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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初级中学）

一、考试目标

1.化学学科知识运用能力。掌握化学专业基础知识及基本技能，具备化学学

科的实验技能和方法，了解化学所提供的独特的认识世界的视角、领域、层次及

思维方法；掌握化学教学的基本理论，并能在教学中灵活运用；了解化学学科发

展的历史和现状，把握化学学科最新发展动态；准确理解《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

准（2011 年版）》规定的课程目标、教学内容和实施建议，用以指导自己的教学。

具有运用化学学科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化学教学设计能力。能根据《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2011 年版）》规定

的课程目标，针对初中学生的认知特征、知识水平及学习需要选择合适的教学内

容；能根据教学内容的特点、学生个体差异确定教学重点和教学难点；学会依据

课程标准和教材制定具体的教学目标；根据不同主题内容的特点，合理选择教学

策略和教学方法；合理利用化学教学资源，设计多样的学习活动，引导学生积极

参与学习过程；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所选教学内容的方案设计。具有基于课程标

准、教材和教学设计知识进行教学设计的能力。

3.化学教学实施能力。掌握初中化学教学实施的基本步骤，能根据学生的学

习反馈优化教学环节；掌握化学教学的组织形式和策略；创设生动活泼的教学情

景，注意贴近学生的生活，联系社会实际，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知识和技能；理

解初中学生的认知特点、学习方式及其影响因素，认识初中学生建构化学知识和

获得技能的过程；注重科学方法教育，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引导学生在学

习体验中获得化学学习的方法；具有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的能力，合理发挥多种媒

体在化学教学上的功能。具有较强的教学实施能力。

4.化学教学评价能力。了解化学教学评价的基本类型及特点，掌握基本的评

价方式；积极倡导评价目标的多元化和评价方式的多样化，发挥教学评价促进学

生发展的功能；能够运用教学反思的基本方法改进教学。具有初步的教学评价能

力。

二、考试内容模块与要求

（一）学科知识运用

1. 化学专业知识

（1）掌握与中学化学密切相关的大学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的基础知识、基本原

理和高中化学知识与技能。

（2）掌握初中化学知识和技能，具备化学学科的实验技能和方法，能够运用化

学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分析和解决有关问题。

（3）了解化学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和化学研究的专门性方法，化学学科认识世

界的视角及思维方法；了解化学发展史及化学发展动态。

2. 化学课程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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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解初中化学课程性质、基本理念、设计思路和课程目标。

（2）熟悉《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2011 年版）》所规定主题内容的标准和要

求。

（3）理解初中化学教材的编写理念、编排特点及知识呈现形式，能够根据学生

学习的需要使用教材。

3. 化学教学知识

（1）了解化学教学理念、教学原则、教学策略及教学方法等一般知识。

（2）认识化学教学过程的基本特点及其规律，掌握中学元素化合物、基本概念

和基础理论等核心知识教学的基本要求及教学方法。

（3）知道化学教学活动包括教学设计、课堂教学、作业批改与考试、课外活动、

教学评价等基本环节，能根据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组织化学教学活动。

（二）教学设计

1. 化学教材分析能力

（1）根据《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2011 年版）》及教材的编写思路和特点，

理解初中化学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确定课时内容在教材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2）了解化学教学内容与化学课程内容、化学教材内容和化学教学目标之间的

关系，能对化学教学内容进行合理的选择和组织。

（3）通过教材内容分析和学生已有的知识基础分析确立教学重点与难点，并阐

述相应的教学解决方案。

2. 确定化学教学目标

（1）领会“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维度教学

目标的含义。

（2）能够根据《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2011 年版）》、教材和学生的认知特征，

确定具体课程内容的教学目标并准确表述。

3. 选择教学策略和方法

（1）根据化学学科的特点和初中学生认知特点，分析学生的学习需要，确定学

生的学习起点，选择合适的教学策略和教学方法。

（2）能够根据学生的学习起点，明确教学内容与学生已有知识之间的关系，确

定教学内容的相互关系和呈现顺序。

（3）了解化学资源的多样性，能根据所选教学内容合理开发、选择和利用教学

资源。

4. 设计化学教学程序

（1）理解化学教学内容组织的基本形式和策略，能够设计合理的教学流程。

（2）通过研究典型的化学教学设计案例，掌握教学设计的方法，评价教学案例

的合理性。

（3）能够在规定时间内应用化学课时教学设计的一般步骤，完成所选教学内容

的教案设计。

（三）教学实施

1. 课堂学习指导能力

（1）了解化学情境创设、学习兴趣的激发与培养的方法，掌握指导学生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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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和策略，帮助学生有效学习。

（2）掌握初中学生化学学习的基本特点，能够根据化学学科特点和学生认知特

征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探究学习和合作学习。

2. 课堂组织调控能力

（1）掌握化学教学组织的形式和策略，具有初步解决化学教学过程中各种冲突

的能力。

（2）了解对化学教学目标、教学任务、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教学活动因素进

行调控的方法。

3. 实施有效教学能力

（1）能依据化学学科特点和学生的认知特征，恰当地运用教学方法和手段，有

效地进行化学课堂教学。

（2）掌握化学实验教学的功能、特点和方法，强化科学探究意识，培养学生的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3）能恰当选用教学媒体辅助化学教学，整合多种教学资源，提高化学教学效

率。

（四）教学评价

1. 化学学习评价

（1）了解化学教学评价的知识和方法，具有正确的评价观，能够对学生的学习

活动进行正确评价，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2）能够结合学生自我评价、学生相互评价、教师评价，帮助学生了解自身化

学学习的状况，调整学习策略和方法。

2. 化学教学评价

（1）能够依据《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2011 年版）》倡导的评价理念，发挥

教学评价的检查、诊断、反馈、激励、甄别等功能。

（2）了解教学反思的基本方法和策略，针对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能够对教学过

程进行反思和评价，提出改进的思路。

三、试卷结构

模 块 比 例 题 型

学科知识运用 30%
单项选择题

简 答 题

教学设计 30%

单项选择题

简 答 题

教学设计题

教学实施 30%
单项选择题

案例分析题

教学评价 10%
单项选择题

诊 断 题

合 计 100%
单项选择题：约40%

非 选 择 题：约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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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题型示例

1．单项选择题

（1）在环保部门可用氯化钯（PdCl2）检测 CO 对空气的污染情况。已知 CO

与 PdCl2溶液反应产生黑色的金属钯粉末，有水参加反应。反应中 CO 具有

A.氧化性 B.还原性 C.催化性 D.不稳定性

（2）含有下列离子的溶液，与 Na2S 溶液反应不生成黑色沉淀的一组是

A.Fe
2+
,Bi

3+
B.Cd

2+
,Zn

2+
C. Fe

3+
,Cu

2+
D.Mn

2+
,Pb

2+

2．简答题

教育部制订的《全日制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实验）》指出：

义务教育阶段的化学课程应体现启蒙性、基础性。一方面提供给学生未来发

展所需要的最基础的化学知识和技能，培养学生运用化学知识和科学方法分析和

解决简单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使学生从化学的角度逐步认识自然与环境的关

系，分析有关的社会现象。

根据以上材料，简要回答下列问题。

（1）请列举初中化学 3个最基础的化学知识。

（2）请列举初中化学 2个最基本的化学技能。

（3）请列举中学化学中 3种常用的科学方法。

3．诊断题

（1）一次实验结束时，小明忘记将酒精灯灯帽盖上，第二天再去点燃时，

怎么也点不着，这是怎么回事呢？小明想探个究竟，于是便设计并进行下列实验：

①检查灯内是否还有足量的酒精，发现酒精量充足；

②将酒精灯内的酒精倒出少量点燃，能很好地燃烧；

③挤压灯头处的灯芯，很难挤出液体，点燃挤出的一滴液体，该液体不能燃

烧；

④将酒精灯盖好放置几个小时后，或直接在灯头上滴上几滴酒精，再去点燃

时，酒精灯能正常燃烧。

小明还去学校图书馆查阅了有关资料，记录了如下信息：

酒精（学名乙醇）是无色透明、具有特殊香味的液体。它易挥发，能与水以

任意比混溶，并能溶解多种有机化合物。酒精容易燃烧，金属钠与酒精能发生置

换反应，酒精能与醋酸发生酯化反应……

实验室酒精灯所用酒精一般是 95%的工业酒精……

酒精的沸点为 78.5℃，水的沸点为 100℃……

请回答下列问题：

①酒精的化学性质有 ； （写两点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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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小明设计实验①②的目的是 。

③实验③挤出的一滴液体不能燃烧的可能原因是 。

④通过以上探究活动，小明最终可以得出的结论是 。

⑤上述试题在某初三年级学生中考试结果显示,（3）（4）两问得分率偏低，

试分析可能的原因。

（2）某教师在过程性考试中设计了下列测试题,多数学生的解题过程及考试

结果如下:

[试题]右图是两支高度不同燃着的蜡烛，当用一个透明的大

玻 璃 筒 倒 扣 住 两 支 燃 着 的 蜡 烛 时 ， 所 观 察 到 的 现 象

是 ，原因是 。

［考试结果］有 70.5%的学生回答结果是：（现象）从下至上，

两支蜡烛依次逐渐熄灭；（原因）CO2的密度比空气大，且既不燃

烧，也不支持燃烧。

请回答下列问题：

①你认为正确的答案是：现象是 ，原因是 。

②试对学生解题错误形成的原因进行分析和诊断。

4．案例分析题

下面是两位初中化学教师讲授“质量守恒定律”的教学实录。

［张老师的教学实录］

［提出问题］复习化学变化的实质（分子拆分、原子重新组合），引出问题：

在化学变化中物质发生变化。那么，在化学变化中，参加反应的物质质量有没有

变化？

［作出假设］学生根据已有经验，提出假设：（1）增加；（2）减少；（3）不

变。

［设计实验进行探究］小组讨论根据实验目的和所提供的实验用品设计实验

方案，组织交流、评价实验方案，选出可行性方案。包括：

［实验 1］氢氧化钠与硫酸铜反应，测量反应前后质量。

［实验 2］蜡烛燃烧，测量反应前后质量。

［进行实验］依照实验方案进行实验并记录实验现象和测定的实验数据。

［汇报实验结果］蜡烛燃烧后质量减少；

氢氧化钠与硫酸铜反应前后质量不变。

［对结果进行分析］

学生对上述现象产生如下的想法：

●“蜡烛燃烧后质量减少，是由于生成的气体没有被称量所造成的。”

●“氢氧化钠与硫酸铜反应前后质量不变，因为反应中既没有气体参加，又

没有气体生成。”



教师资格证考试大纲

想当老师 得先有证7

● 研究蜡烛燃烧反应的质量变化，应将参加反应的氧气和生成的二氧化碳、

水一起称量。”

●“如果把蜡烛放在一个集气瓶中点燃，塞上塞子再称，质量可能就不变了。”

……

［重新设计并完成实验］略

［得出结论］化学反应后参加反应的各物质的质量总和保持不变。

［提出问题］实验结果是否具有普遍意义？

［讲述］质量守恒定律的发现史。

［解释］引导学生从微观角度进行分析：化学变化中，原子的种类没有改变，

原子的数目也没有增减。所以说，在化学反应的前后，参加反应的各物质的质量

总和必然等于反应后各生成物的质量总和。

［练习巩固］略。

［李老师的教学实录］

［问题引入］化学反应前、后物质的种类发生了变化，那么，化学反应前、

后物质的总质量是否发生变化？是增加，是减少，还是不变呢？下面让我们通过

实验来研究一下。

［演示实验］

●蜡烛燃烧前、后质量的测定（密闭容器）；

●硫酸铜溶液与氢氧化钠溶液反应前、后质量的测定。

［数据记录，得出结论］在这两个反应中，化学反应前、后物质的质量不变。

［问题］化学反应前、后物质的质量总和相等的结论是否具有普遍的意义？

［讲述］18 世纪下半叶，生产的迅速发展推动了科学实验的进展。在化学

实验室里有了比较精密的实验仪器，这使化学研究工作发生了质的转变，即从对

物质的简单定性研究进入到较精密的定量研究。在该过程中，拉瓦锡作出了重要

贡献。拉瓦锡使几种物质发生化学反应，并测定反应前后物质的总质量。经过反

复实验和分析，都得到相同的结论；化学方法只能改变物质的成分而不能改变物

质的质量。这个结论就是现在的质量守恒定律。要想进一步证明或否定这一结论，

需要极精确的实验结果，但在 18 世纪，实验设备和技术还达不到这种要求。后

来，不断有人改进实验技术等，以求能得到更精确的实验结果。20 世纪初，德

国和英国化学家分别做了精确度极高的实验，反应前后的质量变化小于一千万分

之一，这个误差是在实验误差允许范围之内的，从而使质量守恒定律确立在严谨

的科学实验的基础上。

［讲解］质量守恒定律（略）

［问题］

·化学变化的实质是什么？

·道尔顿认为，物质是由原子构成的，同种原子的性质和质量都相同。根据

这一观点，结合化学变化的本质，从微观角度对质量守恒定律进行解释。

［学生讨论，得出结论］化学变化中，原子的种类没有改变，原子的数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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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增减。所以说，在化学反应的前后，参加反应的各物质的质量总和必然等于

反应后各生成物的质量总和。

［讨论］质量守恒定律是化学中的基本规律，也是自然界中的普遍规律。它

认为，物质只能相互转化，而不能任意消灭或创生。但是，当人们在赞美蜡烛高

贵品质的时候常说：“照亮别人，毁灭了自己。”这里所说的毁灭自己，是否指物

质任意的消灭呢？如何解释？

［解释并总结］略。

请结合两位老师的教学实录，回答下列问题：

①比较两位老师教学内容的异同，并说明各自教学内容选择的合理性及不

足。

②这两位老师的化学教学内容组织采用了哪种形式？

③请判断这两位老师的教学方案是否体现了科学探究思想，为什么？

④以张老师的教学为例，说明化学实验对发展学生科学素养具有哪些作用？

⑤试说明教学内容的选择是否与地域有关系？为什么？

5．教学设计题

阅读下列材料，完成教学设计。

材料 1：《全日制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实验稿）》的“内容标准”：

“初步学习在实验室制取氧气，认识催化剂的重要作用。”

材料 2：义务教育课程标准使用教科书《化学》（九年级上册）的目录（略）。

材料 3： 某教师设计的 “氧气的实验室制取”的教学设计材料。

［教学流程］

［导入新课］

师：上节课我们用装在集气瓶中的氧气做了氧气化学性质的实验。同学们可

知道这一瓶瓶氧气在实验室是怎样制得的吗？

情境：学生交

流、讨论获得

氧气的方法

多媒体展示：实

验室制气体的

一些要求

问题：哪些途径

用于实验室制

取氧气

情境：演示氯

酸钾制氧、出

示装置

学生活动：模仿搭

建装置展示、评

判，讨论装置细节

情境转化：用

H2O2制氧气，如

何改动原装置

学生活动：讨

论选择制氧

气方案

学生活动：重新

搭建第二套装

置，展示、评判

情境深化：用该

装置演示，气体

产生速度快，如

何弥补不足

学生活动：

讨论，并对

装置进行

优化改进

实验录像：结合学

生提出的多种装

置，演示制氧情况，

找出理想的装置

情境应用：应用

两套不同制氧

装置，解决实际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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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摇头。（小声低语：不知道）

师：大家可能在医院见过氧气钢瓶。医院的这些氧气又是怎么制得的呢？

生：摇头。（小声低语：不知道）

师：好，我们这节课就要学习氧气的实验室制法和工业制法。在学习实验室

制法时，我们将从反应原理、所用药品、制气仪器装置与操作、气体收集方法及

原理几方面来系统学习。

……

根据以上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1）试确定本课的三维教学目标。

（2）试确定本节课的教学重点和难点。

（3）试列举新课导入主要有哪几种方法？上述“导入新课”主要运用了其

中的哪一种方法？

（4）以实验室制取氧气为例，说明演示实验的教学要求。实验室用氯酸钾

制取氧气操作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5）板书是在讲授过程中按步骤、分阶段地把教学信息呈现在黑板上。请

对本课进行板书设计。



教师资格证考试大纲

想当老师 得先有证10

华图教师在线 APP

资格证，教师编免费刷题神器

教师在线，考教师，我们有您想要的！

学海无涯乐作舟，让学习停不下来，不信试试！

扫码关注云南教师资格信息网


	《化学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初级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