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教师资格统考《物理学科知识与能力（高中）》模拟

试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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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知 识点 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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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错误 原因 并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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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 课上 ，学 生分 组做 《用 打点 计时 器测 速度 》实 验， 下面 为某 小

组实 验过 程的 片断 。

学生 ：老 师， 我们 打出 的点 看不 清是 怎么 回事 ?

教师 ：检 查一 下是 不是 复写 纸该 换新 的了 。

(学生 换上 新的 复写 纸， 继续 实验 ，但 依然 打不 出清 晰的 纸带 。 )

学生 ：老 师， 我们 换了 新的 复写 纸， 但打 出的 纸带 还是 不清 晰。

(教师 观察 了一 下发 现是 因为 振针 的位 置太 高了 ，调 节了 振针 的位

置。 )

教师 ：好 了， 现在 你们 再试 一试 。



(学生 进行 实验 ，打 出了 清晰 的纸 带 )

学生 ：能 打出 清晰 的纸 带了 ，谢 谢老 师。

教师 ：好 ，继 续实 验吧 。

问题 ：

(1)对教 师教 学行 为的 进行 评述 。 (15 分 )

(2)以下 图中 的内 容为 依托 设计 教学 片断 ，帮助 学生 学习 用打 点计 时

器测 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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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要 验证 的内 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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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 落体 运动 ”

的内 容要 求是 ：“ 经历 匀变 速直 线运 动的 实验 研究 过程 ，理解 位移 、速

度和 加速 度，了解 匀变 速直 线运 动的 规律 ，体会 实验 在发 现自 然规 律中

的作 用。 ”

材料 二： 高中 物理 某版 本教 材中 关于 “自由 落体 运动 ” 的部 分内 容

如下 ：

材料 三： 教学 对象 为高 一学 生， 已学 过匀 变速 直线 运动 的规 律， 有

一定 的科 学探 究基 础。

任务 ：

(1)上述 教材 内容 所蕴 含的 科学 知识 是什 么 ?(3 分)



(2)学生 在该 问题 上会 出现 的错 误认 识是 什么 ?请简 述前 概念 对学 生

学习 的影 响。 (6 分 )

(3)根据 上述 材料 所给 内容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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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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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