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教师资格统考《化学学科知识与能力（初中）》模拟

试卷二【答案】

参考答案及解析

考试 时间 ： 120 分钟 考试 总分 ：150 分

一、 单项 选择 题(本大 题共 20 小题 ，每 小题 3 分， 共 60 分 )

1.【答案 】D。解析 ：根据 化学 反应 判断 ，Z 分子 中含 有 1 个 X 原子 ，

1 个 Y 原子 ，则 Z 的相 对分 子质 量为 24+16=40。

2.【 答案 】B。解析 ：A.表示 一个 氮气 分子 ，错误 ;B.化合 物中 各元 素

的化 合价 的代 数和 为 0，设硫 为 x，O 显 -2 价 ，那么 x+(-2× 3)=0，x=+4，

正确 ;C.②带正 电荷 为阳 离子 ，⑤可得 得到 一个 电子 ，那么 带一 个负 电荷 ，

为阴 离子 ，错 误;D.④ 和⑤ 的最 外层 电子 数不 相等 ，化 学性 质不 同， 错

误。

3.【 答案 】B。解析 ：A.水玻 璃中 含有 硅酸 钠和 水，属于 混合 物 ，故

A 错误 ;B.液氯 是由 氯气 一种 物质 组成 ，属 于纯 净物 ，故 B 正确 ;C.漂白

粉中 含有 氯化 钙和 次氯 酸钙 ，属 于混 合物 ，故 C 错误 ;D.铝热 剂中 含有

铝和 氧化 铁等 物质 ，属 于混 合物 ，故 D 错误 ;故选 B。

4.【 答案 】B。解析 ：①为吸 热反 应 ，升温 平衡 正向 移动 ，转化 率增

大;② 恒容 通入 惰性 气体 ，平衡 不移 动，转化 率不 变;③ 增加 CO 的浓 度 ，

平衡 逆向 移动 ，转 化率 减小 ;④该反 应为 气体 体积 增大 的反 应， 体积 增

大， 压强 减小 ，减 压平 衡正 向移 动， 转化 率增 大 ;⑤ 加催 化剂 ，平 衡不

移动 ，转 化率 不变 ;⑥恒压 通入 惰性 气体 ，相 当于 减小 压强 ，减 压平 衡

正向 移动 ，转 化率 增大 ，故 选 B。





10.【答案 】C。解析 ：A.金属 钠易 与空 气中 氧气 反应 、易与 水反 应 ，

与煤 油不 反应 且密 度比 煤油 小 ，保存 在煤 油中 可隔 绝空 气 ，防止 钠变 质 ，

故 A 正确 ;B.因氯 水中 次氯 酸见 光容 易分 解， 应用 棕色 瓶保 存， 故 B 正

确;C.玻璃 中含 有 SiO2，易 与氢 氧化 钠反 应生 成具 有黏 性的 硅酸 钠而 使

玻璃 塞打 不开 ，保存 氢氧 化钠 溶液 时不 能用 玻璃 塞 ，应用 橡皮 塞，且溶

液应 存放 在细 口瓶 中， 故 C 错误 ;D.硫酸 亚铁 易被 氧化 为三 价铁 离子 ，

可以 加入 少量 的铁 粉， 防止 亚铁 离子 被氧 化， 故 D 正确 ;故选 C。



11.【答 案】 D。解 析： 科学 (Science)、技 术(Technology)、社 会

(Society)的研 究简 称为 STS，没 有 D。

12.【答 案】 D。解 析： 课标 是由 前言 ，课 程目 标， 内容 标准 ，实 施

建议 四部 分构 成。

13.【答 案】 B。解 析： 初中 化学 教学 论中 指出 ：初 中阶 段设 置分 科

与综 合相 结合 的课 程。

14.【答 案】 D。解 析： 科学 探究 中各 要素 的呈 现顺 序并 不是 固定 不

变的 ，可 以交 叉进 行， 故 A 错误 ;科学 探究 可通 过观 察、 实验 、调 查等

多种 途径 获取 事实 和证 据， 故 B 错误 ;对科 学探 究学 习的 评价 应该 侧重

学生 探究 活动 的过 程， 而不 是结 果， 故 C 错误 ;科学 探究 目标 的实 现，

必须 让学 生亲 身经 历丰 富的 探究 过程 ， D 正确 ;故选 D。

15.【答案 】D。解析 ：听评 课的 内容 主要 有 ：关注 教学 目标 的达 成;

关注 教学 内容 ;关注 教学 方法 的选 择;关注 教学 过程 的实 施;关注 学生 的

课堂 表现 。

16.【答 案】 B。解 析： 个体 内差 异评 价也 称为 个人 发展 参照 评价 ，

是以 评价 对象 自身 状况 为基 准 ，就自 身的 发展 情况 进行 纵向 或横 向比 较

而作 出的 判断 。B 选项 是自 我评 价的 定义 。

17.【答案 】A。解析 ：教师 自我 教学 反思 的意 义包 括 (1)化学 教师 的

自我 教学 反思 是高 质量 化学 教学 的保 证。 (2)化学 教师 的自 我教 学反 思

有助 于化 学教 师的 专业 成长 。 (3)化学 教师 的自 我教 学反 思实 质上 是一

种对 化学 教学 的行 动研 究。 (4)化学 教师 的自 我教 学反 思是 其专 业能 力

的重 要组 成部 分。



18.【答 案】 B。解 析： 初中 化学 教材 编写 有以 下九 条建 议： 从学 生

的生 活经 验和 社会 发展 的现 实中 取材 ;教材 编写 要符 合学 生的 思维 发展

水平 ;选取 适当 的题 材和 方式 ，培 养学 生对 自然 和社 会的 责任 感 ;提供 多

样化 的实 验内 容， 注重 学生 实践 能力 的培 养 ;教学 内容 的组 织必 须体 现

科学 方法 的具 体运 用;在教 材编 写中 注重 对学 生学 习方 法的 指导 ;化学 概

念要 体现 直观 性、 关联 性和 发展 性的 特点 ;习题 类型 要多 样化 ，应 增加

开放 题和 实践 题的 比例 ;教材 编写 要有 利于 发挥 教师 的创 造性 。以 上前

六条 都是 ，后 三条 属于 课程 资源 的利 用与 开发 建议 。

19.【答 案】 A。解 析： 新课 程中 ，不 必过 分强 调知 识的 逻辑 顺序 。

20.【答 案】 D。解 析： 学段 教学 设计 进行 的工 作中 ，要 求编 制学 期

教学 计划 。

二、 简答 题(共 2 题， 第 21 题 12 分， 第 22 题 13 分， 共 25 分 )

21.【参 考答 案】

(1)这位 老师 采用 了传 统的 秧田 式教 学组 织形 式。

(2)① 从学 科与 生活 的结 合点 入手 ，创设 情境 。生活 中处 处涉 及化 学

知识 ，我们 可以 运用 真实 的生 活情 境创 设教 学情 境 ，尤其 是初 中化 学教

学，更应 联系 日常 生活 ，让学 生从 感性 上体 会到 学习 化学 知识 的重 要性 。

②从学 科与 社会 的结 合点 入手 创设 情境 ，现 代社 会离 不开 化学 ，现

代社 会中 处处 有化 学， 从社 会实 际中 可以 找到 大量 的情 境素 材。

③利用 问题 探究 创设 情境 。利 用问 题探 究来 设置 教学 情境 ，便 于展

开探 究、讨论 、理解 以及 问题 解决 等活 动 ，是物 理 、化学 等学 科适 用的

设置 情境 的有 效方 法。



④利用 认知 矛盾 创设 情境 。新 、旧 知识 的矛 盾， 日常 概念 与科 学概

念的 矛盾 ，直觉 、常识 与客 观事 实的 矛盾 等 ，都可 以引 起学 生的 探究 兴

趣和 学习 愿望 ，形成 积极 的认 知氛 围和 情感 氛围 ，因而 都是 用于 设置 教

学情 境的 好素 材。

22.【参 考答 案】

(1)有 。初中 阶段 学生 对实 验充 满好 奇心 ，并且 处于 该年 龄段 的孩 子

比较 好动 。本教 学设 计的 几个 实验 都涉 及燃 烧 ，如果 操作 不当 或其 他人

为疏 忽可 能导 致较 为严 重的 后果 ，所以 是否 选择 该演 示实 验作 为学 生的

自主 实验 还值 得商 榷。

(2)① 创设 问题 情境 ，提 高学 生兴 趣

创设 问题 情境 要力 求在 最短 时间 内引 起学 生的 学习 兴趣 ，让 学生 以

最佳 的思 维状 态投 入学 习活 动 。提出 的问 题紧 紧围 绕教 学目 标且 明确 具

体，富有 启发 性。一般 来说 ，学生 对于 与社 会生 活联 系密 切的 问题 比较

感兴 趣， 教师 应当 努力 选择 与现 实生 活密 切相 关的 、富 有时 代气 息的 、

具有 引发 思考 作用 的内 容， 使学 生产 生强 烈的 探究 欲望 。

②提供 活动 时空 ，优 化探 究环 节

学生 是否 积极 地参 与探 究活 动， 以及 探究 活动 本身 质量 的高 低， 直

接影 响着 课堂 探究 学习 的优 劣 。教师 可从 提供 探究 材料 和确 定探 究形 式

入手 优化 探究 环节 。学生 一旦 投入 探究 活动 ，其主 动性 和积 极性 就得 到

了极 大的 调动 。此时 ，学生 注意 力集 中、思维 活跃 、解决 问题 的愿 望强

烈， 教师 应当 敢于 放手 ，给 学生 充分 的思 考时 间和 空间 ;保证 学生 探究

活动 的开 展， 不能 急于 做出 解释 ，更 不能 随意 中止 或打 断。



③适时 适度 给予 引导

探究 活动 的开 展不 可能 一帆 风顺 ，学 生在 探究 活动 中， 会遇 到思 路

受阻 的情 况，教师 应及 时发 现，注意 抓住 学生 有困 难的 信息 ，给学 生提

供及 时的 指导 。这时 教师 的指 导切 不可 过度 ，不能 直接 给出 结论 ，也不

能否 定学 生，而应 以引 导性 指导 为主 ，为学 生提 供解 决问 题的 方向 和思

路。

④及时 进行 探究 活动 总结

探究 活动 结束 后， 教师 应组 织学 生进 行总 结交 流， 集思 广益 ，获 得

对问 题更 丰富 的理 解和 认识 ，让 学生 明确 探究 的结 果。

四、 案例 分析 题(本大 题共 1 道小 题， 共 20 分)

24.【参 考答 案】

(1)验证 质量 守恒 定律 的实 验要 想成 功 ，必须 保证 ①实验 在密 闭的 体

系中 进行 ;②待温 度恢 复到 室温 再称 量物 质总 质量 。

(2)本案 例实 施过 程说 明 ，在化 学教 学课 程中 ，应该 充分 体现 以实 验

为基 础的 基本 特征 。

作为 一门 自然 科学 ，化 学以 客观 事物 为研 究对 象， 以发 现客 观规 律

为目 标。它的 理论 不是 来自 凭空 的想 象 ，不能 仅有 逻辑 的推 断而 脱离 实

践的 检验 。纵观 化学 科学 发展 的历 史 ，几乎 每一 项发 现和 发明 都离 不开

化学 实验 。所以 化学 学科 是在 实验 的基 础上 产生 并发 展起 来的 ，实验 是



化学 理论 产生 的直 接源 泉，是检 验化 学理 论是 否正 确的 标准 ，也是 提高

化学 科学 认识 能力 、促 进化 学科 学持 续发 展的 重要 动力 。

(3)当学 生冲 刺与 实验 结果 发生 矛盾 时 ，教师 应该 告诉 学生 ，我们 应

该利 用我 们已 有的 知识 和经 验大 胆的 对结 果进 行猜 测 ，但是 猜测 的结 果

必须 要通 过实 验去 检验 ，这样 才能 获得 对问 题更 丰富 的理 解和 认识 ，明

确探 究的 结构 。尤其 需要 记得 实验 之后 需要 进行 反思 与交 流 ：之前 猜测

实验 结果 的时 候是 不是 忽略 了什 么 ，实验 探究 过程 中是 否有 操作 不规 范

等情 况的 出现 … …经过 反思 与交 流之 后可 以重 新设 计实 验， 使实 验方 案

更加 完善 ，在 此基 础上 再次 进行 探究 ，从 而得 出合 理的 实验 结论 。

五、 教学 设计 题(本大 题共 1 小题 ，共 30 分 )

25.【参 考答 案】

(1)教学 目标

【知 识与 技能 】了 解离 子的 形成 过程 ，初 步认 识离 子是 构成 物质 的

一种 粒子 ;知道 分子 、原 子、 离子 之间 是如 何转 变的 。

【过 程与 方法 】通过 小组 交流 讨论 ，培养 主动 与他 人进 行交 流讨 论 、

锻炼 语言 表达 能力 。

【情 感态 度与 价值 观】 逐步 树立 微粒 观这 一化 学基 本观 念。

(2)教学 重难 点

【重 点】 离子 的形 成过 程;分子 、原 子、 离子 的相 互转 化。

【难 点】 离子 的而 形成 过程 。

(3)教学 过程

第一 环节 ：情 境导 入



【教 师提 问】 教师 展示 铁、 水、 食盐 的三 幅图 片， 请学 生说 出各 个

物质 是由 什么 粒子 构成 的。

【学 生回 答】

学生 1：铁 是由 铁原 子构 成的 。

学生 2：水 由水 分子 构成 的， 食盐 的主 要成 分氯 化钠 也是 由分 子构

成的 。

学生 3：氯 化钠 不是 由分 子构 成的 。

【教 师总 结】 对学 生回 答做 出鼓 励指 导， 指出 氯化 钠是 由离 子构 成

的物 质，本节 课将 继续 探究 物质 构成 的奥 秘 ，认识 构成 物质 的第 三种 粒

子— —离子 。

第二 环节 ：新 课教 学

1.离子 的形 成

【展 示动 画】 教师 通过 多媒 体播 放钠 在氯 气中 燃烧 生成 氯化 钠的 动

画。

【教 师引 导】 在化 学变 化中 ，电 中性 的原 子经 常因 得到 或失 去电 子

而成 为带 电荷 的微 粒，这种 带电 的微 粒称 为离 子。画面 中的 钠离 子 、氯

离子 都是 由钠 原子 、氯 原子 转变 而来 的。

【提 出问 题】 各粒 子电 性如 何 ?



【学 生回 答】钠原 子 、氯原 子呈 电中 性 ;钠离 子带 一个 正电 荷 ;氯离 子

带一 个负 电荷 。

【教 师提 问】 请学 生总 结钠 离子 、氯 离子 、氯 化钠 的形 成过 程。

【学 生回 答】钠原 子最 外层 有 1 个电 子而 氯原 子最 外层 有 7 个电 子 ，

钠在 氯气 中燃 烧生 成氯 化钠 。在这 个反 应中 ，每个 钠原 子失 去 1 个电 子

形成 钠离 子(Na+)，每个 氯原 子得 到 1 个电 子形 成氯 离子 (Cl-)。带相 反

电荷 的钠 离子 与氯 离子 相互 结合 成稳 定的 化合 物氯 化钠 (NaCl)。

【教 师总 结】 离子 也是 构成 物质 的一 种微 粒， 根据 以上 分析 请同 学

们说 出离 子的 形成 。

【学 生回 答】 原子 失去 或得 到电 子形 成离 子。 原子 得电 子形 成阴 离

子， 原子 失电 子形 成阳 离子 。

【教 师提 问】 像氯 化钠 这样 由阴 、阳 离子 结合 而成 的化 合物 还有 很

多，例 ：氯化 镁、氯化 钾等 。请学 生同 桌间 讨论 由离 子构 成的 物质 具有

怎样 的共 同特 征?

【学 生回 答】 由离 子构 成的 物质 均由 阴阳 离子 结合 而构 成， 一般 含

有金 属元 素的 化合 物是 由阴 阳离 子结 合而 来的 。

2.分子 、原 子、 离子 的转 化

【教 师提 问】 分子 、原 子、 离子 都可 以直 接构 成物 质， 请同 学们 举

例说 明。

【学 生回 答】由原 子直 接构 成的 物质 有金 属 、金刚 石、硅等 ;由分 子

构成 的物 质有 氢气 、氧 气等 ;由离 子构 成的 物质 有氯 化钠 、氯 化钾 等。



【教 师引 导】 这些 粒子 之间 不是 完全 独立 的， 他们 之间 可以 实现 转

化。 请学 生小 组讨 论得 出分 子、 原子 、离 子的 转化 关系 。

【讨 论交 流】原子 可以 结合 成分 子 ，分子 可以 分解 为原 子;原子 失去

或得 到电 子形 成离 子;离子 得到 或失 去电 子形 成原 子。

【教 师补 充】 教师 用关 系图 的形 式表 示出 来。

以上就是全国教师资格统考《化学学科知识与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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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