身经历或模拟。] [评估边界：评估仅限于电场和磁场，以及电场和磁场存在的定性证据。]

*标有星号的表现预期通过实践或学科核心理念将传统科学内容与工程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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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说明

1.  进行分组。 

2.   和小组成员一起，使用互联网设备，确定以下地图上每个编号对应的地点。在图表的相应空白处写下每
个地点的名称。

3.   在确定每个地点的名称并将其填写在图表空白处之后，请查找并确定钢材在该地点建设中的应用方式 
（至少一种）。

4.   然后，对该地点进行研究，了解钢材的制造场所和方式。对建造该场地所用的钢材在其加工过程中产生
的环境影响进行最佳猜测评估。

5.   最后，使用本网页了解哈德逊广场采取的可持续发展实践，确定该地点可以通过哪两种方式抵消其在钢
铁制造过程中产生的环境影响。

解构钢铁—第 1 页/共 2 页

2

1

3
4

5
6

7

8

9

10

地图数据 © 2021 Google

https://www.hudsonyardsnewyork.com/stories/hudson-yards-sustainable-neighborh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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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地点名称 钢材用途 制造技术 环境影响 
（低/中/高）

抵消碳足迹的两个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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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钢铁—第 2 页/共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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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地点名称 钢材用途 制造技术 环境影响 
（低/中/高）

抵消碳足迹的两个点子

1 哈德逊广场的商店和餐馆

2 第 34 街/哈德逊广场地铁

3
哈德逊广场 55 号： 
公司办公室 

4 West Side Yard

5 The High Line

6 西区第 30 街直升机机场

7
新泽西捷运 
（备选答案：渡轮）

8 林肯隧道

9 贾维茨中心

10 495 立交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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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说明

1.  使用工程设计过程构建电梯的功能模型。电梯必须满足以下标准和限制条件：

a.  必须具备电机

b.  必须具备可载重 100 克的轿厢

c.  必须具备电梯井

d.  必须具备电线

e.  必须具备停止机制

2.  使用教室前面的材料来制作模型。

3.  在完成整个过程时，请在以下列出的工程设计过程的每个步骤旁边记录你的观察结果。

电梯

加州理工学院

对解决方案
进行头脑

风暴

选择一个
设计

制作一个模
型或蓝本

测试与评估

优化设计

分享解决
方案发现问题

访问 jpl.nasa.gov/edu 探索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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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说明

1.  请思考，并在你的社区中选择一处可以从 Edge 这样的开发项目中获益的区域。在此处写下该区域的名
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现在，为你的项目绘制一个模型蓝本，对其效果进行呈现。在绘制蓝本时，请考虑你从 Edge 中学到的
知识：

 

 

 

 

3.  对你打算在展示中强调的草图中的五个特定区域进行概述。请记住，你会向全班同学推介自己的想法。
确保你在发言中解释为何你的开发项目会引人惊叹并对你的社区产生影响。

1.

2.

3.

4.

5.

4.  向全班展示你的草图，务必突出以上五个区域。你的展示应具有说服力，就像房地产开发商可能给客户
进行的展示一样！

5.  当你展示时，你的同学会在索引卡上写下反馈。展示完成后，他们会向你提供反馈。根据你收到的反馈
对草图进行修改。 

6.  在老师和家长的支持下，考虑与社区利益相关人士（如你们当地的市政局）分享修改后的蓝本。

我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