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教师资格统考《信息技术学科知识与能力（高中）》

模拟试卷一【答案】

参考答案及解析

一、 单选 题(共 15 题， 每题 3 分， 共 45 分)

1.【答 案】 A。解 析： 信息 是通 过文 字、 数字 、图 像、 图形 、声 音 、

视频 等方 式进 行传 播的 内容 。 B、 C、 D 表示 的是 信息 传播 的途 径。

2.【答案 】C。解析 ：信息 技术 (Information Technology，缩写 IT)，

是主 要用 于管 理和 处理 信息 所采 用的 各种 技术 的总 称 。现代 信息 技术 以

“计算 机技 术、 微电 子技 术和 通信 技术 ” 为特 征。

3.【 答案 】C。解析 ：常见 的输 入设 备有 键盘 、鼠标 、扫描 仪 、触摸

屏、光笔 。光笔 ，电子 计算 机的 一种 输入 设备 ，与显 示器 配合 使用 。对

光敏 感，外形 像钢 笔，多用 于电 缆与 主机 相连 ，可以 在屏 幕上 进行 绘图

等操 作。 绘图 仪可 将计 算机 的信 息以 图形 的形 式输 出， 属于 输出 设备 。

4.【答案 】D。解析 ：十进 制转 换为 二进 制采 用的 方法 是除 以 2 取余 ，

倒序 输出 。即 ：

5.【答 案】 D。解 析： 选中 文字 后按 Delete 键删 除， 该行 文字 会被

删除 ，按 Ctrl+Z 键即 可恢 复被 删除 的行 ，或 者点 击工 具栏 的撤 销按 钮

也可 以恢 复被 删除 的文 字。



6.【答案 】D。解析 ：Sum 为求 和函 数 ，Rank 为排 序函 数，Count

为计 数函 数， Average 为求 平均 值函 数。 因此 本题 的答 案是 D。

7.【答案 】B。解析 ：幻灯 片母 版用 来设 置演 示文 稿中 所有 幻灯 片的

显示 对象 ，如字 体、字形 或背 景对 象等 。通过 修改 幻灯 片母 版，可以 统

一修 改文 稿中 所有 幻灯 片的 文本 外观 ，若 要统 一修 改多 张幻 灯片 的外

观， 只需 在母 版上 做一 次修 改即 可。

8.【答案 】A。解析 ：使用 扫描 仪扫 描的 图像 、普通 数码 相机 拍摄 的

照片 、Photoshop 处理 的图 片都 是由 外界 获取 的， 而 Flash 中绘 制的

图形 ，是电 脑生 成的 ，由位 图和 矢量 图的 概念 可知 ，BCD 均为 位图 。因

此本 题的 答案 是 A。

9.【答 案】 D。解 析： 选项 A， “背景 ” 图层 上有 一个 小锁 的标 志，

代表 锁定 状态 。选项 B，“勤为 本 ”图层 上有 fx 标志 ，代表 设置 了图 层

样式 。选 项 C，Photoshop 图层 可以 看成 是一 个个 不透 明的 玻璃 ，最

终呈 现的 结果 为由 上向 下看 见的 效果 。“勤为 本 ”和“蜜蜂 ”两个 图层

没有 重叠 的部 分，所以 交换 顺序 后不 影响 最终 图像 的呈 现 。选项 D，通

过仿 制图 章进 行仿 制后 ，出现 右侧 蜜蜂 ，从图 中可 以看 出右 侧蜜 蜂为“图

层 1” 而不 是“ 蜜蜂 ”图层 。

10.【答 案】 C。解 析： 形状 补间 动画 是针 对图 形进 行的 ，首 帧和 尾

帧必 须是 打散 的图 形，所以 先要 对元 件进 行分 离。因此 本题 的答 案是 C。

11.【答 案】 D。解 析： TCP(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 传输

控制 协议 )是一 种面 向连 接的 、可靠 的 、基于 字节 流的 传输 层通 信协 议 。



12.【答 案】 B。解 析： 引用 完整 性定 义了 一个 关系 数据 库中 不同 的

列和 不同 的表 之间 的关 系(主键 与外 键 )，其 规则 是一 列或 一组 列中 的值

必须 要与 引用 的关 系中 的一 列或 一组 列中 的值 相匹 配 ，不允 许引 用不 存

在的 元组 。

13.【答 案】 A。解 析： 机器 语言 ：是 由二 进制 数组 成的 指令 集， 是

计算 机能 够唯 一识 别并 直接 执行 的语 言 。汇编 语言 ：是用 助记 符表 示的

计算 机指 令， 需要 编译 才能 执行 。 C 语言 程序 和 VB 语言 程序 都属 于高

级语 言程 序， 需要 编译 才能 执行 。因 此本 题的 答案 是 A。

14.【 答案 】D。解析 ：根据 优先 级从 右进 行运 算：a+=a-=a*a 拆分

为： a-=a*a;a+=a;而

a-=a*a=a-a*a=6-6*6=-30;a+=a=a+a=-30+(-30)=-60。

15.【答案 】C。解析 ：任务 驱动 教学 法的 基本 环节 依次 是创 设情 境 、

确定 问题 (任务 )、自主 学习 、协作 学习 、效果 评价 。因此 正确 答案 是 C。

二、 简答 题(共 3 题， 每题 10 分， 共 30 分)

1.【参 考答 案】

(1)利用 人力 直接 获取 信息 。

(2)利用 设备 来获 取信 息。

(3)通过 阅读 报纸 杂志 获取 信息 。

(4)通过 阅读 书籍 资料 获取 信息 。

(5)从广 播电 视节 目中 获取 信息 。

(6)通过 光盘 等电 子出 版物 获取 信息 。

(7)通过 计算 机网 络获 取信 息。



(8)通过 遥感 遥测 获取 信息 。

2.【参 考答 案】

(1)设定 虚拟 内存 ：在“我的 电脑 ”上单 击右 键选 择“属性 ”，在“高

级” 选项 里的 “效能 ” 的对 话框 中对 “虚拟 内存 ” 进行 设置 。

(2)彻底 删除 程序 ：如 果想 删除 某些 程序 可到 “ 添加 /删除 程序 ” 中

进行 操作 ，但删 除程 序只 能删 除该 程序 的注 册码 和一 些登 录项 目 ，若要

彻底 删除 程序 ，可 通过 一些 专业 软件 进行 。

(3)检查 应用 软件 和启 动程 序 ：有些 启动 程序 和应 用软 件在 电脑 系统

启动 时， 会导 致系 统启 动变 慢， 因此 可删 除那 些不 必要 的启 动程 序。

(4)删除 桌面 多余 的图 标 ：把一 些不 常用 的桌 面图 标删 除或 保存 在一

个专 门的 文件 夹中 。

3.【参 考答 案】

(1)必修 模块 与初 中信 息技 术衔 接 。归纳 总结 、提升 初中 和小 学所 学

内容 ，并 综合 运用 所学 知识 解决 实际 问题 。

(2)必修 模块 是学 习选 修模 块的 前提 。介 绍五 个选 修方 向的 基础 知

识， 让学 生了 解各 选修 模块 的内 容和 特点 。

(3)必修 模块 是提 升学 生信 息素 养的 基础 。介绍 学科 的基 本观 点和 思

想， 让学 生掌 握最 基本 的信 息技 术方 法， 具有 普遍 价值 。

三、 案例 分析 题(共 2 题， 每题 20 分， 共 40 分)

1.【参 考答 案】



(1)课例 1 教师 在导 入过 程中 直接 入题 ，所 用材 料很 贴近 本课 主题 。

但是 在授 课过 程中 ，教师 的导 入设 计顺 序需 要作 出调 整 ，对学 生的 启发

要突 显出 来。

首先 该教 师在 授课 过程 中直 接给 出课 题再 给材 料， 对学 生没 有吸 引

力，建议 在授 课中 先展 示两 个材 料 ，让学 生带 着问 题 — —“观察 这两 张

图，哪一 个表 现的 信息 更加 清晰 ?”(这样 设计 问题 的意 图是 ：限定 学生

的思 维方 向，因为 学生 在看 PPT 的过 程中 会有 很多 的想 法 ，这样 设计 可

以引 导学 生向 本课 主题 思考 )，学 生在 看过 后会 有回 答， 明显 第二 张图

更加 清晰 地表 达了 信息 。

接着 再问“怎样 才能 让第 一张 图能 够像 第二 张图 ，清晰 表达 信息 呢?

需要 注意 什么 ?”(这样 调整 问题 的意 图是 ：引导 学生 向信 息的 结构 化表

达这 一课 题靠 近)“ 怎样 将材 料 1 调整 为更 加清 晰的 结构 ，相 信学 完本

课， 各位 会熟 练掌 握。 ”

总体 来说 课例 1 的教 师在 导入 过程 中没 有吸 引学 员， 在授 课过 程中

将教 师作 为主 体，没能 将学 生作 为课 堂主 体，违背 了新 课改 理念 和新 课

标要 求。

课例 2 教师 在导 入过 程中 贴近 生活 实际 ，将 学生 的注 意力 牢牢 吸引

在课 堂上 ，问题 设置 层层 递进 ，步步 引导 学生 向本 课主 题 IP 地址 学习 。

综合 课例 1 与课 例 2 两位 教师 的授 课理 念和 教学 策略 ，课例 2 教师

的导 入设 置符 合学 生实 际和 新课 改理 念。

(2)课例 1 调整 教学 策略 后的 导入 为：



【师 】“ 各位 同学 好， 欢迎 来到 今天 的课 堂。 今天 早上 校长 给我 布

置了 一个 任务 ，让我 将材 料 1 所示 的文 本调 整为 材料 2 所示 的结 构，老

师想 向大 家请 教， 看看 哪位 同学 能帮 助老 师调 整。 ”

通过 实际 问题 来激 发学 生的 兴趣 ，并 且可 以引 发学 生的 思考 。

【生 】“ 可以 通过 制作 表格 进行 调整 。 ”

【师 】“ 同学 们的 建议 很好 ，不 过校 长要 求要 将信 息按 照一 定的 结

构表 达… … 有没 有同 学会 操作 呢”

提出 与已 知知 识发 生冲 突的 问题 ，然 后引 发学 生的 探究 欲， 导入 新

课。

【生 】摇 头。

【师 】“ 今天 让我 们一 起学 习新 课《 文本 信息 的结 构化 表达 》， 相

信在 学完 本节 课程 后， 大家 会用 更好 的结 构表 达自 己的 信息 。 ”

2.(1)【参 考答 案】

知识 与技 能： 能举 例说 明搜 索引 擎的 功能 与特 征， 能提 炼关 键词 检

索信 息。

过程 与方 法： 能根 据信 息需 求和 条件 ，选 择适 当的 信息 获取 方式 获

取信 息;能根 据信 息需 求， 选择 恰当 的搜 索引 擎和 搜索 技巧 获取 信息 ;能

通过 不同 信息 源的 比较 甄别 所搜 索信 息的 真伪 。

情感 态度 与价 值观 ：感 悟信 息获 取与 搜索 引擎 对社 会生 活的 影响 作

用。

(2)【参 考答 案】

不合 理。



这个 案例 “看上 去很 美 ”，不 仅贴 近社 会生 活且 逻辑 清晰 ，从 一个

基本 任务 开始 ，层 层深 入地 带领 学生 了解 日本 大地 震相 关的 很多 信息 。

但是 ，教师 在设 计这 三个 任务 时 ，所提 示的 获取 信息 的方 式皆 为以 关键

词在 搜索 引擎 中进 行检 索，在搜 索技 巧上 并无 差异 ，属于 同质 任务 。因

此，任务 设计 时需 要区 分两 种“ 逻辑 ”，一是 了解 一个 问题 可以 层层 深

入，二是 培养 问题 解决 能力 的过 程也 需要 层层 深入 ，两者 不可 等同 。当

我们 以问 题解 决能 力的 培养 为目 标时 ，就必 须考 虑我 们的 任务 是否 隐含

了不 同层 次的 解决 问题 的技 能或 能力 ，如果 缺少 这种 层次 感 ，在学 生能

力培 养上 便是 同质 任务 的低 水平 重复 。

(3)【参 考答 案】

该案 例教 学时 正处 于各 大网 站专 题报 道日 本大 地震 的新 闻热 点期 ，

人们 可以 在各 大门 户网 站很 方便 地找 到日 本大 地震 的专 题报 道 ，在专 题

报道 网页 中很 容易 找到 上述 三个 任务 的答 案 。因此 ，如果 不能 引导 学生

学会 从权 威信 息源 或主 题/专题 信息 源获 取信 息， 而一 味强 调搜 索技 巧

的使 用， 容易 使学 生形 成思 维定 势， 形成 所谓 的 “ 搜索 依赖 症” 。

四、 教学 设计 题(共 1 题， 共 35 分 )

(1)【参 考答 案】

【知 识与 技能 目标 】

学生 能够 根据 表格 数据 关系 选择 合适 的图 表类 型， 独立 制作 相应 的

图表 ，并 能根 据图 表分 析数 据。

【过 程与 方法 目标 】



通过 合作 探究 ，学 生建 立数 据之 间的 图表 关系 ，发 现事 物的 性质 及

变化 规律 ，提 高处 理信 息的 能力 。

【情 感态 度与 价值 观目 标】

体验 利用 图表 加工 信息 的价 值。

(2)【参 考答 案】

【重 点】 表格 数据 的图 表制 作方 法及 操作 步骤 。

【难 点】 能从 不同 角度 分析 图表 ，发 现有 价值 的规 律。

(3)【参 考答 案】

①通过 问题 引导 学生 分析 图表 ;

②转换 角色 ，从 不同 需求 分析 图表 。

以上就是全国教师资格统考《信息技术学科知识与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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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