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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安徽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纲要

信息技术

一、编写说明

依据安徽省普通高中学生学业水平考试方案，高中信息技术学业水平考试范

围为必修模块和部分选修模块规定的学习内容，其中选修模块中的选考内容，依

据安徽省选修实际情况，考生可从之前推荐的“选修一：算法与程序设计”和“选

修二：多媒体技术应用”中任意选择一个。

信息技术学业水平考试的基本思路是“重视基础，强调操作技能，联系生活

实际，关注信息技术新发展，提升信息素养”。

二、考试性质与目标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是高中信息技术学习的终结性考试，考试的结果是确定学

生是否达到高中信息技术学科毕业标准的主要依据。旨在考核学生在此阶段对所

学的信息技术基础知识的理解、基本操作技能的掌握程度，以及学生获取新知、

综合应用、探索创新的水平与能力。

信息技术学业水平考试应体现信息技术课程的总体目标，通过信息技术课程

使学生具有获取信息、传输信息、处理信息和应用信息的能力，教育学生正确认

识和理解与信息技术相关的文化、伦理和社会等问题，负责任地使用信息技术；

培养学生良好的信息素养，把信息技术作为支持终身学习和合作学习的手段，为

适应信息社会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打下必要的基础。

三、考试内容与要求

根据信息技术学科特点，参照我省现行使用的高中信息技术教材，本课程的

考试内容体现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个维度，分为了解、

理解、运用三个层次，各层次的简要说明如下：

A.了解 指能正确地回忆、再认或再现学过的信息技术基础知识。即在记忆

水平上考核学生的学习效果，要求能从题目所提供的材料中识别出学过的知识（再

认），或能按题目的要求复述学过的知识（回忆）。考核时，所提供的问题情境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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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教学中出现过的，试题或答案都是和教学中的相同或相似。此层次使用的行

为动词还可能有：描述、列举、列出等。

B.理解 指在了解的基础之上，正确地领会所学知识的意义以及与其相关知识

的内在联系。即要求不仅仅从表面上，而且要从实质上领会所学知识的涵义。考

核时，可以要求在保留材料基本内容的前提下，改变材料的表述形式，包括能用

不同于教材中的表达形式准确地说明或解释一些有关信息技术的现象或事实。此

层次使用的行为动词还可能有：解释、比较、知道、实现、制作、使用等。

C.运用 指在理解的基础上，用所学过的信息技术知识或方法解决新情境下出

现的简单信息问题。考核时，以要求解决新问题为特征。此层次使用的行为动词

还可能有：学会、确定、总结、熟练使用、熟练操作等。

“必修 信息技术基础”模块

本模块是高中学生信息素养提升的基础。通过本模块的学习，学生应该掌握

信息的获取、加工、管理、表达与交流的基本方法；能够根据需要，选择适当的

信息技术交流思想，开展合作，解决日常生活、学习中的实际问题。

（一）信息获取

学习内容 内容要求
水平层次

A B C

信息与信息技

术

列举信息的基本特征 √

列举信息技术的应用领域 √

了解信息技术的历史和发展趋势 √

了解计算机的组成 √

获取信息的过

程与方法

能够根据具体问题，确定信息需求及来源 √

了解获取信息的一般过程 √

掌握获取信息的常用方法 √

了解计算机中常见信息的存储格式 √

获取网络信息
掌握网络信息检索的常用方法 √

掌握网络信息常用下载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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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对获取的信息进行鉴别和评价 √

（二）信息加工与表达

学习内容 内容要求
水平层次

A B C

一般工具加工

信息

熟练使用Word软件加工文本信息 √

熟练使用 Excel软件处理表格数据 √

熟练使用 PowerPoint软件集成多媒体作品 √

编程工具加工

信息

了解程序的作用 √

了解 VB编程工具 √

知道 VB编程基础知识（常量、变量、表达式等） √

了解 VB编程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与过程 √

智能工具加工

信息

了解常见智能处理工具及其应用 √

了解信息智能处理的方式（模式识别、自然语言理解等） √

信息的发布与

交流

了解常见信息交流方式及其特点 √

掌握使用电子邮件交流信息的方法 √

了解网上信息发布的多种方式 √

（三）信息资源管理

学习内容 内容要求
水平层次

A B C

信息资源管理

的目的与方法

了解信息资源管理的基本目的、方式方法及其特点 √

熟练掌握使用资源管理器管理本地计算机信息资源的方法 √

根据需要选择恰当的信息资源管理方式 √

数据库管理信

息

了解使用数据库管理信息的优势和特点 √

了解数据库及其组成 √

了解建立简单数据库的基本过程和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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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信息技术与社会

学习内容 内容要求
水平层次

A B C

信息安全和计

算机犯罪

了解常见信息安全问题 √

了解常见的信息系统安全维护措施 √

知道计算机病毒及其主要特点 √

掌握计算机病毒的基本防治方法 √

了解常见的计算机犯罪和预防措施 √

信息安全法律

法规及道德规

范

了解信息安全法律法规及网络道德规范 √

能够识别和抵制不良信息 √

树立网络交流中的安全意识 √

“选修一 算法与程序设计”模块

本模块的学习目的是，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体验算法思想，了解算法和程序

设计在解决问题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能从简单问题出发，设计解决问题的算法，

并能初步使用一种程序设计语言实现算法，解决问题，培养计算思维。本模块考

试语言为 VB。

（一）计算机解决问题的基本过程

学习内容 内容要求
水平层次

A B C

计算机解决问

题的基本过程

了解算法、程序设计和程序设计语言的基本概念 √

了解和描述计算机解决问题的基本过程 √

算法和算法的

描述

了解算法的基本概念、特征 √

了解算法的三种描述方法（自然语言、流程图和伪代码） √

学会使用流程图符号绘制流程图 √

（二）程序设计语言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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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内容要求
水平层次

A B C

VB语言及程序

开发环境

熟悉 VB程序设计语言的开发环境 √

知道 VB常用的基本数据类型，常量与变量的定义方法 √

掌握 VB语言中运算符、函数和表达式的使用方法 √

了解对象、属性、方法和事件等基本概念 √

掌握窗体和常用控件的使用方法 √

掌握控件的常用属性及设置方法 √

程序的顺序结

构

理解顺序结构程序的执行过程 √

掌握编写简单的顺序结构程序方法 √

程序的选择结

构

理解 If、Case条件语句的执行过程 √

掌握编写简单的 If、Case选择结构程序方法 √

程序的循环结

构

理解 For循环语句的执行过程 √

掌握编写简单的 For循环结构程序方法 √

了解 Do循环语句的执行过程 √

掌握编写简单的 Do循环结构程序方法 √

了解 For循环和 Do循环的区别 √

了解循环嵌套的规则 √

（三）算法与问题解决例举

学习内容 内容要求
水平层次

A B C

解析法、穷举

法、查找算法、

排序算法、递归

法与问题解决

了解常用算法的基本思想 √

运用解析法分析问题，设计算法、编写程序求解问题 √

运用穷举法分析问题，设计算法、编写程序求解问题 √

能够选择合适的算法解决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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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修二 多媒体技术应用”模块

本模块以应用多媒体技术解决问题为主线，让学生在亲身体验过程中认识多

媒体技术对人类生活、社会发展的影响；学会对不同来源的媒体素材进行甄别和

选择；初步了解多媒体信息采集、加工原理，掌握应用多媒体技术促进交流并解

决实际问题的思想与方法；初步具备根据主题表达的需求，规划、设计与制作多

媒体作品的能力。

（一）多媒体技术与社会生活

学习内容 内容要求
水平层次

A B C

多媒体技术的

基础知识

了解多媒体技术的含义 √

列举多媒体技术的具体应用 √

了解多媒体计算机的硬件和软件系统 √

了解多媒体技术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

多媒体技术的

特征

列举多媒体技术的基本特征 √

理解多媒体技术的集成性、交互性 √

（二）多媒体信息采集与加工

学习内容 内容要求
水平层次

A B C

常见多媒体信

息的类型、格

式、存储及传递

了解常见图像、音频、动画及视频的类型和存储格式 √

理解位图和矢量图的区别 √

了解影响图像质量的因素 √

了解模拟音频的数字化过程 √

了解影响音频质量的因素 √

了解动画的分类及其基本原理 √

多媒体信息采

集

知道常用的图像获取途径及其方法 √

了解录制音频的常用软件和硬件设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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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音频采集的原理、途径及其方法 √

了解常用的视频获取方法 √

了解视频采集的常用设备 √

多媒体信息加

工

了解常用的图像处理软件 √

熟练掌握 Photoshop常用工具使用方法 √

熟练掌握 Photoshop调整图像大小、方向、色彩方法 √

熟练掌握 Photoshop图层的操作方法 √

知道 Photoshop图层样式和滤镜的作用 √

能够选择适当的文件格式存储图像 √

了解常用的音频处理软件 √

熟悉音频文件格式的转换方法 √

掌握音频的简单编辑方法 √

了解常用的动画制作软件 √

熟悉 Flash 常用工具使用方法 √

理解帧、元件、图层等基本概念 √

熟练掌握帧的添加、删除等操作方法 √

熟练掌握图形、影片剪辑和按钮元件的制作方法 √

掌握图层的添加、删除、重命名等操作方法 √

掌握补间、遮罩、引导动画的制作方法 √

了解常用的视频编辑软件 √

掌握视频的简单编辑方法 √

（三）多媒体信息集成与交流

学习内容 内容要求
水平层次

A B C

多媒体作品的

规划设计

了解制作多媒体作品的一般过程与方法 √

了解制作多媒体作品的规划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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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内容要求
水平层次

A B C

多媒体作品的

集成

了解常用的多媒体集成软件 √

知道在多媒体集成软件中导入多种素材的方法 √

使用多媒体集成软件制作多媒体作品 √

了解多媒体作品的评价方法 √

虚拟现实与流

媒体技术

了解虚拟现实的应用 √

了解流媒体技术的应用 √

四、例证性试题

“必修 信息技术基础”模块

（一）信息获取

1．李明同学将外出游玩时所见所闻及所拍照片，发到微信朋友圈供好友欣赏，

该过程体现信息的特征是（ ）。

A．时效性 B．可存储性 C．共享性 D．真伪性

【答案】C 水平层次：A

【说明】本题考查考生对信息特征的了解，并能根据给出的生活事例分析，

题中将所见所闻分享到朋友圈，主要体现信息的特征是共享性。

2．中国“天眼”FAST是世界上最大的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它已经发现

了数千颗脉冲星，从信息处理流程来看，该过程属于（ ）。

A．信息发布 B．信息获取 C．信息加工 D．信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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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 水平层次：A

【说明】本题考查对信息处理流程的理解，信息处理流程有：信息获取、信

息存储、信息加工和信息发布与交流，使用中国“天眼”FAST发现了数千颗脉冲

星，属于获取信息。

（二）信息加工与表达

1．李明同学使用 Excel 软件计算网购书籍的折扣率，在 E3 单元格中输入

“=C3/B3”，按回车键后，E3单元格显示的结果是（ ）。

A．C3/B3 B．0.8 C．###### D．=VALUE!

【答案】B 水平层次：B

【说明】本题考查考生对 Excel软件加工与处理数据信息的能力，能够使用公

式、函数等进行数据处理，提升信息价值。

2．周辉同学使用Word软件对“粽子的由来”文档排版，效果如下图所示，

图片使用的文字环绕方式为（ ）。

A．嵌入型 B．四周型 C．紧密型 D．衬于文字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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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C 水平层次：C

【说明】本题考查考生使用Word软件加工与处理信息的能力，特别是对Word

中，插入图片排版方式的基本操作。

3．孟雨同学使用 PowerPoint软件制作作品封面，希望在放映封面幻灯片时，

艺术字和图片依次出现，她应该设置（ ）。

A．超链接 B．切换效果 C．幻灯片版式 D．自定义动画

【答案】D 水平层次：C

【说明】本题考查考生使用 PowerPoint软件加工与处理信息的能力。

4．火车站为提高旅客进站验票效率，乘客通过人脸识别自助检票系统，就能

够顺利进站，该系统使用的技术是（ ）。

A．虚拟现实技术 B．语音技术 C．流媒体技术 D．模式识别技术

【答案】D 水平层次：A

【说明】本题主要考查考生对日常生活中人工智能应用实例与价值的了解。

5．使用 VB设计编写程序，执行完下列程序段后，变量 a的值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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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B．5 C．15 D．20

【答案】B 水平层次：B

【说明】本题主要考查考生对程序表达式的理解。

6．（操作题）打开“经典咏流传.doc”文档，按如下要求完成操作并保存文件。

（1）设置标题的格式为：黑体、小二号、蓝色、居中对齐；

（2）设置正文段落格式：首行缩进 2个字符、段前间距 0.5行；

（3）插入图片“经典咏流传.jpg”，设置环绕方式为“四周型”。

【答案】略 水平层次：C

【说明】本题考查考生对Word软件加工与处理信息的能力。涉及到的知识有：

设置文字的字体、字号、颜色，设置段落格式，设置图片环绕方式等。

7．（操作题）打开“家庭生活开支季报表.xls”文件，按如下要求完成操作并

保存文件。

（1）将标题所在单元格区域“A1:G1”合并及居中，并设置行高为 24，垂直

居中对齐；

（2）用公式或函数求出每种消费项目的“月均支出”，结果保留 2位小数；

（3）选择“A2:D3”区域，创建“三维簇状”柱形图，图表标题为“一季度

家庭餐费支出比较”。

【答案】略 水平层次：C

【说明】本题主要考查考生使用 Excel软件处理表格信息的能力。涉及到的知

识点有：跨列居中、设置单元格格式、常用函数、图表转换等。

8．（操作题）打开“端午节的习俗.ppt”文件，按如下要求完成操作并保存文

件。

（1）切换到第 2张幻灯片，为文字“赛龙舟”设置超链接到第 3张幻灯片；

（2）切换到第 3张幻灯片，为图片“龙舟”设置自定义动画，效果为“飞入”、

方向“自右侧”；

（3）删除最后 1张空白幻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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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略 水平层次：C

【说明】本题主要考查考生使用 PowerPoint软件集成多媒体作品的能力。涉

及到的知识点有：删除幻灯片，设置超链接和自定义动画等。

9．李明准备发送一封电子邮件，操作界面如下图所示，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

A．邮件有 3个附件 B．邮件发送附件中有动画文件

C．邮件有 2位接收者 D．有一位接收者的电子邮箱为 270312176@qq.com

【答案】C 水平层次：C

【说明】本题主要考查考生对信息发布与交流的了解，掌握使用电子邮件交

流信息的基本知识。

（三）信息资源管理

1．李明把银行卡插入 ATM机查看卡中的余额，这一过程实际上是在对银行

数据库的记录进行（ ）。

A．添加操作 B．删除操作 C．查询操作 D．修改操作

【答案】C 水平层次：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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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本题考查考生对信息资源管理的理解。

2．学校使用“图书信息管理系统”数据库对图书馆藏书进行管理，下图中①、

②、③分别为数据库中的（ ）

A．记录、表、字段 B．表、字段、记录

C．字段、记录、表 D．记录、字段、表

【答案】B 水平层次：A

【说明】本题考查考生对 Access数据库中，表、字段、记录等基本信息的了

解。

（四）信息技术与社会

1．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移动支付安全问题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下列

使用手机行为，比较安全的做法是（ ）。

A．下载和安装非官方提供的手机应用软件

B．打开所有收到短信中的超链接

C．使用指纹或密码支付

D．使用免密WiFi上网，进行网上支付

【答案】 C 水平层次：A

【说明】本题考查学生对常见的信息安全防范措施的了解。

2．当计算机中了“勒索”病毒，硬盘中的文件会被病毒加密，被攻击者只能

支付高额赎金进行解密。关于这次事件，下列说法不恰当．．．的是（ ）。

A．“勒索”病毒是一种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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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为防止“勒索”病毒，个人电脑不上网

C．借助因特网，“勒索”病毒在全球爆发

D．为防范病毒，要养成良好的上网习惯

【答案】B 水平层次：B

【说明】本题主要考查考生对计算机病毒特点的了解。

“选修一 算法与程序设计”模块

（一）计算机解决问题的基本过程

1．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下列适合用计算机编程

来解决的是（ ）。

A．制作校刊 B．设计班徽

C．截取光盘中的视频 D．计算“百钱百鸡”问题

【答案】D 水平层次：A

【说明】本题考查考生对计算机程序解决日常生活问题的了解。针对不同的

问题，考生会选择用不同方法去解决问题。

2．使用 VB编程的一般步骤为：分析问题→设计算法→编辑代码→调试运行，

下图进行的操作属于（ ）。

A．分析问题 B．设计算法 C．编写代码 D．调试运行

【答案】C 水平层次：B

【说明】本题考查考生对计算机程序解决问题的基本步骤的掌握情况。

3．王明使用 VB编程求[0,100]之间所有偶数之和，算法描述如下图所示，为

了实现此算法，图中判断框①处可填入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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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 ≥ 100 B． x ＜ 100 C．x ≤ 100 D．x＞100

【答案】C 水平层次：C

【说明】本题考查考生对流程图的认识。该流程图为选择结构，需要填充的

内容为判断框，由题意可知是 x ≤ 100。

（二）程序设计语言初步

1．刘芳同学使用 VB软件编写“水仙花数”程序，保存后有多个文件，其中

工程文件是（ ）。

A．① B．② C．③ D．④

【答案】D 水平层次：A

【说明】本题考查考生对 VB工程文件图标及扩展名的了解。

2．在 VB中，下列属于正确的赋值语句是（ ）。

A．sum=12 B．98=a+15 C．a+1=b-1 D．1=a+b

【答案】A 水平层次：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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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本题考查考生对 VB基本语法的了解，如何给变量赋值。

3．张华同学使用 VB编程时，将数学式“|a3-2b|÷(a+c)”写成 VB表达式，正

确的是（ ）。

A．a^3-2b/a+ c B．a^3-2*b/(a+c)

C．abs( a^3-2*b)/(a+ c) D．sqr(a^3-2*b)/(a+c)

【答案】C 水平层次：B

【说明】本题主要考查考生对程序基本元素的了解。涉及到的知识点有运算

符、函数、表达式等。

4．王明同学使用 VB编写“求梯形面积”程序，如果要将窗体中的标签“Label1”

修改为“求梯形面积”，则应修改 Label的属性是（ ）。

A. 名称 B．Caption C．Height D．Font

【答案】B 水平层次：B

【说明】本题考查考生对 VB程序设计语言的环境熟悉程度。Caption属性是

设置或返回对象所显示的内容。

5．用 VB编程，双击下列左图中的“确定”按钮，打开右图所示的代码窗口，

代码窗口中出现红色字符，说明此处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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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说明语句 B．注释语句 C．提示语句 D．错误语句

【答案】D 水平层次：B

【说明】本题考察考生对 VB调试程序过程的了解，在调试过程中如果出现错

误语句，就会以红色字符显示。

6．周欣同学编写了一段 VB程序，如下图所示，该程序段的运行结果是（ ）。

A．50 B． 40 C．30 D．20

【答案】A 水平层次：B

【说明】本题考查考生对选择语句执行过程的理解。

7．（操作题）某航空公司规定，乘客在乘坐飞机时，免费托运的行李不能超

过 20公斤，如超过 20公斤，超重的部分每公斤按票价的 1.5%计算。李亮利用 VB

编写一个行李托运计费系统，输入行李的重量和机票的价格，单击“计算”按钮，

程序自动显示应付运费。他在编写程序时遇到了一些问题，请帮助他完善程序。

（1）在代码窗口中，修改“Dim As Single”行 1处错误；

（2）在代码窗口中，修改“If n <= 20 Then”行 1处错误；

（3）在对象窗口中，修改 Command2命令按钮的相关属性为“退出”。

【答案】略 水平层次：C

【说明】本题考查考生使用选择结构程序来解决一些简单问题，解答此类操

作题时，首先要弄清楚程序功能，理解条件语句的执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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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算法与问题解决例举

1．假定小兔子一个月长成大兔子，大兔子每个月生出一对小兔子。如果年初

养了一对小兔子，问到年底时，将有多少对兔子？若使用 VB编程求解，可采用的

算法是（ ）。

A．解析法 B．穷举法 C．递归算法 D．二分查找法

【答案】C 水平层次：B

【说明】本题考查对递归法基本思想的了解。

2．（操作题）一个大于 2的自然数 n，如果不能被 2至 n-1中的某一个数整除，

则 n为素数。陈强同学使用 VB编写一个判断 n是否为素数的程序，如图所示，他

在编程时遇到了问题，请你帮他解决。

（1）打开代码窗口，修改“i = i – 1”行 1处错误；

（2）打开代码窗口，修改“If i Mod n = 0 Then”行处错误；

（3）修改 Command2命令按钮的属性为“退出”。

【答案】略 水平层次：C

【说明】本题考查考生使用循环语句和选择结构程序来解决一些简单问题，

解答此类操作题时，首先要弄清楚程序功能，理解循环语句和条件语句的执行过

程。

“选修二 多媒体技术应用”模块

（一）多媒体技术与社会生活

1．张敏在使用多媒体课件学习时，单击如图所示的按钮，打开相应的内容，

这体现多媒体作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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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数字化 B．集成性 C．交互性 D．多样性

【答案】C 水平层次：A

【说明】本题考查考生对多媒体技术基本特征的了解，通过超链接实现内容

的选择，所以为交互性。

2．互联网让学习从封闭走向开放，登录安徽基础教育资源应用平台，可以在

线观看微课视频自主学习，这主要得益于（ ）。

A．人工智能技术 B．自动控制技术 C．流媒体技术 D．虚拟现实技术

【答案】C 水平层次：A

【说明】本题考查考生对多媒体技术的了解。

3．虚拟现实可以给我们提供前所未有的新鲜体验，感受未曾经历的奇妙世界，

其应用非常广泛，下列不属于虚拟现实应用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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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① B．② C．③ D．④

【答案】D 水平层次：A

【说明】本题考查考生对虚拟现实技术应用范围的了解。

（二）多媒体信息采集与加工

1．图像分为矢量图形和点阵位图，下列方式获得的图像中，属于矢量图形的

是（ ）

A．用 Flash软件绘制的正方形 B．用数码相机拍摄的照片

C．在“画图”软件中画的圆形 D．用扫描仪获取的杂志封面图像

【答案】A 水平层次：B

【说明】本题考查考生对图形图像的基本属性了解，对于位图和矢量图要了

解它们的基本特征与区别，以及相应的编辑软件。

2．张华同学使用 GoldWave软件对背景音乐文件进行处理，处理前后界面如

图所示。下列关于处理效果描述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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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前后静音，中间部分增加了音量 B．淡入淡出，中间部分增加了音量

C．前后静音，中间部分减小了音量 D．淡入淡出，中间部分减小了音量

【答案】D 水平层次：B

【说明】本题考查对 GoldWave软件基本操作的认知，同时要理解声音采集的

基本原理和相关属性，掌握“删除”和“剪裁”、“淡入”和“淡出”等操作的区

别。

3．陈方同学使用 Photoshop软件制作环保宣传海报，“图层”面板如图所示，

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A．该作品共有 4个图层 B．当前选中的是“背景”图层

C．“标语”图层内容为文字 D．所有图层均为可视状态

【答案】D 水平层次：C

【说明】本题考查对 Photoshop软件图层操作的相关知识。

4．使用 Flash 软件制作小鱼游动动画，让小鱼从水草前“游”到水草后，下

列操作正确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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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将“小鱼”图层移到“水草”图层的下方

B．将“小鱼”图层移到“鱼缸”图层的下方

C．使用“水平翻转”命令，修改小鱼游动的方向

D．选中“水草”图层的关键帧，创建补间动画

【答案】A 水平层次：C

【说明】本题考查对 Flash中的图层、帧等的相关知识，这是制作动画的基础

知识。

5．（操作题）打开“放飞理想.fla”文件，完成下列操作并保存文件。

（1）在“背景”图层的第 100帧处插入帧；

（2）将“小鸟”图层删除；

（3）设置“线路”图层为引导层，“飞机”图层为被引导层。

【答案】略 水平层次：C

【说明】本题综合考察了 Flash软件的基本知识和操作。内容涉及图层、帧频

率、动画制作、添加素材到库等。

6．（操作题）打开“碧水荷花.psd”文件，完成以下操作并保存文件。

（1）删除“石头”图层；

（2）调整“小桥”图层的亮度（+60）；

（3）为“碧水荷花”图层添加图层样式：投影（大小 4像素、距离 4像素）、

描边（白色）。

【答案】略 水平层次：C



23

【说明】本题综合考查 Photoshop软件的一些基本操作。内容涉及图层操作、

图层样式、图像大小等基本操作。

（三）多媒体信息集成与交流

1．李亮同学的计算机里有以下 4个文件，准备用相应的软件进行处理，他所

选择的文件与处理软件对应关系正确的是（ ）。

序号 1 2 3 4

文件

软件 Photoshop Flash VB Word

A．① B．② C．③ D．④

【答案】B 水平层次：A

【说明】本题综合考查考生对常用软件的了解，能够认识各种类型文件的图

标和扩展名。

2．王丹同学在网上游览清华大学，在观看过程中，可以用鼠标交互操作，犹

如身临其境，主要应用了（ ）。

A．视频处理技术 B．虚拟现实技术

C．声音处理技术 D．流媒体技术

【答案】B 水平层次：A

【说明】本题考查考生对虚拟现实技术应用的了解，虚拟现实技术广泛应用

于科学研究、医疗、教育、娱乐等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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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一）考试形式

无纸化考试，即采用网络环境下的无纸化闭卷考试，考生使用考试软件，通

过上机操作，以人机交互方式答卷。与通用技术合并考试，总时间 60分钟。

（二）试卷结构

与通用技术试卷合并，总分值为 60分，信息技术部分 30分。

1．按考试题型分

单选题 12分，操作题 18分。

2．按考试难度分

A层次 60%左右，B层次 25％左右，C层次 15％左右。

（三）考生须知

1．考生在正确输入准考证号，在确认准考证号与姓名一致后，在屏幕出现的

提示对话框中选择选修模块。

2．考生完成操作题后，在答题结束，关闭操作界面之前，必须选择“文件”

→“保存”命令（或单击工具栏上的“保存”按钮）进行保存，否则可能导致不

计分。

3．在进行不同模块操作题的答题过程中，要在完成保存操作和关闭界面后，

方可打开其他模块操作题，否则可能因为占用资源过多而造成死机。

4．考生不要进行与考试要求无关的操作，在考试过程中，如果系统出现异常

情况，要及时向监考老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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