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教师资格统考《生物学科知识与能力（高中）》模拟

试卷一

一、 单项 选择 题(本大 题共 25 小题 ，每 小题 2 分， 共 50 分 )

1.绿豆 汤是 夏季 消暑 解渴 的佳 品， 从生 物体 结构 层次 上看 ，其 原料

绿豆 属于 植物 体的 ( )。

A.细胞 B.组织 C.器官 D.系统

2.下列 有关 人类 生殖 发育 知识 的叙 述中 ，错 误的 是 ( )。

A.胎儿 与母 体进 行物 质交 换的 器官 是胎 盘和 脐带

B.正常 情况 下， 人体 受精 卵形 成部 位是 输卵 管

C.男、 女主 要生 殖器 官分 别是 睾丸 、卵 巢

D.男性 的输 精管 结扎 后， 仍具 有男 性的 第二 性征 ，并 能产 生精 子

3.通常 情况 下， 人体 用鼻 呼吸 比用 口呼 吸好 ，原 因是 ( )。

①鼻毛 可阻 挡吸 入的 尘埃

②鼻黏 膜分 泌的 黏液 可使 吸入 的空 气变 得清 洁、 湿润

③鼻黏 膜内 丰富 的毛 细血 管能 温暧 吸入 的空 气

④嗅细 胞能 接受 气味 的刺 激

A.①② ③ B.①② ③④ C.①② ④ D.①③ ④

4.与噬 菌体 侵染 细菌 的机 制有 所不 同， 病毒 进入 人体 细胞 的方 式通

常为 ( )。

A.被动 扩散 运输 B.经离 子通 道注 入

C.胞吞 或膜 融合 D.诱导 宿主 细胞 膜裂 解



5.把体 积与 质量 浓度 分别 相同 的葡 萄糖 (甲)和蔗 糖溶 液(乙)用半 透

膜(允许 溶剂 和葡 萄糖 通过 ，不 允许 蔗糖 通过 )隔开 (如图 )，一 段时 间后

液面 情况 是( )。

A.甲高 于乙 B.先甲 高于 乙， 后乙 高于 甲

C.乙高 于甲 D.先甲 低于 乙， 后乙 低于 甲

6.下列 关于 隔离 的叙 述， 不正 确的 是 ( )。

A.不同 种群 基因 库间 的差 异是 产生 生殖 隔离 的根 本原 因

B.对所 有物 种来 说， 地理 隔离 必然 导致 生殖 隔离

C.隔离 阻止 了种 群间 基因 交流

D.不同 物种 之间 必然 存在 生殖 隔离

7.毛细 淋巴 管壁 由单 层上 皮细 胞组 成， 这层 细胞 所生 活的 具体 内环

境是 ( )。

A.淋巴 B.组织 液 C.血浆 D.淋巴 和组 织液

8.人体 在安 静状 态下 ，身 体产 热的 主要 部位 和产 热方 式分 别是 ( )。

A.骨骼 肌， 有氧 呼吸 B.骨骼 肌， 无氧 呼吸

C.内脏 器官 ，有 氧呼 吸 D.内脏 器官 ，无 氧呼 吸

9.下列 有关 硝化 细菌 的叙 述， 正确 的是 ( )。

A.土壤 中的 硝化 细菌 中不 含糖 类



B.硝化 细菌 变异 的来 源只 有基 因突 变和 染色 体变 异

C.硝化 细菌 是一 类有 细胞 壁但 没有 成形 细胞 核和 细胞 器的 生物

D.硝化 细菌 与小 麦的 代谢 类型 一样 ，但 是所 利用 的能 量来 源不 同

10.下列 是关 于细 胞结 构与 成分 的分 析时 常见 的几 个实 验 ，其中 叙述

错误 的一 项是 ( )。

A.在进 行细 胞的 活性 实验 时， 可用 台盼 蓝染 色法 进行 检测

B.若要 观察 处于 细胞 分裂 中期 的染 色体 可用 醋酸 洋红 液染 色

C.斐林 试剂 是含 有 Cu2+的碱 性溶 液， 可被 葡萄 糖还 原成 砖红 色

D.从鸡 血细 胞中 粗提 的 DNA 分子 ，可 用甲 基绿 染液 进行 鉴定

11.图甲 、乙 、丙为 组成 生物 体的 相关 化合 物 ，乙为 一个 由 α 、β 、γ

三条 多肽 链形 成的 蛋白 质分 子 ，共含 271 个氨 基酸 ，图中 每条 虚线 表示

由两 个巯 基(﹣ SH)脱氢 形成 一个 二硫 健(﹣S﹣ S﹣)。下列 相关 叙述 不正

确的 是( )。

A.甲为 组成 乙的 基本 单位 ，且 乙中 最多 含有 20 种甲

B.由不 同的 甲形 成乙 后， 相对 分子 量比 原来 少了 4832

C.丙主 要存 在于 细胞 核中 ，且 在乙 的生 物合 成中 具有 重要 作用

D.如果 甲中 的 R 为 C3H5O2，则由 两分 子甲 形成 的化 合物 中含 有 16

个 H

12.细胞 的衰 老是 普遍 存在 的现 象， 下列 有关 叙述 错误 的是 ( )。

A.皮肤 色素 沉积 出现 的“ 老年 斑” 是由 于酪 氨酸 酶活 性降 低导 致



B.衰老 细胞 的细 胞膜 的通 透性 改变 ，使 物质 运输 效率 下降

C.细胞 衰老 的可 能是 由于 大量 自由 基干 扰了 细胞 的正 常的 代谢

D.在新 生的 生物 体中 ，同 样存 在着 细胞 衰老 现象

13.人的 红绿 色盲 是由 X 染色 体隐 性基 因控 制的 ，如图 是某 家族 红绿

色盲 的遗 传系 谱图 ，图 中一 定不 带致 病基 因的 个体 是 ( )。

A.5 号 B.6 号 C.9 号 D.10 号

14.将一 个用 15N 标记 的 、含 1560 个碱 基对 的 DNA 片段 在无 放射

性标 记的 溶液 中复 制 4 次 ，已知 该 DNA 片段 中有 腺嘌 呤 750 个 ，则( )。

A.复制 完成 后， 具有 放射 性的 腺嘌 呤有 1500 个

B.具放 射性 的 DNA 分子 的两 条链 都有 放射 性

C.复制 完成 后， 不含 放射 性的 DNA 分子 占 1/15

D.复制 过程 中， 共消 耗胞 嘧啶 脱氧 核苷 酸 12150 个

15.如图 表示 机体 内生 命活 动调 节的 途径 ，下 列说 法正 确是 ( )。

A.若 A 表示 人体 处于 应激 状态 ，人 体通 过途 径 ①⑥ ④的调 节方 式属

于体 液调 节



B.若 A 表示 血糖 浓度 过低 ，人 体可 通过 途径 ①② ③④ 进行 调节 来维

持血 糖恒 定

C.若 A 表示 寒冷 环境 ，人 体可 通过 途径 ①② ③④ 、①⑥ ④ 和①⑦ 来

维持 体温 恒定

D.若 A 表示 血浆 渗透 压升 高， 人体 可通 过 ①② 使垂 体合 成抗 利尿 激

素量 增加

16.用生 长素 处理 获得 无子 番茄 和用 多倍 体育 种获 得无 子西 瓜 ，下列

有关 叙述 正确 的是 ( )。

A.生长 素处 理获 得番 茄无 子的 变异 能遗 传

B.无子 番茄 植株 扦插 后长 出的 植株 所结 的果 实中 有种 子

C.上述 三倍 体西 瓜进 行无 性繁 殖， 长成 的植 株所 结果 实中 有种 子

D.上述 三倍 体西 瓜进 行无 性繁 殖， 长成 的植 株子 房壁 细胞 含有 四个

染色 体组

17.如图 所示 的是 酶、激素 、蛋白 质 、抗体 四者 关系 。下列 有关 叙述 ，

正确 的是 ( )。

A.1、2、 3 分别 表示 激素 、酶 、蛋 白质

B.能产 生 4 的细 胞一 定能 产生 3

C.能产 生 3 的细 胞一 定能 产生 1

D.物质 1 都是 由专 门器 官产 生的



18.绿色 植物 是主 要的 能量 转换 者是 因为 它们 均含 有叶 绿体 (图甲 )这

一完 成能 量转 换的 细胞 器，图乙 是图 甲中 的色 素分 离结 果 ，图丙 是在 图

甲④ 结构 中进 行的 生化 反应 ，① ～④ 分别 代表 图甲 中叶 绿体 的结 构 .下

列相 关叙 述中 ，不 正确 的是 ( )。

A.图乙 中的 色素 带由 1 到 4 分别 是叶 绿素 b、叶 绿素 a、叶 黄素 、

胡萝 卜素

B.图甲 中 ①和 ③的成 分和 结构 相似

C.环境 条件 相对 稳定 的条 件下 ，图 甲 ④中的 C3 含量 多于 C5

D.如果 突然 降低 CO2 浓度 ，图 丙中 的 C3 含量 会一 直下 降

19.如图 表示 某哺 乳动 物的 细胞 分裂 部分 时期 及基 因位 置 ，相关 叙述

中正 确的 是( )。

A.甲、 乙、 丙三 种细 胞均 可在 卵巢 内观 察

B.乙细 胞中 含有 四个 染色 体组 ， 12 个染 色单 体

C.形成 丙细 胞的 分裂 过程 中一 定发 生了 基因 突变

D.丙细 胞分 裂产 生的 卵细 胞基 因型 是 abXD



20.细胞 工程 中，选择 合适 的生 物材 料是 成功 的关 键 。下列 选择 不合

理的 是( )。

A.选择 高度 分化 的动 物体 细胞 进行 培养 有利 于获 得大 量细 胞

B.选择 胚胎 细胞 作为 核供 体进 行核 移植 可提 高克 隆动 物的 成功 率

C.选择 一定 大小 的植 物茎 尖进 行组 织培 养可 获得 脱毒 苗

D.选择 植物 的愈 伤组 织进 行诱 变处 理可 获得 优质 的突 变体

21.在学 习“种群 数量 的变 化”时，学生 通过 搜集 种群 数量 变化 的规

律特 征在 农业 生产 中的 应用 实例 ，并 交流 展示 ，对 “种群 数量 的变 化 ”

实践 应用 有了 更深 入的 理解 。这 体现 了生 物课 程基 本理 念中 的 ( )。

A.提高 生物 科学 素养 B.倡导 探究 学习

C.注重 与现 实生 活的 联系 D.注重 理论 联系 实践

22.在“细胞 中的 无机 物”教学 中，某教 师制 订的 教学 目标 属于 能力

目标 的是 ( )。

A.制作 “自由 水和 结合 水相 互转 化 ”的物 理模 型

B.探究 “ 为什 么要 节约 用水 ”，养 成节 约用 水的 好习 惯

C.阅读 “ 西瓜 中的 水” 相关 资料 ，归 纳出 水的 功能 特点

D.分析 “ 细胞 中各 种化 合物 所占 比例 ”的图 表数 据， 得出 水的 含量

特征

23.“你同 意这 位同 学的 说法 吗 ?为什 么 ?”“ 你认 为这 个问 题应 该如

何回 答呢 ”这类 提问 属于 ( )类型 的提 问。

A.理解 B.分析 C.综合 D.评价



24.某节 生物 课堂 上，教师 让学 习优 秀的 学生 介绍 生物 学习 经验 和体

会， 教师 该行 为属 于( )强化 。

A.语言 强化 B.标志 强化 C.动作 强化 D.活动 强化

25.图中 所示 的板 书类 型属 于( )。

A.提纲 式 B.图示 式 C.方程 式 D.表格 式

二、 简答 题(本大 题共 2 小题 ，每 题 15 分， 共 30 分)

26.如图 甲表 示发 生在 番茄 细胞 内的 生理 反应 过程 ，乙表 示种 植番 茄

的密 闭大 棚内 一昼 夜空 气中 的 CO2 含量 变化 曲线 ，请 据图 分析 回答 ：

(1)甲图 中 X 物质 是________;④ 过程 是在 ________中进 行的 ;①～ ⑤过

程中 ，能 使 ADP 含量 增多 的过 程是 ________(写标 号 )。

(2)乙图 中表 示番 茄光 合作 用和 呼吸 作用 强度 相等 的点 是 ________;表

示积 累有 机物 最多 的点 是________。曲 线 B→ C 段变 化的 原因 是

________________。



(3)乙图 中， 若在 B 点突 然停 止光 照， 则甲 图中 的过 程 ________将首

先受 到影 响， 叶绿 体内 C3 含量 将 ________。

(4)乙图 中 ，经过 一昼 夜后 ，番茄 植株 体内 有机 物含 量 ________。(增

多、 减少 、或 不变 )

(5)将一 株生 长正 常的 番茄 幼苗 对称 叶片 的一 部分 (A)遮光 ，另一 部分

(B)不做 处理 (如图 丙所 示)，并采 用适 当的 方法 阻止 两部 分的 物质 和能 量

转移 .在适 宜光 照下 照射 6 小时 后 ，在 A、B 的对 应部 位截 取相 等面 积的

叶片 ，烘干 称重 ，分别 记为 MA、MB.若 M=MB﹣ MA，则 M 的确 切含

义可 以描 述为 ________________。

27.图 A 为某 生物 体细 胞有 丝分 裂示 意图 ，图 B 表示 在一 个细 胞周

期(G1、S、G2 组成 分裂 间期 ，M 为分 裂期 )中的 细胞 核内 DNA 含量 的

变化 曲线 ;图 C 表示 处于 一个 细胞 周期 中各 个时 期细 胞数 目的 变化 (用特

殊的 方法 在一 个培 养基 中测 得的 )，请 据图 作答 .

(1)图 A 表示 的是 ________(填 “动物 ” 或“ 植物 ”)细胞 进行 有丝 分

裂的 ________期 ，此期 细胞 中有 ________条染 色单 体，此细 胞在 分裂 末期

不出 现细 胞板 ，理 由是 ________________。

(2)若图 A 表示 胚胎 干细 胞， 正处 于培 养液 中， 则在 正常 的情 况下 ，

与其 吸收 无机 盐离 子有 关的 细胞 器主 要有 ________。 (写出 两种 )



(3)C 图中 的 DNA 含量 由 2C 到 4C 的细 胞 ，处在 B 图的 ________期(填

写图 中符 号)。

(4)培养 过程 中若 用 DNA 合成 抑制 剂处 理， C 图中 DNA 含量 为

________(C)的细 胞数 量会 增加 。

(5)用胰 蛋白 酶处 理染 色体 后， 剩余 的细 丝状 结构 是 ________。

三、 材料 分析 题(本大 题共 2 小题 ，每 小题 20 分， 共 40 分 )阅读 材

料， 并回 答问 题。

28.阅读 材料 ，回 答问 题。

【案 例说 明】

依据 《生 物课 程标 准》 ，人 教版 高中 生物 必修 三《 稳态 与环 境》 第

一章 第 2 节“ 内环 境稳 态的 重要 性”的具 体内 容标 准是 ：说明 稳态 的生

理意 义。 案例 1 与案 例 2 分别 是两 位教 师的 主要 教学 过程 。



29.阅读 以下 材料 ，回 答问 题。

材料 ：

蛋白 质的 结构 及其 多样 性(教学 片段 )

师： 通过 上一 节的 学习 我们 了解 到蛋 白质 是以 氨基 酸为 基本 单位 构

成的 生物 大分 子。然而 在自 然界 中 ，蛋白 质的 种类 多达 1010～1012 种 。



可我 们知 道能 够组 成蛋 白质 的氨 基酸 却只 有 20 种， 那么 如何 由这 么几

十种 氨基 酸形 成数 目庞 大的 蛋白 质的 呢 ?

师提 问： 前面 我们 已学 习了 氨基 酸结 构知 道它 们都 含有 一个 氨基 和

羧基 ，且 氨基 呈碱 性， 羧基 呈酸 性 ;假若 让氨 基酸 溶于 水中 ，那 么水 溶

液中 的氨 基酸 会呈 现什 么性 ?有何 特点 ?

生思 考， 最后 老师 给出 答案 。

师： 初中 我们 学习 酸和 碱时 它们 能发 生酸 碱中 和反 应。 那么 这儿 的

氨基 和羧 基能 反应 吗?

(学生 回答 ，教 师讲 解蛋 白质 形成 过程 )

师： 在自 然界 中， 蛋白 质都 是按 照这 一过 程由 氨基 酸形 成的 ，那 为

什么 自然 界中 会有 那么 多种 类的 蛋白 质呢 ?

教师 演示 两个 氨基 酸脱 水缩 合形 成二 肽的 动画 ，指 导学 生关 注过 程

中的 每个 细节 ，指 导学 生结 合演 示和 课本 内容 讨论 回答 以下 问题 ：

(1)在反 应中 产物 有哪 些 ?

(2)水中 的氢 原子 和氧 原子 分别 来自 哪里 ?

(3)产物 的名 称叫 什么 ?

(4)这个 过程 叫什 么反 应 ?

根据 学生 的回 答补 充并 总结 。在 此基 础上 ，老 师继 续提 问：

(1)蛋白 质是 如何 形成 的呢 ?

(2)蛋白 质形 成过 程中 脱去 的水 分子 数与 形成 的肽 键数 有什 么关 系

呢?

(3)形成 的多 肽链 中至 少有 氨基 和羧 基多 少个 ?



学生 自主 思考 ，小 组内 交流 讨论 ，师 生共 同总 结得 出结 论。

根据 材料 回答 ：

(1)本材 料中 这位 教师 多处 设置 了提 问环 节 ，请说 明提 问的 目的 和作

用。

(2)简述 提问 的类 型， 并各 举一 个例 子。

四、 教学 设计 题(本大 题 1 小题 ， 30 分)

30.阅读 材料 ，根 据要 求完 成教 学设 计。

《物 质跨 膜运 输方 式》 本节 是《 普通 高中 课程 标准 实验 教科 书生 物

①(必修 )分子 与细 胞》 第三 章第 三节 的内 容。 它是 后面 将要 学习 的光 合

作用 、呼吸 作用 、蛋白 质的 合成 、动物 细胞 的有 丝分 裂等 的最 根本 的基

础。通过 学习 ，学生 从系 统的 角度 来认 识到 细胞 ，认识 系统 内的 主要 细

胞器 的结 构和 功能 及细 胞器 之间 是怎 样分 工合 作 ，协调 配合 来完 成细 胞

的生 命活 动的 ，为 后面 学习 细胞 的能 量的 供应 和利 用奠 定细 胞学 基础 。

学生 在本 章第 一节 的有 关细 胞膜 的知 识以 后， 再进 行本 节内 容的 学习 ，

学生 对于 细胞 内部 的结 构存 在一 定的 认识 ，并且 对于 细胞 内部 存在 极大

兴趣 。本节 内容 较为 微观 ，不易 讲解 ，准备 大量 的图 片辅 助讲 解和 课后

安排 实验 显微 镜下 观察 线粒 体和 叶绿 体。

要求 ：

(1)用示 意图 的形 式展 示你 设计 的挂 图， 并标 出个 结构 的名 称。

(2)简要 说明 利用 所设 计的 挂图 进行 教学 时应 注意 的问 题。



想获取更多免费备考资料可关注安徽省教师网 

（http://www.ahjszgw.com/）或关注公众号：安徽省教师网。 

如何获取答案及解析？ 

1. 【关注公众号，回复答案即刻获取模拟卷参考答案及解析】 

2. 回复咨询，与老师在线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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