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教师资格统考《体育学科知识与能力（高中）》模拟

试卷一

一、 单项 选择 题(共 35 题， 每题 2 分， 共 70 分)

1.( )是人 体的 标准 解剖 学姿 势之 一。

A.两眼 平视 B.前臂 外侧

C.小腿 外侧 D.手掌 向后

2.仰卧 举腿 动作 的原 动肌 是( )。

A.腹直 肌 B.髂腰 肌

C.肋间 内肌 D.股四 头肌

3.下列 选项 中不 属于 体循 环静 脉的 是 ( )。

A.上腔 静脉 B.下腔 静脉

C.肺静 脉 D.心静 脉

4.细胞 内氧 化、 储存 供能 的场 所是 ( )。

A.中心 体 B.高尔 基复 合体

C.线粒 体 D.溶酶 体

5.青少 年骨 骼生 长最 快的 时期 是 ( )。

A.9-18 岁期 间 B.10-18 岁期 间

C.11-18 岁期 间 D.12-18 岁期 间

6.赛后 整理 活动 不足 可能 导致 什么 后果 ，以 下描 述错 误的 是 ( )。

A.消除 疲劳 B.减少 延迟 性酸 痛

C.肌肉 血流 量增 加 D.减速 乳酸 的利 用



7.运动 时骨 骼肌 和心 肌的 代谢 活动 增强 ，参与 运动 的肌 肉血 供增 加 ，

最主 要与 ( )密切 有关 。

A.心率 加快 ，心 输出 量减 少 B.静脉 回流 量增 加

C.毛细 血管 收缩 D.各器 官血 流量 的重 新分 配

8.( )是指 肌肉 运动 时产 生的 热超 过了 身体 散发 的热 而造 成的 运动 员

体内 的过 热状 态。

A.运动 性血 尿 B.肌肉 痉挛

C.运动 性中 暑 D.运动 型发 烧

9.在高 温、 高湿 的情 况下 ，如 果进 行大 强度 运动 ，人 体大 量出 汗而

未及 时补 水，极容 易出 现运 动性 脱水 现象 。运动 型脱 水还 会引 起电 解质

的丢 失， 特别 是( )。

A.钠离 子 B.钾离 子 C.铁离 子 D.钙离 子

10.肌肉 痉挛 俗称 抽筋 ，在 运动 中最 易发 生痉 挛的 部位 是 ( )。

A.屈拇 肌 B.屈趾 肌 C.小腿 腓肠 肌 D.腹肌

11.( )具有 传导 功能 、反 射的 低级 中枢 功能 、网 状结 构的 功能 。

A.神经 系统 B.条件 反射

C.中枢 神经 D.脑干

12.发展 肌肉 的绝 对力 量， 肌肉 耐力 和爆 发力 的方 式基 本是 一样 的 。

但是 区别 在于 对抗 阻力 练习 的强 度 、次数 和组 数的 不同 ，产生 的效 果也

不同 。下 列最 能发 展肌 肉耐 力的 选项 是 ( )。

A.负荷 强度 大， 重复 次数 少 B.负荷 强度 小， 重复 次数 少

C.负荷 强度 大， 重复 次数 多 D.负荷 强度 小， 重复 次数 多



13.根据 少年 儿童 生长 发育 的基 本规 律 ，身体 各器 官系 统的 生长 发育

是不 均衡 的。 其中 ，( )发育 最快 ，生 殖系 统发 展最 晚。

A.吸收 系统 B.神经 系统

C.调节 系统 D.能量 系统

14.运动 时，人体 体温 升高 的程 度与 运动 强度 、持续 时间 等因 素有 关 。

一般 情况 下( )。

A.运动 强度 越大 ，持 续时 间越 长， 体温 上升 越高

B.运动 强度 越大 ，持 续时 间越 短， 体温 上升 越高

C.运动 强度 越小 ，持 续时 间越 长， 体温 上升 越高

D.运动 强度 越小 ，持 续时 间越 短， 体温 上升 越高

15.造成 儿童 佝偻 病是 因为 缺少 ( )。

A.维生 素 B B.维生 素 C

C.维生 素 D D.维生 素 E

16.开放 性软 组织 损伤 急救 原则 中不 包括 下列 中哪 一种 ( )。

A.止血 B.防肿

C.处理 创口 D.预防 感染

17.肌肉 痉挛 时没 有哪 种症 状( )。

A.肌肉 僵硬 疼痛

B.涉及 关节 暂时 屈伸 功能 受限

C.痉挛 缓解 后局 部仍 有酸 痛不 适

D.局部 组织 青紫 肿胀

18.当机 体血 糖减 少时 ，首 先受 到影 响的 是 ( )。



A.运动 系统 B.呼吸 系统

C.内分 泌系 统 D.神经 系统

19.清政 府颁 布癸 卯学 制， 规定 各级 学堂 均应 开设 体操 课的 时间 是

( )。

A.1903 年 B.1922 年

C.1901 年 D.1911 年

20.目前 我国 大多 数运 动队 的经 费主 要来 自 ( )。

A.政府 拨款 B.自己 筹集

C.社会 资助 D.会员 会费

21.一名 学生 为了 得到 教师 的赞 赏而 认真 学习 ，其 动机 属于 ( )。

A.外部 学习 动机 B.内部 学习 动机

C.高尚 学习 动机 D.成功 学习 动机

22.注意 是心 理活 动或 意识 对一 定信 息的 指向 和 ( )。

A.集中 B.注意 C.判断 D.反应

23.“体育 与健 康课 程标 准 ”三级 课程 管理 体制 的 “三级 ” 是指 ( )。

A.学校 、社 区、 家庭 B.国家 、地 方、 学校

C.地方 、社 区、 家庭 D.国家 、省 (或直 辖市 )、地 级市

24.教学 目标 的确 立应 充分 尊重 课程 标准 及教 材对 ( )。

A.学校 的基 本要 求 B.学生 的基 本要 求

C.老师 的基 本要 求 D.家长 的基 本要 求

25.体育 教师 教学 评价 主要 是针 对教 师的 专业 素质 评价 和 ( )两个 方

面进 行综 合评 价。



A.身体 的评 价 B.课堂 教学 评价

C.情感 评价 D.语言 评价

26.足球 运动 中缓 冲来 球力 量的 技术 动作 是 ( )。

A.踢球 B.接球 C.运球 D.抢球

27.某队 员合 法停 步后 ，提 起中 枢脚 传球 、投 篮应 为 ( )。

A.走步 B.持球 移动 C.合理 动作 D.两次 运球

28.双人 拦网 “心跟 进 ”防守 战术 中， 一般 是几 号位 跟进 ( )。

A.4 B.5 C.6 D.1

29.体操 支持 跳跃 项目 上板 起跳 时， 双脚 应踩 在踏 板的 ( )。

A.最前 端 B.后端

C.弧线 最高 处 D.以上 说法 都不 对

30.走与 跑的 区别 ( )。

A.跑的 速度 快， 走的 速度 慢

B.跑时 身体 起伏 大， 走时 身体 起伏 小

C.跑时 身体 有腾 空， 走时 身体 无腾 空

D.跑时 步幅 大， 走时 步幅 小

31.下列 属于 武术 搏斗 类项 目的 是 ( )。

A.云手 、单 练、 轻功 和功 法 B.散手 、推 手、 短兵 和长 兵

C.对练 、太 极、 长枪 和刀 术 D.套路 、拳 术、 轻功 和功 法

32.“口令 与指 示 ”属于 以下 哪种 体育 教学 方法 ( )。

A.语言 法 B.直观 法

C.预防 与纠 正错 误法 D.游戏 与竞 赛法



33.最能 体现 学生 个体 差异 和进 步幅 度的 评价 方法 是 ( )。

A.相对 性评 价与 绝对 性评 价相 结合

B.教师 评价 与学 生评 价相 结合

C.自我 评价 与他 人评 价相 结合

D.定性 评价 与定 量评 价相 结合

34.制定 锻炼 计划 应遵 循体 育锻 炼的 基本 原则 ，这些 基本 原则 不包 括

( )。

A.针对 性原 则 B.低负 荷原 则

C.持之 以恒 原则 D.循序 渐进 原则

35.根据 运动 技能 学习 的基 本原 理将 特定 教学 的内 容编 排若 干次 属

于( )。

A.学年 教学 计划 B.学期 教学 计划

C.单元 教学 计划 D.课时 教学 计划

二、 简答 题(共 3 题， 每题 10 分， 共 30 分)

36.女子 与男 子的 运动 系统 特点 有何 不同 ?

37.速度 素质 有哪 几个 方面 构成 ?

38.简述 体育 教师 教学 评价 与体 育教 师评 价的 关系 。

三、 案例 分析 题(共 2 题， 每题 15 分， 共 30 分)

39.高一 年级 (五班 )的一 节体 育课 上， 体育 王老 师正 在组 织一 场班 内

篮球 赛。起初 同学 们严 格按 照老 师的 裁判 进行 比赛 ，当比 分进 行到 30:28

的时 候时 间还 剩 2 分钟 ，比 赛进 行的 热火 朝天 ，同 学们 全身 心的 投入 ，

忘我 的进 行比 赛，仿佛 置身 于职 业比 赛之 中。当领 先的 陈同 学在 进行 上



篮的 过程 中， 由于 急于 得分 ，并 且速 度过 快将 对方 防守 的韩 同学 撞到 ，

然而 陈同 学并 没有 停止 ，继续 上篮 ，在此 过程 碰到 了已 经倒 地的 韩同 学 。

当上 篮结 束后 韩同 学站 起，气冲 冲的 朝陈 同学 跑去 ，并对 陈同 学进 行推

攘， 口里 喊着 “你什 么意 思 ?” 王老 师马 上上 去进 行制 止， 边上 的观 众

同学 们也 深陷 其中 ，大声 指责 两位 同学 ，并在 旁边 向场 内大 喊大 叫 ，幸

亏王 老师 及时 的控 制情 况才 稳定 下来 。

请根 据以 上案 例回 答下 面题 目：

(1)请运 用体 育心 理学 相关 知识 分析 韩同 学为 什么 会产 生这 种行 为 。

(2)作为 在旁 观看 比赛 的观 赏者 ，应 具备 的观 赏道 德是 什么 ?

40.案例 ：

高中 的一 节排 球课 ，教 学内 容为 垫球 。在 前几 节课 的基 础上 ，同 学

们已 经能 够比 较顺 利地 连贯 地完 成完 整动 作 。教师 在学 生初 步掌 握自 垫

球技 术以 后，安排 两名 学生 为一 组合 作学 习以 提高 动作 质量 。在练 习开

始时 ，教师 仅仅 要求 学生 相互 合作 学习 ，但练 习几 分钟 后 ，却发 现学 生

更多 的是 自主 练习 ，相互 合作 的积 极性 不高 。于是 教师 改变 了策 略 ，增

加了“ 每个 组组 员各 有三 次机 会，比比 哪组 垫球 总数 最多 ”的要 求，学

生合 作的 积极 性有 了明 显提 高。

根据 以上 材料 回答 下列 问题 ：

(1)老师 的教 学应 变能 力非 常强 值得 我们 学习 ，但为 什么 刚开 始时 小

组合 作的 学习 安排 不能 够很 好实 现呢 ?



(2)请分 析在 课堂 开始 时学 生们 处于 哪一 运动 技能 形成 阶段 ，这一 阶

段有 什么 特点 ，在技 能学 习后 期还 会经 历哪 些阶 段 ，教师 在教 学时 应当

注意 哪些 问题 ?

四、 教学 设计 题(共 1 题， 每题 20 分， 共 20 分)

41.高一 年级 男生 体育 课，教学 内容 为：足球 脚背 正面 踢球 ;教学 条件 ：

足球 20 个， 足球 场地 一片 ，挂 图， 实心 球等 。要 求按 照 “ 足球 脚背 正

面踢 球” 设计 教学 目标 ，教 学重 点难 点， 教学 步骤 和组 织练 习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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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