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教师资格统考《物理学科知识与能力（高中）》模拟

试卷一【答案】

参考答案及解析



11.【参 考答 案】



(1)该教 师在 教学 过程 中有 可取 之处 ，也存 在一 定的 问题 ，具体 分析

如下 ：

优点 ：该 教师 在引 入知 识点 的时 候能 够结 合生 活中 常见 的物 体及 场

景， 同时 提出 的问 题具 有一 定的 启发 性。

缺点 ：该 名老 师在 学生 提出 问题 的时 候没 有给 予解 答， 而是 直接 告

诉学 生不 考虑 他所 提出 的问 题 ，这样 的处 理方 式会 导致 学生 对于 所学 知

识失 去兴 趣， 没有 贯彻 “以人 为本 ” 的核 心理 念。

在评 价上 也没 有遵 循“ 激励 性原 则” ，当 学生 举出 足球 和地 球是 质

点的 例子 时，教师 直接 否定 了学 生的 答案 ，没有 根据 学生 的回 答进 行相

应的 启发 诱导 。

在讲 解完 知识 点之 后， 这位 老师 习惯 性的 会问 学生 “明白 了吗 ” ，

这种 问题 会让 学生 不敢 说出 自己 的真 实想 法 ，老师 得不 到学 生的 真实 反

馈， 因而 达不 到理 想的 教学 效果 。

(2)教学 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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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照你 们的 想法 确实 能够 方便 我们 的研 究， 但是 我们 能够 随

便简 化吗 ?简化 是否 要遵 循什 么原 则 ?

(学生 思考 、讨 论)



学生 ：我 们在 研究 各种 运动 的时 候一 般都 只研 究某 一重 要方 面， 并

不一 定要 对每 一个 方面 进行 分析 ，所 以可 以忽 略一 些次 要的 因素 。

教师 ：分 析得 很好 ，那 么能 不能 举个 例子 来解 释一 下 ?

学生 ：比 如研 究雄 鹰翱 翔的 轨迹 时就 不用 考虑 雄鹰 的大 小和 形状 ，

把它 看成 一个 点就 可以 了。

教师 ：同 学们 已近 自己 探索 出了 我们 物理 中研 究问 题的 一种 方法 ，

叫做 建立 模型 法，而我 们刚 才建 立的 模型 叫做“质点 ”，就是 在研 究物

体的 运动 时，有时 可以 忽略 物体 的大 小、形状 以及 部分 运动 ，把物 体抽

象为 一个 只有 质量 没有 大小 的点 。

教师 ：质 点没 有大 小， 是不 是小 物体 就可 以视 为质 点， 而大 的物 体

就不 可以 视为 质点 ?说明 理由 。

(学生 小组 讨论 )

学生 甲： 比如 高铁 列车 就很 大， 但是 在研 究它 从北 京开 往广 州的 时

候就 可以 看成 质点 。

学生 乙：研究 乒乓 球旋 转的 时候 就不 能看 成质 点 ，虽然 乒乓 球很 小 ，

但是 看成 质点 的话 就不 能研 究它 是如 何旋 转的 了。

教师 ：那也 就是 说我 们在 研究 物体 运动 的时 候能 够把 物体 看成 质点 ，

与物 体的 大小 没有 关系 ，关键 是看 物体 的大 小 、形状 是否 影响 我们 研究

的问 题， 如果 影响 就不 能看 成质 点， 如果 不影 响就 可以 看成 质点 。

四、 教学 设计 题

12.【参 考答 案】

(1)感应 起电 。



(2)教师 ：同学 们，现在 老师 老师 手中 拿的 是一 个带 正电 的物 体 ，而

这里 放着 的，是两 个相 互接 触的 导体 ，下部 有金 属箔 。现在 ，我要 把手

中的 物体 慢慢 靠近 他们 ，同 学们 注意 观察 发生 了什 么。

学生 ：下 面的 金属 箔张 开了 !

教师 ：非 常好 ，另 一侧 的金 属箔 呢 ?

学生 ：也 张开 了。

教师 ：同 学们 再看 ，我 把它 拿开 ，有 什么 变化 ?

学生 ：金 属箔 又合 上了 。

教师 ：同 学们 仔细 思考 其中 的原 因， 我们 继续 下面 的实 验。 我再 把

它靠 近两 个导 体，金属 箔又 张开 了。现在 ，我扶 着下 面的 支柱 将二 者分

开， 然后 再把 手中 的物 体移 开， 有什 么不 同 ?

学生 ：金 属箔 没有 合上 。

教师 ：非 常好 ，大 家观 察的 都非 常仔 细， 大家 要把 刚才 的实 验结 果

记住 ，比 较他 们的 不同 。最 后， 我把 两个 导体 相互 接触 ，发 生了 什么 ?

学生 ：金 属箔 又合 上了 !

教师 ：金属 箔反 复开 合，到底 是因 为什 么呢 ?这就 是我 们接 下来 要讲

的： 感应 起电 。

13.【参 考答 案】

(1)① 有利 于发 挥学 生的 主体 作用 ;

②有利 于培 养学 生的 学习 兴趣 ;

③有利 于培 养学 生的 创造 性思 维能 力 ;

(2)教学 设计 ：





以上就是全国教师资格统考《物理学科知识与能力（高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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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