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教师资格统考《物理学科知识与能力（初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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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会 在水 流的 内壁 多次 反射 后在 地面 射出 ，光

导纤 维也 是利 用这 个原 理来 远距 离传 输光 信号 。

2.【答 案】 C。解 析： 沿电 场线 方向 电势 降低 ，所 以 A 选项 错误 ;据

场强 大小 与电 场线 疏密 程度 关系 ，可 知 B 答案 错误 ;电场 力总 是指 向运

动轨 迹的 内侧 ，据图 中电 场线 方向 可知 ，带点 粒子 所受 电场 力沿 电场 线

方向 ，则 该粒 子带 正电 ，所 以 C 答案 正确 ;带点 粒子 从 A 电到 B 点电 场

力做 负功 ，带 点粒 子的 电势 能增 加， 则 D 答案 错误 。

3.【答 案】 C。解 析： 甲木 块与 弹簧 接触 后， 由于 弹簧 弹力 的作 用 ，

甲、乙的 动量 要发 生变 化，但对 于甲 、乙所 组成 的系 统因 所受 合力 的冲

量为 零，故动 量守 恒 ，AB 错误 C 正确 ;甲、乙两 木块 所组 成系 统的 动能 ，

一部 分转 化为 弹簧 的势 能， 故系 统动 能不 守恒 ， D 错误 。

4.【答案 】A。解析 ：A、路程 是标 量，位移 是矢 量。故 A 正确 。B、

给定 初末 位置 ，路程 有无 数种 可能 ， 位移 只有 一种 。故 B 错误 。C、当

物体 做单 向直 线运 动时 ，位移 的大 小等 于路 程。故 C 错误 。D、路程 是

运动 轨迹 的长 度， 是标 量;位移 是由 初位 置指 向末 位置 ，是 矢量 。故 D

错误 。故 选： A。



5.【答 案】 A。解 析： 本题 考查 的是 对物 体受 力的 分析 ， AB 物体 虽

然与 墙壁 接触 ，但 没有 挤压 作用 ，因 此下 滑中 不受 摩擦 力作 用， AB 之

间也 不存 在作 用力 ，二 者加 速度 相同 ，故 它们 都只 受重 力 ;A 正确 。

6.【答案 】C。解析 ：当两 力方 向相 同时 ，合力 最大 ，两力 方向 相反

时， 合力 最小 ，所 以θ 角从 0° 逐渐 增大 到 180° 的过 程中 ，合 力 F 从最

大逐 渐减 小到 最小 ，C 正确 。

7.【答案 】B。解析 ：当带 电体 的形 状对 它们 间相 互作 用力 的影 响可

忽略 时， 这个 带电 体可 看作 点电 荷， 与电 荷本 身大 小无 关， 故 A 错误 ;

带电 体间 的距 离比 它们 本身 的大 小大 得多 ，以至 带电 体的 形状 和大 小对

它们 之间 的作 用力 影响 可以 忽略 不计 时 ，带电 体就 可以 视为 点电 荷，故

B 正确 ;元电 荷是 与电 子的 电荷 量数 值相 等的 电荷 量 ，但不 是电 子 ，故 C

错误 ;带电 体所 带的 电量 只能 是元 电荷 的整 数倍 ，故 D 错误 。所 以 B 正

确， ACD 错误 。

二、 简答 题

9.【参 考答 案】

(1)演示 实验 导入 ：老师 准备 近视 眼镜 和远 视眼 镜 ，请一 个视 力正 常

的学 生试 戴这 两种 眼镜 ，并 请他 说出 自己 的感 受。

老师 引导 学生 讨论 总结 。引 入本 节课 关于 这两 种透 镜对 光的 作用 。

(2)生活 实例 导入 ：在 生活 中你 用过 或见 过哪 些镜 子 ?



学生 与老 师一 起讨 论并 列举 出各 种镜 子 ：穿衣 镜、三棱 镜、哈哈 镜 、

广角 镜、 平角 镜、 老花 镜、 近视 眼镜 等。

老师 引导 学生 进行 分类 ：平 面镜 、透 镜。 学生 认识 老花 镜、 近视 眼

镜是 透镜 。引 入新 课。

(3)设置 情境 导入 ：展示 古代“ 用冰 取火 ”的图 片 。用冰 块制 成中 间

厚、周边 薄的 圆饼 ，正对 着太 阳 ，把易 燃的 艾草 放在 太阳 光的 会聚 点上 ，

便能 将其 点燃 。提 出问 题： 为什 么这 样的 “冰圆 饼 ”能够 取火 ?引入 新

课。

10.【参 考答 案】

(1)首先 通过 故事 ，让学 生有 感性 认识 。让学 生阅 读阿 基米 德的 灵感 ，

两千 多年 以前 ，希腊 学者 阿基 米德 为了 鉴定 金王 冠是 否是 纯金 的 ，要测

量王 冠的 体积 ，冥思 苦想 了很 久都 没有 结果 。一天 ，他跨 进盛 满水 的浴

缸洗 澡时 ，看见 浴缸 里的 水向 外溢 ，他忽 然想 到 ：物体 浸在 液体 中的 体

积， 不就 是物 体排 开液 体的 体积 吗 ?

(2)实际 操作 ，让 学生 实践 。让 学生 做将 空易 拉罐 按入 水中 的实 验 ，

进一 步体 会物 体浸 入水 中的 体积 跟物 体排 开水 的体 积的 关系 。

因为 物体 浸在 液体 中的 体积 就等 于物 体排 开液 体的 体积 ，所 以我 们

就把 决定 浮力 的两 个因 素就 改成 ：物 体排 开液 体的 体积 和液 体的 密度 。

(3)理性 思考 ，提 出疑 问。

物体 排开 液体 的体 积和 液体 的密 度 ，跟液 体的 质量 有什 么关 系?跟液

体的 重力 有什 么关 系?进一 步思 考浮 力和 物体 排开 的液 体的 重力 可能 是

什么 关系 呢?



明确 实验 要探 究的 问题 就是 浮力 的大 小跟 物体 排开 液体 所受 重力 的

关系 。

三、 案例 分析 题

11.【参 考答 案】

(1)该生 的错 误主 要在 于没 有读 清楚 题目 当中 所给 条件 是露 出液 体

的体 积，而非 浸没 在液 体当 中的 体积 。错误 的原 因主 要在 于审 题不 仔细 ，

马虎 大意 。

12.【参 考答 案】

(1)① 这是 一个 探究 实验 ，对于 科学 探究 实验 过程 ，需要 经历 提出 问

题、 猜想 假设 、设 计实 验制 定计 划、 进行 实验 收集 证据 、分 析与 论证 、

评估 等过 程。该教 师的 教学 过程 仍然 没有 跳出 灌输 式的 思维 。教学 过程

没有 体现 学生 主动 探究 。过程 与方 法目 标没 有体 现 ，学生 依然 是被 动地

接受 知识 ，而不 是主 动地 寻求 答案 ，导致 学生 学习 效果 不佳 ，能力 没有

提升 。

②教师 对于 学生 提出 的问 题， 没有 及时 给予 解答 ，没 有营 造平 等、

互动 的学 习氛 围。



③教师 直接 将实 验现 象告 诉学 生 ，没有 探索 过程 ，只是 机械 的记 忆 ，

没有 有效 开展 研究 性学 习，没有 组织 学生 进行 合作 探究 ，违背 了以 学生

为主 体的 教学 原则 ，影 响学 生学 习效 果， 打击 学生 学习 兴趣 。

(2)教学 片段 ：

师： 刚才 我们 说若 一个 物体 保持 静止 或匀 速直 线运 动， 就说 物体 处

于平 衡状 态，就说 物体 受到 的几 个力 平衡 。在平 衡状 态的 物体 中，二力

平衡 是其 中最 简单 的情 况，即 ，只受 两个 力保 持平 衡状 态。那么 ，任何

物体 受两 个力 都能 保持 平衡 状态 吗 ?二力 平衡 有什 么条 件吗 ?现在 我们

来探 究这 个问 题。 (板书 ：二 力平 衡的 条件 )

师： 首先 我们 要保 持物 体只 受两 个力 ，这 个比 较简 单， 大家 看到 书

上的 图也 能明 白应 该怎 么操 作， 不过 在这 里老 师要 让同 学们 猜想 一下 ，

二力 平衡 都有 哪些 条件 呢?

生： 两个 力相 等!

师： 很好 ，这 很可 能是 一个 条件 ，还 有没 有其 他的 条件 呢 ?

生： (沉默 )

师： 看来 大家 跟我 一样 ，都 认为 两个 力相 等是 显而 易见 而又 唯一 的

条件 ，现在 ，就让 我们 来实 验一 下。若要 验证 平衡 条件 ，只需 要总 结小

车保 持平 衡状 态时 的受 力情 况即 可 。现在 ，我们 分组 进行 实验 。分别 探

究小 车两 侧受 力相 等以 及受 力不 相等 的运 动状 态。

生： 如何 判断 受力 相等 呢?



师：这位 同学 问的 非常 好!如果 用手 拉，又难 以测 量 ，又难 以保 持稳

定，所以 我们 使用 砝码 ，利用 砝码 的重 力来 代表 对小 车的 拉力 。准备 好

了吗 ，开 始实 验。

生： (开始 动手 实验 )

师： 实验 结果 出来 了吗 ?谁能 跟我 说一 下 ?

生： 受力 相等 时保 持静 止， 受力 不等 时会 开始 运动 。

师： 很好 。看 来， 受力 相等 是正 确的 。大 家思 考一 下父 母在 开车 时

双手 旋转 方向 盘， 是不 是受 力相 等、 方向 相反 的情 况 ?

生： (若有 所思 )是。

师： 大家 讲两 边托 盘的 砝码 质量 调整 成为 相等 的情 况， 让小 车保 持

静止 ，然 后将 小车 水平 旋转 90° 然后 释放 。发 生了 什么 ?

生： 小车 旋转 了!

师： 这时 小车 处于 平衡 状态 吗 ?

生： 不处 于。

师： 很好 ，大 家观 察得 都很 仔细 ，现 在将 各自 的实 验现 象填 入表 格

中， 我们 一起 总结 二力 平衡 的条 件 … …

四、 教学 设计 题

13.【参考 答案 】(1)铁的 电阻 高 ，使用 铁做 导线 会造 成比 较大 的损 耗 。

(2)教学 片段 ：

师：同学 们如 果仔 细观 察过 我们 之前 实验 时用 过的 导线 ，就会 知道 ，

我们 使用 导线 的内 部，都是 铜 。我们 知道 铜是 导体 ，可以 导电 ，但为 什

么不 使用 同样 也是 导体 并且 价格 更低 的铁 做导 线呢 ?



生： 可能 铁比 较沉 吧。

师： 我们 学过 密度 ，查 一下 密度 表就 可以 知道 ，铜 的密 度比 铁高 ，

也就 是说 ，铜比 铁更 沉 。显然 这其 中还 有更 深层 次的 原因 。同学 们仔 细

观察 接下 来的 这个 实验 。这里 有两 根长 短 、粗细 相同 的铜 丝和 镍铬 合金

丝。 现在 我依 次将 他们 接入 电路 。大 家观 察实 验现 象。

生： 小灯 泡亮 度变 了。

师： 上面 这根 是铜 丝， 下面 的是 镍铬 合金 丝， 哪个 的小 灯泡 亮度 更

亮啊 ?

生： 铜丝 的。

师： 没错 。这 两个 金属 丝都 是导 体， 都能 够导 电， 但是 他们 对于 电

流的 阻碍 作用 不同 ，我们 称之 为，电阻 不同 。铜丝 的电 阻小 ，镍铬 合金

丝的 电阻 大， 对电 流阻 碍大 ，小 灯泡 就暗 一些 。

14.【参 考设 计】

(1)一个 量程 为 0~3A，分度 值为 0.1A;还有 一个 量程 为 0~0.6A，分

度值 为 0.02A。

(2)

一、 教学 目标

1.知识 与技 能

认识 电流 的大 小， 知道 电流 的单 位、 符号 及单 位换 算， 了解 生活 中

常见 的一 些用 电器 的工 作电 流 ;认识 电流 表， 知道 正确 使用 电流 表的 规

则， 并能 用电 流表 测电 流。

2.过程 与方 法



通过 学生 实验 使学 生掌 握电 流表 的使 用方 法， 培养 学生 使用 电学 仪

器的 技能 和良 好习 惯。

3.情感 、态 度与 价值 观

培养 学生 的动 手能 力及 合作 能力 ，逐 步形 成严 谨的 科学 态度 与协 作

精神 。

二、 教学 重点 与难 点

教学 重点 ：认 识电 流的 强弱 ;以及 学会 使用 电流 表测 量电 流的 大小 。

教学 难点 ：正 确使 用电 流表 测电 流。

三、 教学 方法

演示 实验 法、 启发 提问 法、 类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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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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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