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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上海市特殊教育初中毕业统一学业考试 

综合能力测试（二）考试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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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残疾、自闭症、脑瘫等残疾学生义务教育

阶段的终结性评价。综合能力测试（二）是辅读学校学生义务教育阶段以实用数学学科为主

的综合性能力评价。它的指导思想是：有利于落实辅读学校“以学生发展为本、以生活适应

为核心”的课程理念，有利于促进教师开展课堂教学改革、落实有针对性的个别化教育，有

利于发展学生适应生活的基本运算、解决简单数学问题的能力，促进其在职业高中阶段的可

持续发展。 

评价对象为 2019 年完成上海市全日制九年义务教育的辅读学校学生和随班就读智力残

疾、自闭症、脑瘫等残疾学生。 

 

二、评价标准 

主要依据《上海市辅读学校实用数学课程指导纲要（试行稿）》（2017 年版）规定的辅

读学校中高年级阶段（七至九年级）课程目标，确定如下具体能力目标和知识内容： 

（一）能力目标  

1．基本运算能力 

1.1 能进行 100 以内的连加、连减及加减混合运算。 

1.2 认识 1000 以内的数，会读写，能比较它们的大小，按照大小排序。 

1.3 能进行 1000 以内整百数的加减法计算。 

1.4 能熟练进行表内乘法计算。 

1.5 认识除法符号，学会运用口诀进行表内除法计算。 

1.6 初步认识小数。 

1.7 能使用算术型计算器进行两位数与一位数的乘法、表内除法、小数加减法等计算。 

2．解决生活中简单问题的能力 

2.1 知道重量单位，认识生活中常见的秤，能进行称重，并比较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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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能用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尺进行测量，并比较长短、高矮。 

2.3 认识容积单位。 

2.4 认识温度。 

2.5 能根据远近不同进行排序，认识上下、前后、左右的方位概念。 

2.6 认识生活中的长方体、正方体、球体、圆柱体。 

2.7 认识生活中简单的轴对称图形。 

2.8 认识直线、曲线、线段，能用直尺画出线段，知道长度单位，会使用直尺对线段的

长度进行测量。 

2.9 认识生活中的角。 

2.10 认识商品标价和常见账单，能进行估算，比较价格大小。 

2.11 能读出钟面上的时刻；知道一年的天数，认识年历表。  

（二）知识内容  

领域 内容 

数 前

概念 

1.1 长短的测量与比较 

1.2 物体的称重与比较 

1.3 身高的测量与比较 

1.4 远近的判断与排序 

1.5 方位上、下、前、后、左、右的认识 

图 形

与 几

何 

2.1 长方体、正方体、球体、圆柱体等几何体的认识 

2.2 轴对称图形的认识与判断 

2.3 直线、曲线的认识与比较 

2.4 线段的认识与画法 

2.5 直尺、三角尺、米尺、卷尺等的认识 

2.6 零刻度的认识及画法 

2.7 长度单位厘米、分米、米的认识及换算 

2.8 角的认识 

数 与

运算 

3.1 100 以内连加、连减、加减混合计算 

3.2 100 以内加法、减法图示应用题、简单文字题、简单应用题 

3.3 数位表（个位、十位、百位、千位）的认识 

3.4 1000 以内数的认读和书写 

3.5 1000 以内数的大小比较 

3.6 整百数的加减法计算 

3.7 乘法的认识及乘法口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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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表内乘法简单文字题 

3.9 表内乘法简单应用题 

3.10 除法的认识 

3.11 用乘法口诀求商 

3.12 用算术型计算器进行乘数为一位数的乘法计算 

3.13 表内除法简单应用题 

3.14 小数的读写 

3.15 用计算器进行一位小数计算 

生 活

中 的

数学 

 

4.1 商品标价的认识、大小比较及简单购物 

4.2 商品标价的估算 

4.3 生活账单（收银条、电话账单、水费账单、电费账单、燃气费账单和燃气

保险单）的认识 

4.4 钟面的认识及时与分的换算 

4.5 年历表的认识 

4.6 重量单位千克与克的认识与换算 

4.7 重量单位斤的认识及斤与克、千克的换算 

4.8 秤的认识及称重 

4.9 容积单位毫升与升的认识 

4.10 体温、气温的认识及认读 

 

三、试卷结构及相关说明 

（一）试卷结构 

整卷各能力的分值比例大致如下：基本运算能力部分占 35%，解决生活中简单问题能

力占 65%。 

（二）基本题型 

题型包括计算题、综合题、文字题和应用题。  

（三）相关说明 

1．容易、中等、较难试题的分值比例适中。  

2．试卷满分值：100 分。 

3．考试时间：60 分钟。 

4．考试形式：闭卷笔试，考生将答案直接做在试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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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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题 

【例 1】2×5＝ 

【参考答案】10 

【能力目标】基本运算能力/能熟练进行表内乘法计算 

【例 2】64÷8＝ 

【参考答案】8 

【能力目标】基本运算能力/认识除法符号，学会运用口诀进行表内除法计算 

【例 3】20＋30＝ 

【参考答案】50 

【能力目标】基本运算能力/能进行 1000 以内整百数的加减法计算 

【例 4】  21＋45＋19 

【参考答案】85，要求进行递等式计算，先算 21+45，再算 66+19 

【能力目标】基本运算能力/能进行 100 以内的连加、连减及加减混合运算 

【例 5】  89－23－15 

【参考答案】51，要求进行递等式计算，先算 89－23，再算 66－15 

【能力目标】基本运算能力/能进行 100 以内的连加、连减及加减混合运算 

【例 6】 66－42＋18 

【参考答案】42，要求进行递等式计算，先算 66－42，再算 24＋18 

【能力目标】基本运算能力/能进行 100 以内的连加、连减及加减混合运算 

（二）综合题 

【例 1】将物品与相应的立体图形用线连起来 

 

 

 

 

【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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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目标】解决生活中简单问题的能力/认识生活中的长方体、正方体、球体、圆柱体 

【例 2】下列图形中有 4 个角的图形在括号里打“√”  

【参考答案】 正方形和四边形下打“√” 

【能力目标】解决生活中简单问题的能力/认识生活中的角 

【例 3】观看电子钟的时间，完成填空 

   现在是（  ）时（  ）分，再过（    ）分钟就是 17:00 

【参考答案】（ 16）时（56）分，再过（4）分钟 

【能力目标】解决生活中简单问题的能力/能读出钟面上的时刻 

【例 4】选择适当的长度单位，在正确答案后面的○里打“√” 

黑板长约 3                          钢笔长约 15 

【参考答案】米，厘米 

【能力目标】解决生活中简单问题的能力/能认识长度单位 

【例 5】用序号 1、2、3，将下列汉堡从厚到薄进行排序 

 

 

 

 

 

【参考答案】3，2，1 

【能力目标】解决生活中简单问题的能力/能认识长度单位 

【例 6】用尺画一条长为 5 厘米的线段 

米  ○ 

厘米○ 

米  ○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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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目标】解决生活中简单问题的能力/能用尺画出相应长度的线段 

 

（三）文字题 

【例 1】一个数是 48，另一个数是 31，两个数相差多少？ 

【参考答案】48－31=17 

【能力目标】基本运算能力/能进行简单文字题的加减计算 

（四）应用题 

【例 1】操场上有 5 组小朋友在玩游戏，每组 8 个小朋友，一共有多少个小朋友？ 

【参考答案】答：5×8=40（个） 答：一共有 40 个小朋友。 

【能力目标】解决生活中简单问题的能力/能用表内乘法解答应用题 

【例 2】小华有 30 颗糖果，平均分给 6 个小朋友，每个小朋友平均分几颗？ 

【参考答案】答：30÷6=5（颗） 答：每个小朋友平均分 5 颗。 

【能力目标】解决生活中简单问题的能力/能用表内除法解答应用题 

【例 3】看账单回答问题 

 

 

 

                                           

 

 

 

 

 

（1）这是小朱家 5 月份的燃气账单，请问要交多少钱？ 

（2）如果付 50 元，找回多少元？ 

【参考答案】答：（1）要交 27.5 元。（2）50－27.5=22.5（元） 答：找回 22 元 5 角，或者

22.5 元 

【能力目标】解决生活中简单问题的能力/认识商品标价和常见账单，能进行估算，比较价

格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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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考试建议 

由于智力残疾、自闭症、脑瘫等残疾学生具有注意、记忆、思维及书面语理解等障碍，

再加上这些学生大脑损伤、容易疲劳，这使其考试非常困难。例如：①学生不理解试题要求，

导致试题理解错误，造成答题错误。②缺乏答题技巧。因大脑损伤，容易疲劳，导致注意力

不集中，错答、漏答题目。③书写困难。因学生手眼协调和手部运动困难，导致学生答题速

度缓慢。鉴于参与测试学生的身心发展水平和学业基础，建议在测试过程中为有需要的学生

提供必要支持。包括： 

1．考生无法读题或者对书面题目理解困难时，可采取他人读题的形式呈现考题（只读

题，不进行解释）。 

2．考生书写困难或无法书写时，可适当延长考试时间，或采取指点、口答等方式答题、

由他人代为书写，但监考教师须在考卷上注明采取了何种辅助措施。必要时也可采取单独考

试形式。 

3．计算题部分可提供适当辅具，如书写辅具或算术小棒等。但监考教师须在考卷上注

明采取了何种辅助措施。 

4．因自闭症学生难以适应新环境，建议有其熟悉的教师共同监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