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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上海市特殊教育 

初中物理课程（视力残疾）终结性评价指南 

 

一、评价的性质、目的和对象 

上海市特殊教育初中毕业统一学业考试是视力残疾学生义务教育阶段的终结性评价。它

的指导思想是有利于落实“针对差异，按需施教”的视力残疾教育的教学理念，有利于深入

实施素质教育，推进课程教学改革；有利于提高视力残疾学生的科学素养，促进视力残疾学

生健康成长和全面和谐、富有个性的发展。评价结果是视力残疾初中毕业生综合评价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衡量视力残疾学生是否达到相应特殊教育初中毕业标准的重要依据，也是上海

市盲童学校高中阶段招生的重要依据。 

评价对象为2019年完成上海市全日制九年义务教育的视力残疾学生（包括上海市盲童

学校初中毕业生和普通中学随班就读的视力残疾初中毕业生）。 

二、评价标准 

（一）能力目标 

依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中学物理课程标准（试行稿）》（2004 年 10 月版）规定

的初中（八至九年级）物理课程目标和视力残疾学生的特点，确定以下能力目标。 

1．物理基础知识 

1.1 知道简单物理现象和基本物理事实。 

1.2 理解基本物理概念、物理规律和科学方法。 

1.3 知道生活、生产中常见的物理知识。 

2．物理基本技能 

2.1 知道测量工具。 

2.2 知道实验的目的、器材和操作步骤。 

2.3 能根据实验要求简单处理实验数据。 

3．物理综合能力 

3.1 能运用物理概念和规律解决简单问题。 

3.2 能针对简单任务，选择探究方案，并得出初步的结论。 

3.3 能从简单材料中获取信息，并对所获得的信息进行初步处理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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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容要求 

依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中学物理课程标准（试行稿）》（2004 年 10 月版）规定

的初中（八至九年级）物理基础型课程的内容与要求及视力残疾学生的特点确定以下内容与

要求。 

基础型课程的内容主题 

一级主题 

主题一 物质 

主题二 机械运动 

主题三 电磁运动 

主题四 能量 

主题一    物质 

二级主题 学习内容 学习水平 

密度 
1.1.1 质量 A 

1.1.2 密度 B 

分子  原子 
1.2.1 分子  原子 A 

1.2.2 分子动理论 A 

宇宙 1.3.1 太阳系 A 

学生实验 
1.4.2 探究物质质量与体积的关系 A 

1.4.3 测定物质的密度 B 

主题二    机械运动 

二级主题 学习内容 学习水平 

力 

2.1.1 力  力的图示 A 

2.1.2 力的测量 A 

2.1.3 重力 B 

2.1.4 摩擦力 A 

2.1.5 合力  同一直线上二力的合成 B 

2.1.6 二力平衡的条件 B 

简单机械 
2.2.1 杠杆  杠杆平衡的条件 B 

2.2.2 滑轮 A 

压强 2.3.1 压力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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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主题 学习内容 学习水平 

2.3.2 压强 B 

2.3.3 液体内部的压强 B 

2.3.4 连通器 A 

2.3.5 大气压强 A 

浮力 
2.4.1 浮力 A 

2.4.2 阿基米德原理 B 

声音 
2.5.1 声音的发生和传播 A 

2.5.2 乐音  噪声 A 

匀速直线运动 

2.6.1 机械运动  参照物 A 

2.6.2 匀速直线运动 A 

2.6.3 路程—时间图像  速度 B 

惯性 2.7.1 牛顿第一定律  惯性 A 

学生实验 

2.8.1 用弹簧测力计测力 A 

2.8.3 探究杠杆平衡的条件 B 

2.8.4 探究液体内部的压强与哪些因素有关 A 

2.8.5 验证阿基米德原理 B 

主题三    电磁运动 

二级主题 学习内容 学习水平 

简单电路 

3.1.1 电流  电流表 B 

3.1.2 电压  电压表 B 

3.1.3 电阻  滑动变阻器 B 

3.1.4 欧姆定律 B 

3.1.5 串联电路及其简单应用 B 

3.1.6 并联电路及其简单应用 B 

简单电磁现象 

3.2.1 磁场  磁感线 A 

3.2.2 电流的磁场  右手螺旋定则 A 

3.2.3 无线电波及无线电通信 A 

光的传播 

3.3.1 光的反射 A 

3.3.2 平面镜成像 
A 

3.3.3 光的折射 
A 

3.3.4 透镜 A 

3.3.5 凸透镜成像规律及其简单应用 B 

3.3.6 光的色散现象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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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主题 学习内容 学习水平 

学生实验 

3.4.1 用电流表测电流  用电压表测电压 A 

3.4.2 用滑动变阻器改变电路中的电流 A 

3.4.3 探究电流与电压的关系 B 

3.4.4 用电流表、电压表测电阻 B 

3.4.5 探究平面镜成像的特点 A 

3.4.6 探究凸透镜成像的规律 A 

主题四    能量 

二级主题 学习内容 学习水平 

机械能 

4.1.1 功  功率 
B 

4.1.2 动能  势能 A 

4.1.3 机械能 A 

内能 

4.2.1 温度  温标 A 

4.2.2 热量 B 

4.2.3 比热容 B 

4.2.4 内能  改变内能的两种方法 A 

4.2.5 热机 A 

电能 

4.3.1 电功  电能表 B 

4.3.2 电功率 B 

4.3.3 电能的获得与输送 A 

能的转化与能量守

恒 

4.4.1 动能与势能的相互转化 A 

4.4.2 能的转化与能量守恒 A 

4.4.3 能源  能源的开发与利用 A 

学生实验 4.5.1 测定小灯泡的电功率 B 

《上海市中学物理课程标准（试行稿）》（2004 年 10 月版）对“知识与技能”维度中关

于现象、概念、规律的学习水平划分为 A、B、C、D 四个等级，对学生实验的学习水平划

分为 A、B、C 三个等级。 

学习水平界定表 

维度 学习水平 含义 

知 

识 

与 

现象 

概念 

规律 

A 知道 识别和记忆学习内容。是对知识的初步认识 

B 理解 
初步把握学习内容的由来、意义和主要特征。是对知识

一般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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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 学习水平 含义 

技 

能 
C 掌握 

以某一学习内容为重点，联系其他相关内容，解决简单

的物理问题。是对知识较深入的认识 

D 应用 
以某一学习内容为重点，综合其他相关内容，解决新情

境下的简单物理问题。是对知识较系统的认识 

实验 

A 
初步 

学会 

根据实验目的，按照具体的实验步骤，正确使用给定的

器材，完成观察、测量等实验任务 

B 学会 

根据实验目的，参照简要的实验步骤，合理选择实验器

材，独立完成观察、测量、验证和探究等实验任务，正

确处理实验数据 

C 设计 

根据学习的需要，确定实验目的，设计实验方案，选择

或制作简易的实验器材，根据实验结果分析和改进实验

方案 

过程 

与 

方法 

感受 
感觉和接受相关的过程与方法。其他行为动词还有注

意、关注、感到等 

认识 
认得和区别相关的过程与方法。其他行为动词还有经

历、描述、明白、表达等 

运用 
选择和采用相关的过程与方法。其他行为动词还有解

释、交流、发现等 

情感 

态度 

与价 

值观 

体验 
萌发和体会相应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其他行为动词还

有感觉、感触、了解等 

感悟 
感知和领悟相应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其他行为动词还

有领略、激发、懂得等 

形成 
树立和具有相应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其他行为动词还

有区别、养成、建立、提高、增强等 

三、试卷结构及相关说明 

（一）能力目标结构 

理化试卷物理部分，能力目标分为物理基础知识、物理基本技能与物理综合能力，其中

物理基础知识约占 70%，物理基本技能与物理综合能力约占 30%。 

（二）知识内容结构 

物理部分知识内容覆盖物质、机械运动、电磁运动和能量四大主题领域，其中力学约占

48%，光学与热学约占 17%，电磁学约占 35%。实验内容分布在以上各项中，约占总量的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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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题型题量结构 

上海市初中毕业统一学业考试理化试卷共七大题，其中一、二、三、四大题分别为物理

部分的选择题、填空题、计算题和实验题。各题型的题量与分值如下表。 

题型题量与分值 

题号 题型 题量 分值 

一 选择题 12 题 24 

二 填空题 5~6 题 20~24 

三 计算题 4 题 26~30 

四 实验题 3~4 题 15 

总计 24~26 题 90 

（四）相关说明  

1．难度结构：试题的易、中、难的比例适中。 

2．试卷满分值：理化试卷满分 150 分，物理部分 90 分。 

3．考试时间：理化试卷的考试时间 180 分钟。 

4．考试形式：闭卷笔试，盲生用盲文在答题纸上答题；低视力学生直接在低视力试卷

上答题。 

5．其他说明：基于视力残疾学生的特殊情况对实验操作、实验装置图不作要求。 

 

四、题型示例 

题型示例仅用于说明考查的能力目标与题型的样式。 

（一）选择题 

【例 1】在原子中带负电的是 

A．质子   B．电子   C．中子   D．原子核 

【参考答案】B 

【能力目标】基础知识/知道简单物理现象和基本物理事实 

【知识内容】物质/分子  原子/分子  原子 

 

【例 2】四冲程汽油机在工作过程中，将内能转化为机械能的冲程是 

A．吸气冲程  B．压缩冲程  C．做功冲程  D．排气冲程 

【参考答案】C 

【能力目标】基础知识/知道生活、生产中常见的物理知识 

【知识内容】能量/内能/热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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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某凸透镜的焦距为 10 厘米，若物体在光屏上所成的像离该透镜的距离大于 30

厘米，则物体离该透镜的距离可能为 

A．3 厘米   B．13 厘米  C．23 厘米  D．33 厘米 

【参考答案】B 

【能力目标】基础知识/理解基本物理概念、物理规律和科学方法 

【知识内容】电磁运动/光的传播/凸透镜成像规律及其简单应用 

 

（二）填空题 

【例 4】上海地区家用照明电路的电压为________(1) 伏；奥斯特通过实验发现________(2) 周

围存在磁场；额定功率为 1 千瓦的用电器正常工作 3 小时，耗电________(3) 度。 

【参考答案】（1）220  （2）电流  （3）3 

【能力目标】基础知识/知道简单物理现象和基本物理事实 

基础知识/知道简单物理现象和基本物理事实 

基础知识/理解基本物理概念、物理规律和科学方法 

【知识内容】电磁运动/简单电路/电压  电压表 

电磁运动/简单电磁现象/电流的磁场  右手螺旋定则 

能量/电能/电功  电能表 

 

【例 5】中国运动员苏炳添在国际田径百米大赛中跑出了 9 秒 99 的成绩，成为首位跑

进 10 秒的中国人。起跑时他用力蹬助跑器后飞速冲出，说明力可以改变物体的________(4) 。

在冲过终点减速的过程中，他的惯性________(5) ，动能________(6) 。（后两空均选填“增大”“不

变”或“减小”） 

【参考答案】（4）运动状态  （5）不变  （6）减小 

【能力目标】基础知识/知道生活、生产中常见的物理知识 

基础知识/理解基本物理概念、物理规律和科学方法 

基础知识/理解基本物理概念、物理规律和科学方法 

【知识内容】机械运动/力/力  力的图示 

机械运动/惯性/牛顿第一定律  惯性 

能量/机械能/动能  势能 

 

【例 6】温度一定时，声波在不同介质中的传播速度是________(7) 的（选填“相同”或“不

同”）。蒙住双眼的小王能辨别周围同学的声音，这是因为不同人声音的________(8) 不同，同时还

可以根据声音的________(9) 来大致判断周围同学离他的远近（均选填“响度”“音调”或“音

色”）。 

【参考答案】（7）不同  （8）音色  （9）响度 

【能力目标】基础知识/知道简单物理现象和基本物理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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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知识/知道生活、生产中常见的物理知识 

基础知识/知道生活、生产中常见的物理知识 

【知识内容】机械运动/声音/声音的发生和传播 

机械运动/声音/乐音  噪声 

机械运动/声音/乐音  噪声 

 

【例 7】2 千克的水温度降低 5℃，水放出的热量为________(10) 焦。水的比热容在常见的物质

中是比较________(11) 的，因此沿海地区昼夜温差比同纬度的内陆地区________(12) （均选填“大”或

“小”）。[c 水＝4.2×10
3焦 /（千克•℃）] 

【参考答案】（10）4.2×10
4
  （11）大  （12）小 

【能力目标】基础知识/理解基本物理概念、物理规律和科学方法 

基础知识/知道生活、生产中常见的物理知识 

基础知识/知道生活、生产中常见的物理知识 

【知识内容】能量/内能/热量 

能量/内能/比热容 

能量/内能/比热容 

 

（三）计算题 

【例 8】物体在 20 牛的水平拉力作用下沿拉力方向做匀速直线运动，5 秒内前进了 3

米。求此过程中拉力做的功 W 和功率 P。 

【参考答案】W=Fs=20 牛×3 米 =60 焦  

P= 
W

t
 = 

60焦

5秒
 =12 瓦 

【能力目标】基础知识/理解基本物理概念、物理规律和科学方法 

【知识内容】能量/机械能/功  功率 

 

【例 9】杠杆的动力臂 l1为 2 米，阻力臂 l2 为 0.2 米，若阻力 F2 为 300 牛，求杠杆平衡

时的动力 F1。 

【参考答案】F1l1 =F2l2   F1= 
F2l2

l1
 

 

F1 = 
300牛×0.2米

2米
 = 30 牛 

【能力目标】基础知识/理解基本物理概念、物理规律和科学方法 

【知识内容】机械运动/简单机械/杠杆  杠杆平衡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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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验题 

【例 10】在“用电流表、电压表测电阻”实验中，电流表应与待测电阻________(1) ，电压表应

与待测电阻________(2) （均选填“串联”或“并联”）。 

【参考答案】（1）串联  （2）并联 

【能力目标】基本技能/知道测量工具 

基本技能/知道测量工具 

【知识内容】电路/用电流表、电压表测电阻 

电路/用电流表、电压表测电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