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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陕西特岗教师招聘

学科考前提分—体育

考点 1

运动生理学肌肉的兴奋与收缩

【牛刀小试】肌肉收缩时必定存在某种中介过程把他们联系起来，这一中介过程称为

（ ）——收缩偶联

A.肌肉的兴奋 B.肌肉的萎缩 C.肌肉的舒张 D.肌肉的松弛

【解析】选 A。

肌肉的兴奋收缩偶联。

考点 2

运动生理学肌肉的收缩形式

【牛刀小试】当肌肉收缩小于外力时，肌肉虽然在收缩，但却被拉长，这种收缩形式是

（ ）

A.等长收缩 B.拉长收缩 C.缩短收缩 D.慢收缩

【解析】选 B。

当肌肉收缩小于外力时，肌肉虽然在收缩，但却被拉长，这种收缩形式是拉长收缩。

考点 3

运动生理学免疫系统

【牛刀小试】淋巴器官不包括（ ）

A.淋巴结 B.扁桃体 C.脾 D.肝

【解析】选 D。

肝脏不是淋巴器官。

考点 4

运动生理学骨的组成

【牛刀小试】骨的组成不包括（ ）

A.骨质 B.骨髓 C.骨膜 D.骨纤维

【解析】选 D。



陕西教师分校

咨询电话：400-078-6677 咨询微信：sxht6662

骨的组成包括骨质、骨膜、骨髓。

考点 5

运动生理学概念

【牛刀小试】运动生理学是（ ）的分支。

A.生物学 B.生理学 C.动物学 D.体育科学

【解析】选 B。

运动生理学是人体生理学的一个分支，是专门研究人体的运动能力和对运动的反应与适

应过程的科学，是体育科学中一门重要的应用基础理论学科。

考点 6

运动生理学无氧运动相关知识

【牛刀小试】长时间运动时，血液中含量明显增加的物质是（ ）

A.乳酸 B.胆红素 C.丙酮酸 D.酮体

【解析】选 A。

长时间运动，血乳酸含量升高最明显。这也是机体产生疲劳的主要原因。

考点 7

运动训练学训练方法

【牛刀小试】重复训练法和间歇训练法最大的区别是（ ）。

A.负荷强度 B.负荷量 C.练习时间 D.间歇时间

【解析】选 D。

重复训练法：指多次重复同一练习，两次练习之间安排相对充分休息的练习方法。间歇

训练法：指对多次练习时间的间歇时间作出严格规定，使机体处于不完全恢复状态下，反复

进行练习的训练方法。

考点 8

运动训练学体能概述

【牛刀小试】体能包括健康体能和运动体能 以下不属于运动体能的是

A.灵敏性 B.柔韧性 C.平衡性 D.协调性

【解析】选 C。

运动体能包括：力量、速度、耐力、协调、柔韧、灵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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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 9

运动训练学体能中快速力量知识

【牛刀小试】在田径比赛中，能否跑得更快跳的更高，跃的更远取决于你下肢的

A.速度 B.耐力 C.爆发力 D.弹跳

【解析】选 C。

爆发力即身体短时间内做功的大小。爆发力越大的人，跑跳能力越好。

考点 10

足球比赛相关规则。

【牛刀小试】足球比赛规则规定直接接到（ ）没有越位限制。

A.任意球 B.界外球 C.头顶球 D.回传球

【解析】选 B。

界外球和角球不受越位的限制，故答案为 B。

考点 11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评定指标。

【牛刀小试】《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评价指标是（ ）。

A. 心理、生理、素质 B.形态、机能、素质

C.身高、体重、肺活量 D.耐力、力量、速度

【解析】选 B。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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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点 12

《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的学习内容。

【牛刀小试】新课程学习内容划分为：运动参与、运动技能、身体健康、______和______

四个领域 。

【解析】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

体育与健康课程改变了传统的按运动项目划分课程内容和安排教学时数的框架，根据三

维健康观、体育自身的特点以及国际课程发展的趋势，拓宽了课程学习的内容，将课程学习

内容划分为运动参与、运动技能、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四个学习领域，并根据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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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目标构建课程的内容体系。

考点 13

三维体育观包括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

【牛刀小试】三维体育观：生理、______、______。

【解析】心理、社会

三维体育观包括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

考点 14

体育课程资源开发。

【牛刀小试】体育与健康课程资源包括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

积极利用和开发课程资源是顺利实施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与健康课程资源包括人

力资源、体育设施资源、课程内容资源、课外和校外体育资源、自然地理课程资源、体育信

息资源。

考点 15

学校体育管理制度。

【牛刀小试】新课程标准根据学生身心发展的特征，将中小学体育课程学习划分为六级

水平，义务教育阶段小学 3-6 年级每周开设______课时体育课，其中 5-6 年级相当于水平

______。

【解析】3,三

小学 1-2 年级每周 4课时，小学 3-6 年级和初中每周 3 课时，高中每周 2 课时。《体育

与健康课程标准》根据学生身心发展的特征，将中小学的学习划分为六级水平，并在各学习

领域按水平设置相应的水平目标。水平一至水平五分别相当于 1～2年级、3～4 年级、5～6

年级、7～9年级和高中学段学生预期达到的学习结果。

考点 16

体育教学计划的组成。

【牛刀小试】体育教学计划是学校体育教学的重要部分，是教师进行教学不可缺少的依

据，包括全年教学工作计划、学期教学计划、单元教学计划、课时计划。

【解析】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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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教学计划是体育教学设计的成果形式，是体育教学过程的实施方案。体育教学工作

计划一般包括：全年教学工作计划、学期教学工作计划（教学进度）、单项（单元）教学工

作计划和课时计划（教案）四种。

考点 17

体育教学评价方法。

【牛刀小试】体育课教学实践中，采用定量评价的方法能够全面反映学生达成学习目标

的情况。

【解析】错误

体育与健康学习评价是促进学生达成学习目标的重要手段。本标准倡导体育与健康学习

评价以多元的内容、多样的方法、多元的评价标准和评价主体，构成科学的体育与健康学习

评价体系。对体能、知识与技能指标应主要采用定量评价的方法（如等级制评价、分数评价

等），对态度与参与、情意与合作指标应主要采用定性评价的方法（如评语式评价等）。除此

之外，体育教学评价方法还有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相对性评价与绝对性评价，根据

实际情况采取适宜的评价方法。

考点 18

田径运动的概念

田径运动是指人类从走、跑、跳、投这些自然运动而发展起来的练习和竞赛项目，可以

分为竞走、跑、跳跃、投掷和全能 5个部分。其中以时间记取成绩的竞走和跑的项目称为径

赛；以高度和远度计量成绩的跳跃、投掷项目成为田赛。

【牛刀小试】下列项目（ ）不属于田赛。

A. 铅球 B. 撑杆跳高 C. 马拉松 D. 三级跳远

【解析】选 C。

以高度和远度剂量成绩的跳跃、投掷项目为田赛。马拉松是跑的项目是以时间计量成绩

的所以马拉松不属于田赛。

把远度和（ ）计算成绩的跳跃、投掷项目叫田赛。

【解析】

以高度和远度剂量成绩的跳跃、投掷项目为田赛。

考点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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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径运动的组成

田径运动是由田赛和径赛、公路赛跑、竞走和越野赛跑组成的运动项目。

【牛刀小试】田径运动主要包括那些项目？

【解析】

田径运动包括：田赛和径赛、公路赛跑、竞走和越野赛跑。

考点 20

决定跑的快慢的因素

决定运动员跑速的因素是步幅步长和步频。

【牛刀小试】决定跑速的基本要求是：（ ）和（ ）。

【解析】

步幅（步长），步频。影响运动员的跑速因素是步幅（步长）和步频。

考点 21

跑的全程技术

短距离跑的全程技术可以分为起跑、起跑后加速跑、途中跑、弯道跑和终点跑五个

部分。

【牛刀小试】不管长跑还是短跑，全程技术可以分为（ ）、（ ）、（ ）、（ ）

四部分。

【解析】

起跑、起跑后加速跑、途中跑、终点跑四部分。在考试过程中有些地区考试是四部分，

有些地区是五部分，如果是四个部分就是以上答案，如果考题出现五部分就加上弯道跑。

考点 22

弯道跑跑技术

弯道跑主要包括弯道起跑、弯道起跑后加速跑、弯道途中跑。弯道起跑起跑器的安

装，应靠近外侧分道线并正对里侧分道线的切点方向。

【牛刀小试】简述弯道跑的动作方法。

【解析】

摆臂：外侧手臂由内向外摆内侧手臂幅摆；

身体：身体内倾要保持直或稍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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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部：外侧脚脚掌内侧着内侧脚脚掌外侧着；

路线：保持距内道 20 厘米路线跑进

考点 23

马拉松跑

全程马拉松的距离为 42.195km。半程马拉松的距离 21.0975km。

【牛刀小试】马拉松跑全程的距离是（ ）。

【解析】

42.195km。全程马拉松的距离 42.195km。

考点 24

接力跑传接棒的方式

接力跑是田径项目中唯一一个团队项目，在传接棒技术主要包括上挑式和下压式两

种，但是在中小学教学过程中，迎面跑接力还会有立棒式。

【牛刀小试】接力跑中的传接棒技术包括（ ）、（ ）。

【解析】

上挑式、下压式。有些地区考试会出现三个空，如果出现就加上立棒式。

考点 25

马拉松跑

全程马拉松的距离为 42.195km。半程马拉松的距离 21.0975km。

【牛刀小试】马拉松跑全程的距离是（ ）。

【解析】

42.195km。全程马拉松的距离 42.195km。

考点 26

跨栏跑

跨栏跑全程跑步技术分为起跑到第一栏的技术、跨栏步技术（过栏技术）、栏间跑

技术和终点跑四部分。栏高分为五等：0.762 米、0.84 米、0.914 米、1.00 米、1.067

米。110 米栏从起跑到第一栏距离为 13.72 米，栏间距为 9.14 米；100 米栏从起跑到第

一栏距离为 13 米，栏间距为 8.5 米。

【牛刀小试】初中男子 110m 栏比赛栏架高度应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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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0.762m B. 0.941m C. 1m D. 1.067m

【解析】选 B。

初中组男子 110 米跨栏比赛高度为 0.914 米。

考点 27

跳高技术

跳高运动由助跑、起跳、过杆和落地四个部分组成。跳高按过杆姿势可分为跨越式、

俯卧式、背越式等。

【牛刀小试】背越式跳高身体过杆后，（ ）先接触海绵垫子。

A.头部 B.背部 C.肩部 D.臀部

【解析】选 C。

当整个身体脱离横杆，然后低头含胸、屈髋伸膝，以肩背一双臂着垫并借过杆旋转力顺

势后滚翻，做好缓冲。

考点 28

跳远技术

跳高运动由助跑、起跳、腾空和落地四个部分组成。起跑技术要求快、准。稳。快：

助跑快，上板快和起跳快。准：要准确地踏上起跳板。稳：主炮的起跑姿势、跑的技术、

跑的距离和加速方法要稳定，不能随意变化。按照姿势分为：挺身式，蹲踞式和走步式。

【牛刀小试】行进间跳远分为（ ）、（ ）、（ ）、（ ）。

【解析】

助跑、起跳、腾空、落地。行进间跳远的四个部分。

考点 29

推铅球

推铅球是在 2.135 米直径的投智圈内，单手将球握好，持于肩轴线前，抵住颈部或

下颌，站位靠近投掷圈后部内沿处，铅球落在 34.92°的扇形投掷区内。

【牛刀小试】所有投掷项目，场地落地区均为 40 角。（ ）

【解析】错误

铅球的投掷区为 34.92°不是 40°。

决定投掷项目远度的因素为出手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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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角度，速度，力量。出手的速度是有静止到运动的加速度，出手角度影响投掷的远度，

还有最后一个出手力量，这三个因素相互配合才能得到更好成绩。

考点 30

田径场地。

国际天联的 400 米标准跑道半径规定为 36.5 米，径赛跑道应社 8条分道，每条分

道的宽度为 1.22 米至 1.25 米，先宽为 5 厘米。

【牛刀小试】标准田径场一圈距离为（ ）。

A.200 米 B.300 米 C.400 米 D.800 米

【解析】选 C。

400 米，田径场标准要求 400 米。

考点 31

田径裁判。

主要考察田径项目中的一些比赛规则和裁判规则。例如跑步中的名次的判定，以及

不同的跑步项目中起跑姿势等。

【牛刀小试】下列有关体育运动的说法，错误一组是（ ）。

径赛中，判定运动员到达终点的名次顺序是以运动员的躯干或头部的任何部位抵达

终点线后沿垂直面的先后顺序为主在正式比赛中，400 米以下的项目必须采用蹲踞式起跑

800 米以上的项目可根据个人情况，蹲踞式起跑为主 ④竞走这项运动机体供能方式以无

氧运动为主⑤1500 米跑的过程中一般会出现 点这种生理现象

A. B.⑤ C. ④ D. ④⑤

【解析】选 C。

在跑步比赛中都是以运动员的躯干撞线的先后顺序来判定最终名次；要求 400 米跑（包

含 400 米）以下为蹲踞式起跑，800 米采用站立式起跑；竞走项目是一个有氧运动。

考点 32

跨越式跳高助跑起跳

跨越式跳高是跳高中常用的技术动作，通常采用斜线助跑，最后三步的助跑步幅为

小、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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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刀小试】1.跨越式跳高最后三步起跳的步幅是（ ）。

A、小、中、大 B、大、中、小 C、大、小、中、 D、中、小、大

【解析】A

在助跑过程中第一步步幅是最小的，中间一步步幅适中，最后一步步幅最大的，为了更

好地起跳。

考点 33

跳高规则

跳高比赛中，运动员必须采用单脚起跳。试跳过程中将横杆碰掉，则应判试跳失败。

【牛刀小试】1.在跳高比赛中，运动员必须用 起跳，试跳种将横杆碰掉则判试

跳失败。

【解析】单脚

跳高比赛规则中要求，运动员必须采用单脚起跳。

考点 34

三级跳远规则

三级跳远比赛时的三跳顺序是：第一跳单足跳（起跳腿落地），第二跳是跨步跳（摆

动腿落地），第三跳是跳跃（双脚入沙坑）。其他规定同跳远。

【牛刀小试】下列有关体育运动的说法，错误的一组是（ ）。

A.在跳远比赛中，裁判员举红旗表示试跳失败

B.投掷比赛是以运动员最后三次试投的最好成绩决定名次

C.在跳高比赛中，运动员必须采用单脚起跳，同一高度失败 3 次则失去比赛资格

D.在三级跳远比赛中，某运动员在第二步跨步中不小心用脚尖拖了一下地——不算犯

规

【解析】选 D。

三级跳跳远比赛规则中要求，如果出现拖地，这属于犯规。

考点 35

田径规则超风速

国际田联规定了顺风风速的界限，即每秒 2 米，顺风超过这个速度称为超风速，运

动员在超风速下所创成绩有效，不过不列为任何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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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刀小试】风对室外运动的项目影响很大，按照国际田径比赛规则，当顺风风速超过

2米/秒的时候，运动员所创造的破纪录的比赛成绩不予承认的一项是（ ）。

A.马拉松 B.三级跳远 C.铅球 D.竞走

【解析】选 B。

根据国际田联的规则要求。

考点 36

篮球 8 秒违例。

【牛刀小试】在篮球比赛中，攻方必须在（ ）秒之内运球过半场否则违例。

A.3 B.5 C.8 D.18

【解析】选 A。

篮球竞赛规则规定，攻方在 8 秒内将球运过半场，否则违例失去球权。

考点 37

篮球标准场地。

【牛刀小试】篮球场地国际标准：长 28 米，宽 15 米，篮筐距离地面高度______米。

【解析】3.05 米

篮球场地国际标准：长 28 米，宽 15 米，篮筐距离地面高度 3.05 米，篮板下沿离地高：

2.90 米。

考点 38

行进间低手上篮技术动作要领。

【牛刀小试】行进间单手肩上投篮又称“三步上篮” ，是在行进间接球和运球后做近

距离投篮时所采用的一种方法。“三步”的动作特点是（ ）。

A. 一大、二大、三高 B. 一大、二小、三高

C. 一小、二大、三快 D. 一小、二小、三快

【解析】选 B。

行进间低手上篮时第一步跨大步，第二步是小步，以便于腾空起跳，第三步是高跳。动

作特点是一大、二小、三高跳。

考点 39

乒乓球运动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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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刀小试】乒乓球是我们的“国球” ，它的起源时间是（ ）。

A.1890 B.1900 C.1905 D.1910

【解析】选 A。

乒乓球起源于英国。1890 年，几位驻守印度的英国海军军官偶然发觉在一张不大的台

子上玩网球颇为刺激。后来他们改用实心橡胶代替弹性不大的实心球，随后改为空心的塑料

球，并用木板代替了网拍，在桌子上进行这种新颖的“网球赛”，这就是 Table tennis 得名

的由来。"乒乓球"一名起源自 1900 年，因其打击时发出“Ping Pong”的声音而得名，在中

国大陆以“乒乓球”作为它的官方名称。

考点 40

足球踢球的基本技术环节。

【牛刀小试】影响足球踢旋转球效果的主要因素是（ ）。

A.支撑脚的选位 B.踢球腿的摆动 C.踢球后的随前动作 D.脚触球部位

【解析】选 D。

脚触球部位是决定踢球动作质量的重要环节，故答案为 D。

考点 41

足球运动的起源。

【牛刀小试】足球运动的起源地是中国，现代足球的发源地是（ ）。

【解析】

足球运动的起源地是中国，现代足球的发源地是英格兰（英国）。

考点 42

排球相关规则

【牛刀小试】排球每局比赛中，每队最多可以请求暂停的次数是（ ）。

A.1 次 B.2 次 C.3 次 D.4 次

【解析】选 B。

排球每局比赛中，每队最多可以请求暂停的次数是 2次，每次暂停 30 秒。

考点 43

运动生理学肌肉的分部结构

【牛刀小试】不属于下肢肌肉的是（ ）。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B%B1%E5%9B%BD/14460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9E%E5%BF%83%E7%9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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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菱形肌 B.股二头 C.股四头肌 D.腓肠肌

【解析】选 A。

排除法。股二头肌和股四头肌、腓肠肌属于下肢肌。

考点 44

排球相关防守战术知识

【牛刀小试】排球防守战术中，由 6 号位队员跟进防吊球及前区球的防守阵型为（ ）。

A.边跟进 B.心跟进 C.内撤 D.双卡

【解析】选 B。

“心跟进”即当对方 4 号位队员进攻时，我方 2、3 号位队员拦网，后排中间 6 号位队

员在本方拦网时跟在拦网队员之后进行保护。

考点 45

足球相关规则。

【牛刀小试】在足球比赛中，发角球时，对方队员距角球弧至少（ ）。

A.9.15 米 B.10.15 米 C.11.15 米 D.12.15 米

【解析】选 A。

足球比赛中所有的任意球角球以及点球，对方队员都必须保持距离罚球点至少 9.15 米。

考点 46

体操队形队列变化。

【牛刀小试】在体育课上练习队列队形的行进间转法时，向左转走的动令要喊在左脚上，向

右转走和后转走的动令要喊在右脚上。

【解析】正确

在行进间下达口令时，除“想左转走”和“由一列横队变二列横队”时动令落于左脚外，

其余动令均落于右脚。

考点 47

体操技术动作保护方法。

【牛刀小试】练习山羊分腿腾跃时保护人应站在落地点的前面，扶练习者的背部或握住上臂。

【解析】错误

保护者站在山羊前方，两腿前后开立，两手顶肩或扶练习者上臂，防止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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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前冲。

考点 48

前滚翻技术动作。

【牛刀小试】简述前滚翻的动作方法。

【解析】

蹲撑，两手扶地，同时屈臂、低头、两脚蹬地、提臀收腹，团身向前滚动，前滚时，后

脑、肩、臀部依次着地，然后抱小腿团身成蹲撑。保护者单膝跪立于学生侧前方，一手托肩，

当滚翻至臀部着地时，两手顺势推其背部帮助成蹲立。

考点 49

双杠支撑摆动技术动作。

【牛刀小试】在双杠的支撑摆动动作中应以（ ）为轴摆动。

A.手 B.肩 C.髋 D.腰

【解析】选 B。

支撑摆动的动作要点，直臂顶肩，紧腰不屈髋，摆动的时候要感觉身体像一个摆钟，以

肩为轴。

考点 50

队列队形术语。

【牛刀小试】队列练习时，被指定作为看齐目标的学生称为______。

【解析】基准学生

列：学生左右并列成一排叫列。

路：学生前后重叠成一行叫路。

翼：对性的左右两端叫翼。

基准学生：指集体做动作时，按教师所指定的作为目标的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