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教师资格统考《物理学科知识与能力（初中）》模拟

试卷一

注意 事项 ：

1.考试 时间 为 120 分钟 ，满 分为 150 分。

2.请按 规定 在答 题卡 上填 涂、作答 。在试 卷上 作答 无效 ，不予 评分 。

一、 单项 选择 题(本大 题共 8 小题 ，每 小题 5 分， 共 40 分)

在每 小题 列出 的四 个备 选项 中只 有一 个是 符合 题目 要求 的 ，请用 2B

铅笔 把答 题卡 上对 应题 目的 答案 字母 按要 求涂 黑 。错选 、多选 或未 选均

无分 。

1.如图 为初 中物 理某 教材 的片 段， 图中 利用 的知 识是 ( )





8.某人 乘电 梯竖 直向 上加 速运 动， 在此 过程 中 ( )

A.人对 电梯 地板 的压 力大 于人 受到 的重 力

B.人对 电梯 地板 的压 力小 于人 受到 的重 力

C.电梯 地板 对人 的支 持力 大于 人对 电梯 地板 的压 力

D.电梯 地板 对人 的支 持力 小于 人对 电梯 地板 的压 力

二、 简答 题(本大 题共 2 小题 ，每 小题 10 分， 共 20 分 )



9.以初 中物 理“ 二力 平衡 ”为例 ，简 述三 种新 课导 入的 方法 。

10.以初 中物 理“ 比热 容” 为例 ，简 述三 种新 课导 入的 方法 。

三、案例 分析 题 (本大 题共 2 小题 ，第 11 题 20 分 ，第 12 题 30 分 ，

共 50 分 )

11.案例 ：

下面 方框 内是 某位 同学 对一 道习 题的 解答 。

问题 ：

(1)指出 该生 解题 中的 错误 之处 ，分析 产生 错误 的原 因 ，并给 出正 确

解法 。 (10 分 )

(2)给出 一个 教学 思路 ，帮 助该 生正 确解 答此 类问 题。 (10 分)

12.案例 ：

下面 是课 题“ 测量 平均 速度 ”的教 学片 段

教师 ：老 师给 大家 展示 一个 百米 赛跑 的视 频， 大家 思考 一下 视频 中

刘翔 全程 的速 度都 是不 变的 吗 ?



学生 ：不 是。

教师 ：那 么， 在整 个过 程中 速度 是怎 样变 化的 ?

学生 ：先 快后 慢。

教师 ：那 么， 刘翔 获胜 的速 度 8.4m/s 指的 是什 么?

学生 ：平 均速 度。

教师 ：是 的。 刘翔 夺冠 的速 度指 的是 平均 速度 。那 么如 果说 要在 实

验室 去测 量一 个物 体的 平均 速度 ，我 们需 要测 量哪 些物 理量 ?

学生 疑惑 ......

教师 ：大 家不 知道 就看 一下 教材 上是 怎么 说的 ，然 后我 来找 同学 回

答。

学生 ：需 要测 出小 车运 动的 距离 和时 间， 然后 相除 就得 到了 平均 速

度。

教师 ：好 的， 那么 大家 开始 动手 测量 吧。

问题 ：

(1)对上 述课 堂实 录进 行评 析。 (15 分)

(2)请设 计一 个新 的教 学片 断， 以改 进上 述问 题。 (15 分)

四、教学 设计 题 (本大 题共 2 小题 ，第 13 题 12 分 ，第 14 题 28 分 ，

共计 40 分)

13.材料 ：



题目 ：

(1)将玻 璃管 倾斜 的是 为了 什么 ?(4 分 )

(2)基于 上述 实验 ，以师 生交 流对 话的 形式 设计 一个 教学 片段 。(8 分 )

14.阅读 材料 ，根 据要 求完 成教 学设 计任 务。

材料 一：《义务 教育 物理 课程 标准 (2011 版 )》中关 于“透镜 ”的内

容要 求： “认识 凸透 镜的 会聚 作用 和凹 透镜 的发 散作 用。 ”

材料 二： 初中 物理 某教 科书 中有 关 “ 透镜 ”的实 验设 计如 下：



材料 三： 教学 对象 为初 中二 年级 学生 ，刚 开始 学习 这节 内容 。

任务 ：

(1)什么 是凸 透镜 、什 么是 凹透 镜。 (4 分)

(2)根据 上述 材料 ，完 成 “透镜 ” 的教 学设 计， 教学 设计 要求 包括 ：

教学 目标 、教 学重 点、 教学 过程 (要求 含有 教师 活动 、学 生活 动、 设计

意图 ，可 以采 用表 格式 或叙 述式 )等。 (24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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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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