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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江西统一考试 

通用技术科目考试说明 

 

Ⅰ.考试性质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简称高考）是合格的高中毕业生和具有同

等学力的考生参加的选拔性考试。高等学校根据考生的成绩，按已确定的招生计

划，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因此，高考应有较高的信度、效度、必要

的区分度和适当的难度。 

 

Ⅱ．命题指导思想 

 

命题以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中通用技术课程标准(实验)》《江西省 2013 年

普通高考分类考试实施方案》《江西省普通高中新课程学科教学指导意见（通用

技术）》为依据，结合我省普通高中通用技术教学实际，遵循“考查基础知识的

同时，注重考查能力”的原则，确立以能力立意的命题指导思想，将知识、能力

和素质融为一体，全面检测考生的技术素养和考生进入高等学校继续学习的潜

能，有利于高校人才的选拔和中学素质教育的实施。 

 

Ⅲ．考试目标与要求 

 

通用技术高考着重考查考生的知识、能力和技术素养。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注重与科学技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联系，注重通用技术知识在生产、生活等方

面的广泛应用；强调对技术的理解和使用，对设计过程的了解和掌握；激发考生

学习技术与设计的兴趣，培养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促进技术知识、技能、能力

及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培养目标的实现，凝练技术核心素养。 

 

一、知识要求 

通用技术高考对于知识的要求由低到高分为三个层次，依次是了解、理解、

应用。 

了解：再认或回忆事实性知识；识别、辨认事实或依据；描述对象的基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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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等。 

理解：把握事物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新旧知识之间能建立联系；进行解释、

推断、区分、扩展；提供证据；收集、整理信息等。 

应用：归纳、总结规律和原理；将学到的概念、原理和方法应用到新的问题

情境中；建立不同情境中的合理联系等。 

 

二、能力要求 

通用技术高考中，考核的学科能力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理解能力 

（1）能懂得、明白和感悟技术中所显现和蕴涵的意义。 

（2）能理解所学技术知识的要点，把握各种技术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 

（3）能运用所学技术知识与观点，通过比较、分析与综合等方法对技术问

题进行解释、推理，做出合理的判断或得出正确的结论。 

（4）能理解技术所蕴涵的丰富的人文因素。 

2．设计能力 

（1）能发现并明确有价值的问题。 

（2）能根据要求进行简单的结构和流程的设计。 

（3）能读懂和画出简单的技术图样，能用常用的技术语言表达设计思想。 

（4）能用恰当的方式交流设计思想，并能在交流中提炼出有价值的信息。 

3．制作能力 

（1）能根据设计方案和已有条件选择加工工艺。 

（2）能正确地选择常用的工具，正确、安全地进行操作。 

4．试验能力 

（1）能根据技术需要或设计要求对产品进行技术试验，能写出试验报告。 

（2）能通过试验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提出改进措施或优化方案。 

5．评价能力 

（1）能根据技术与设计的思想和方法正确评价技术作品。 

（2）会判断技术的价值，分析技术存在的问题。 

（3）能在多个方案中选定满足设计要求的最佳方案。 

6．应用能力 

能利用所学的技术解决简单的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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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一、 考试形式 

采用闭卷，笔试。技术（信息技术与通用技术）科目考试时间 120 分钟。 

 

二、 考试范围 

考试范围包括必修 1“技术与设计 1”和必修 2“技术与设计 2”。 

 

三、 试卷结构 

1.试题类型 

  通用技术卷满分为 100 分，试卷结构如下： 

题型 题数 分值 说   明 

选择题 15 60 四选一型单项选择题 

填空题 2 20 
只需直接填写结果，不必写出具体

的解答过程 

识图与 

绘图题 
1 6 

可能包括技术图样的识读、草图与

简单三视图的绘制 

应用题 1 14 
可能包括试验题、设计题、分析评

价题 

     2.难度控制 

     试题按其难度分为容易题（难度系数在 0.7 以上）、中等难度题（难度系数

在 0.4～0.7 之间）和较难题（难度系数在 0.4 以下），试卷以容易题和中等难度

题为主。 

 

Ⅴ．具体考试内容及其要求 

 

通用技术高考对考试内容掌握程度的要求，分为两个层次，分别用罗马数字Ⅰ、

Ⅱ标出。Ⅰ、Ⅱ的含义如下： 

   Ⅰ：对所列知识要知道其内容及涵义，并能在有关问题中识别。 

Ⅱ：对所列知识要理解其确切含义及其中的技术思想方法，能够进行叙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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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并在解决实际问题中运用。 

必修 1：技术与设计 1 

一、技术及其性质 

内容 要求 备  注 

技术是人类为满足自身的需求和愿望

对大自然进行的改造 
Ⅰ  

技术的发展需要发明和革新 Ⅰ  

技术与设计的关系，设计在技术发明

和革新中的作用 
Ⅱ  

技术对个人生活、经济、社会、环境、

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影响 
Ⅰ  

技术活动需要多种知识的综合运用 Ⅰ  

知识产权在技术领域的重要性，专利

的作用、有关规定及申请方法 
Ⅰ  

二、设计过程 

内容 要求 备  注 

技术问题的发现与明确，解决技术问

题的技术能力与条件 
Ⅱ  

根据设计对象和现有的工作条件列出

具体的设计要求，包括应达到的标准

和所受到的限制 

Ⅱ  

与所设计产品有关的各种信息的收集

与处理 
Ⅱ  

适合设计要求的材料或标准件的选择 Ⅱ  

符合一般设计原则和相关设计规范的

完整设计方案的制定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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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设计方案制作简单产品的模型或

原型 
Ⅱ  

设计方案的优选或改进 Ⅱ  

工艺的含义和常用工艺的种类 Ⅰ  

加工工艺的选择与操作 Ⅱ 

了解木工、金工常用工

具和设备，学会木材或

金属材料的加工方法 

产品的常用测试方法 Ⅰ  

根据设计要求使用简单的方法对产品

进行测试 
Ⅱ  

在分析测试结果的基础上，提出改进

措施或更换方案 
Ⅱ  

产品外观的润色 Ⅱ  

产品说明书的作用与一般结构及其简

单编写 
Ⅰ  

产品常用的维护方法和服务途径 Ⅰ  

三、设计的交流 

内容 要求 备  注 

设计交流中有价值信息的提炼 Ⅱ  

技术语言的种类及其应用 Ⅰ  

一般的机械加工图、线路图的识读 Ⅰ  

草图和简单的三视图的绘制 Ⅱ  

四、设计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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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要求 备  注 

简单技术试验的设计和试验报告的书

写 
Ⅱ  

根据设计要求对设计过程和最终产品

进行评价，设计总结报告的简单编写 
Ⅱ  

对他人的、现有的产品进行评价及评

价报告的简单编写 
Ⅱ  

 

必修 2：技术与设计 2 

一、结构与设计 

内容 要求 备  注 

结构的概念和一般分类 Ⅱ  

结构的受力分析 Ⅱ  

结构强度和稳定性的影响因素分析及

其相关试验报告的书写 
Ⅱ  

简单对象的结构设计，设计图纸的绘

制 
Ⅱ  

制作结构设计的模型或原型 Ⅱ  

从技术和文化的角度欣赏与评价典型

结构设计 
Ⅰ  

二、流程与设计 

内容 要求 备  注 

流程的涵义及其对生产、生活的意义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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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序和环节的意义，简单流程图的识

读 
Ⅱ  

流程设计中应考虑的基本因素，流程

设计框图的绘制 
Ⅱ  

流程的改进与设备、材料等之间的关

系，简单生产流程优化应考虑的主要

问题 

Ⅱ  

简单对象的流程设计及其表达 Ⅱ  

流程的改进设计及其说明 Ⅱ  

三、系统与设计 

内容 要求 备  注 

系统的涵义 Ⅰ  

系统的基本特性 Ⅱ  

系统分析的基本方法 Ⅱ  

系统优化的意义及其影响因素 Ⅱ  

简单系统设计的基本方法 Ⅰ  

简单对象的系统方案设计 Ⅱ  

四、控制与设计 

内容 要求 备  注 

控制的涵义及其在生产和生活中的应

用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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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控制与自动控制的识别 Ⅰ  

简单的开环控制系统和闭环控制系统

的基本组成和工作过程 
Ⅱ  

简单的闭环控制系统的方框图以及其

中的控制器、执行器、反馈环节的作

用 

Ⅱ  

影响简单控制系统运行的主要干扰因

素 
Ⅰ  

被控量、控制量的确定，控制系统方

框图的绘制 
Ⅱ  

根据开环控制系统的设计方案制作控

制装置 
Ⅱ  

根据简单闭环控制系统的设计方案进

行模拟实施和调试 
Ⅱ  

简单对象的控制系统方案设计及优化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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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题图 

Ⅵ．题型示例 

 

一、选择题 

1．小童买了一辆新车，具有车窗防夹手的功能。车窗玻璃在上升过程中，若遇

到一定的阻力就会马上停止上升或向下降到最低。现在他要对这种功能进行检

测，下列测试材料中较为合适的是 

A.玻璃棒      B.人手     C.铁棒      D.橡胶棒   

【参考答案】D 

 

2．小丽同学想设计一种两用眼镜盒，提供给同时拥有框架眼镜和隐形眼镜的人

群使用。在设计前，她收集了以下信息：①制作眼镜盒的材

料；②眼镜的度数；③眼镜盒的连接方式；④隐形眼镜镜片

盒及护理液所占空间大小。其中你认为必要的信息是 

A.①②③     B. 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参考答案】C 

 

3.等红灯是一件相当枯燥乏味的事，如果有人把原来呆板的红灯设

计成欢快、优雅、搞怪的“跳舞小红人”，你是否愿意耐心等待

呢？关于这个设计，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小红人跳舞欢快、优雅、搞怪，实现了人机关系的高效目标 

B.小红人跳舞的设计主要是为了考虑特殊人群的需求 

C.小红人跳舞的设计满足人的心理需求 

D.小红人跳舞的设计提高了信息交互的准确性 

【参考答案】C 

 

4．如图，是一种防近视笔。写字时，拔出笔套，电源导通，笔尖弹出。笔杆上

的电子眼窗口内的感应器可以探测孩子的书写姿势，

如果姿势不正确，笔尖就会缩回，无法继续书写。下

列关于防近视笔的使用和维护方法不正确．．．的是 

A.书写完及时套上笔套，切断电源，以免耗电 

B.安装和更换电池时，应按说明书操作 

C.为防笔尖回缩而中断书写，可用纸粘住电子眼

窗口  

D.不可敲打、重摔、烘烤 

【参考答案】C 

 第 2题图 

笔套
电子眼窗口

电池 

笔尖 

 第 4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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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小林发现小学生撑伞行走时，视线会被雨伞遮挡，易造成安全事故，决定设

计一种学生用的安全雨伞。下列他的设计分析中，首要考虑的是 

A.在伞头设计闪光灯 

B.在伞面的外沿设计反光条包边 

C.在八片伞面中设计一片透明伞面 

D.在伞柄安装定位装置 

【参考答案】C 

 

6．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积木能够起到促进智力开发的作用。下列关于积木的

说法不正确．．．的是 

A.积木添加色彩只是为了追求更高的经济效益  

B.积木应针对儿童的发育特点进行设计        

C.积木设计成不同的形状有助于提高儿童的认知能力     

D.积木材料的选择应符合相应的安全标准 

【参考答案】A 

 

7．如图，小红选用 2mm 厚的铁片，为爷爷设计制作了一个五角星形挂件，两面

均刻有老人的姓名及家人的联系电话。关于该挂件制作的描述不合理．．．的是 

A．制作流程是：划线→锯割→锉削→钻孔→刻字→表面处理 

B．使用了台虎钳、钢锯、刨子、板牙、台钻、锉刀、划针等

工具 

C．锯割前对锯条的装夹方向和松紧程度进行了检查调节 

D．出于安全的考虑需要把挂件的尖角锉成圆弧 

    【参考答案】B 

 

8．小建想在书房墙上安装一个可伸缩并能旋转的电视支架，便于多角度观看电

视。在选择支架的安装位置时，他运用系统分析方法，对书房大小、书桌书柜

的占位空间和支架伸缩旋转范围等进行了测量和计算，这最能体现系统分析的  

A.综合性  B.相关性  C.科学性  D.整体性 

【参考答案】C 

 

9．在汽车驾驶控制过程中不属于．．．干扰因素的是 

A.调整后的行车线路        

B.暴风雨天气     

××× 

××× 

第 7题图 

 第 6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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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司机的疲惫状态          

D.坑洼不平的道路 

【参考答案】A 

 

10．某学校对食堂系统进行优化，引进了餐具自动清洗系统，并将之与食堂原有

的沼气系统相连，高效地解决了餐具清洗、剩饭菜利用的问题。下列关于该食堂

系统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A．把餐具清洗系统与沼气系统相连是运用系统思想和方法的体现 

B．把餐具清洗系统与沼气系统相连是对食堂系统的优化 

C．餐具清洗系统和沼气系统是彼此独立又相互关联的两个系统 

D．沼气系统是餐具清洗系统的子系统 

【参考答案】D 

 

二、填空题 

11．现对三家企业生产的同型号同规格的工字型钢进行性能试验，试验方案如

图。钢材和两固定杆的连接方式及各测试工字型钢材的长度、悬挂点的位置、

悬挂重物的重量均相同。测试数据如下： 

 企业 1 的工字型钢材 企业 2 的工字型钢材 企业 3 的工字型钢材 

弯曲距离（mm） 4 9 7 

 

（1） 在测试过程中，工字型钢材的主要

受力形式是   【1】   ，固定杆的

主要受力形式是   【2】   ； 

（2） 若被测钢材两端的固定高度同时上

升 20cm， 【3】 （会/不会）影

响测试的结果； 

（3） 根据测试数据，上述三家企业中，

企业 【4】 的工字型钢材抗弯性能

最优； 

（4） 若某工厂在厂房建设中并未选用抗弯性能最优的工字型钢材作梁，你认为

其选材的依据可能是                   【5】                    。 

 

【参考答案】【1】受弯曲  【2】受压  【3】不会  【4】1   

【5】例答：在满足设计要求的前提下，考虑了经济、实用等因素   （答案具有

一定的开放性，合理即可） 

 

被测工字型钢材 

悬挂点 

固定杆 

第 11 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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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学生上下课时，在楼梯上易造成拥挤，一旦有人摔倒，就可能引发踩踏事件。

小金同学设计了一种楼梯拥挤报警系统，它用红外探头扫描人群，并将人流信

号实时传送至控制中心，控制中心对人流密度进行比较运算。当人流密度值达

到或超过预设值时，报警继电器被触发，启动报警器，提醒学生注意安全。根

据以上信息，回答下列问题： 

（1）按有无反馈环节划分，楼梯拥挤报警系统属于   【1】   控制系统； 

（2）楼梯拥挤报警系统框图如下，请补充完整。 

 

 

 

 

【参考答案】【1】开环  【2】人流信号   【3】执行器   【4】报警器 

 

 

三、绘图题 

13. 根据所给立体图，补全左视图和俯视图中的线条。 

 

 

 

 

 

 

 

 

 

 

 

【参考答案】左视图：一条虚线，一条实线；  俯视图：一条实线。 

要求：位置和线型均正确 

第 13 题图 

输入量 

（ 【2】 ） 控制器 

（控制中心） 

输出量 

 (报警信号)   【3】   

（报警继电器）

被控对象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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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设计与评价题 

14.某高级中学多个学生同住一间宿舍，宿舍空间小，设施不全，给学生生活带

来很多不便，其中之一就是没有固定的地方放鞋。现根据设计的创新性、实用性

等原则，为该学校宿舍设计一个鞋柜。 

请回答以下问题： 

（1）根据所发现和明确的问题，从不同方面提出具有可行性的设计要求，写出

三点即可。 

（2）用草图展示自己的设计方案，并作必要的文字说明。 

（3）鞋柜制作完成后要从结构方面进行哪些技术试验，并简述试验步骤。 

 

【参考答案】 

（1）设计要求： 

①能够在鞋柜里放置多双鞋。 

②鞋柜要有足够的稳定性和强度。 

③鞋柜的高度不超过 1500mm。 

④柜体最好做成活动式的，便于更改空间高

度。 

⑤制作鞋柜的材料必须安全、无毒副作用、不 

污染寝室的环境。 

（2）设计方案 

草图如图所示（可不标注尺寸）。 

方案说明： 

①鞋柜尺寸：长 800mm、宽 350mm、高 1500mm；

鞋柜分左右两组，左边长度 600mm，右边长度 200mm，可满足鞋柜的功能要求；

鞋柜右边增添的竖隔板还可避免因横搁板较长而变形。 

②左边设计为敞开式，方便放置日常用鞋；搁板采用活动式的拼插连接，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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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为 160mm～200mm，可以根据需要调节高度；材料可选用木质薄板，为便于清

洗，也可选用塑料薄板。 

③右边设计为鞋柜的附加部分。搁板上可放置瓶装的护鞋用品、折叠伞等物

品；三个小抽屉可收纳鞋油、鞋刷等小件物品；右搁板采用刚连接，搁板间距为

200mm～250mm，材料可选用木质薄板。 

④鞋柜外观简洁、大方，适宜空间较小的学生宿舍。                                   

（3）要对结构进行稳定性试验、强度试验。 

稳定性试验步骤：①在地面上放平鞋柜；②在柜中放置多双鞋；③用一定的

力依次从前后左右推拉柜子；④观察柜子的平衡情况并记录实验结果。 

强度试验步骤：①在地面上放平鞋柜；②在鞋柜内放置适当的重物；③观察

柜子的承载能力并记录实验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