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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北京市中考叶考试说明曳解读渊二冤
北辰

物理

化学

一尧指导思想
1.巩固改革成果袁发挥对教学的
积极导向作用
近年来袁北京市中考物理学科在
试题去模式化尧削弱繁难计算尧加强
实验尧增加科普阅读尧调整客观题比
例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与实
践袁对教学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遥
例 如袁 从实验教学过程中师生互动
生成的问题出发袁设计试题袁促进教
学中老师更加注重用物理事实说
话曰 针对学生学习困难而开发的物
理实验内容更加丰富曰 学生作业形
式由单一习题模式转变为操作观察
和参与合作的论文简报类尧 视频展
示类等多种形式遥 这些变化不仅拓

一尧指导思想

展了学生的学习视野袁 加深了学生
对物理与实际联系的理解袁 也培养
了学生科学探究能力尧 表达能力和
综合性思维等遥
2.更好地适应北京市课程改革和
考试评价改革的要求
依据 叶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
渊2011 年版冤曳和叶北京市初中科学类
渊物理冤学科教学改进意见曳袁考虑考试
时间变化尧教学实际尧学生年龄特点和
初高中衔接等因素袁2018 年北京市中
考物理叶考试说明曳在保持稳定的前提
下袁精简题型结构袁重视基础袁强调实
验探究袁 倡导科普阅读和科技实践活
动遥

二尧具体内容
从试卷结构尧知识点及分项细目尧
参考样题等方面进行调整袁具体变化
如下院

试卷分数
考试时间

1.试卷结构的调整
渊1冤试卷分数尧考试时间尧试卷的
内容及分数分配见下表院

考试时间

90分钟

试卷满分

90分

力学尧声学

约 36 分

光学

约9分

热学

约 13 分

电学

约 32 分

试卷的内容及分数分配

渊2冤题型调整院把野实验选择题冶
拆到野单项选择题冶和野多项选择

试卷题型及分数分配

单项选择题

约 30 分

多项选择题

约 14 分

实验解答题

约 36 分

科普阅读题

约4分

计算题

约6分

调整的原因或目的院渊a冤顺应考试
时间减少的变化袁精简题型曰渊b冤重视
对实验探究能力的考查遥
2.知识点及分项细目表的合并
渊1冤知识点合并院有 12 个知识点
合并成 5 个遥
荫野力冶野重力冶野摩擦冶3 个知识点
合并为野力冶1 个知识点曰
荫野透镜冶野透镜成像冶2 个知识点
合并为 野透镜和透镜成像冶1 个知识
点曰
荫野电流冶野电压冶野电阻冶3 个知识
点合并为野电流尧电压和电阻冶1 个知
识点曰
荫野家庭电路冶野安全用电冶2 个知
识点合并为 野家庭电路和安全用电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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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冶中 遥 试 卷 题型 及 分 数 分 配 见 下
表院

个知识点曰
荫野磁场冶野电流的磁场冶2 个知识
点合并为野磁场冶1 个知识点遥
渊2冤分项细目调整院原 162 个分项
细目合并成 106 个 渊合并的均是 野了
解冶层次冤遥
合并的原因或目的院渊a冤落实叶义
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渊2011 年版冤曳的
要求曰渊b冤与各科保持均衡遥
3.参考样题的调整
渊1冤删去野实验选择题冶遥
渊2冤替换尧删减后袁参考样题总题
量减少 8 道遥
调整的原因或目的院渊a冤体现题型
结构调整曰渊b冤突出对实验探究能力的
重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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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利于推进课程改革和实施素质教育遥
近年来袁 北京市中考化学学科全面落实北京
市中考的改革精神袁紧贴生活尧生产实际袁关注
社会热点袁注重对化学核心知识尧基本能力尧
科学素养的考查袁体现了叶义务教育化学课程
标准渊2011 年版冤曳的基本理念和精神袁突出
了化学的学科特色遥
2.有利于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遥 注

重初中学段基础性的特点袁 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袁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遥
3.有利于试卷结构调整的平稳过渡遥 在
2017 年 叶 考 试 说 明 曳 修 订 中 积 极 体 现 向
2018 年新中考的过渡袁 稳中有新尧 稳中有
进遥 在 2018叶考试说明曳中袁力争处理好知识
与能力尧稳定与创新尧继承与发展等关系袁
实现试卷结构调整的平稳过渡遥

二尧具体内容
在继承和发扬改革成果的基础之上袁进
一步合并尧减少考查的课程内容袁调整试卷结
构遥
1.进一步精简考试内容遥 双向细目表
中 的 条 目 数 从 2017 年 的 73 条 减 到 2018
年的 52 条遥 除合 并 尧 删 减 原有 重 复内 容
外袁又删减了水的净化尧金属锈蚀尧化肥等
内容遥
2.调整试卷结构遥 考试时间从 100 分钟
调整为与生物学科合场 90 分钟袁试卷满分
从 80 分调整为 45 分遥 同时袁调整了各知识

组块的分值比例和题型遥 如袁野基本实验冶与
野实验原理分析冶题型调整为野基本实验及
其原理分析冶题型袁删除了野物质组成和变
化分析冶题型遥
3.减少并重组了参考样题袁每道样题标
明了出处遥
以上修改继承了多年来北京市中考化学
学科的特点袁适应课程和中考改革要求袁关注
初中化学课程内容的完整性和系统性袁 关注
考试与教学的联系袁 有利于课程的实施和课
堂的教学遥

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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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物学课程是自然科学领域的学科
课程遥通过课程学习袁学生应当获得基础的生
物学知识袁初步形成生物学基本观点袁初步具
备科学探究的素养袁养成理性思维的习惯袁形
成积极的科学态度袁发展终身学习的能力遥

2018 年北京市中考生物学科 叶考试说
明曳 的编写要有利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
实曰有利于课程改革的推进曰有利于体现学科
素养曰有利于价值观教育袁提高学生的综合素
质与能力遥

二尧基本原则
1.2018 年北京市中考生物学科 叶考试说
明曳 的编写依据 叶义务教育生物学课程标准
渊2011 年版冤曳遥
叶考试说明曳的编写依据课标袁参考北京
市的教学实际和学生目前使用的三套教材袁
在命题理念上与北京市其他学科相接轨遥 请
各方面多位专家参与讨论袁 与教学一线老师
充分沟通袁 并达成共识遥 对考查内容部分删
减袁部分降低要求袁共包含 9 个主题袁50 个要
点遥减少的知识内容有芽的发育尧其他排泄途
径尧 动物的社会行为尧DNA 是主要的遗传物

质尧生命的起源尧人类的起源和进化遥 实验考
核内容中野参考实验冶列出的 7 个实验是参考
样例袁实验考查的范围依据课标袁不仅仅局限
于这 7 个实验遥
2. 以学生为中心袁促进学生全面发展遥
面向全体学生袁让不同水平尧不同层次的
学生都能充分发挥遥 试题的区分不在于题目难
度袁而在于学生认识的深浅尧思维的强弱和知
识面的宽窄遥 叶考试说明曳的编写做到科学尧严
谨尧规范袁表述贴近教学实际尧学生思维方式和
心理年龄特点袁有利于复习备考和实施命题遥

三尧学科思想
1.生物学科中考以考查学生的生物科学
素养为总体目标袁 在考查学生理解生物学基
础知识的基础上袁 体现对生物实验探究能力
和问题解决能力的考查袁 引导学生将所学知
识与生活和实践相联系袁关注科学尧技术和社
会发展遥
2.体现五个野考出来冶的指导思想袁突出
生物学科的学科思想遥 例如袁参考样题第 21
题袁阅读野天宫二号航天员太空种菜冶的科普
短文回答问题袁紧密联系时事热点袁体现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遥第 18 题以老年人体检结果
为背景袁考查学生从体检表中获取信息尧运用
有关知识分析体检项目异常的原因袁 提出膳
食建议尧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遥 第 19 题选作
题袁分别涉及花卷制作尧泡菜制作遥 学生可以
结合自己的科学实践活动的经验袁 选择熟悉
的题目进行解答遥 第 1 题和第 2 题考查生物
学实验中常用仪器的使用及基本的实验技
能遥第 20 题考查学生对科学探究基本方法的
应用袁体现生物学科的学科特点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