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教师资格统考《数学学科知识与能力（初中）》模拟

试卷一【答案】

参考答案及解析





(4)依据 教师 本身 的素 养条 件和 教学 条件 进行 选择

任何 教学 方法 都要 由教 师来 运用 ，都是 在特 定条 件下 才能 运用 .每一

个老 师有 自己 不同 的特 长、数学 素养 和教 学风 格，同时 也受 到教 学条 件

(教材 、教学 设备 、教学 时间 和空 间等 )的制 约 .教学 方法 的选 用 ，只有 适

应教 师的 素养 条件 、为教 师所 掌握 ，才能 发挥 作用 .有的 教学 方法 虽好 ，



但教 师缺 乏必 要的 素养 条件 ，自己 驾驭 不了 ，仍然 不能 在教 学实 践中 产

生良 好的 效果 .教学 方法 具有 科学 性与 艺术 性的 双重 特性 ，因 此， "教学

有法 ，教 无定 法".教师 既要 根据 教学 本身 所具 有的 规律 选择 和运 用教 学

方法 ，又 要善 于对 教学 方法 进行 艺术 性的 再创 造， 灵活 地加 以利 用 .

五、 案例 分析 题(本大 题 1 小题 ， 20 分)阅读 案例 ，并 回答 问题 .

16.【参考 答案 】教师 遇到 学生 提出 此类 问题 ，应该 进行 回答 .针对 此

处的 具体 问题 ，因为 其涉 及生 活原 型与 教学 模式 的关 系 ，所以 应从 数学

上对 其进 行解 释.一方 面， 式 ①、 ②来源 于比 赛场 次与 得分 总数 (有单 位

问题 ).另一 方面 ，列 成方 程后 又完 全舍 弃了 原型 的物 理性 质， 成为 抽象

的模 式(已经 没有 单位 了， 有学 生认 为单 位问 题根 本就 不是 数学 问题 )，

x+y=7 可以 去刻 画任 何“ 两者 和为 7”的生 活现 象而 不专 属于 任一 生活

现象 .方程 的加 减，是根 据方 程的 理论 与方 法进 行的 (消元 化归 )，这是 数

学内 部的 事情 (与单 位无 关).最后 ，得出 x=5，y=2 后 ，才又 回到 生活 中

去，给出 解释 (有单 位了 ).也就 是说 ，足球 赛的 现实 原型 经过 代数 运作 之

后(设未 知数 ，进行 四则 运算 等 )，已经 凝聚 为对 象(方程 )，经过“ 建模 ”

之后 的运 作已 经是 数学 对象 的形 式运 算了 ，当中 的消 元求 解过 程是 化归

思想 的应 用， 与现 实原 型的 具体 含义 无关 .

六、 教学 设计 (本大 题 1 小题 ，20 分 )

17.【参考 答案 】(1)：问题 1：花园 的喷 水池 喷出 的谁 ，河上 架起 的

拱桥 ，投篮 球或 掷铅 球时 球在 空中 经过 的路 线在 空中 经过 的路 线都 会形

成一 条曲 线， 这些 曲线 能否 用函 数关 系来 表示 ?它们 的形 状是 怎样 画出

来的 ?



设计 意图 ：通 过具 体的 问题 情境 ，学 生在 生活 中发 现数 学问 题， 激

发学 生的 学习 兴趣 ，为 导入 二次 函数 作铺 垫 .

问题 2：① 设长 方体 的棱 长为 a，棱 长和 为 l，表 面积 为 S.(1)a,l 之

间有 什么 关系 ?(2)a，S 之间 有什 么关 系?

②某工 厂一 种产 品现 有的 年产 量 是 20 万件 ，计划 今后 两年 增加 产量 .

如果 每年 都比 上一 年的 产量 增加 x 倍，那么 两年 后这 种产 品的 产量 y 将

随计 划所 定的 x 的值 而确 定， y 与 x 之间 的关 系应 怎样 表示 ?

设计 意图 ：学 生体 会引 入二 次函 数概 念的 实际 背景 ，感 受其 实际 本

节意 义，激发 学生 的学 习兴 趣，在学 习的 过程 和实 际应 用中 逐步 深化 对

概念 的实 际背 景的 理解 和认 识 .

问题 3：通过 上述 实例 中的 变量 对应 规律 可用 怎样 的函 数表 示 ?这些

函数 有什 么共 同点 ?

设计 意图 ：学 生通 过归 纳、 分析 概括 出一 类带 有共 性的 函数 关系 表

达式 ，明 白二 次函 数的 特征 ，理 解其 解析 式的 特点 .进而 引出 二次 函数

的概 念.

(2)问题 1：某 小区 要修 一块 矩形 绿地 ，设 矩形 的边 长为 x 米， 宽为

y 米 ，面积 为 S 平方 米 (x>y)，如果 用 18 平方 米的 建筑 材料 来修 绿地 的

边框 (即周 长)求 S 与 x 的函 数关 系， 并求 出 x 的取 值范 围

问题 2：根 据小 区的 规划 要求 ，所 修的 绿地 面积 必须 是 18 平方 米 ，

在满 足问 题 1 的条 件下 ，矩 形的 长和 宽格 式多 少米 ?



设计 意图 ：这 是一 道二 次函 数的 实际 应用 问题 ，通 过解 答， 学生 的

分析 问题 解决 问题 的能 力得 到提 升 ，通过 开放 性的 练习 培养 学生 思维 的

发散 性、 开放 性.能用 二次 函数 的相 关知 识解 决实 际问 题

(3)① 注重 知识 间的 联系 复习 相关 内容 ：学生 在之 前已 经学 过一 元二

次方 程的 相关 知识 ，故在 本章 的教 学中 可以 探讨 二次 函数 与一 元二 次方

程的 关系 ，展开 函数 与方 程的 联系 ，这样 安排 一方 面可 以深 化学 生对 一

元二 次方 程的 认识 ，另一 方面 又可 以运 用一 元二 次方 程解 决二 次函 数的

问题 .②注重 联系 实际 ：二 次函 数与 实际 生活 联系 紧密 .可以 选取 正方 体

表面 积、 物体 自由 下落 、喷 水等 问题 展示 这种 联系 .这样 一方 面可 以激

发学 生的 学习 兴趣 ，另一 方面 提高 学生 运用 数学 知识 解决 实际 问问 的能

力.

以上就是全国教师资格统考《数学学科知识与能力（初中）》模拟试卷

一的参考答案及解析，想获取更多免费备考资料可关注福建教师资格网

（http://www.fjjszg.cn/）或关注公众号：福建省教师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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