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教师资格统考《信息技术学科知识与能力（高中）》

模拟试卷一

一、 单选 题(共 15 题， 每题 3 分， 共 45 分)

1.关于 信息 的说 法， 以下 叙述 中正 确的 是 ( )。

A.报上 登载 的足 球赛 的消 息是 信息 B.一本 书就 是信 息

C.一张 报纸 就是 信息 D.收音 机就 是一 种信 息

2.当前 信息 技术 的核 心技 术不 包括 ( )。

A.计算 机技 术 B.通信 技术 C.生物 技术 D.微电 子技 术

3.下列 选项 中， 不属 于输 入设 备的 是 ( )。

A.键盘 B.光笔 C.绘图 仪 D.触摸 屏

4.将十 进制 数 12 转换 成二 进制 数， 其值 是( )。

A.1000 B.1010 C.1011 D.1100

5.在 Word 编辑 状态 下 ，选中 一行 文字 后，按 Delete 删除 ，该行 文

字( )。

A.不能 被删 除 B.被删 除不 能恢 复

C.被删 除到 回收 站 D.被删 除且 可以 恢复

6.在下 图的 Excel 工作 表中 ，若要 统计 出各 位学 生的 平均 分和 名次 ，

应该 使用 的函 数是 ( )。



7.小芳 同学 做了 一个 近 15 页 PowerPoint“ 班级 秀” 电子 报刊 ，后

来王 老师 需要 她在 每一 页上 都加 上班 级的 标志 ，最 好的 方法 是 ( )。

A.使用 PowerPoint 自带 的模 板

B.使用 “ 母版 ”的功 能， 将标 志插 入到 母版 中

C.将标 志分 别插 入到 每张 幻灯 片中

D.将标 志插 入到 第一 张幻 灯片 中 ，然后 再用“复制 ⁄ 粘贴 ”将标 志添

加到 每张 幻灯 片中

8.在下 列图 形图 像操 作中 ，生 成矢 量图 的是 ( )。

A.在 Flash 中绘 制的 图形 B.使用 扫描 仪扫 描杂 志输 出的 图像

C.普通 数码 相机 拍摄 的照 片 D.Photoshop 处理 的图 片

9.使用 Photoshop 软件 对“ 勤为 本.psd”进行 处理 ，编辑 界面 如下

图所 示： 下列 说法 不正 确的 是 ( )。

A.转换 成图 形 B.组合 C.分离 D.转换 为元 件



11.TCP 协议 的主 要功 能是 ( )。

A.数据 交换 B.分配 IP 地址

C.路由 控制 D.实现 应用 程序 之间 的可 靠通 信

12.关系 模型 的引 用完 整性 约束 是指 ( )。A.限制 引用 一个 关系 中的 不

同元 组数 据

B.限制 引用 不同 关系 中的 元组 数据

C.允许 引用 一个 关系 中的 不同 元组 数据

D.允许 引用 不同 关系 中的 元组 数据

13.计算 机能 直接 执行 计算 机语 言是 ( )。

A.机器 语言 程序 B.汇编 语言 源程 序 C.C 语言 源程 序 D.VB 语言 源

程序

14.已知 int a=6;则执 行 a+=a-=a*a;后 a 的值 为( )。

A.36 B.0 C.-24 D.-60

15.以下 是任 务驱 动教 学法 的基 本环 节 ：① 提出 学习 任务 ;② 设置 人物

情景 ;③归纳 总结 ，感悟 提升 ;④探究 学习 ，完成 任务 ;⑤ 巩固 练习 。其中

顺序 安排 最恰 当的 是( )。

A.①② ④③ ⑤ B.②① ③④ ⑤ C.②① ④③ ⑤ D.②① ⑤④ ③

二、 简答 题(共 3 题， 每题 10 分， 共 30 分)

1.人类 获取 信息 的主 要途 径有 哪些 ?

2.电脑 系统 运行 一段 时间 后， 速度 越来 越慢 ，可 以通 过哪 些软 件提

高速 度?



3.高中 信息 技术 分为 必修 模块 和选 修模 考两 大部 分， 请简 述必 修模

块在 高中 信息 技术 课程 中的 作用 。

三、 案例 分析 题(共 2 题， 每题 20 分， 共 40 分)

1.张老 师在 教学 中常 使用 不同 的教 学导 入方 式引 入新 课， 下面 是张

老师 分别 在“文本 信息 的结 构化 表达 ”和“IP 地址 ”两节 课的 教学 导入

片段 。

课例 1：文 本信 息的 结构 化表 达

师：今天 我们 学习 文本 信息 的结 构化 表达 ，先看 材料 1 和材 料 2(张

老师 出示 如图 所示 的 PPT)。材 料 2 是对 材料 1 文本 的表 格化 处理 ，可

以看 出文 本信 息的 表格 化能 够让 我们 更直 观、 快速 地获 取所 需的 信息 ，

接下 来我 们就 学习 在 Word 中如 何制 作表 格表 达文 本信 息。



课例 2：IP 地址

上课 时张 老师 读了 一则 新闻 ： “ 近日 一些 网友 发现 使用 电脑 无法 登

录 12306 网站 购票 了， 除了 可以 登录 主页 外其 他任 何操 作都 显示 ‘您

的操 作频 率过 快’… … ” 据北 京青 年报 的调 查发 现， 这一 情况 多集 中在

单位 、小 区或 学校 共用 一个 IP 地址 的区 域。 技术 专家 表示 ，据 观察 分

析， 12306 网站 为了 防止 黄牛 等恶 意刷 票行 为， 采用 了 “封 ”IP 地址

的技 术手 段… …

师： “12306 网站 是通 过什 么找 到网 友的 电脑 的， 并且 查封 网友 的

购票 操作 的?”

生： “IP 地址 ” 。

师： “今天 我们 就来 了解 下为 什么 12306 能够 通过 IP 地址 找到 网

友的 电脑 ，它 是怎 么做 到的 ?”

问题 ：

(1)对照 课例 1 和课 例 2 的教 学主 题，对张 老师 在课 例 1 和课 例 2 中

使用 的教 学导 入材 料进 行评 述。

(2)从教 学要 联系 学生 生活 实际 的原 则出 发 ，请结 合课 例 1 中的 教学

PPT 内容 补充 一个 相应 的教 学导 入情 境。

2.2011 年 3 月日 本大 地震 期间 ，一位 信息 技术 教师 为了 让学 生掌 握

利用 全文 搜索 引擎 搜索 信息 的技 巧 ，特别 设计 了一 个培 养学 生搜 索技 巧

的教 案。 该教 案共 设计 了如 下三 个任 务：

任务 一： 从网 上搜 索关 于日 本地 震的 图片 ;



任务 二： 现在 大家 知道 地震 是一 种可 怕的 灾难 ，那 么地 震时 我们 应

该怎 样自 救和 救人 呢?

任务 三：福岛 核电 站外 泄 ，辐射 尘对 我国 有影 响吗 ?我们 应该 怎样 防

辐射 ?

根据 以上 描述 ，请 回答 以下 问题 ：

(1)请根 据上 述任 务撰 写该 教案 的教 学目 标 ，请用 三维 目标 (知识 与技

能、 过程 与方 法、 情感 态度 与价 值观 )格式 撰写 ，教 学目 标应 具体 、明

确、 可评 价， 行为 动词 使用 恰当 。

(2)作为 一节 以搜 索技 巧为 核心 的课 例 ，请分 析这 位教 师三 个任 务所

覆盖 的技 能点 的设 计是 否合 理， 并说 明理 由 ?

(3)该案 例在 信息 获取 意识 和习 惯方 面是 否可 能对 学生 产生 误导 ?为

什么 ?

四、 教学 设计 题(共 1 题， 共 35 分 )

阅读 材料 ，完 成教 学设 计。

图表 可以 非常 直观 地将 数据 分析 结果 表示 出来 ，具有“ 简单 、直观 、

清晰 、明了 ”的特 点 ，增强 了信 息的 可读 性、可比 较性 ，为人 们解 决问

题、 决策 或冲 刺发 展提 供帮 助， 因而 它是 数据 分析 过程 中的 有效 手段 。

在 Excel 中， 关于 “利用 图表 呈现 分析 结果 ” 这部 分教 学内 容， 完

成下 列任 务。

(1)描述 本节 教学 目标 。

(2)分析 本节 课的 教学 重点 和难 点。



(3)在具 体教 学设 计中 ，如何 有效 引导 学生 学会 从不 同角 度 、不同 侧

面、不同 目标 来审 视和 挖掘 数据 之间 的关 系 ，得到 不同 方面 的结 果 ，体

验图 表加 工信 息的 价值 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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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