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北京新东⽅方优能中学&优能1对1联合出品

2019年北京市东城区初三期末⽣物逐题解析
         

第⼀部分  选择题（共30分） 

本部分共30⼩题，每⼩题1分，共30分。在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

中，选出最符合题⽬要求的⼀项。 

⼀、选择题 
1．构成⼈体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是 

A．细胞  B．组织 
C．器官  D．系统 

【答案】A 
【解析】 
 除病毒外，⽣物体都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是⽣物体结构和功能
的基本单位。故A正确。 
故选：A 
2．黄⽠表层果⾁细胞和⼈体⼜腔上⽪细胞都具有的结构是 
①细胞壁②细胞膜③叶绿体④线粒体⑤细胞核⑥液泡⑦细胞质

A．①②⑤⑥  B．②③⑤⑦ 
C．②④⑤⑦  D．②④⑥⑦

【答案】C 
【解析】 
 黄⽠表层果⾁细胞具有的结构是细胞壁、细胞膜、叶绿体、线粒
体、细胞核、液泡和细胞质；⼈体⼜腔上⽪细胞具有的结构是细胞
膜、线粒体、细胞核和细胞质，故C正确。 
故选：C
3．动物细胞中的能量转换器是 

A．细胞核  B．线粒体 
C．叶绿体  D．细胞膜 

【答案】B 
【解析】 
 线粒体是⼴泛存在于动植物细胞中，是细胞呼吸产⽣能量的主要
场所；叶绿体是⼴泛存在于绿⾊植物细胞中，是植物细胞进⾏光合
作⽤的场所。动物细胞中没有叶绿体，所以动物细胞中的能量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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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是线粒体，故B正确。 
故选：B 
4．同学们在⽣物实验课上使⽤显微镜观察草履⾍，下列叙述不正确

• • •

的是 
A．草履⾍由⼀个细胞构成，依靠纤⽑运动 
B．草履⾍吞⾷⾷物后，体内会形成伸缩泡 
C．⽤棉纤维限制草履⾍的运动有利于观察 
D．草履⾍对盐粒刺激可以作出逃避反应 

【答案】B 
【解析】 
 草履⾍⼜沟内密长的纤⽑摆动时，能把⽔⾥
的细菌和有机碎屑作为⾷物摆进⼜沟，再进⼊草履⾍体内，形成⼀
个个⾷物泡，供其慢慢消化吸收，故B错误。 
故选：B 
5．民俗中有“⼆⼗三，糖⽠粘，灶王爷要上天”的说法。制作糖⽠的
传统⼯艺是将⼩麦籽粒浸⽔萌发，萌发的麦芽磨碎，与蒸熟并晾凉
的糯⽶混合，⼀段时间后形成含有⼤量麦芽糖的糖汁，熬煮并制成
糖⽠。下列有关分析，不正确的是 

• • •

 

A．种⼦萌发需要⽔分 B．麦芽是由胚乳发育⽽来的 
C．糯⽶中含有⼤量淀粉 D．萌发的麦芽中含有淀粉酶 

【答案】B 
【解析】 
 从图中看出，麦芽包括茎、叶和根等，隐形麦芽是幼苗，因此麦
芽是由胚发育⽽来的⽽不是胚乳发育⽽来的，故B错误。 
故选：B 
6．⼈进⼊温室⼤棚时，会感觉空⽓⽐外⾯湿润。与此现象有关的植
物⽣理过程是 
 A．光合作⽤  B．呼吸作⽤ 
 C．蒸腾作⽤  D．分解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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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C 
【解析】 
 蒸腾作⽤是⽔分从活的植物体表⾯（主要是叶⼦）以⽔蒸⽓状态
散失到⼤⽓中的过程，能增加⼤⽓的湿度，故C正确。
故选：C 
7．植物体进⾏呼吸作⽤的部位是 

A．只在叶中  B．只在萌发的种⼦中 
C．只在根中  D．在所有的活细胞中 

【答案】D 
【解析】 
 呼吸作⽤指的是细胞内有机物在氧的参与下被分解成⼆氧化碳和
⽔，同时释放能量的过程，释放的能量供⽣物体进⾏各项⽣命活动
利⽤。呼吸作⽤是⽣物的基本特征，为⽣物的⽣命活动提供能量，
所以只要是活的细胞都需要能量，就需要进⾏呼吸作⽤，故D正确 
故选：D 
8．⼩明参加学农活动后，总结了下列有关⽣产实践的说法，其中叙
述不正确的是 

• • •

A．合理密植可充分利⽤光能提⾼产量 
B．夜间适当降低温度可减少植物体内有机物的消耗 
C．贮藏⽔果时应适当降低温度或氧浓度 
D．移栽植物时剪去部分枝叶的⽬的是降低光合作⽤ 

【答案】D 
【解析】 
 移栽植物时剪去部分枝叶，降低了蒸腾作⽤，减少⽔分散失，提
⾼成活率，故D错误。 
故选：D 
9．猕猴桃含有丰富的营养，其中对预防⽛龈出⾎起主要作⽤的是 

A．维⽣素A  B．维⽣素B 
C．维⽣素C  D．维⽣素D 

【答案】C 
【解析】 
 维⽣素C能够增强⼈的抵抗⼒，主要存在于新鲜的蔬菜⽔果中，
缺乏易患坏⾎病和抵抗⼒下降；体内缺乏维⽣素C可引起⽛龈出⾎、
坏⾎病等，故C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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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选：C 
10．⼤型美⾷纪录⽚《新疆味道》，记录了新疆⼗⼏个民族，⼀共
80多道新疆特⾊美⾷。在⼿抓饭、馕、拉条⼦等主⾷中，含量最多
且主要为⼈体⽣命活动提供能量的物质是 

A．⽔分  B．糖类 
C．蛋⽩质  D．核酸 

【答案】B 
【解析】 
 ⼿抓饭、馕、拉条⼦等主⾷的主要成分是淀粉，属于糖类，也是
主要为⼈体⽣命活动提供能量的物质，故B正确。 
故选：B 
11．⼈体有多种消化液，其中能将糖类彻底消化的是 

A．胰液和肠液  B．胃液和胆汁 
C．唾液  D．胃液 

【答案】A 
【解析】 
 能够消化脂肪、蛋⽩质和糖类的消化液必须含有多种消化酶。唾
液⾥⾯含有唾液淀粉酶，能对糖类进⾏初步的化学性消化，将糖类
初步消化成麦芽糖。胃液⾥⾯含有胃蛋⽩酶，能对蛋⽩质进⾏化学
性消化，对脂肪和糖类不能消化。胆汁是由肝脏分泌的，⾥⾯不含
消化酶，但能够乳化脂肪，将较⼤的脂肪颗粒乳化为脂肪微粒，增
⼤与消化酶的接触⾯积，对脂肪进⾏物理性消化。不能消化糖类和
蛋⽩质；肠液、胰液分泌的消化液含多种消化酶，能对糖类和蛋⽩
质、脂肪进⾏化学性消化。 
故选：A 
12．右图是⼈体三种⾎管⽰意图，相关叙述正确的是 

A．分布最⼴的是①，其次是③，最少的是②
B．管壁最厚的是①，其次是②，最薄的是③
C．②内仅允许红细胞单⾏通过 
D．③中流动的⾎液⼀定是静脉⾎ 

【答案】C 
【解析】 
 A．分布最⼴的是②是⽑细⾎管。A错误 
 B．①动脉的管壁厚，②是⽑细⾎管，管壁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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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③是静脉是把⾎液从⾝体各部分送回⼼脏的⾎管，静脉的管壁
薄、弹性⼩、管腔⼤，管内⾎流速度慢。B错误
 C．②是⽑细⾎管，管壁极薄，管径极细，⾎液速度极慢，便于
进⾏物质交换。C正确  
 D．①动脉⾎管內流的不⼀定是动脉⾎，如肺动脉內流静脉⾎。
D错误
故选：C 
13．下图是⼈体⼼脏结构⽰意图，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图中①是主动脉，内流动脉⾎ 
B．图中②是左⼼房，内流静脉⾎ 
C．图中③和⑤分别是肺静脉和上下腔静脉 
D．图中④内流的是静脉⾎ 

【答案】D 
【解析】 
 ⼼脏的四个腔有：左⼼室、右⼼室、左⼼房、右⼼房．这四个腔
分别与⼈体内的⼀些⼤的⾎管相连．与左⼼房相连的⾎管是肺静脉，
与左⼼室相连的⾎管是主动脉，与右⼼房相连的⾎管是上、下腔静
脉，与右⼼室相连的⾎管是肺动脉。
 A．图中①是右⼼房上下腔静脉下腔静脉内流静脉⾎。A错误 
 B．图中②是左⼼房，内流动脉⾎，B错误  
 C．③是肺静脉，⑤是主动脉，C错误 
 D．图中④右⼼室内流的是静脉⾎，D正确 
故选：D 
14．俗话说“⾷不⾔，寝不语”，吃饭时不能⼤声谈笑是有⼀定科学
道理的，原因是 

A．⾷物容易由咽误⼊⽓管 
B．有利于保护声带 
C．消化器官⾎流量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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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唾液分泌量减少 
【答案】A 
【解析】 
 ⼈的咽喉是⾷物和空⽓的共同通道，⽓管在前，⾷管在后．⽓体
和⾷物各⾏其道，有条不紊，这就要归功于会厌软⾻．⼈们吞咽⾷
物时，喉上升，会厌软⾻向后倾斜，将喉门盖住⾷物顺利进⼊⾷管．
下咽动作完成以后，会厌软⾻又恢复直⽴状态，以便进⾏呼吸．倘
若吃饭时谈笑风⽣就会使会厌软⾻来不及向后倾斜，不能及时将喉
门盖住，导致⾷物“呛⼊⽓管的事故发⽣。
故选：A 
15．下图甲、⼄、丙分别表⽰呼吸系统的组成及肺的结构，下列叙
述不正确的是 

• • •

 A．甲图中的7表⽰呼吸道，6是⽓体交换的场所 
B．⼄图中的8表⽰肺泡，肺由⼤量的肺泡组成 
C．丙图中肺泡壁和⽑细⾎管壁都由⼀层细胞组成 
D．丙图中⽓体交换的结果是动脉⾎变成静脉⾎ 

【答案】D 
【解析】 
 A．呼吸系统由7呼吸道和6肺两部分组成，肺位于胸腔内，左右
各⼀，是⽓体交换的场所。A正确 
 B．⼄图中的8表⽰肺泡，肺由⼤量的肺泡组成，有利于进⾏⽓体
交换。B正确 
 C．丙图中的A表⽰氧⽓，B表⽰⼆氧化碳。C错误  
 D．⾎液流经肺泡外的⽑细⾎管⽹时，由于⽓体的扩散作⽤肺泡
外⽑细⾎管⽹内的⾎液与肺泡进⾏⽓体交换，⾎液中的⼆氧化碳进
⼊肺泡，肺泡中的氧⽓进⼊⾎液，这样有静脉⾎変成了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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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肺循环由静脉⾎变成了动脉⾎。D正确 
故选：D 
16．右图为肾脏内部结构的⼀部分，下列叙述不正确的是 

• • •

A．该结构有两处⽑细⾎管⽹ 
B．图中①是动脉，②是静脉 
C．③内不含有⼤分⼦蛋⽩质 
D．④的重吸收作⽤有选择性 

【答案】B 
【解析】 
 A．该结构有两处⽑细⾎管⽹，包括肾⼩球处的
⽑细⾎管和肾⼩管处的⽑细⾎管。A正确 
 B．①出球⼩动脉、②⼊球⼩动脉⾥⾯流的都是动脉⾎，B错误 
 C．③肾⼩囊中主要是它不含有⾎细胞和⼤分⼦蛋⽩质，C正确
 D．当⾎液流经④肾⼩球时，除了⾎细胞和⼤分⼦的蛋⽩质外其
他的如⽔、⽆机盐、尿素、葡萄糖会滤过到腎⼩囊形成原尿，因此
重吸收作⽤有选择性，D正确 
故选：B 
17．关于排尿的意义，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 •

A．排出尿素等代谢废物 
B．维持体内细胞相对稳定的⽣活环境 
C．调节体内⽔和⽆机盐的平衡 
D．调节⼆氧化碳和氧⽓之间的平衡

【答案】D 
【解析】 
 尿的成分包括多余的⽔分、⽆机盐以及尿素等物质，这些物质在
⼈体积聚多了对⼈体会造成危害，因此必须排尿可见排尿对于⼈体
进⾏正常⽣命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可以排出废物，⽽且还可
以调节体内⽔和⽆机盐的平衡，维持体內细胞相对稳定的⽣活环境。

故选：D
18．眼球内分布有感光细胞的结构是 

A．脉络膜  B．视⽹膜 
C．虹膜  D．巩膜 

【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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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A．脉络膜有遮光和形成暗室的作⽤。A错误 
 B．视⽹膜上有感光细胞，能接受光的刺激产⽣神经冲动。B正确 
 C．虹膜能够调节瞳孔的⼤⼩，⾥⾯有⾊素。C错误
 D．巩膜⽩⾊坚韧，能保护眼球。D正确
故选：B 
19．有些汽车在倒车时，会发出倒车提⽰⾳。路⼈听见提⽰⾳后，
可以及时躲避汽车，避免出现交通安全事故。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A．该反射活动的神经中枢位于脊髓 
B．对声⾳敏感的细胞位于中⽿的⿎膜上 
C．听到倒车提⽰⾳进⾏躲避属于简单反射 
D．这种反射使⼈体更好地适应外界环境 

【答案】D 
【解析】 
 A．该反射属于条件反射，活动的神经中枢位于⼤脑⽪层。A错
误 
 B．语⾳敏感的细胞位于内⽿的⽿蜗上。B错误 
 C．听到倒车提⽰⾳进⾏躲避属于复杂反射。C错误 
 D．这种反射使⼈体更好地适应外界环境。D正确 
故选：D 
20．下列关于⼈体激素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 • •

A．是由内分泌腺分泌的 B．是主要的供能物质 
C．是通过⾎液来运输的 D．含量极少但作⽤很⼤ 

【答案】B 
【解析】 
 激素是由⼈体的内分泌腺分泌的对⼈体有特殊作⽤的化学物质。
内分泌腺没有导管，分泌物直接进⼊⾎液。激素含量很少，但作⽤
很⼤，对⼈体的⽣理活动起特殊的调节作⽤，如果分泌异常就会得
相应的病症。激素不能提供能量。 
故选：B 
21．下列短语中描述了动物学习⾏为的是 
 A．⾦蝉脱壳  B．鹦鹉学⾆ 
 C．蜘蛛结⽹  D．孔雀开屏 
【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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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B选项中鹦鹉学⾆是鹦鹉通过后天学习获得的⾏为，属于学习⾏为；
ACD．均属于先天性⾏为。
故选：B 
22．⼀个⼈的⽣命开始于 
 A．受精卵  B．婴⼉的出⽣ 
 C．卵细胞和精⼦ D．胚胎 
【答案】A
【解析】 
受精卵是个体发育起点，所以⼀个⼈的⽣命开始于受精卵。

故选：A 
23．下列关于青春期发育特点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 • •

 A．⾝⾼突增且体形开始发⽣变化 
 B．性器官在此之前已经发育成熟 
 C．⼼、肺等器官功能明显增强 
 D．开始出现第⼆性征 
【答案】B
【解析】 
 青春期的特征：①⾝⾼迅速增长；②体重迅速增加；③性器官发
育：在青春期之前，发育⾮常缓慢，进⼊青春期之后，发育迅速上
升；④第⼆特征出现；⑤性功能成熟。
故选：B 
24．下列关于基因、DNA和染⾊体三者关系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 • •

 A．染⾊体的化学成分主要包括DNA和蛋⽩质 
 B．基因是有遗传效应的DNA⽚段 
 C．⽣物的性状是由染⾊体上的基因控制的 
 D．⼀个DNA上通常只含有⼀个基因 
【答案】D
【解析】 
 ⼀个DNA分⼦上通常含有多个基因，故D错误。 
故选：D 
25．下列有关⽣物遗传和变异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 • •

 A．显性基因和隐性基因含有不同的遗传信息 
 B．染⾊体数⽬的稳定对⽣物的遗传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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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变异对⽣物的⽣存都是不利的 
 D．⽣物个体都有遗传和变异的特性 
【答案】C
【解析】 
变异为⽣物的进化提供了原始材料。各种有利的可遗传变异会

通过遗传不断地积累和加强，不利的变异会被淘汰，使⽣物群体更
加适应周围的环境，故C错误。
故选：C 
26．传染病的特点是 
 A．只由病毒引起 B．只有青少年会患病 
 C．都有传染性和流⾏性 D．只通过呼吸道传播 
【答案】C
【解析】 
 传染病的特点是：①有病原体；②有传染性；③有免疫性；④有
流⾏病特征。
 A．传染病的病原体有病毒、细菌等微⽣物以及寄⽣⾍。 
 B．传染病会在不同⼈群中传播，不仅限于青少年群体。 
 D．不同传染病的传播途径不同，不仅限于呼吸道传播，还有母
婴传播、⾎液传播等传播途径。 
故选：C 
27．婴⼉出⽣后，要按照科学的免疫程序接种疫苗，预防传染病的
发⽣。接种的疫苗以及接种疫苗的⽬的分别是 
 A．抗原、控制传染源 B．抗原、保护易感⼈群 
 C．抗体、保护易感⼈群 D．抗体、切断传播途径 
【答案】B
【解析】 
 婴⼉接种的疫苗为抗原，是减活的或者灭活的病原体，⽬的是使
之产⽣相应抗体，从⽽保护易感⼈群。 
故选：B 
28．古⼈云：“是药三分毒。”下列有关安全⽤药的叙述，正确的是 
 A．处⽅药简称OTC 
 B．中草药、中成药对⼈体⽆毒副作⽤ 
 C．⾮处⽅药在服⽤前要仔细阅读说明书 
 D．为了缩短治疗时间，可以增加⽤药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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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C
【解析】 
 A．处⽅药简称Rx，⾮处⽅药简称OTC。 
 B．中草药、中成药也会对⼈体有⼀定的副作⽤。 
 D．不可随意更改⽤药量和治疗时间，否则容易产⽣问题。 
故选：C 
29．以下关于健康⽣活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 • •

 A．酗酒会导致肝脏与⼼脑⾎管疾病 
 B．经常熬夜不会影响⾝体健康 
 C．吸烟能诱发多种呼吸系统疾病 
 D．吸⾷毒品会损害⼈体神经系统 
【答案】B
【解析】 
 经常熬夜对于思维、记忆⼒以及⽪肤、视⼒、⼼脑⾎管均有不好
的影响，故B错误。
故选：B 
30．科学家把控制胰岛素合成的基因转⼊⼤肠杆菌体内，将其改造
为可以合成胰岛素的新菌种，在此过程中所采⽤的⽣物技术是 
 A．克隆技术  B．转基因技术    
 C．发酵技术  D．组织培养技术 
【答案】B
【解析】 
 A．克隆技术是利⽤⽣物技术由⽆性⽣殖产⽣与原个体有完全相
同基因组织后代的过程。 
 B．转基因技术就是按照⼈们的意愿，把⼀种⽣物的某种基因提
取出来，加以修饰改造，然后放到另⼀种⽣物的细胞⾥，（最终⽬
的）定向地改造⽣物的遗传性状。题⽬中的过程属于转基因技术。 
 C．发酵技术指的是⼈们利⽤微⽣物的发酵作⽤，运⽤⼀些技术
⼿段控制发酵的过程。 
 D．组织培养技术是在⼈为创造的⽆菌条件下将⽣活的离体器官
（如根、茎、叶、茎段、原⽣质体）、组织或细胞置于培养基内，
并放在适宜的环境中，进⾏连续培养以获得细胞、组织或个体的技
术。 
故选：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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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部分（⾮选择题）
本部分共8⼩题,共60分。
3 1．（9分）芹菜在我国的栽培始于汉代，⾄今
已有2 0 0 0多年的历史。起初仅作为观赏植物种
植，后作⾷⽤，经过不断的培育，形成了现在的
细长叶柄型芹菜，即本芹（也叫中国芹菜）。本
芹是⽣活中，经常⾷⽤的蔬菜在我国各地⼴泛种
植。
（1）图1所⽰结构为芹菜的叶，它属于植物体结
构层次中的___________。与动物体的结构层次
相⽐,芹菜缺少的层次是____________________。
（2）⼩明帮妈妈切芹菜时 ,感觉芹莱叶柄的⾁质部分⽐较脆，⽼芹
菜⽐嫩芹菜的“筋”多且⽐较硬，他根据所学的⽣物学知识,推测这可
能与芹菜叶柄的结构有关，为研究这⼀问题，⼩明进⾏了下列实
验，取洁净的载玻⽚,⽤滴管在载玻⽚的中央滴⼀滴__________，⽤
镊⼦撕取“筋”中的组织材料置于液滴中，盖上___________，然后将
临时装⽚置于显微镜下，观察到图2所⽰的结果,据图推测,这部分属
于__________组织，这种组织具有__________的功能。

（3）⼩明又⽤解剖针挑取了叶柄⾁质部分制成临时装⽚进⾏观察 ,
结果如图 3为进⼀步观察图 3的A处细胞 ,他需要先将临时装⽚向
___________移动,然后转动转换器,将低倍镜换成__________，  再调
节细准焦螺旋，最终观察到清晰的图4细胞。他通过移动装⽚观察到
多数细胞与图4细胞类似 ,细胞核被挤到了⼀侧，据此推测此类细胞
中存在___________（细胞结构），该结构与芹菜独特的味道有关，
并使⼜感脆嫩多汁。
【答案】 
（1）器官；系统
（2）清⽔；盖玻⽚；输导；物质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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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倍镜；液泡
【解析】 
（1）植物的结构层次：细胞—组织—器官—植物体，其中器官包括
根、茎、叶、花、果实、种⼦，所以芹菜的叶属于器官。植物体没
有系统的结构层次。
（2）做植物的临时装⽚的步骤时擦滴取展盖染吸，滴的是清⽔，然
后盖上盖玻⽚。由图可以看出，图中是管状结构，属于输导组织，
输导组织主要是进⾏营养物质的运输，即物质运输。
（3）将物像移到中央，物像往哪偏，就往哪移动玻⽚，图3中的物
像在最上⽅，故向上移动，使其到视野中央，然后转换成⾼倍镜。
使芹菜味道独特脆嫩多汁，推测此结构为液泡。
32．（8分）为研究光照强度与植物光合作⽤的关
系，课外⼩组的同学们选择⾦鱼藻作为实验材料 ,
开展了相关实验。同学们按照图⽰组装好实验装
置,即在量筒内加⼈250  mL清⽔和⼀段新鲜的⾦鱼
藻，然后将该装置置于离台灯（冷光源）不同距
离处分别进⾏实验。
（ 1 ）⾦鱼藻可以通过叶绿体，利⽤光能 , 把
___________和⽔转化成储存________________的
有机物,并且释放出________________。
（2）实验初始时,实验装置与台灯的距离为20  cm,
之后的每组实验，依次将实验装置向台灯移近
___________cm。通过调节实验装置与光源的距
离,改变___________从⽽影响光合作⽤的强度，实验过程中，计数
1min内的_________⽤来代表光合作⽤的强度。观察记录每组实验结
果，连续统计3次，将3次测得的数据取___________，并记录在下表
中。

（3）由表中数据可以得出的结论是 :光照强度影响光合作⽤强度，
在⼀定的范围内，随着__________，光合作⽤强度增加。
【答案】 
（1）⼆氧化碳；能量；氧⽓

实验装置与光源的距离（cm） 20 15 10 5 0

释放的⽓泡数（个/min） 1.8 3.6 7.0 11.8 13.4

�13



北北京新东⽅方优能中学&优能1对1联合出品

（2）5；光照强度；⽓泡释放数量；平均值
（3）光照强度的增⼤
【解析】 
1.⾦鱼藻可以进⾏光合作⽤，吸收⼆氧化碳利⽤光能并产⽣有机物，
释放氧⽓。
（2）由表可以看出，装置与光源的距离以5cm递减，故依次将装置
向台灯移动5cm，这种实验⽅式是通过改变光照强度来影响光合作
⽤的强度，并以⼀分钟内⽓泡的释放数量来代表光合作⽤强度。重
复实验3次取平均值，可以避免偶然误差。
（3）由表可知，实验装置离光源越近（即光照强度越强），单位时
间⽓体的释放数量越多（即光照强度增⼤），光合作⽤强度也随之
增强。
33．（6分）宋代⽂学家周敦颐曾在《爱莲说》中描述说：“予独爱
莲之出淤泥⽽不染，濯清涟⽽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远益
清，亭亭净植，可远观⽽不可亵玩焉。”

（1）莲花开放时花瓣舒展、⾊泽艳丽、姿态优美，且“⾹远益清”，
由此推测，莲花的传粉过程需要___________作为媒介。
（2）夏季，莲花的中⼼会长出莲蓬，莲蓬中有莲的果实⼀⼀莲⼦。
⼈们在⾷⽤新鲜的莲⼦时，通常剥去“莲⼦⽪”（即莲⼦的果⽪）再
⾷⽤，此时⾷⽤的部分是莲的__________，它是由莲花结构中的
______________发育⽽成的。
（3）我国莲藕的种质资源丰富，对于产量⾼、适应性强、抗病⼒强
的优良品种，通常会选择⽤这些莲藕的部分藕节埋在塘泥中栽种进
⾏繁殖，这种⽣殖⽅式属于___________（填“⽆性”或“有性”）⽣
殖。
（4）莲花作为我国⼗⼤观赏名花之⼀，具有极⾼的观赏价值。莲花
品种的培育有着悠久的历史，⾄今⽅兴未艾。科研⼈员选择了纯种
的红紫⾊莲花与纯种的⽩⾊莲花，通过⼈⼯授粉的⽅式进⾏了杂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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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代和⼦⼀代的性状表现如下：

若莲花的花⾊由⼀对基因控制（⽤字母B、b表⽰），上述杂交
实验的花⾊中，显性性状是_ _ _ _ _ _ _ _ _，⼦⼀代的基因组成为
_________。
【答案】 
（1）昆⾍ 
（2）种⼦；胚珠 
（3）⽆性
（4）红紫⾊；Bb 
【解析】 
（1）花瓣⾊泽艳丽且“⾹远益清”说明莲花属于⾍媒花，传粉过程需
要昆⾍作为媒介。 
（2）果实由种⼦和果⽪组成，剥掉果⽪⾷⽤的部分为种⼦。种⼦是
由胚珠发育来的。 
（3）藕节属于莲的茎，通过藕节繁殖属于营养繁殖是⽆性⽣殖的⼀
种。 
（4）亲代纯种，⼦⼀代表⽰显性性状为红紫⾊；则⽗本为BB，母
本为bb，⽗本产⽣的精⼦中含B基因，母本产⽣的卵细胞中含b基
因，精⼦卵细胞结合形成受精卵的基因型为Bb，所以⼦⼀代基因型
为Bb。
34．（6分）2018年11⽉18⽇，北京市第⼀届冬季运动会冰壶⽐赛
落下帷幕，本次⽐赛共有19⽀球队、91名青少年选⼿参加。冰壶运
动员要想在⽐赛中取得好成绩，需要在⽇常练习中锻炼机体核⼼肌
群的⼒量和机体协调能⼒。

⽗本 母本 ⼦⼀代

红紫⾊ ⽩⾊ 全部为红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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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图1是运动员利⽤低位拉⼒器锻炼上肢肌⾁的⽰意图。此时，运动
员的肱⼆头肌处于_________状态，肱三头肌处于_________状
态。
（2）运动员掷冰壶时，⾝体下蹲，以跪式向前滑⾏，同时⼿持冰壶
从本全圆⼼推壶向前，⾄前卫线时，放开冰壶使其滑向营垒中⼼（如
图2）。上述动作的完成，包括以下步骤：①相应的⾻受到牵引，②
⾻绕着关节转动，③⾻骼肌接受神经传来的兴奋，④⾻骼肌收缩。
这些步骤发⽣的正确顺序是___________（填写序号）。
（3）冰壶运动员完成上述⼀系列动作时，主要是在__________系统
的调节作⽤下实现的，完成这⼀调节的结构基础是____________。
投掷过程中保持重⼼稳定也是⾮常重要的因素，在脑的结构中，
____________与协调⼈体运动、维持躯体平衡有关。
【答案】 
（1）收缩；舒张 
（2）③④①② 
（3）神经系统；反射弧；⼩脑
【解析】 
（1）如图⽰为屈肘状态：肱⼆头肌收缩，肱三头肌舒张。 
（2）运动的完成需要神经系统的调节，⾸先是⾻骼肌接受神经传来
的兴奋，然后⾻骼肌收缩牵引相应的⾻绕关节运动完成运动。 
（3）运动的完成需要神经系统的调节，完成这⼀调节的基本⽅式是
反射，反射的结构基础是反射弧。脑包括⼤脑、⼩脑和脑⼲，⼤脑
具有感觉、运动和语⾔等多种中枢，⼩脑和协调⼈体运动、维持⾝
体平衡有关，脑⼲有调节呼吸、⾎压和⼼跳等的中枢。
35．（11分）为了解北京市初中⽣的营养状况，研究⼈员调查了北
京市15所学校的1576名初中学⽣每⽇能量及营养素摄⼈量，并与
《中国居民膳⾷营养素⽇参考摄⼈量表》进⾏⽐对分析，结果见下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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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实际摄⼊量占推荐摄⼊量⽐例为80%～100%时，属于营养素
摄⼊充⾜；为60%～<80%时，属于营养素摄⼊不⾜；
低于60%时，属于营养素摄⼊严重不⾜。 
（1）研究⼈员采⽤的研究⽅法为_________法。蛋⽩
质是⼈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右图表⽰⼈体消化系统组
成 ⽰ 意 图 ， 其 中 参 与 蛋 ⽩ 质 消 化 的 场 所 有
_________（填图中序号），在消化酶的作⽤下，蛋
⽩质最终被分解成_________后被机体吸收利⽤。建
议初中⽣可每天通过⾷⽤_________（选填序号）来
补充蛋⽩质。 
 A．鸡蛋 B．苹果 C．⽶饭 D．番茄
（2）表中结果显⽰，⼥⽣每⽇摄⼈的钙量⽐男⽣_________，且从
实际摄⼈量占推荐摄⼈量⽐例分析，⼥⽣已经属于钙类营养素摄⼊
___________的范围。钙是⼈体_________和⽛齿的重要组成成分，
缺钙易患佝偻病，因此建议初中⽣应适量增加钙的摄⼈。 
（3）表中结果显⽰，⽆论男⽣还是⼥⽣，每⽇_________的摄⼊量
均过⾼。该物质被⼈体吸收后⾸先进⼊_________（填“体循
环”或“肺循环”），然后随⾎液循环运往全⾝。过量摄⼈该物质，会
导致单位时间内通过循环系统的⾎量增加，进⽽可能引起青少年⾼
⾎ 压 。 据 此 ， 请 你 给 同 学 们 提 出 合 理 的 膳 ⾷ 建 议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 
（1）调查；③④；氨基酸；A 
（2）低；严重不⾜；⾻骼 

营养素
与能量

男⽣ ⼥⽣

实际摄
⼊量

实际摄⼊量占推
荐摄⼊量⽐例/%

实际摄
⼊量

实际摄⼊量占推
荐摄⼊量⽐例/%

能量/kcal 1723.51 68.94 1396.3
3

69.81

蛋⽩质/g 69.35 92.47 51.92 86.53

钙/mg 643.64 64.36 562.99 56.30

钠/mg 2217.15 138.57 1856.7
0

1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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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钠；体循环；低盐饮⾷（合理即可） 
【解析】 
（1）调查是科学探究的⼀种基本⽅法。调查的⼀般⽅法：⾸先要明
确调查⽬的和调查对象、制定合理的调查⽅案、有时因为调查的范
围很⼤，不可能逐⼀调查，就要选取⼀部分调查对象作为样本，调
查过程中要如实记录，对调查结果进⾏整理和分析。题⼲中讲到调
查了北京市15所学校的1576名初中学⽣每⽇能量及营养摄⼊量，分
析后整理出表格，所以是调查法；蛋⽩质初始消化部位是胃，胃液
中含有胃蛋⽩酶，将蛋⽩质消化为多肽，即初步分解物，再进⼊⼩
肠，⼩肠中的肠液和胰液将多肽最终分解为氨基酸，被机体利⽤，
因此参与消化蛋⽩质的是图中的③胃、④⼩肠；鸡蛋中富含蛋⽩
质，所以初中⽣可每天⾷⽤鸡蛋来补充蛋⽩质。 
（2）表中显⽰，⼥⽣每⽇实际摄⼊的钙量是562.99mg，男⽣每⽇
实际摄⼊的钙量是643.64mg，⼥⽣⽐男⽣摄⼊量低；⼥⽣实际摄⼊
量占推荐摄⼊量⽐例为56.3%，由表格下的注解看，低于60%属于营
养素摄⼊严重不⾜，因此⼥⽣已经属于营养素摄⼊严重不⾜的范围；
钙是⼈体⾻骼和⽛齿的重要组成成分。 
（3）表格中显⽰，男⼥⽣钠的实际摄⼊量占推荐摄⼊量⽐例都⾼于
100%，因此每⽇钠摄⼊量过⾼；含有钠的⾷物被⼈体⼩肠吸收后进
⼊⼩肠绒⽑外的⽑细⾎管，之后进⼊下腔静脉，因此⾸先进⼊体循
环；钠含量过⾼，减少摄⼊含钠量较⾼的⾷物即可，如每⽇每餐减
少⾷盐的摄⼊量，低盐饮⾷。
36．（6分）右图是⼀个蟾蜍的⼯艺品摆件。从考古发掘出来的古代
器⽫中，我们能够见到很多蟾蜍纹饰。从有崇拜、有故事、有图⽂
的⽂明发展轨迹看，中国古代有蟾蜍⽂化。 
（1）蟾蜍属于两栖动物，它的幼体与成体的形态结
构和⽣活习性区别很⼤，属于_________发育。 
（2）科学家对某种花背蟾蜍受精卵的孵化过程进⾏

了研究，发现在不同温度范围，由受精卵孵化出的雌雄个体数量关
系如下：
由上表可知，在温度范围为_________时，花背蟾蜍的性别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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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控于性染⾊体。综合两组实验结果分析可以看出，花背蟾蜍的性
别不仅受控于性染⾊体，还受_________的影响，后者可能影响了
性腺的进⼀步分化。 
（3）研究表明，控制花背蟾蜍性别的性染⾊体与⼈类类似，也是
X，Y染⾊体。为了获得某⼀性别的蟾蜍科研⼈员采⽤⼀定的技术⼿
段处理了⼀批蟾蜍精⼦，在剔除了其中含X染⾊体的精⼦后，将剩余
的精⼦在18～20℃下与卵细胞结合，由此繁殖出来的蟾蜍性别均为
_________。 
（4）我国古代的蟾蜍⽂化可能源于⽣殖崇拜。古代⼈⽣存艰难，后
代夭折多，⽽蟾蜍、蛙等动物⼀次产卵成千上万，因此古⼈认为蟾
蜍的成体后代就特别多。你认为古⼈的观点正确吗？请结合有关两
栖 动 物 ⽣ 殖 和 发 育 的 知 识 简 述 理 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 
（1）变态 
（2）18～20℃；环境（温度） 
（3）雄性 
（4）古⼈的观点不正确，因为蛙、蟾蜍等两栖动物的卵在⽔中受
精，卵和精⼦的结合概率低，⽽且在极少有亲代关照的情况下，环
境的影响和天敌的捕⾷，都会降低受精卵发育为成体的概率，所以
蛙、蟾蜍虽然⼀次产出数量较多的卵，但不⼀定能发育为较多的成
体后代（合理即可） 
【解析】 
（1）在由受精卵发育成新个体的过程中，幼体与成体的形态结构和
⽣活习性差异很⼤，这种发育过程称为变态发育，昆⾍分为完全变
态发育和不完全变态发育，两栖动物属于变态发育，但⽆蜕⽪现象，
因此这个空填“变态”即可 
（2）正常情况下，性别由染⾊体决定时，雌雄⽐例为1：1，根据表
格看出，18～20℃时，花背蟾蜍雌雄个体数量各占50%，因此温度
范围为18～20℃时，性别主要受控于性染⾊体；根据表格看出，
28~30℃时，雄性显著多于雌性，因此性别还受温度的影响。 
（3）控制花背蟾蜍性别的染⾊体与⼈类类似，剔除了X染⾊体，剩
下Y染⾊体，在18～20℃下，性别主要受控于性染⾊体，因此与卵
细胞结合后，受精卵均为XY，性别均为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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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古⼈的观点不正确，因为蛙、蟾蜍等两栖动物的卵在⽔中受
精，卵和精⼦的结合概率低，⽽且在极少有亲代关照的情况下，环
境的影响和天敌的捕⾷，都会降低受精卵发育为成体的概率，所以
蛙、蟾蜍虽然⼀次产出数量较多的卵，但不⼀定能发育为较多的成
体后代（合理即可）。
37．（5分）侧柏是北京的市树，是城市绿化的理想树种。侧柏叶为
传统中药，具有⽌⾎、清肺⽌咳等功效。为研究影响侧柏种⼦萌发
的外界因素，科研⼈员进⾏了相关实验：每组选20粒饱满的种⼦，
将种⼦放于垫有湿润滤纸的培养⽫中，置于不同条件下进⾏培养，
实验过程中每48h观察记录1次，实验结果如下。
（1）每个实验处理都选了20粒饱满的种⼦，⽬的是排除
___________等偶然因素对实验结果的影响。

（2）通常种⼦萌发需要___________、__________和适宜的温度等
环境条件。不同植物的种⼦萌发所需条件不同，由图中结果可知，
侧柏种⼦萌发的适宜温度范围是______℃之间，且通过⽐较
__________的结果可以看出，侧柏种⼦萌发还需要光照条件。
【答案】 
（1）种⼦间的差异 
（2）⼀定的⽔分；充⾜的空⽓；15-25；E组与C组 
【解析】 
（1）种⼦萌发除了环境条件适宜外，⾃⾝条件如胚的活性、胚的完
整性、处在休眠期或种⼦营养物质不⾜都会引起偶然误差。 
（2）种⼦萌发的环境条件是适宜的温度、充⾜的空⽓、⼀定的⽔
分；由柱状图可知15℃和25℃条件下种⼦萌发率最⾼；E组与C组可
以作为⼀组对照实验，E组是实验组，C组是对照组，单⼀变量是光
照条件，有光条件种⼦萌发率⾼，⿊暗条件种⼦种⼦萌发率低，证
明种⼦萌发需要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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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9分）阅读科普短⽂，回答问题。
“饿死癌细胞”可能吗？

癌症为什么有那么⼤危害呢？因为癌细胞长得快！为什么癌细
胞长得那么快呢？因为癌细胞可以诱导在其周围形成⾎管，从⽽能
够源源不断地为它提供养分。癌细胞周围的新⾎管是从哪⼉来的？
卡塔尼亚⼤学的纳波莱奥内・费拉拉教授在⼀次实验中，找到

了⼀种新物质——⾎管内⽪⽣长因⼦（VEGF）。⾎管内⽪就是⾎管
⾥⾯那层“⽪”，由⼀层扁平上⽪细胞组成。⾎管内⽪⽣长因⼦就是
促进⾎管内⽪⽣长的物质。
在⾎管内⽪细胞上，有各种各样的通路。有些物质可以直接通过

细胞膜进出细胞，有些可以通过细胞膜上的“门”通道进⾏转移，还
有些可以借助囊泡进出细胞。囊泡就像是公交车，负责细胞内外的
物质交换。细胞内的某些囊泡、⼤囊泡等互相串联，⼀头连着内⽪
细胞此⾯、⼀头连着内⽪细胞彼⾯，称之为囊-泡⼩体（VVO）（如
图1）。囊-泡⼩体就像每个⼩区都有的消防通道，万⼀发⽣⽕灾，
消防车可以快速出⼊。

⼀旦⾎管发⽣ 堵塞，内⽪细胞
会⾸先受到冲击， 觉察到氧⽓或葡
萄糖缺乏。于是， 内⽪细胞对细胞
内DNA下达命令： 增加⾎管内⽪⽣
长因⼦。⾎管内⽪ ⽣长因⼦的增加，
⼀⽅⾯，可以激活 囊-泡⼩体，在细
胞膜上打开⼀个通 道以便于运输构
成新⾎管的物质；另⼀⽅⾯，在⾎管内⽪⽣长因⼦的作⽤下，内⽪
细胞开始増殖，⼀条新的⾎管就形成了。⾎管内⽪⽣长因⼦的这些
作⽤，对于维持健康有着重⼤的意义。但问题在于，它们有时也会
被病变细胞利⽤。科学家研究发现，当缺乏氧⽓和营养物质时，癌
细胞就会分泌⾎管内⽪⽣长因⼦，促使微⾎管⽣长进⼊肿瘤，以满
⾜肿瘤⽣长所需（如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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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物实验显⽰，阻断⾎管内⽪⽣长因⼦的作⽤，可以抑制肿瘤⾎管⽣
成，肿瘤即不再增⼤，从⽽达到让癌细胞“饥饿”，抑制肿瘤⽣长的
⽬的。这为肿瘤治疗带来了新的思路，我国科学家研发的抗⾎管⽣
成药物，在治疗晚期结肠癌的过程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相关论⽂
2018年6⽉发表在国际顶级医学期刊上。
（1）癌细胞通过细胞_______来增加细胞的数量，从⽽导致肿瘤增
⼤。
（2）在⾎管内⽪细胞的细胞膜上有各种各样的通路，这些通路表明
细胞膜的功能之⼀是控制___________的进出。DNA存在于细胞的
____________之中，此结构是细胞的控制中⼼。
（3）图2中的微⾎管继续分⽀形成机体内的__________，此⾎管的
结构特点，便于⾎液与组织细胞充分地进⾏_________，当营养物
质和氧到达⼈体细胞后，通过细胞的_________作⽤，将有机物氧
化分解，释放出_________，供⽣命活动需要。
（4）根据⽂章中的相关信息可知，⾎管内⽪⽣长因⼦在⾎管⽣成过
程中的两个功能是_________、___________。
（1）分裂 
（2）物质；细胞核 
（3）⽑细⾎管；物质交换；呼吸；能量 
（4）增加⾎管的通透性；促进⾎管内⽪细胞增殖 
【解析】 
（1）细胞通过分裂增加数量，通过⽣长增⼤体积，通过分化形成组
织； 
（2）细胞膜具有保护和控制物质进出的功能，本⽂涉及的是控制物
质进出；细胞核是细胞的控制中⼼，控制⽣物的遗传和发育，DNA
主要存在于细胞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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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细⾎管的⾎管壁是由单层上⽪细胞构成的，利于与组织细胞
进⾏物质交换；细胞通过呼吸作⽤消耗氧⽓、分解有机物，产⽣⼆
氧化碳和⽔，并释放能量，供细胞各项⽣命活动利⽤； 
（4）⽂中第四段⼀⽅⾯可在细胞膜上打开⼀个通道便于运输物质，
即增加了细胞通透性；另⼀⽅⾯，在内⽪⽣长因⼦的作⽤下，内⽪
细胞开始增殖，形成新⾎管，即促进⾎管内⽪细胞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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