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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教发〔2022〕60号 

 

 

各小学、九年一贯制学校：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五条第三款规定“依法实

施义务教育的学校应当按规定标准完成教育教学任务，保证教育

教学质量”。为落实贯彻国家教育方针，进一步深化基础教育课程

改革，深入推进素质教育，提高教育教学质量，通过学业水平监

测导向，全面、真实地反映我市小学课程教学目标的达成和新课

程改革的实施情况，全面落实培育学生学科核心素养，引导教师

探索课堂教学改革，提高教学效益，特印发《江油市 2022年小学

六年级学业水平监测指要》给你们，请结合本校教育教学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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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六年级教师学习，并在复习教学中认真贯彻落实。 

 

附件：《江油市 2022小学六年级学业水平监测指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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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江油市 2022小学六年级学业水平监测指要》 

语 文 

一、监测原则 

遵循《语文课程标准》（2022 版）和现行教材的基本要求， 

结合我市小学语文教学的实际情况，以核心素养为考查目标，通

过识字与写字、阅读与鉴赏、表达与交流、梳理与探究等语文实

践活动，全面考查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水平。同时，注重联系生

活实际，考查学生语言文字的积累、理解、感悟和表达等综合运

用能力，力求全面、准确地反映小学毕业学生语文课程的学习水

平和目标达成状况，监测内容的深难度不超过《语文课程标准》

（2022 版）第三学段目标与内容的基本要求，达到有利于促进语

文教学课程改革，有利于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 有利于全面

提高小学教育质量的目的。 

二、监测依据 

依据《语文课程标准》（2022 版）中第三学段目标与内容的

基本要求和有关教学和评价的具体建议，适当体现小学语文统编

教材的特点。 

三、监测范围 

以小学语文 S版教材一至三年级和统编小学语文教材四、五、

六年级为基本范围，以统编语文教材六年级为主要内容，侧重于

毕业学期所学内容。 



- 4 - 
 

四、监测的形式与结构 

（一）监测形式：以书面形式进行，监测时间为 90分钟。 

（二）结构及分值：试卷总分 100 分，由书写展示•艺术（2 

分）、字词句段•基础（29分）、语言积累•运用（共 14分）、阅读

感悟•理解（共 25分）、习作实践•表达（共 30分）五个版块构成 

A3 纸双面共 4页的学业水平监测卷（题卷、答卷分开），题型以

教材中出现的练习题型为主。样题可参看 2021年春季小学六年

级学业质量监测语文试卷。 

五、监测的主要内容与基本要求 

（一）书写展示：掌握汉字的基本笔画和常用的偏旁部首，

能按笔顺规则用硬笔熟练地书写正楷字，注意间架结构，做到书

写规范、端正、整洁，格式行款正确，有一定的速度。 

主要题型：写一句话、一联诗句或一段话。 

（二）字词句段： 

1.拼音：①能认读声母、韵母、声调和整体认读音节。②掌

握拼读规则，能准确地拼读音节，正确书写音节。③认识大写字

母，熟记《汉语拼音字母表》，④能借助汉语拼音认读汉字，纠正

方言中的错误读音。 

2.字：①累计认识常用汉字 3000个，会写其中 2500个左右。 

②有较强的独立识字能力，能掌握运用音序、部首两种查字

典的方法，会使用字典、词典。③感受汉字的构字组词特点，体

会汉字蕴含的智慧。能结合具体语言环境运用汉字和辨析、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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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音、形、义。 

3.词语：①小学阶段所学词语的书写、积累。②能运用字词

典、联系上下文和自己的生活积累查检、推测、理解词语的意思， 

并能结合语言环境正确运用。③能结合语言环境辨析与运用常见

的多义词、近义词、反义词、关联词。④辨别词语的感情色彩， 

能根据词义或感情色彩等进行分类，体会其表达效果。 

4.句子：①认识常见的句式，能按要求进行句子的仿写、扩

写、续写、改写。②运用规范的修改符号修改常见病句或一段话。

③能揣摩语句的表达顺序，联系上下文和自己的生活积累推想语

句的意思，体会语句的感情，初步领悟语句的表达方法。④常见

的修辞方法的认识、辨析与运用。 

5.标点符号：①能根据表达需要正确使用常用的标点符号， 

能体会句号与逗号、顿号与逗号、分号与句号的不同用法。②了

解冒号、引号、破折号、省略号的一般用法。 

主要题型：填空、选择、判断、排序等。 

（三）语言积累： 

1.能背诵课程标准推荐的优秀古诗文 75 篇，初步体味作品

的内容和情感，初步尝试在一定语言环境中运用。 

 2.能积累教材中要求背诵和默写的其他名句、名段、名篇， 

侧重于五、六年级所学内容。 

3.积累教材中要求读记的名言、格言、警句、谚语、歇后语、

对联等，能初步理解和尝试在一定语言环境中运用。侧重于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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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级所学内容。 

4.能主动积累课外阅读和生活中获得的语言材料，关注生活

中常见的一些语言运用现象，初步学习运用，实现语文与生活的

结合。 

主要题型：填空、判断、选择、连线等。 

（四）阅读感悟： 

1.学会默读，默读有一定的速度，默读一般读物每分钟不少

于 300字；学习浏览，能根据需要搜集信息。 

2.能联系上下文和自己的积累，推想课文中有关词句的意思， 

辨别词语的感情色彩，体会其表达效果。 

3.在阅读中能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了解文章的表达顺序， 

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初步领悟文章基本的表达方法。敢于提出

看法，作出自己的判断。 

4.阅读叙事性作品，了解事件梗概，能简单描述自己印象最

深的场景、人物、细节，说出自己的感受。阅读诗歌，大体把握

诗意，想象诗歌描述的情境，体会诗歌的情感。阅读说明性文章， 

能抓住要点，了解基本的说明方法。阅读简单的非连续性文本， 

能从图文等组合材料中找出有价值和需要的信息。 

主要题型：填空、选择、判断、画线等。 

（五）习作实践： 

1.懂得写作是为了自我表达和与人交流。 

2.养成留心观察周围事物的习惯，有意识地丰富自己的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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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视个人的独特感受，积累习作素材。 

3.能写简单的记实作文（写人记事）和想象作文，内容具体， 

感情真实。能根据内容表达的需要，分段表述。学写读书笔记， 

学写常见应用文。 

4.习作能做到语句通顺，行款正确，书写规范、整洁。能根

据表达需要，正确使用常用的标点符号。 

5.习作要有一定速度，40 分钟能写 450 字左右。 

 

数 学 

一、监测原则 

遵循《数学课程标准》（2011版）和现行教材的基本要求，结

合江油市小学数学教学的实际情况，着重考查学生对“四基”的

掌握和“四能”的培养。监测内容的深难度不超过《数学课程标

准》（2011 版）第二学段学生学习能力及水平的基本要求。达到

有利于促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有利于减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

有利于全面提高小学教育质量的目的。 

二、监测的依据 

以《数学课程标准》（2011版）有关评价建议为基本依据，以

《数学课程标准》（2011 版）六年级阶段目标为基本要求，体现

现行教材的特点。 

三、监测的范围 

以现行课标教材六年级为基本内容，侧重于毕业学期所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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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四、监测的形式与结构 

1.监测形式：以书面形式进行，监测时间为 70分钟。 

2.结构及分值： 

①以判断（5小题，每题 1分，共 5分）、选择（10小题，每

小题 2分，共 20分）、填空（18空，每空 1分，共 18分）、计算

（3个小题，共 27分，）、操作（6分）、解决问题（6个小题，共

24分）为主要题型构成 8开双面共 4页的学业水平监测卷。 

②总分 100分，基础知识约占 80%，应用能力约占 20%。 

考试样题可参看 2021年六年级学业水平监测数学试卷。 

五、监测的主要内容与基本要求 

六年级上册： 

1.理解分数乘、除法的意义，掌握分数乘、除法的计算方法，

比较熟练地计算简单的分数乘、除法，会进行简单的分数四则混

合运算。 

2.理解倒数的意义，掌握求倒数的方法。 

3.理解比的意义和性质，会求比值和化简比，会解决有关比

的简单实际问题。 

4.掌握圆的特征，会用圆规画圆；探索并掌握圆的周长和面

积公式，能够正确计算与圆的周长和面积有关的简单的实际问题。 

5.能用方向和距离表示位置，初步体会坐标的思想。 

6.理解百分数的意义，比较熟练地进行有关百分数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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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解决有关百分数的简单实际问题。 

7.认识扇形统计图，能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统计图表示数据。 

8.经历从实际生活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过程，体会数学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初步形成综合运用

数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9.体会解决问题策略的多样性及运用假设的数学思想方法

解决问题的有效性，感受数学的魅力。形成发现生活中的数学的

意识，初步形成观察、分析及推理的能力。 

10.体会学习数学的乐趣，提高学习数学的兴趣，建立学好数

学的信心。 

11.养成认真作业、书写整洁的良好习惯。 

六年级下册： 

1.了解负数的意义，会用负数表示一些日常生活中的问题。  

2.能够解决有关百分数的简单实际问题。 

3.认识圆柱、圆锥的特征，会计算圆柱的表面积和圆柱、圆

锥的体积。  

4.理解比例的意义和基本性质，会解比例，理解正比例和反

比例的意义，能够判断两种量是否成正比例或反比例，会用比例

（尺）知识解决比较简单的实际问题，能根据给出的有正比例关

系的数据在有坐标系的方格纸上画图，并根据其中一个量的值估

计另一个量的值。  

5.会看比例尺，能利用方格纸等形式按一定的比例将简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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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放大或缩小。  

6.经历对“抽屉原理”的探究过程，初步了解“抽屉原理”，

会用“抽屉原理”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发展分析、推理的能力。 

7.经历从实际生活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

体会数学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初步形成综合运用数学知识解决

问题的能力。 

8.通过系统的整理和复习，加深对小学阶段所学的数学知识

的理解和掌握，形成比较合理的、灵活的计算能力，发展思维能

力和空间观念，提高综合运用所学数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9.体会解决问题策略的多样性及运用数学思想方法解决问

题的有效性、优越性，感受数学的魅力。形成发现生活中的数学

的意识，初步形成观察、分析及运用数学思想方法解决问题的能

力。 

10.体会学习数学的乐趣，提高学习数学的兴趣，建立学好数

学的信心。  

11.养成认真作业、书写整洁的良好习惯。 

 

 

英 语 

一、监测原则 

遵循《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和小学英语现行教材（人民

教育出版社三年级起点英语教材）的基本要求，结合我市小学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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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教学的实际情况，全面考查学生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发展水平，

听力部分主要考查学生对语言材料的理解能力以及从听力材料中

获取信息的能力，在理解信息的基础上能够对信息加以判断。笔

试部分主要考查学生运用所学语言知识与技能，以书面的形式完

成信息沟通、描述事物或事件。监测内容的深难度不超过《义务

教育英语课程标准》二级目标要求，有利于促进英语教学课程改

革，有利于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有利于建立和保持学生持

续学习英语的兴趣和信心。 

二、监测依据 

依据《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和小学英语现行教材（人民

教育出版社三年级起点英语教材）的基本要求和有关评价建议，

体现英语学科的特点。 

三、监测范围 

以小学英语现行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义务教育教科书英语

三年级起点）六年级上册、六年级下册为监测范围，侧重于毕业

学期(六年级下册)所学内容。 

四、监测的形式与结构 

（一）监测形式：以书面形式进行，满分 100分（听力部分

40分，笔试部分 60分）（监测总时长 50分钟）。 

（二）结构及分值： 

1.听力部分（共四大题，每大题 5小题，每小题 2分，满分

40分）包括四种题型：听音选择、听音判断、听句子，判断正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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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反应。 

2.笔试部分（共四大题，满分 60分）包括看图选词（共 5小

题，每小题 3分，共 15分）、补全对话（共 5小题，每小题 2分，

共 10分）、阅读理解（共 10小题，每小题 2分，共 20分）、连词

成句（共 5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10 分）、书面表达。（共 1 小

题，共 5分） 

3.监测样题可参看 2021 年秋季六年级期末教学质量监测英

语题卷。 

五、监测要求及注意事项 

（一）听力部分 

1.听单词和短语对相应的图片进行选择和判断。 

2.能听懂语速较慢、语调自然的句子。并根据听到的句子进

行判断。 

3.能听懂教材中涉及的话题的相关英文问题并选择正确的

答语。 

（二）笔试部分 

1.根据图片提示选择正确的单词或短语。 

2.能结合语言环境正确运用短语或句子。 

3.熟练掌握六年级阶段的所有重要句型，注意连词成句的顺

序性和完整性。 

4.阅读短文，能根据短文信息对给出的题目进行判断或选择。 

5.熟练运用六年级阶段的所有话题，根据书面表达要求，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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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语句通顺，书写规范、整洁，注意标点符号和大小写格式。 

 

 

科 学 

一、监测原则 

遵循《小学科学课程标准》和现行教材的基本要求，结合我

市小学科学教学的实际情况，全面考查学生基本的科学素养，着

重考查学生小学科学学科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掌握，适当联系

生活实际，考查学生运用科学知识揭示生活中的科学奥秘，力求

全面、准确地反映小学毕业学生科学课程学习目标的达成水平，

达到有利于促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有利于减经学生过重的课业

负担，有利于全面提高小学教育质量的目的。 

二、监测的依据 

依据《小学科学课程标准》的相应阶段目标的基本要求和有

关评价建议，体现科学教科版课标实验教材的特点。 

三、监测的范围 

以科学教科版课标实验教材六年级为基本范围，侧重毕业学

期所学内容，上、下册第四单元内容选学不考。 

四、监测的形式与结构 

（一）监测形式：以书面形式进行，监测卷总分 100分；（答

卷时长 40分钟）。 

（二）试卷结构及分值：六年级上册占 20分，六年级下册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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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分，其中： 

1. 选择题（20个小题，共 40分） 

2. 实践探究题（3-5个小题，共 40分） 

3. 综合应用题（2-3个小题，共 20分） 

监测题型以常见题型为主，其试题的深难度不超过《小学科

学课程标准》对相应单元学生学习能力及水平的基本要求。监测

样题可参看 2021年秋六年级期末教学质量监测科学试卷。 

五、监测的主要内容与基本要求 

（一）六年级上册： 

1.“工具和机械”单元，学生能够利用各种简单机械进行实

验，包括设计和制作一些简单装置，并对其进行观察和加以解释，

认识机械的各个部件，了解它们各自的功用，尝试着解决生活中

的实际问题。 

2.“形状与结构”单元，了解身边几种常见的结构，知道结

构具有不同特点能满足不同的需要；发现改变物体的形状结构可

以改变其承受力的大小；体验科学、技术对社会进步的巨大影响；

提高探究兴趣，发展探究能力。 

3.“能量”单元，认识电流能够产生磁性，制作电磁铁并研

究电磁铁的磁极和磁力大小；认识电能和其他能量形式及其相互

间的转化；探究煤、石油、天然气能源矿产与太阳能之间的关系，

认识我们使用的能量几乎都源于太阳能的转化与储存。 

（二）六年级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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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微小世界”单元，引领学生经历从肉眼观察到放大镜观

察，再到显微镜观察的过程，让学生观察丰富多彩的昆虫、晶体、

细胞及微生物，使他们既了解人类观察工具的发展历程，又对人

类探索微观世界的部分成果进行梳理，扩大视野，提高认识。 

2.“物质的变化”单元，掌握物质变化是常见的自然现象，

物质的变化分为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两种类型。在研究化学变化

的过程中，学生将根据化学变化伴随的现象，认识到化学变化的

本质是产生新物质，从而将化学变化与物理变化区别开来。 

3.“宇宙”单元，学生将在感知的基础上，对收集到的信息

进行处理，建立有关环形山、太阳系、星座、星系等模型，对月

相、环形山、日食、月食、星座、星系等有初步的认识。认识到

宇宙是一个庞大的、运动变化着的系统，不同宇宙空间分布着不

同的天体。人类通过不断的探索，将发现越来越多的宇宙奥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