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教师资格统考《物理学科知识与能力（初中）》模拟

试卷一【答案】

参考答案及解析



7.【答案 】C。解析 ：若左 板带 正电 ，以正 电荷 为例 ，粒子 从上 方进

入时 ，电场 力向 右，洛伦 兹力 也向 右 。粒子 不可 能做 直线 运动 ，所以 粒

子应 从下 方进 入， A 正确 ;如果 粒子 以小 于 的速 度沿 方向 射入 该区

域，则无 论粒 子带 正电 还是 带负 电，电场 力大 于洛 伦兹 力 ，电场 力做 正

功， 电势 能减 小， 所以 B 正确 ，C 错;若粒 子从 下方 进入 ，无 论粒 子带

正电 还是 带负 电， 洛伦 兹力 与电 场为 同方 向， 粒子 不可 能做 直线 运动 ，

电场 力总 是做 正功 ，动 能一 定增 加， 所以 D 正确 。

8.【答案 】A。解析 ：由于 电梯 向上 加速 度，所以 人在 电梯 中处 于始

终向 上加 速阶 段，人应 该处 于超 重状 态 ，所以 A 对，B 错。电梯 地板 对

人的 支持 力等 于人 对电 梯地 板的 压力 ，这 是作 用力 与反 作用 力， 所 以

CD 错误 。

二、 简答 题

9.【参 考答 案】

(1)设置 情境 导入 ：展 示一 家直 升飞 机拉 着巨 幅广 告在 空中 “ 静止 ”

不动 ，请同 学们 思考 ，扔出 去的 铅球 、踢到 空中 的足 球会 落向 地面 ，为

什么 直升 飞机 却能 停在 空中 不动 呢 ?由此 引入 新课 。

(2)温故 知新 导入 ：牛顿 第一 定律 告诉 我们 ，物体 在不 受外 力的 时候

总要 保持 静止 状态 或匀 速直 线运 动状 态 。但是 现实 情况 是一 切物 体都 要

受到 力的 作用 ，物体 保持 静止 或保 持匀 速直 线运 动的 情况 也是 普遍 存在

的。 那么 这二 者之 间有 什么 联系 呢 ?引入 新课 。



(3)游戏 活动 导入 ：组织 甲乙 两队 同学 进行 课前 拔河 比赛 。当绳 子被

拉紧 而不 动时 ，甲队 对绳 子的 拉力 和乙 队对 绳子 绳子 的拉 力有 什么 关系 ?

了解 学生 的前 概念 ，引 入新 课。

10.【参 考答 案】

(1)生活 常识 导入 ：大家 都听 过新 疆有“ 早穿 棉袄 ，午穿 纱 ，围着 火

炉吃 西瓜 ”的说 法， 你们 知道 其中 的道 理吗 ?学生 思考 讨论 。

教师 总结 ：新 疆地 区的 昼夜 温差 大。 继续 提问 ：为 什么 新疆 地区 的

昼夜 温差 大?由此 引入 新课 。

(2)温故 知新 导入 ：改变 物体 内能 的方 式有 哪两 种 ?在热 传递 过程 中 ，

物体 内能 的改 变与 吸热 或放 热有 什么 关系 ?学生 回顾 吸热 放热 的知 识。

老师 继续 提问 ：物 体在 温度 变化 时， 吸收 热量 的多 少与 哪些 因素 有

关呢 ?不同 种类 的物 质， 吸热 的本 领一 样吗 ?引入 新课 。

(3)演示 实验 导入 ：比较 水和 食用 油的 吸热 能力 。老师 演示 用两 个相

同的 装置 分别 加热 食用 油和 水， 保证 初始 温度 相同 ，加 热相 同的 时间 ，

食用 油的 温度 比水 的温 度高 。

老师 提出 问题 ：最 后食 用油 比水 的温 度高 ，这 一过 程中 谁吸 收的 热

量多 ?为什 么 ?引入 新课 。

三、 案例 分析 题

11.【参 考答 案】

(1)该生 的错 误主 要在 于没 有理 解清 楚试 管中 的水 不断 吸热 的前 提

是温 度差 。错 误的 原因 主要 在于 对知 识的 理解 不够 。



正确 选项 是 A。水 沸腾 的两 个必 要条 件： ① 水温 达到 沸点 ;②不断 吸

热。本题 中烧 杯中 的水 通过 热传 递可 使试 管中 的水 达到 沸点 ，但是 ，由

于两 者都 达到 沸点 时，没有 温度 差，如此 试管 中的 水无 法持 续吸 热 ，因

此试 管中 的水 只能 达到 沸点 但不 会沸 腾。

(2)教学 思路 ：

结合 例题 ，强 调： ①学习 了液 化的 两种 形式 ，学 生应 该熟 练掌 握沸

腾和 蒸发 的条 件，其中 沸腾 的条 件必 须是 达到 沸点 和持 续吸 热 ，两者 缺

一不 可。

②其次 要注 意题 目当 中的 变形 考察 ，以 此题 为例 ，学 生第 一个 易错

点是 沸腾 的两 个必 要条 件，第二 个就 是持 续吸 热的 正确 理解 ，前提 是温

度差 。

12.【参 考答 案】

(1)优点 ：该教 师通 过展 示视 频的 形式 ，引起 学生 兴趣 ，通过 结合 实

例提 出问 题，让学 生的 学习 能够 从直 观感 知上 升到 理论 分析 ，符合 学生

的认 知特 点。

缺点 ：

①课堂 提问 方面 ：该 教师 提出 了一 个这 样的 问题 “ 那么 如果 说要 在

实验 室去 测量 一个 物体 的平 均速 度 ，我们 需要 测量 哪些 物理 量”，这个

问题 前后 矛盾 ，前面 说要 测平 均速 度 ，后面 又问 我们 需要 测量 哪些 物理

量，这样 的提 问用 语不 准确 、意思 不明 ，使得 学生 很疑 惑。属于 无效 提

问。



②对学 生的 评价 方面 ：教 师课 堂上 对学 生回 答问 题的 反馈 应该 遵循

激励 性原 则和 反馈 性原 则， 要求 对学 生做 出的 评价 具有 适当 的反 馈信

息，引导 学生 针对 教师 的反 馈信 息进 行新 一轮 的思 考 ，而不 是只 说“对 ”

“错 ”这样 的单 一的 评价 。该老 师对 于学 生的 回答 要么 没有 反馈 直接 进

入下 一个 问题 ，要么 就直 接回 复“好的 ”，这种 反馈 不利 于激 发学 生的

积极 性。

③教学 实施 方面 ：该 老师 在学 生产 生疑 惑的 时候 ，直 接就 让学 生自

己看 书去 找答 案，而并 没有 分析 学生 疑惑 的原 因是 什么 ，引导 意识 不强 ，

只是 为了 教知 识， 完成 教学 任务 而已 。没 有顾 及到 学生 长远 的发 展。

(2)教学 片断 ：

教师 ：老 师给 大家 展示 一个 百米 赛跑 的视 频， 大家 看一 下刘 翔在 整

个过 程中 经历 了哪 几个 阶段 ?

学生 ：起 跑、 加速 、冲 刺、 减速 。

教师 ：没 错， 看来 大家 对于 体育 知识 了解 得也 很多 。根 据大 家刚 刚

说的 ，刘翔 全程 的速 度是 有变 化的 。那么 大家 想一 想 ，刘翔 获胜 的速 度

8.4m/s 指的 是什 么?

学生 ：平 均速 度。

教师 ：没 错， 大家 都很 聪明 。刘 翔夺 冠的 速度 指的 是平 均速 度。 那

么如 果说 要在 实验 室去 测量 一个 物体 的平 均速 度 ，用现 有的 器材 应该 如

何测 量呢 ?

学生 思考 ：我 们可 以测 出小 车运 动的 距离 和时 间， 然后 相除 就得 到

了平 均速 度。



教师 ：恩 ，回 答的 非常 准确 ，根 据给 的这 些仪 器我 们没 办法 直接 测

出平 均速 度的 大小 ，但是 通过 间接 测量 可以 计算 出它 的大 小 。既然 明白

了原 理， 那么 大家 开始 动手 测量 吧。

四、 教学 设计 题

13.【参考 答案 】(1)为了 验证 水银 柱的 高度 不变 ，即验 证大 气压 不变 。

(2)教学 片段 ：

师： 我们 都已 经知 道了 大气 压的 存在 ，那 么大 气压 到底 有多 大呢 ?

接下 来，我们 要看 一段 视频 ，有关 托里 拆利 实验 的演 示视 频 。大家 跟我

一起 仔细 观察 这个 演示 实验 。要 注意 实验 的实 验方 法以 及注 意事 项。

生： 老师 ，为 什么 不亲 自做 一下 这个 实验 呢 ?

师： 这位 同学 一上 来就 能注 意到 这个 实验 的特 点， 为什 么这 个实 验

是播 放视 频呢 ?原因 很简 单， 做这 个实 验有 危险 。同 学们 都知 道做 这个

实验 要用 到水 银，而直 接接 触水 银以 及吸 入水 银蒸 汽都 是有 毒的 ，所以

做实 验的 人才 会像 书上 的图 片一 样戴 手套 。

生： 并且 只戴 一只 手套 。

师： 很好 ，你 们理 解的 都很 快。 大家 跟我 一起 仔细 观察 这个 演示 实

验。要注 意实 验的 实验 方法 以及 注意 事项 。在看 完实 验后 ，我们 一起 讨

论一 下这 个实 验的 原理 以及 说明 的问 题。

14.【参 考设 计】

(1)远视 镜镜 片中 间厚 、边缘 薄，叫做 凸透 镜;近视 镜镜 片中 间薄 、边

缘厚 ，叫 做凹 透镜 。

(2)



一、 教学 目标

1.知识 与技 能

能分 辨凸 透镜 和凹 透镜 ;知道 凸透 镜对 光线 是会 聚作 用 ，凹透 镜是 发

散作 用。

2.过程 与方 法

通过 观察 实验 ，能 描述 凸透 镜和 凹透 镜对 光线 的作 用， 培养 学生 动

手动 脑观 察分 析问 题的 能力 。

3.情感 、态 度与 价值 观

能保 持对 自然 界的 好奇 ，在 探究 中感 受物 理学 习的 乐趣 。

二、 教学 重点 与难 点

教学 重点 ：透 镜的 分类 及对 光线 的作 用。

教学 难点 ：通 过实 验观 察分 析最 后概 括得 出透 镜对 光的 作用 结论 。

三、 教学 方法

观察 法、 讨论 法、 探究 实验 法、 启发 发现 法

四、 教学 过程





以上就是全国教师资格统考《物理学科知识与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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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