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教师资格统考《物理学科知识与能力（高中）》模拟

试卷二【答案】

参考答案及解析

一、 单项 选择 题

1.【答 案】 C。解 析： 有些 晶体 沿不 同方 向的 导热 或导 电性 能不 同 ，

有些 晶体 沿不 容方 向的 光学 性质 不同 ，这 类现 象称 为各 向异 性。



三、 案例 分析 题

10.【参 考答 案】

(1)考察 的知 识点 为在 带电 粒子 在电 场中 的运 动

(2)错因 ：动能 定理 表示 的是 物体 整个 过程 中外 力做 功与 总动 能变 化

的情 况， 是一 个标 量式 ，不 能单 方向 列式 。

正确 解答 过程 ：



(3)教学 片断 ：师 ：谁 能告 诉老 师动 能定 理的 内容 ?

生： 合外 力做 的功 等于 动能 的变 化量 。

师： 这里 提到 了动 能， 那动 能是 矢量 还是 标量 ?能否 分解 ?

生： 标量 ，不 能分 解。

师：没错 ，动能 定理 是一 个标 量式 ，只与 初末 位置 有关 ，不能 分解 ，

也不 能单 方向 上列 式。 那为 什么 这次 分解 后列 式， 结果 却相 同呢 ?小组

相互 讨论 交流 一下 。

生：只是 巧合 ，在另 外一 个垂 直的 方向 速度 刚好 没有 变 ，被约 去了 。

师： 正确 ，所 以动 能定 理是 不能 分解 在单 方向 上求 解的 。

11.【参 考答 案】

(1)① 教学 反馈 ：教 师评 价的 导向 功能 和激 励功 能体 现得 很不 明显 ，

教师 只是 给出 了反 馈，但是 没有 引导 学生 如何 再去 思考 出现 打点 不清 晰

的时 候该 从哪 个方 向进 行考 虑 ;

②违背 了启 发式 教学 原则 ：该 教师 在学 生更 换复 写纸 依然 打不 出清

晰纸 带之 后，就亲 自帮 他们 检查 ，直接 帮学 生调 整了 实验 装置 ，而没 有

引导 学生 思考 是哪 里出 现了 问题 ，学生 的发 现问 题 、解决 问题 能力 并没



有得 到提 高，不利 于学 生由“学会 ”到“会学 ”的转 变，学生 没有 自己

的思 考，依然 是在 被动 的操 作。所以 ，这里 与新 课标 中强 调的 启发 式教

学原 则相 违背 了。

(2)师 ：接下 来我 们练 习使 用打 点计 时器 ，主要 包括 三个 方面 ：①打

点计 时器 的安 装，特别 是纸 带的 安装 ;②用纸 带上 的点 研究 物体 的运 动 ，

③操作 步骤 ，先 打开 电源 ，再 释放 纸带 。

教师 ：思考 第一 个问 题，电磁 打点 计时 器中 怎样 安放 复写 纸和 纸带 ?

学生 ：讨 论回 答

教师 ：将 复写 纸套 在复 写纸 定位 销上 ，推 动调 节片 可以 调节 复写 纸

位置 ，将 纸带 从复 写纸 圆片 下穿 过即 可。

师： 振针 打的 点不 清晰 或打 不出 点可 能有 哪些 情况 ?怎样 调节 ?小组

间交 流自 己的 看法 ，一 会小 组代 表说 一说 你们 找到 的可 能原 因。

学生 甲： 可能 是复 写纸 该换 新的 了 ;

学生 乙：可能 是振 动片 的振 动幅 度太 小了 ，可以 调节 振动 片的 位置 ;

也可 能是 振针 的位 置太 高了 ，可 以调 节振 针到 合适 的位 置。

教师 ：同 学们 找到 的原 因是 正确 的， 那除 此以 外还 有其 他的 吗 ?

(学生 思考 )

教师 ：刚 才你 们说 振针 位置 不合 适， 那有 没有 其他 的结 构位 置不 合

适也 会导 致打 点不 清晰 ?

学生 ：有 可能 是压 纸框 的位 置升 高而 阻碍 了振 动片 使振 针打 不到 纸

带上 ，可 将压 纸框 向下 调节 到原 来的 位置 。



教师 ：非 常好 ，现 在我 们就 解决 了实 验中 如果 打不 上点 或者 打点 不

清晰 的问 题。 那现 在开 始动 手操 作吧 ，注 意安 全。

(学生 进行 实验 ，教 师巡 视指 导 )

教师 ：怎 样根 据纸 带上 的点 迹计 算纸 带的 平均 速度 ?

学生 ：讨 论回 答

教师 ：总结 ，测出 两个 点的 距离 ，数出 两个 点之 间有 n 段时 间间 隔 ，

则用 公式 即可 计算 出平 均速 度。

教师 ：用 该方 法计 算出 图中 各点 的瞬 时速 度填 入相 应的 表中 用图 象

表示 速度 ：

①建立 坐标 系， 设定 合适 的刻 度， 注明 单位 ;

②严格 按实 验数 据描 点， 根据 点的 分布 分析 速度 的变 化特 点。

③用平 滑曲 线来 “ 拟合 ”实验 中描 出的 点。

学生 ：为 什么 要用 曲线 拟合 描出 的点 ?

教师 ：这 个问 题问 得非 常好 ，你 们先 自己 讨论 一下 ，看 看有 没有 同

学能 够解 决这 个问 题。

(学生 小组 讨论 交流 )

学生 ：因 为各 个时 刻都 有速 度， 速度 随时 间是 连续 变化 的， 而实 验

中又 不可 能把 所有 时刻 的速 度都 测出 来， 所以 要用 平滑 的曲 线连 接。

教师 ：同 学们 分析 得不 错， 因为 我们 打出 的点 有限 ，两 个点 之间 的

速度 就需 要我 们根 据打 出的 点反 映出 来的 趋势 来进 行描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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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答 案】

(1)单摆 的周 期与 振幅 、质 量、 摆长 的关 系。

(2)教师 ：我们 日常 生活 中有 许许 多多 的单 摆 ，但是 他们 的摆 动周 期

各不 相同 。那 么， 摆动 周期 与什 么有 关呢 ?

学生 ：挂 的重 物的 质量 。

教师 ：非 常好 ，还 有吗 ?

学生 ：摆 的角 度， 荡秋 千就 是。

教师 ：摆 的越 高， 摆的 速度 越大 ，似 乎很 合理 。我 们分 别验 证一 下

这几 个条 件。我这 里有 两个 铁架 台，固定 着两 个单 摆 。同时 放开 两个 单

摆就 很容 易判 断二 者的 周期 的关 系 。我们 先验 证摆 的高 度这 个条 件 ，两

个摆 的初 始高 度不 同， 然后 同时 松手 。大 家看 到了 什么 ?

学生 ：摆 动周 期相 同。

教师 ：没 错， 虽然 摆动 大的 速度 快， 但是 摆动 的幅 度也 大， 故摆 动

周期 相同 。再 看， 我换 一个 小球 ，这 个小 球比 刚才 的重 。

学生 ：还 是相 同的 。

教师 ：我 们学 过自 由落 体， 二者 的加 速度 是相 同的 。最 后， 我们 改

变摆 线长 度。 大家 仔细 观察 。

学生 ：摆 动周 期不 一样 了。

教师 ：非 常好 ，大 家观 察的 都非 常仔 细。 实验 表明 ：单 摆振 动的 周

期与 摆球 的质 量无 关，在振 幅较 小时 与振 幅无 关，但与 摆长 有关 ，摆长

越长 ，周 期也 越长 。

13.【参 考答 案】



(1)物体 下落 的快 慢与 质量 无关 。

(2)学生 会因 为经 验而 片面 地认 为重 的物 体落 得快 ，轻 的物 体落 得

慢。

正确 的物 理前 概念 是物 理学 习的 良好 基础 和铺 垫， 其正 迁移 作用 可

成为 物理 概念 学习 的资 源和 概念 学习 的新 的增 长点 ，可使 学生 尽快 地掌

握新 的科 学知 识体 系。而在 一些 情况 下 ，学生 对物 理现 象、过程 、材料

的片 面或 错误 理解 而产 生的 前概 念 ，会成 为物 理学 习的 障碍 ，如果 得不

到及 时纠 正，将影 响新 知识 学习 ，甚至 歪曲 新知 识的 意义 ，变成 学习 的

障碍 。比如 该案 例中 ，很多 学生 由于 生活 经验 而片 面地 认为 重的 物体 落

得快 ，轻的 物体 落得 慢 。事实 上，之所 以会 出现 这种 认识 是因 为我 们通

常所 见到 的情 况都 有空 气阻 力影 响 。如果 减小 空气 阻力 对下 落物 体的 影

响， 直至 可以 忽略 ，那 么轻 重不 同的 物体 下落 的快 慢程 度将 会相 同。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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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的参考答案及解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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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