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教师资格统考《化学学科知识与能力（高中）》模拟

试卷一

考试 时间 ： 120 分钟 考试 总分 ：150 分



11.下列 属于 化学 课程 资源 的是 ( )。



a.学校 里的 化学 老师 b.学校 里的 化学 实验 室 c.最新 化学 科学 研究

成果 d.学生 的智 力水 平

A.a、 b、c B.b、c、d C.a、 c、 d D.a、 b、d

12.化学 课堂 组织 的基 本类 型不 包括 ( )。

A.传统 的秧 田式 B.小组 合作 式 C.马蹄 式 D.填鸭 式

13.设计 化学 教科 书的 编排 体系 时需 要重 点考 虑三 个基 本问 题 (简称

“三序 ” )下列 不属 于“ 三序 ”之一 的是 ( )。

A.化学 知识 的逻 辑顺 序 B.学生 的心 理发 展顺 序

C.学生 的认 知发 展顺 序 D.学生 的身 体发 展顺 序

14.以下 哪一 项不 属于 教科 书的 编写 建议 ( )。

A.教科 书内 容要 有鲜 明的 时代 性

B.教科 书编 写要 处理 好各 课程 模块 之间 的关 系

C.教科 书内 容要 反应 科学 、技 术与 社会 的相 互关 系

D.编写 配合 教科 书使 用的 教师 手册

15.《课 标》 中对 减少 污染 使用 的是 哪个 词 ( )。

A.防止 B.预防 C.治理 D.防治

16.科学 探究 的核 心是 ( )。

A.问题 B.解释 C.证据 D.假设

17.STS 教育 中， STS 三个 字母 不包 括那 一项 ( )。

A.科学 B.技术 C.社会 D.生活

18.以下 不属 于课 标构 成部 分的 是 ( )。

A.前言 B.课程 目标 C.内容 标准 D.活动 探究



19.新课 程教 学改 革要 求我 们首 先确 立起 ( )。

A.先进 的教 学观 念

B.与新 课程 相适 应的 、体 现素 质教 育精 神的 教学 观念

C.教师 为主 导， 学生 为主 体的 教学 观念

D.以课 堂教 学为 中心 教学 观念

20.听评 课的 内容 主要 有以 下( )部分 。

①关注 教学 目标 的达 成

②关注 教学 内容

③关注 教学 方法 的选 择

④关注 教学 过程 的实 施

⑤关注 学生 的课 堂表 现

A.②③ ④⑤ B.①③ ④⑤ C.①② ③④ D.①② ③④ ⑤

二、 简答 题(共 2 题， 第 21 题 12 分， 第 22 题 13 分， 共 25 分 )

21.阅读 下列 材料 ，回 答有 关问 题：

新课 程倡 导多 元评 价， 不仅 关注 学生 的学 习结 果， 还要 关注 学生 的

学习 过程 。教 师进 行学 生学 习评 价， 首先 要具 有正 确、 科学 的评 价观 ，

符合 化学 课程 教学 的要 求和 学生 发展 的需 求 ，其次 要有 多样 化的 评价 方

式、 多元 的评 价主 体。

问题 ：

简述 中学 化学 课程 教学 中常 用的 学业 评价 方式 ?

22.阅读 下列 教学 论文 片段 ，试 回答 有关 问题 。



课堂 教学 中陈 旧的 教学 模式 ，落 后的 教学 方法 ，有 碍学 生创 新精 神

的培 养。

随着 教育 改革 的深 入， 教学 方式 ，教 师的 角色 ，学 生的 地位 等都 发

生了 很大 的变 化。将教 师讲 、学生 听的“一言 堂”式教 学 ，变为 师生 互

动、 相互 促进 的合 作式 教学 ;学生 变为 课堂 的主 体， 学生 变为 积极 的思

考者 、探 索者 和参 与者 。教 师是 学生 学习 的帮 助者 、指 导者 、合 作者 。

教师 必须 以积 极的 心态 来适 应课 程改 革， 主动 运用 启发 诱导 策略 ，

充分 发挥 学生 的主 动精 神，提高 教学 效率 和综 合素 质，是新 形势 下教 学

的迫 切需 要。

问题 ：

谈谈 教师 在贯 彻自 主学 习教 学理 念时 应该 怎样 做 ?

四、 案例 分析 题(本大 题共 1 道小 题， 共 20 分)

24.阅读 案例 ，并 回答 问题 。



[课堂 教学 行为 一](开场 白 )“ 同学 们， 今天 我们 共同 学习 第 X 课。 ”

有人 认为 把这 句话 作为 开场 白很 恰当 ， “ 共同 学习 ”体现 出老 师跟

学生 处于 平等 地位 ，教育 思想 可嘉 。也有 人认 为这 样的 导语 很不 好 ，语

言淡 如水 ，无 法调 动学 生的 学习 兴趣 。上 课之 初， 设计 一段 好的 导语 ，

诱发 学生 学习 知识 的欲 望，为学 生学 好新 课奠 定良 好的 基础 ，其重 要性

是不 言而 喻的 。

[课堂 教学 行为 二](课堂 提问 )“XXX，请 你回 答一 个问 题。 ”随后 ，

老师 才提 出问 题。

像这 种指 名在 前， 提问 在后 的提 问方 式， 是传 统教 学模 式下 很多 教

师一 直沿 用的 ，如今 这种 提问 方式 已被 指出 具有 很大 的弊 端 。若指 名在

前，提问 在后 。某同 学已 被老 师指 名站 起，班上 其他 同学 谁还 会对 下边

提的 问题 积极 动脑 思考 ，在某 种程 度上 抑制 了一 些学 生的 思维 活动 。尽

管教 师主 观上 并不 是这 样想 的 ，但客 观效 果确 是如 此。反之 ，若提 问在

前，指名 在后 。老师 将问 题提 出之 后 ，每一 个学 生必 然要 认真 思考 ，并

且做 好回 答的 准备 。老师 此时 的短 暂期 待 ，也就 是常 说的“空白 ”，正

是学 生思 考之 时。这样 ，有利 于启 发全 班学 生开 动脑 筋 。尽管 最后 答问

的只 是一 个学 生，但它 却起 到了“牵一 发而 动全 身 ”的作 用 ，确保 全班

学生 处于 积极 思索 的状 态。

问题 ：

(1)什么 是教 师课 堂教 学行 为 ?

(2)教师 课堂 教学 行为 中， 对语 言呈 现行 为有 何要 求 ?

(3)你认 为现 代中 学化 学教 师必 须具 备哪 些教 学技 能 ?



五、 教学 设计 题(本大 题共 1 小题 ，共 30 分 )

25.阅读 下列 三段 高中 化学 教学 中有 关 “ 铝的 重要 化合 物” 的材 料。

材料 1：《 普通 高中 课程 标准 实验 教科 书化 学必 修 1》的 内容 标准 ：

掌握 铝的 重要 化合 物的 物理 、化 学性 质及 氢氧 化铝 的制 备

材料 2：普 通高 中课 程标 准使 用教 科书 《化 学 1》的 目录 ：



要求 ：

(1)确定 “ 三维 ”教学 目标 。

(2)确定 教学 重点 和难 点。

(3)设计 教学 过程 。

(4)设计 教学 板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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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