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教师资格统考《物理学科知识与能力（高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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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 是高 中物 理某 教材 中的 图片 ，该 图片 用于 讲授 的是 ( )



A.可能 停止 运动 B.一定 向右 运动

C.可能 向左 运动 D.仍运 动， 但运 动方 向不 能确 定

4.放在 粗糙 水平 地面 上的 物体 受到 水平 拉力 的作 用， 在 0～ 6s 内其

速度 与时 间图 象和 该拉 力的 功率 与时 间的 图象 如图 所示 ，下列 说法 正确

的是 ( )



7.一辆 小车 装一 单摆 ，小 车放 在光 滑的 水平 面上 ，如 图所 示 .开始 时

将摆 球拉 至某 一高 度(小车 和摆 球都 静止 ).当将 摆球 无初 速释 放后 ，做自

由摆 动时 ( )

三、案例 分析 题 (本大 题共 2 小题 ，第 10 题 20 分 ，第 11 题 30 分 ，

共 50 分 )

10. 案例 ：下 面为 一道 物理 试题 和某 学生 的解 答过 程



问题 ：(1)指出 此道 试题 检测 了学 生所 学哪 些知 识点 ?(4 分)

(2)给出 正确 解题 过程 。 (6 分 )

(3)针对 学生 解题 过程 中存 在问 题 ，设计 一个 教学 片段 ，帮助 学生 解

决此 类问 题。 (10 分 )

11.案例

下面 是某 教师 在讲 解“ 质点 ”这一 部分 的内 容时 的教 学片 断。

教师 用多 媒体 展示 雄鹰 翱翔 、足 球滚 动、 高铁 运行 等视 频。

教师 ：物 体形 态各 异， 各部 分运 动复 杂， 进行 准确 分析 比较 困难 ，

能否 把物 体的 运动 适当 的简 化 ?怎么 简化 才能 不影 响对 于它 们运 动的 研

究呢 ?



学生 ：如 果可 以不 考虑 这些 物体 的大 小和 复杂 的形 状的 话研 究起 来

就简 单多 了。

教师 ：同 学们 说的 很对 ，我 们可 以把 物体 简化 成一 个点 ，这 样我 们

研究 问题 的时 候就 方便 多了 。

学生 ：但 是如 果都 简化 成一 个点 的话 与实 际也 不相 符啊 ?

教师 ：我 们不 用考 虑实 际的 因素 ，只 需要 看是 否方 便我 们对 于问 题

的研 究就 可以 了。

(学生 疑惑 )

教师 ：当 我们 不考 虑物 体的 大小 和形 状的 时候 ，就 可以 只突 出 “ 物

体具 有质 量”这一 要素 ，把它 简化 成一 个点 ，称为 质点 。同学 们知 道什

么是 质点 了吗 ?

学生 ：知 道了 。

教师 ：那 你们 来举 一个 可以 看成 是质 点的 例子 吧

学生 甲： 足球 可以 看成 质点 。

学生 乙： 书上 说地 球也 可以 看成 质点

教师 ：不 对， 应该 说在 什么 情况 下足 球和 地球 可以 看成 质点 。当 我

们研 究足 球过 的轨 迹时 可以 把它 看成 质点 ，但是 研究 它本 身的 滚动 时就

不可 以看 成质 点了 ，同样 地 ，当我 们研 究地 球公 转时 ，可以 把它 看成 质

点， 研究 它的 自转 时就 不可 以看 成质 点。

学生 ：是 不是 研究 滚动 的都 不可 以看 成质 点 ?



教师 ：不 是这 个意 思， 要看 我们 研究 的具 体问 题是 什么 。如 果物 体

的大 小、形状 以及 运动 状态 对所 研究 的问 题没 影响 的时 候 ，时就 能看 成

质点 ，明 白了 吗?

学生 ：明 白了

问题 ：

(1)请对 上述 教学 片断 进行 评价 。 (15 分 )

(2)针对 上述 教学 片断 存在 的问 题 ，设计 一个 教学 片断 ，帮助 学生 学

习。 (15 分 )

四、 教学 设计 题(本题 共 2 小题 ，第 12 题 12 分， 第 13 题 28 分，

共 40 分 )

12. 阅读 材料 ，根 据要 求完 成教 学设 计。

材料 ：下 图所 示为 某高 中物 理某 教科 书的 一部 分内 容。

任务 ：

(1)上述 教材 内容 所蕴 含的 科学 知识 是什 么 ?(4 分)

(2)设计 一个 教学 片段 ，帮助 学生 理解 与该 现象 相关 的物 理知 识 。(8

分)

13. 阅读 材料 ，根 据要 求完 成教 学设 计任 务。



材料 一：《普通 高中 物理 课程 标准 (实验 )》中关 于“力的 合成 ”的内

容要 求是 ：“通过 实验 ，理解 力的 合成 与分 解，知道 共点 力的 平衡 条件 ，

区分 矢量 和标 量， 用力 的合 成与 分解 分析 日常 生活 中的 问题 。 ”

材料 二： 初中 物理 某教 科书 中有 关 “ 探究 求合 力的 方法 ”的实 验设

计如 下：

材料 三： 教学 对象 为高 一学 生， 对于 力有 初步 认识 ，但 是对 于矢 量

的合 成还 没有 概念 。

任务 ：

(1)请简 述探 究实 验在 物理 教学 中的 重要 性 (5 分 )



(2)根据 上述 材料 ，完成“ 探究 求合 力的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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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分 )

想获取更多免费备考资料可关注安徽省教师网 

（http://www.ahjszgw.com/）或关注公众号：安徽省教师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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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