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教师资格统考《数学学科知识与能力（高中）》模拟

试卷一

一、 单项 选择 题(本题 共 8 题， 每小 题 5 分， 共 40 分)

1.下列 积分 中不 等于 0 的是 ( ).

7.下列 内容 不属 于高 中数 学必 修部 分内 容的 是 ( )

A.指数 函数 B.椭圆 C.等差 数列 D.几何 概型

8.在“ 两位 数乘 以两 位数 的笔 算乘 法 ” 教学 中， 教师 为学 生提 供了

一张 12 行 14 列的 点子 图， 同时 要求 学生 利用 你手 中的 点子 图， 在上



面圈 一圈 ，画 一画 ，找 到解 决 12× 14 的办 法， 并把 你的 想法 和思 考过

程写 在纸 上， 这种 教学 思想 是 ( )

A.数形 结合 的思 想， 函数 与方 程的 思想

B.数形 结合 的思 想， 转化 的思 想

C.转化 的思 想， 函数 与方 程的 思想

D.转化 的思 想， 分类 与整 合的 思想

二、 简答 题(本大 题共 5 小题 ，每 小题 7 分， 共 35 分)

12.如何 理解 符号 意识 ?并简 述如 何培 养学 生符 号意 识 .

13.如何 在数 学教 学中 贯彻 巩固 与发 展原 则 .

三、 解答 题(本大 题 1 小题 ， 10 分)

四、 论述 题(本大 题 1 小题 ， 15 分)

15.简要 论述 数学 教学 方法 的选 择依 据 .

五、 案例 分析 题(本大 题 1 小题 ， 20 分)阅读 案例 ，并 回答 问题 .

16.案例 ：



下面 是一 位教 师在 讲述 椭圆 的定 义时 的教 学片 段， 请阅 读后 回答 问

题：

师： 同学 们， 说一 说你 在生 活中 见过 的椭 圆 ?

生： (举例 )略

老师 放投 影， 举例 生活 中的 椭圆 .

请对 上述 教学 过程 进行 评析 .

六、 教学 设计 (本大 题 1 小题 ，20 分 )

17.《义 务教 育数 学课 程标 准(2011 年版 )》关 于等 比数 列前 n 项和

的教 学要 求是 ：通过 学习 公式 的推 导 ，发现 公式 的特 点进 而掌 握公 式的

运用 .设计 等比 数列 前 n 项和 的教 学流 程， 使学 生领 悟教 学过 程中 的数

学思 想方 法。

想获取更多免费备考资料可关注：河北教师资格网（www.hbjszgw.com）或关注

公众号：河北教师考试服务。如何获取答案及解析？1.【关注公众号，回复答案即

刻获取模拟卷参考答案及解析】2.回复咨询，与老师在线交流


	全国教师资格统考《数学学科知识与能力（高中）》模拟试卷一
	想获取更多免费备考资料可关注福建教师资格网（http://www.fjjszg.cn/）或关注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