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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脉趋势，不变万变1

目的

考点 难度

变化

中考



目的

1 提升学生科学素养

2 助力学生发展

3 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启发：

关注初高中

衔接、关注生

活、将课堂交

给学生、探索

提升学生思维

深度的课堂



考点 十大主题的分值分布

考试内容（一级主题）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均值 2019年大纲

生物体的结构层次 6 6 6 6 6 8

生物与环境 6 6 6 6 6 8

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 8 14 12 12 11.5 14

生物圈中的人 16 20 18 18 18 18

动物的运动与行为 4 4 6 6 5 5

生物的多样性 14 12 14 14 13.5 15

生物的生殖发育与遗传 14 14 14 14 14 15

健康的生活 10 8 8 8 8.5 12

生物技术 4 4 4 4 4 5

实验与探究 18 12 12 12 13.5 20

启发：模拟题命制参考以上分值训练，反馈学生备考情

况，建立考点错频库；非选择题的综合性与覆盖面加大；

着重培养科学素养、实验技能、联系生活。



考点 各册分值分布



难度 近五年中考难度系数变化 启发：

试题难度、选择题命题趋势基本保持不变

建议训练难度：6:3:1或5:4:1，基础较好的学校：

4:4:2.  重视50个核心概念及生物学基本原理。



人教版：
《生物学》（人教版）七上 http://url.cn/5tmbCqU
《生物学》（人教版）七下 http://url.cn/57SxTpm
《生物学》（人教版）八上 http://url.cn/5JSfzy5
《生物学》（人教版）八下 http://url.cn/5S7ieQg

北师大版：
《生物学》（北师大版）七上
http://m.haoduoyun.cc/book/bsb/shengwu/7s.shtml
《生物学》（北师大版）七下
http://m.haoduoyun.cc/book/bsb/shengwu/7x.shtml
《生物学》（北师大版）八上
http://m.haoduoyun.cc/book/bsb/shengwu/8s.shtml
《生物学》（北师大版）八下
http://m.haoduoyun.cc/book/bsb/shengwu/8x.shtml

电子教材 启发： 备考兼顾北师大+人教版教材内容

http://url.cn/5tmbCqU
http://url.cn/57SxTpm
http://url.cn/5JSfzy5
http://url.cn/5S7ieQg
http://m.haoduoyun.cc/book/bsb/shengwu/7s.shtml
http://m.haoduoyun.cc/book/bsb/shengwu/7x.shtml
http://m.haoduoyun.cc/book/bsb/shengwu/8s.shtml
http://m.haoduoyun.cc/book/bsb/shengwu/8x.shtml


变化 2019年生物学考试三大变化

◼ 时间：50→60分钟

◼ 题型：增加主观题
客观题（选择题）30题，每题2分，共 60分；
主观题（非选择题）4题，40分。

◼ 主观题命题类别
⚫ 读图理解
⚫ 实验探究
⚫ 资料分析
⚫ 综合应用

启发：

试题特性：覆盖性、基础性、实验性、实践

性、建模性、综合性。备考过程要关注立德树人

的根本要求和生物学科核心素养：生命观念、科

学探究、科学思维、社会责任；



变化 非选择题复习契合考纲

（一）考试要求

1.初步理解能力
（1）知识要点、重要概念、内在联系、知识网络
（2）文字图表表达
（3）运用所学知识与观点，比较、分析、综合、解释、判断

2.初步的实验与探究能力
（1）理解实验目的、原理、方法和操作步骤

掌握操作技能、方法和技能运用
（2）验证生物学事实、解释分析实验现象和结果、处理数据
（3）科学探究的能力（关注生物学问题的提出与实验设计）
（4）实验方案

读图理解

实验探究

启发：

命题与教学目标紧扣考试要求



变化 非选择题复习契合考纲

（一）考试要求

3.初步的获取信息能力
（1）从材料获取生物学信息，结合所学解决生物学问题
（2）科学、技术和社会，突出成就及热点问题

4.初步的综合运用能力
理论联系实际，初步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一

些生物学问题

资料分析

综合运用



立足素养，落实课堂2

复习阶段 教材内容 考纲一级内容 课时安排

第一轮
基础复习
18课时

七上 6课时 生物体结构层次8% 1.5

生物与环境8% 1.5

绿色植物14% 3

七下 4课时 生物圈中的人18% 4

八上 4课时 运动和行为5% 1

生物多样性、分类15% 3

八下 4课时 生殖、发育、遗传15% 2

生物技术5% 1

健康生活12% 1

第二轮
专题复习
6课时

综合6课时 实验专题20% 2

图表专题 2

资料分析题 1

综合应用题 1

第三轮套题复习 应试指导3课时 综合检测（2次模拟考）+查漏补缺 3

一周两课时



立足素养，落实课堂2

复习阶段 教材内容 具体做法

第一轮
基础复习
24课时

七上 8课时 1.创建三级指标，细化考点，夯实基础
2.课堂突出重点、突破难点，让学生独立思考与充分表达、暴露学生
的错答或正答思维
3.课前测学情、课中典例+变式+错例+即时反馈、课后练习：433

4.课堂内容组织紧扣新考纲六大特性。
5.阶段性、滚动性测试与反馈

七下 6课时

八上 4课时

八下 4课时

第二轮
专题复习
9课时

结构与功能 1.提高知识的综合性、覆盖面
2.思维导图强化思维逻辑与概括能力
3.突出重要概念和重要能力
4.结合非选择题考试要求进行考法指导
5.联系生产生活实际、热点
6.概括生物学基本原理
7.错题变式与滚动式复习

植物的生理作用

人体的八大系统

生殖与遗传

图表专题

实验专题

资料分析题

综合应用题

第三轮
套题复习6课时

综合检测 使用模拟试题，与专题复习交叉进行，强调答题技巧、应试状态调节

一周三课时



立足素养，落实课堂2

2.1 创建三级指标，细化考点，夯实基础

二、生物体的结构层次 三级考点

1.细胞是生命活动的基本结
构和功能单位

1.1细胞学说
1.2植物细胞的结构和功能（细胞壁、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叶绿体、
液泡、线粒体）
1.3动物细胞的结构和功能（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线粒体）
1.4显微镜的基本构造和作用

2.单细胞可以独立完成生命
活动

2.1单细胞生物的种类
2.2草履虫的结构和功能
2.3观察某种原生动物（例如草履虫）的取食、运动、趋性
2.4单细胞生物与人类的生活的关系

3．动、植物细胞结构的主要
不同点

3.1制作动、植物材料的临时装片,进行观察、比较和归纳
3.2细胞壁、叶绿体、液泡是植物细胞特有的结构

4．细胞核在生物遗传中的重
要功能

4.1细胞核是控制中心
4.2克隆羊多利的诞生过程
4.3细胞核是遗传信息库（DNA是主要的遗传物质）

5．细胞分裂的基本过程
5.1植物细胞分裂的基本过程
5.2动物细胞分裂的基本过程
5.3观察洋葱根尖细胞分裂的切片（注意细胞分裂过程中有染色体的变化）



立足素养，落实课堂2

2.1 创建三级指标，细化考点，夯实基础



立足素养，落实课堂2

2.1 创建三级指标，细化考点，夯实基础

强调重要概念的教学（共50个重要概念），把握其逻辑联系，以帮助学生形成良好
的知识结构。

1.呼吸系统由呼吸道和肺组成。
2.呼吸道是气体进出通道，包括：鼻、咽 、喉、气管、支气管。
3.咽部是消化道和呼吸道的共同器官。
4.吞咽时，会厌软骨像盖子一样盖住喉口，以免食物进入气管。

5.呼吸道的特点及作用：
(1)骨和软骨支撑呼吸道，以保证气体顺畅通过；
(2)鼻腔分布着毛细血管，散发的热量可以温暖空气。感冒鼻塞是因为鼻腔充血膨胀。
(3)呼吸道分泌的黏液有湿润、清洁的作用。
总之，呼吸道可以清洁、温暖、湿润吸入的气体。
6.肺是呼吸系统的主要器官，是气体交换的场所。
7.呼吸肌包括膈肌和肋间肌，当呼吸肌收缩和舒张，就带动肋骨和胸骨发生呼吸运动。
8.通过呼吸运动，使肺与外界进行气体交换，过程如下：



立足素养，落实课堂2

2.1 创建三级指标，细化考点，夯实基础 做法：课前完成基础知识全面梳理并评测



立足素养，落实课堂2

2.2 课堂突出重点、突破难点

策略：

微课掌上通

猿题库

智学网

UMU

问卷星

全网通

摄像头+改卷软件

手动统计



科学
探究

生命
观念

社会
责任

科学
思维

社会责任

关注生物学社会议题，

从造福人类的角度讨论与

解释，形成生态保护、健

康生活、关爱生命等意识

与实践。

生命观念

理解生物学概念的基础

上形成生命观念，如结构与

功能观、进化与适应观、稳

态与平衡观、生物多样性与

统一性，形成对生命活动的

规律认识、解决实际问题。

科学思维

能基于生物学事实

和证据运用归纳与概括、

演绎与推理、模型与构

建、批判性思维等方法，

探讨、阐述生命现象及

规律，论证生物学社会

议题。

科学探究

针对特定的生物学

现象，进行观察、提问、

实验设计、方法实施及

交流结果、得出结论。

素养

2 立足素养，落实课堂
2.2 课堂突出重点、突破难点



立足素养，落实课堂2

2.2 课堂突出重点、突破难点 （以《人体的呼吸》为例）

以《人体的呼吸》为例

将重难点“胸廓变化与呼吸的关系”分解为
三个问题情境：1.体积与气压的关系是怎样的？
2.呼吸肌与胸廓的变化关系是怎样的？3.肺与外
界气体交换时气压差的变化是怎样的？

同时借助挤压矿泉水瓶弹出瓶盖、动静态图
观察、传感器测量膈肌运动时肺部与胸廓的气压
变化的模拟实验，启发诱导学生综合三个问题的
探究结果，最后归纳并解释胸廓变化与呼吸的关
系。



立足素养，落实课堂2

2.2 课堂突出重点、突破难点 （以《人体的呼吸》为例）



立足素养，落实课堂2

2.2 课堂突出重点、突破难点 （以《人体的呼吸》为例）

设计意图：根据知识点的内在逻辑关系设计三个问题情境，让学
生的思维由浅入深环环相扣，加深对知识间的逻辑联系；通过表达交
流归纳呼吸运动的过程与原理，提升对生命现象解释的能力；传感器
的应用、模拟实验的数据分析、各种概念模型图的分析，提升学生的
科学素养与信息素养。



立足素养，落实课堂

2.3 让学生独立思考与充分表达、暴露学生思维

2

以《人体的呼吸》为例

1.对于易错内容，可以整合命
制一道容易暴露学生思维的评测题

2.给予学生读题、思考、做题
的时间，不要一昧贪快

3.根据答题结果，确定评讲的
知识点

4.根据学生的回答，进一步追
问，构建知识的联系

5.让错答学生说出做题思路；
正答学生分享做题思路。



立足素养，落实课堂

2.3 让学生独立思考与充分表达、暴露学生思维

2

以《人体的呼吸》为例

1.对于易错内容，可以整合命
制一道容易暴露学生思维的评测题

2.给予学生读题、思考、做题
的时间，不要一昧贪快

3.根据答题结果，确定评讲的
知识点

4.根据学生的回答，进一步追
问，构建知识的联系

5.让错答学生说出做题思路；
正答学生分享做题思路。



立足素养，落实课堂

2.4 构建思维导图，强化思维逻辑与概括能力

2



立足素养，落实课堂

2.5 当堂落实

2

信息输入（目标）

（感受器：耳、眼）

信息输出（达标）

（效应器：口、手）

信息加工

（方法、效率）

课堂内容——

1.讲什么（重
点、难点）
2.略讲什么
（基础填空）
3.不讲什么
（偏题、怪题）

组织形式——

1.时间把控（学生充分思
考、参与，有效训练）
2.知识呈现（游戏、教具、
图表、互动、先练后讲+

边讲边练）
3. 问题导学（提问与追问）

学生活动——

1.说（解图析文，

讨论与表达思维方
式）
2.写（笔记、绘图、
草稿、当堂反馈）
3.做（实验、模型）



立足素养，落实课堂2

高效

课堂

强化

总结

反馈

解疑突破易错点

突出重点、核心考点

口诀、图片、概念图

当堂测、即使针对性讲评



基于课堂观察的教学行为评价

立足素养，落实课堂2



基于课堂观察的教学行为评价



3 专题复习，多变教法

备考

困难

满堂灌

练习册

束缚

二轮炒剩饭

专题

过多



3 专题复习，多变教法

学生

误区

取难

忘基础

重复失误

课堂乏味

陷入题海



3 专题复习，多变教法

① 课堂高效

② 专题合理

③ 目标明确

④ 策略得当

⑤ 评价即时

⑥ 滚动复习



3 专题复习，多变教法

测试或练习后，即时核对答案+分析，留下做题思维痕迹

方式：

校园广播

电脑投屏

平板推送（微课掌

上通等网络平台）

提前录制讲评视频

（手机、录屏软件）



3 专题复习，多变教法



3 专题复习，多变教法



3 专题复习，多变教法

调动学生的感官——教具

教具：

自制

订购改装

演示实验

分组观察

直观演示

App演示3D结构、

互动结构



3 专题复习，多变教法

调动学生的感官——教具

教具：

自制

订购改装

演示实验

分组观察

直观演示

App演示3D结构

手机同屏学生答案



3 专题复习，多变教法

调动学生的感官——游戏

复习课种子的萌发.enbx


3 专题复习，多变教法

调动学生的感官——思维深度

利用模拟题、真题中的图表、文字素材，根据新中考

的考试要求（四种非选择提题型），改编题目，作为复习

课知识构建的分析材料，再根据知识的联系巧设问题，引

导学生通过分析、解释、联系构建知识脉络、达成核心素

养，培养双基能力。



【课例】 生物与环境构成生态系统

生物种类 消化道内食物 每千克体重体内有毒物
质含量（mg）

水蚤 小球藻 16

鱼 小虾 150

小虾 水蚤、小球藻 32

小球藻 3

1.该生态系统中最重要的生物成分是？理由是？表中还缺了哪些成分？

小球藻（生产者） 因为生产者通过光合作用固定的太阳能是生
态系统能量的最终来源

表中缺了分解者、非生物部分（注：食物链不含）



【课例】 生物与环境构成生态系统

生物种类 消化道内食物 每千克体重体内有毒物
质含量（mg）

水蚤 小球藻 16

鱼 小虾 150

小虾 水蚤、小球藻 32

小球藻 3

2.该生态系统的食物链怎么写？判断理由是？

小球藻→水蚤

小虾→鱼

1.从消化道内的食物判断吃与被吃的关系，箭头代表食
物链中的能量和物质流动方向，从被捕食者到捕食者

2.从有毒物质的含量判断，有毒物越多，生物的营养级
越高，食物链的物质和能量流动从低营养级流向高营
养级的生物。



【课例】 生物与环境构成生态系统

生物种类 消化道内食物 每千克体重体内有毒物
质含量（mg）

水蚤 小球藻 16

鱼 小虾 150

小虾 水蚤、小球藻 32

小球藻 3

3.从生态平衡的原理分析如何提高该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增加生物的种类，因为生物种类越多、食物网越复杂，
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越强，稳定性越高



3 专题复习，多变教法

01 主题：突出重要概念或重要能力

07 排版：图表清晰，不使用扫描的图片

02

03 主线：突出重要概念（逻辑）

04 素材：图文+视频；杂志、教材

05 语言：科学、准确、精炼 层次

06 命题：六大特性+梯度+创新(主观题）

目标：中考要求，双基+4种能力+学科素养

万变中的不变



4 精准教学, 个性学习

每个学生接受知识

能力不同

每个学生错误

点不一

统一练习无法分层教学

模糊评价

的教学难以
解决的问题





完成app在线作业
即时查看答案解析

微课掌上通
线上提出问题



将正答率较低的知识点、错选
较多的选项知识作为课堂授课的
重难点，并将同类概念的知识点
汇编成1-2道例题。

可根据每个学生的作业总正确
率和答题情况，找出需要关注的
目标生。





抢答、错题集、荣誉系统







一轮积累学情数据，
二轮个性化练习+错题变式+薄弱点突破



【学生互助】

1.微课掌上通

2.最后两周的每周2次半
小时的自学

3.试卷讲评的最后10分钟



大数据分析平台：提供学习上课、作业、测评数据分
析，生产学生学习过程性评价。激励学习不断学习。

平台
教学

备课

学习

大
数据

资源

网络备课平台：教师通过此
平台，可以在线组织教学的
课前、课中、课后三个环节。
实现网络备课

平板教学平台：利用本
平台，课堂可以互动，
教学效果可以及时反馈，
大大丰富了课堂的容量，
也让高效课堂突破瓶颈，
成为了网络课堂、大数
据课堂。

数字资源平台：通过
本平台，学校可以组
建本校资源供师生使
用。

慕课在线学习平台：
基于openedx平台，
我们定制了符合学校
长远发展的在线学习
平台。教师利用平台
制作MOOC、发布
MOOC；学生可利用
本平台进行在线学习、
交流、检测。

五种平台

4 精准教学, 个性学习



4 精准教学, 个性学习

【其他评测数据收集平台】
1.全网通
2.手机、电脑阅卷软件
3.猿题库
4.Umu平台
5.微课掌上通
6.微信公众号
7.问卷星



4 精准教学, 个性学习

【意义】
大数据精准教学多方位记录了学生的定性、定量、轨迹

性等数据，帮助教师即时优化教学策略、调整教学节奏、智
能推送资源,在课堂教学中，教学活动不再是对每个学生、
每个知识点均衡用力，而是准确地引导学生在探究活动中理
解重点内容，在创新任务中突破难点，实现学生思维品质的
培养，让学习真正发生。



5 统筹协作, 教研促长

借鉴其他科组：跨学科听课，学习可借鉴处。如听故事答
题、幕布app、剥豆豆竞答、其他共性的复习技巧等。

协作
年级

科组

备课
组

其他
科组

其他
学校

科组分工：
1.非毕业班多承担活动
2.分工收集其他省份的中考真题、改编
非选择题为新题型，将选择题的素材改
编为非选择题

年级支持：
1.班主任到位
2.时间保障（一周2小时）
3.激励保障

沟通其他学校：
1.联考
2.中心组论坛
3.送课、同课异构

备课分工：
1.分专题研究
2.分题型改编（非选择题）
3.每周分工：作业解析、周测
题命题、上课主备、培优辅
差主备、成绩表彰



展望初中生物教育

1.素质教育与考试接轨
2.学生在思考、实验、探索、实践过程中提升核心素养
3.教师在备考过程中提升专业素养、教研能力
4.大数据智慧课堂体系得到普及
5.基于STEM教育理念应用于生物学科教学活动中



感谢聆听

预祝各位在新中考获得满意的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