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教师资格统考《物理学科知识与能力（初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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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如图 为初 中物 理某 教材 的片 段， 该片 段用 于演 示的 是 ( )



7.关于 点电 荷和 元电 荷的 说法 中， 正确 的是 ( )

A.只有 很小 的球 形带 电体 才叫 做点 电荷

B.带电 体间 的距 离比 它们 本身 的尺 寸大 得多 ，以 至带 电体 的形 状和

大小 对它 们之 间的 作用 力影 响可 以忽 略不 计时 ，带电 体就 可以 视为 点电

荷

C.元电 荷就 是电 子

D.带电 体的 电荷 量可 以是 任意 数值

8.关于 物理 量或 物理 量的 单位 ，下 列说 法正 确的 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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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镜 ”为例 ，简 述三 种新 课导 入的 方法 。

10.以初 中物 理“阿基 米德 原理 ”为例 ，简单 介绍 如何 引导 学生 进行

提问 猜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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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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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某教 师讲 授完 “二力 平衡 ” 的平 衡状 态后 ，需 要让 学生 “探究 二力

平衡 的条 件” 。教 学片 断如 下：

师： 当一 个物 体处 于静 止或 者匀 速直 线运 动状 态的 时候 ，我 们就 说

它处 于平 衡状 态。那么 当一 个物 体受 到两 个力 的作 用时 ，我们 如何 断定

物体 是处 于平 衡状 态的 呢?下面 我们 来通 过实 验研 究这 个问 题。 大家 开

始阅 读书 上关 于实 验的 叙述 ，学 习实 验的 步骤 。

生： 老师 ，书 上说 “保持 两托 盘里 的砝 码质 量相 等， 把小 车在 水平

桌面 上扭 转一 个角 度后 释放 ”。这 样做 的目 的是 什么 呀 ?

师： 先往 下看 ，看 完了 ，我 统一 讲。

师：大家 都看 完了 吧?这个 实验 就是 改变 两边 的砝 码质 量然 后观 察小

车的 运动 状态 ，从而 判断 是否 处于 平衡 状态 的 。保持 两托 盘里 的砝 码质

量相 等时 ，小车 处于 静止 状态 ，所以 它是 平衡 的 。使两 托盘 里的 砝码 质

量不 相等 ，小 车就 会运 动， 而且 受力 不为 零， 所以 不是 匀速 直线 运动 ，

那么 就不 是平 衡状 态。 然后 将小 车扭 一下 ，小 车又 会转 回原 来的 位置 ，

说明 二力 平衡 时，两个 力一 定是 在同 一条 直线 上的 。现在 ，我将 实验 现

象告 诉大 家了 ，大家 将实 验现 象填 入表 格中 。然后 ，总结 二力 平衡 的规

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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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 不使 用铁 做导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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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 的测 量 ”

的内 容要 求： “知道 电流 。会 使用 电流 表测 电流 。 ”

材料 二： 初中 物理 某教 科书 中有 关 “ 电流 的测 量” 的实 验如 下：



材料 三： 教学 对象 为初 中三 年级 学生 ，前 面学 习过 电流 和电 路， 知

道电 流的 概念 。

任务

(1)实验 室用 电流 表的 量程 和分 度值 分别 是多 少 ?(4 分)

(2)根据 上述 材料 ，完成“ 电流 的测 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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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