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体育与健康

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试题（高级中学）参考答案及解析

一、单项选择题

1．【答案】B。解析：屈、伸是指运动环节绕额状轴在矢状面内所进行的运动。外展、内收是

指运动环节绕矢状轴在额状面内进行的运动。回旋、环绕是指运动环节绕其本身的垂直轴在水平面

内进行的运动。故本题选 B。

2．【答案】A。解析：四肢肌在工作时，定点在近侧的称为近固定，定点在远侧的称为远固定。

在屈臂慢起手倒立动作中，肱三头肌在远固定的情况下朝肌肉拉力方向运动，即肱三头肌的运动形

式为远固定向心工作。

3．【答案】C。解析：负重直臂侧举练习可有效发展三角肌中束。

4．【答案】A。解析：人体消化系统由消化管和消化腺两大部分组成。其中，消化腺包括大消

化腺和小消化腺。肝脏是人体最大的实质性器官，也是最大的消化腺。胰脏是人体第二大消化腺，

其实质部分由外分泌部和内分泌部组成。

5．【答案】D。解析：核蛋白体即核糖体，其主要功能是合成蛋白质。中心体是细胞分裂时内

部活动的中心。高尔基复合体是由许多扁平囊、小泡和大泡组成的网状囊泡，是细胞内的运输和加

工系统。线粒体存在于真核生物中，是进行氧化代谢的部位，同时也是糖类、脂肪和氨基酸最终氧

化释放能量的场所。

6．【答案】C。解析：血浆蛋白是血浆中多种蛋白质的总称。当人体在运动时，由于大量排汗

和血浆水分转移，血液中的水分和无机盐会明显减少，使血液浓缩，血浆蛋白含量明显下降。800

米跑过程中是糖酵解系统供能，产生乳酸，因此乳酸的含量增加。碳酸氢钠与碳酸是血浆中一对重

要的缓冲对，因此碳酸氢钠的含量增加。

7．【答案】C。解析：根据收缩速度的快慢可将肌纤维划分为快肌纤维和慢肌纤维。慢肌纤维

收缩速度慢，收缩力量小，有氧代谢能力高，抗疲劳能力强，兴奋阈值低。快肌纤维收缩速度快，

收缩力量大，无氧代谢能力高，抗疲劳能力弱，兴奋阈值高。

8．【答案】C。解析：平均动脉压=（收缩压+2×舒张压）/3。根据题干得出，其平均动脉压=

（120+2×90）/3=100mmHg。

9．【答案】B。解析：在整个关节运动范围内肌肉以恒定的进度进行的最大用力收缩，且肌肉

收缩产生的力量始终与阻力相等的肌肉收缩称为等动收缩。自由泳的划水动作就是典型的等动收缩。

10．【答案】A。解析：泛化阶段的生理特点是动作生疏、不协调、连续性差，有多余动作，技



术动作不定型，生理能量消耗很大。其心理特点是练习者的神经过程处于泛化阶段，内抑制过程尚

未建立，多余动作较多，动作在空间、时间上都不精确，缺乏一致性，并时常会出现一些大的错误。

根据上述特点，教师应当降低动作难度，多做示范，注意动作基本环节，练习时不要强调过细，不

要要求过高、过严，注意安全保护。

11．【答案】B。解析：在进行强度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激烈运动中，由于运动开始阶段内脏

器官的活动不能满足运动器官的需要，练习者常常产生一些非常难受的生理反应，如呼吸困难、胸

闷、头晕、心率剧增、肌肉酸软无力、动作迟缓不协调，甚至产生停止运动的念头等，这种机能状

态称为“极点”。“极点”产生的原因是内脏器官的机能惰性大，此阶段为进入工作状态阶段。

12．【答案】C。解析：翻正反射指当人和动物处于不正常体位时，通过一系列协调运动将体位

恢复常态的反射活动。翻正反射比状态反射复杂，它有赖于中脑的协调。翻正反射主要是由于头部

位置不正，视觉感受器与前庭感受器（囊斑与壶腹嵴）受到刺激而兴奋，传入冲动反射性地引起头

部位置率先复正；由于头部复正引起颈部扭曲，刺激颈部肌肉与关节中的本体感受器，继而导致躯

干翻转，使动物恢复站立。视觉在翻正反射中的作用主要是利用头部定向。在体育运动中，有许多

动作就是在翻正反射的基础上形成的。例如跳水中的许多转体动作，要先转头，再转上半身，然后

转下半身。

13．【答案】A。解析：凡身体发育不良或健康状况有明显异常者（如病残者等），虽能参加文

化学习，但不能按体育教学大纲的要求进行活动者，编入医疗体育组。参加医疗体育组的学生不能

按正常的体育教学大纲内容进行教学和锻炼，而必须按医疗体育教学大纲进行医疗体育活动，以帮

助其治疗疾病，恢复健康。

14．【答案】B。解析：碳水化合物主要由碳、氢、氧三种元素组成，它可分为单糖、双糖和多

糖。单糖易溶于水，可直接被人体吸收利用，最常见的有葡萄糖、果糖、半乳糖。双糖易溶于水，

需要分解成单糖才能被人体吸收，最常见的有蔗糖、麦芽糖、乳糖。多糖是由许多单糖分子结合而

成的高分子化合物，不易溶于水，它主要有淀粉、糊精和糖原。谷物类主要包括大米、小麦、小米、

大豆及其它杂粮，其主要的营养成分为淀粉，是碳水化合物的主要来源。

15．【答案】D。解析：重力性休克是指疾跑后突然停止，造成的脑部供血不足，出现头晕血压

下降的生理现象。

16．【答案】B。解析：儿童少年骨的骨骼正处在生长发育时期，软骨成分较多，骨化尚未完成，

在生长过程中，骺软骨不断增长并骨化，使骨长长。骨膜中的成骨细胞不断增生，使骨增粗。青春

期前后，骨骺软骨逐渐骨化，骨骺逐渐与骨组织合为一体，至 20～25岁时骨化完成。与成人相比，

儿童少年骨组织中有机物与无机物之比为 5：5，而成人为 3：7，故其骨骼弹性大而硬度小，不易完

全骨折但易弯曲变形。

17．【答案】C。解析：常见的闭合性软组织损伤有挫伤、关节韧带扭伤、肌肉肌腱拉伤、滑囊

炎、肌腱腱鞘炎、闭合性骨折。这类损伤的处理原则和措施是制动、即刻冷敷（损伤早期）、加压包



扎、抬高伤肢，24～48小时后理疗消肿和后期的康复性锻炼。软组织损伤后期处理的目的是通过加

强功能锻炼，恢复伤肢功能。故本题选 C。

18．【答案】C。解析：在足球运动中，身体的激烈对抗导致膝关节外侧受到直接暴力，使膝关

节强烈外翻，撕裂内侧副韧带。当膝关节半屈曲时，小腿突然过度外展、外旋也会使内侧副韧带断

裂。外侧副韧带损伤则相反，但比较少见。

19．【答案】D。解析：从身体形态、身体机能、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等方面综合评定学生的体

质健康水平，是促进学生体质健康发展、激励学生积极进行身体锻炼的教育手段，也是学生体质健

康的个体评价标准。

20．【答案】B。解析：技能掌握式教学模式经常被称为“传统的体育教学模式”，这种模式主

要受苏联传统教学理论的影响。它主要是依据运动技能的形成规律而设计的，以系统地传授运动技

能为主要目的的体育教学过程。其教学过程的结构特点是教学的单元设计以某一运动技术教学为主

线，以达到目标的难度来判断单元的规模，多采用中大型单元，单元教学内容的排列主要以技术的

难度为顺序。教学课的设计以某个技能的学习和练习为主线，注重练习的次数和必要的运动负荷安

排，主张精讲多练，注重对运动技能掌握效果的评价，也有人称这种教学过程为“三段式教学”。

21．【答案】C。解析：对于焦虑研究的深入和细化，产生了特质焦虑和状态焦虑的概念。特质

焦虑是指不同个体在焦虑倾向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差异，属于个性心理的特征部分。状态

焦虑则是一种在强度上有变化、随时间而波动的短暂情绪反应，是因为特定情境引起的暂时的不安

状态。在体育运动情境中，由于运动的紧张感，使人们对运动项目产生了状态焦虑，且对运动表现

的影响最大、最为直接。故本题选 C。

22．【答案】A。解析：根据攻击时是否有愤怒的情绪表现，可以将运动员的攻击性行为分为敌

意性攻击和工具性攻击。敌意性攻击是指由攻击者的愤怒而产生的、具有使人受伤害的意图、引起

他人痛苦的攻击性行为。如故意将球踢、掷向对方身上，其目标是报复性的，故意给被攻击者造成

痛苦和不幸。在这种情况下，比赛的胜负结果并不是攻击者考虑的主要原因。工具性攻击是指由期

望得到奖赏所引起的，并通过强化而局限在一定条件下的攻击性行为。工具性攻击虽然也有伤害的

意图，但其主要目的不是使受攻击者受到身心上的痛苦，而只是将攻击作为获取金钱、胜利或某种

荣誉的一种手段。工具性攻击行为出现时，攻击者一般没有愤怒的情绪。如在篮球比赛中，运球时

用肘部推打人（当时并不愤怒）；在棒球比赛中，为了打断二次球而通过滑动突然转身把球传到游击

手的手中。根据个体的人格（个性）特点的不同，可以将攻击性行为分为特质性攻击和状态性攻击

两种。前者是指个体具有攻击性的性格特征，并经常发生攻击性行为；后者是指一种暂时的攻击性

行为状态。具有特质性攻击的人，更容易产生状态性攻击行为，借助人格问卷和有关攻击性问卷能

测出这两种攻击性倾向。题干描述的情况是甲队员因无法忍受对方球员的过激行为，产生愤怒情绪

而进行的攻击行为是敌意性攻击。

23．【答案】B。解析：讲解是教师给学生说明教学目标、动作（练习）名称、动作要领、动作



方法、规则与要求等，是指导学生迸行运动技能学习，掌握运动技能的方法。

24．【答案】A。解析：“为什么学”属于教学目的的范畴，它是指学习行为的意图，体现了教

材的价值和意义，教学目的就是人们设立学科和实施教学的行为意图。“用什么学”是教学环境的体

现，它一般指教学过程中使用的教材、教具。“学什么”是教学内容的体现，它是根据教学目标选择

出来的，根据学生发展需要和教学条件，在一定的教学环境下，传授学生相应的知识。“怎么学”是

教学策略的体现，它是在教学过程中，由一定的教学原则指导、师生相互作用共同实现教学目标、

合理利用教学条件的活动方式。

25．【答案】B。解析：领会教学法是体育教学方法指导思想的一项重大改革，它从强调动作技

术转向培养学生认知能力和兴趣。领会教学法在设计具体的教学步骤时，首先从整体出发，建立概

念，然后再回到基础部分的“整体—部分—整体”。这种教学效果明显好于“简单—复杂”的传统教

学。故本题选 B。

26．【答案】D。解析：踢内弧线球的技术要点是击球点在球的后外侧，击球刹那，踝关节内旋

发力，脚趾勾翘，使球内旋并呈弧线运行。

27．【答案】A。解析：题干描述的是一传一切配合的概念。空切配合是指无球队员掌握时机摆

脱对手，切向防守空隙区域接球投篮或做其他进攻的配合。突分配合是指持球队员突破对手后，遇

到对方补防或协防时，及时将球传给进攻位置最佳的同伴进行攻击的一种配合方法。掩护配合是指

进攻队员选择正确的位置，借用自己的身体以合理的技术动作挡住同伴防守者的移动路线，使同伴

借以摆脱防守，获得接球投篮攻击或其他进攻机会的一种配合方法。

28．【答案】C。解析：抛球引臂的动作要领是左手将球平托送至右肩前上方约一臂高处，同时

拍右臂屈肘后引，手置耳侧，抬头、挺胸、展腹。挥臂击球的动作要领是蹬地，收胸腹，略转体带

动挥臂，以肩为轴伸展鞭打球的后下部。在教学过程中抛球和击球是教学的难点，教师应着重讲解

练习抛球和击球。

29．【答案】D。解析：保护与帮助者站在练习者下杠一侧，前摆时，一手扶其上臂，另一手托

其腰部帮助出杠。

30．【答案】B。解析：弯道跑时的蹬地与摆动方向应于身体向圆心方向倾斜趋于一致。身体向

圆心方向倾斜是为了产生向心力，克服离心力。

31．【答案】B。解析：长拳中的“四击”是指踢、打、摔、拿。“八法”是指手、眼、身法、

步，精神、气、力、功。“十二型”是指动、静、起、落、站、立、转、折、快、缓、轻、重。

32．【答案】A。解析：选择解决问题的策略、方法和步骤，是教学设计的核心内容，也是体育

教师的创造性劳动。体育教师要通过选择合理的教学策略，充分调动教学资源，激活各种教学要素，

采用最合理、最有效、最具针对性的教学方法和步骤，使每一位学生通过努力都能达成学习目标。

因此，体育教学过程要素以及资源的最优化分析和处理是教学设计的中心环节。

33．【答案】B。解析：体育教材化是指对教学内容的选择、加工、编排和媒介化等工作。故本



题选 B。

34．【答案】D。解析：体育教学评价的基本构成要素有体育教学评价的目的、体育教学评价的

主体、体育教学评价的内容、体育教学评价的技术和手段（评价方法）。体育教学评价要求有相应的

评价技术和手段（评价方法），这是评价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实施科学评价的基础，同时也是一个难

点。

35．【答案】D。解析：动作示范法是教师（或教师指定的学生）以自身完成的动作作为示范，

用以指导学生进行学习的方法。它在使学生了解所学动作的表象、顺序、技术要点和领会动作特征

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故本题选 D。

二、简答题

36．【参考答案】

运动性疲劳是指由于运动过度而引起身体工作能力下降的现象，是机体运动到一定阶段出现的

一种正常生理现象。其表现为机体工作能力的暂时性下降，心血管系统机能下降，静脉回心血量减

少。

加速消除运动性疲劳，促进静脉血回心，即让人体血液从四肢（多指下肢）末梢尽快回流到心

脏。这样有利于提高机体血氧含量，促进机体尽快恢复到正常水平。

加速消除运动性疲劳，促进静脉血回心的方法有：

（1）发挥骨骼肌的挤压作用。肌肉收缩可把静脉血向心脏方向挤压，如运动后做整理活动，避

免出现血液大量集中在下肢扩张血管内，静脉回血量减少，血压降低等现象。这有助于发挥骨骼肌

的挤压作用，使静脉回心血量增加，有利于加速机体功能的恢复。

（2）调整呼吸。吸气时胸廓扩大，胸内压进一步降低，胸腔内的大静脉和右心房扩张，压力下

降，有利于外周静脉血回流心脏。因此，可采取深呼吸等方式加速静脉血回流心脏。

（3）体位改变。人体直立时，身体的大多数静脉均处于心脏水平以下。在重力作用下，静脉充

盈扩张，静脉回心血量减少，当人从直立转为平躺时，全身各静脉与心脏处于同一水平，血液回流

受重力影响小，静脉回心血量增加，可加速消除运动性疲劳。

37．【参考答案】

（1）有利于深化体育教学改革。体育教学模式研究是与教学思想、教学内容、教材编排以及教

学方法密切相关的问题，是承上启下的教学设计和教学方略的问题。因此，有关体育教学模式的研

究对深化体育教学改革至关重要。

（2）有利于简化教学问题。排除事物次要的、非本质的部分，抓住事物主要的、本质的部分进

行研究。

（3）有利于体育理论与教学实践的结合。体育教学模式可以帮助我们从动态上把握体育教学过

程的本质和规律，重视各个部分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



（4）有利于活跃一线体育教师的研究。体育教学模式的实质是体育教学过程的设计，教师依据

所学理论设计和改造教学过程和教学方法就是教学模式的研究。因此，教学模式的研究是体育教师

最需要的、最能与日常教学工作结合、最具有可行性的研究。

38．【参考答案】

体育课堂教学评价是对体育教师的教学过程与教学效果进行的评价。在体育课堂教学评价中，

一方面要对整个教学过程的展开进行评价，另一方面更要注意教学活动的有效性，即对实现教学目

标的有效性程度进行评价。同时，更要注意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表现以及学生学习前后发生的变

化进行评价。评价体育课堂教学的手段和方法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评价，一方面是对教师教学工作

（教学设计、组织、实施等）的评价，即教师教学评价；另一方面是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即考

试与测验。

（1）评价手段包括：教学目标的回顾、教学过程的回顾、听取学生意见、听取评课专家意见、

微格教学等。

（2）评价方法包括：教师自省、教学评语、教学日记、案例分析等。

三、案例分析题

39．【参考答案】

（1）学校体育是“健康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体育的基础，对增强学生体质，减少疾

病，践行“健康中国”有着重要作用。

①学校体育的生理作用

学校体育能使学生养成良好的正确姿势；促进学生生长发育；提高学生机能水平；发展学生身

体素质和基本活动能力；增强学生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

②学校体育的心理作用

在体育教学活动的过程中，学校体育激发学生的运动兴趣和运动动机；促使学生基本养成体育

锻炼习惯；运动技能和体质健康水平明显提升；规则意识、合作精神和意志品质明显增强。

③学校体育对促进人的社会适应的作用

学校体育对人的社会健康的促进作用是由体育活动的社会特性决定的。体育教学中的游戏和拓

展课使学生之间增进彼此信任，形成较好的合作关系。这些优秀的品质能够使学生更好地融入社会。

学校体育教学过程中，竞争始终相伴相随，既有团队的竞争，也有个人的竞争。但所有的竞争都讲

求公平公正，有一套完整的规则体系，在体系下顽强拼搏、挑战极限，在竞争中合作。这种意识在

日趋激烈的社会竞争中也是弥足可贵的。

④学校体育对减少疾病，减轻医疗负担的作用

目前许多疾病的发生与不进行体育锻炼有关。学校体育坚持让学生进行体育活动，提高身体素

质和应对疾病的抵抗能力，提高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学校体育还可以带动整个家庭和周围的体育氛



围，提高国民素质，减少疾病的发生，减轻医疗负担，从而提高生活质量。

（2）①落实好“将健康教育作为所有教育阶段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的明确要求，建立学校健

康教育推进机制，构建学科教学与专题教育相结合、课堂教育与课外实践相结合、经常性宣传教育

与集中式宣传教育相结合的健康教育新模式。

②完善体育课程，以培养学生兴趣、养成锻炼习惯、掌握运动技能、增强学生体质为主线。

③提高体育教学水平，加强健康知识教育，注重运动技能的学习，科学安排运动负荷，重视实

践练习。

④强化课外锻炼，健全学生体育锻炼体制。学校要将学生在校内开展的课外体育活动纳入教学

计划，列入作息时间安排，与体育课教学内容相衔接，切实保证学生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落到

实处。

⑤通过组建运动队、代表队、俱乐部和兴趣小组等形式，积极开展课余体育训练，为有体育特

长的学生提供成才路径，为国家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奠定基础。

⑥完善竞赛体系，建设常态化的校园体育竞赛机制，广泛开展班级、年级体育比赛。学校每年

至少举办一次综合性运动会或体育节，通过丰富多彩的校园体育竞赛，吸引广大学生积极参加体育

锻炼。

40．【参考答案】

（1）该教师采用的教学模式有快乐体育的“目标学习”教学模式、小群体教学模式。案例中该

教师组织学生利用游戏来体验跨越障碍的感觉，帮助学生体验运动和体育学习的乐趣，所以是快乐

体育“目标学习”的教学模式；同时该教师还将学生按照运动水平进行分组，此过程为小群体教学

模式。

（2）优点：①在第 1次课中能够采用游戏的方法让学生体会跨越障碍的感觉，激发学生对跨栏

跑的兴趣。②考核方法与自身的成绩作比较，能够根据学生自身的运动水平进行运动考核，提高学

生积极性，同时能够减少运动损伤的发生。③能够发挥学生的自主性，自定目标进行练习；

缺点：①该教师没有根据各学生的实际情况确定跨栏跑的教学目标。②该教师没有强调重、难

点。③没有结合学生的特点选择教学的手段。该教师在第 2～5次课中主要让学生分组自行练习，没

有体现教师的主导性。④评价方式过于单一。该教师只采用了相对性评价，本身运动水平好但进步

不明显的学生会降低其运动积极性。

四、教学设计题

41．【参考设计】

“排球正面双手上手传球”基本部分教学设计



教学步骤 练习形式 时间分配

一、复习排球

正面双手垫球

（一）两人一组相距 3～5米，进行互垫练习，熟悉垫球的基本技术。

（二）两人一组，一人发球，另一人按要求将球垫向指定位置，提高

垫球的质量。

提问：当来球位于我们额前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处理球？

目的：引发学生思考探究，并引出本节课学习内容

5分钟

二、学习正面

上手传球技术

（一）示范

示范前提问：（1）传球手形；（2）击球部位。

组织教学：四列横队，正面及侧面示范。

要求：注意观察，认真听讲并模仿教师的示范动作。

（二）讲解

结合学生的回答边示范边讲解动作要点

（1）准备姿势：膝盖微屈，目视来球方向，双肘自然弯曲，双手置于

脸前。

（2）手形：两手自然张开成半球形，手腕稍后仰，拇指相对。

（3）迎球：当球接近前额时，向前上方主动迎击球。

（4）用力：传球用力顺序是下肢蹬地与伸臂相结合，通过手指、手腕

产生的反弹力将球传出。

（5）随前：击球后重心前移，准备下一个击球动作。

（三）练习设置

1．自主练习

（1）原地正面双手上手传球的徒手练习

组织教学：四列横队。

要求：体会正确的传球动作和正确的击球点。

（2）原地自传练习

方法：每人一球，连续向上自传，由低到高依次进行。

要求：①体会传球动作、击球点、手形及控制球的能力；②教师巡视

指导，强调传球手形及击球部位（反复徒手练习，体会正确动作）。

2．合作练习

（1）两人一组，一抛一传练习

方法：间隔 4米，一人抛球，另一人传球给抛球人。

（2）两人对传

方法：两人一组，相距 4米左右站立，进行对传练习。

20分钟



要求：①注意体会全身协调发力；②两人相互观察，互相评价，不断

改进技术动作。

3．探究、提升练习

提问：为什么很多同学在传球的时候动作显得很僵硬，而且还会产生

很响的声音呢？

结论：传球时上下肢用力不协调

纠正方法：多做简单的抛传或对传练习，体会正确的用力方式。

（1）两人对传

方法：两人一组，相距 4米左右站立，进行对传练习。

要求：边练习边思考，提高控球能力，争取连续传球。

（2）三角传球

方法：三人一球，成正三角形站立，按顺时针方向传球。

要求：面对出球方向，保证正面传球。

4．检验

将全班以异质分组的形式在两片场地上进行教学比赛，比赛中只允许

采用垫球和传球的方式进行，失误三次以上的队员，将由替补队员及

时换下（教师和体委分别担任裁判），最后检验各组成绩。

三、游戏——

“滚球接力”

将学生分成人数相等的四组，两脚开立成一路纵队。游戏开始时，由

排头同学持球沿后面同学的两脚之间滚向排尾，排尾接球后跑到排头

将球滚向排尾。依次进行，最先完成的小组获胜。

组织方法：将全体学生分为人数均等的四组。

要求：按规则完成游戏，积极主动

5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