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教师资格统考《生物学科知识与能力（高中）》模拟

试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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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能使 我们 发出 声音 的声 带， 位于 下列 的哪 一个 器官 内 ( )。

A.鼻 B.咽 C.喉 D.气管

2.人体 的肾 脏中 ，肾 单位 中的 肾小 体由 什么 组成 ( )。

A.肾小 球和 肾小 管 B.肾小 球和 肾小 囊

C.肾小 囊和 肾小 管 D.肾小 球、 肾小 囊和 肾小 管

3.下列 四种 植物 中， 属于 绿色 开花 植物 是 ( )。

A.海带 B.葫芦 藓 C.银杏 D.龙眼

4.下列 关于 葡萄 糖和 脂肪 的叙 述， 错误 的是 ( )。

A.脂肪 中氧 的含 量远 远低 于葡 萄糖

B.都能 够为 细胞 合成 ATP 提供 能量

C.都能 进入 线粒 体中 参与 有氧 呼吸

D.两者 在人 体细 胞内 可以 相互 转化

5.关于 脂肪 的鉴 定、DNA 的提 取、有丝 分裂 和色 素的 提取 等实 验中

都涉 及酒 精， 下列 叙述 错误 的是 ( )。

A.叶绿 体色 素的 提取 实验 中， 可用 无水 酒精 提取 并分 离色 素

B.脂肪 的鉴 定可 用苏 丹 Ⅲ染液 ，镜 检前 须先 用 50%的酒 精洗 去浮 色

C.有丝 分裂 实验 中 用 15%的盐 酸和 体积 分数 95%的酒 精来 使组 织细

胞相 互分 离



D.DNA 的提 取实 验中 ，冷却 的 95%酒精 能够 降低 温度 促进 DNA 的

析出 ，同 时也 能够 溶解 杂质



12.蝴蝶 为昆 虫纲 鳞翅 目锤 角亚 目动 物的 统称 ，全 世界 有 14000 多

种。蝴蝶 幼虫 嗜食 叶片 ，成虫 大部 分吸 食花 蜜。下列 有关 叙述 错误 的是

( )。

A.16 平方 米草 地上 有 8 只蝴 蝶可 以表 示蝴 蝶的 种群 密度

B.若调 查一 长方 形地 块中 某蝴 蝶幼 虫的 种群 密度 ，可 用等 距取 样法

取样

C.诱捕 某种 蝴蝶 的雄 性个 体， 会降 低该 种蝴 蝶的 种群 密度

D.蝴蝶 属于 初级 消费 者， 能加 快生 态系 统的 物质 循环

13.下列 有关 群落 演替 和生 态系 统的 叙述 ，错 误的 是 ( )。



A.生态 系统 的物 质循 环具 有全 球性 ，通 过光 合作 用和 呼吸 作用 可完

成碳 的全 球化 循环

B.海洋 生态 系统 的无 机环 境条 件相 对陆 地生 态系 统比 较稳 定， 所以

生物 进化 速度 较慢

C.随着 群落 演替 的进 行， 不同 时期 群落 中的 优势 种群 在发 生更 替，

能量 传递 效率 保持 相对 稳定

D.我国 大力 发展 工农 业生 产， 往往 使群 落演 替按 照不 同于 自然 演替

的方 向和 速度 进行

14.如图 是麻 风树 林中 两个 营养 级的 能量 流动 图解 ，已知 麻风 树同 化

的总 能量 为 N。方 框中 字母 代表 能量 ，下 列叙 述不 正确 的是 ( )。

A.从麻 风树 注入 下一 营养 级的 能量 传递 效率 为 B/N

B.D 是指 呼吸 作用 消耗 的能 量

C.B 是第 二营 养级 用于 生长 发育 和繁 殖的 能量

D.该图 解中 不包 含非 生物 的物 质和 能量

15.限制 酶 BamHⅠ和 BglⅡ是两 种常 见的 工具 酶 ，它们 的识 别序 列

及切 割位 点依 次为 G↓ GATCC 和 A↓ GATCT.研究 中用 BamHⅠ切 割

DNA 获得 目的 基因 ，用 BglⅡ 切割 质粒 ，并连 接得 到重 组质 粒 。相关 叙

述正 确的 是( )。

A.限制 酶作 用 DNA 过程 中将 碱基 对之 间的 氢键 切断

B.目的 基因 经 BamHⅠ切割 后形 成的 黏性 末端 是﹣ CTAGG



C.经两 种酶 处理 得到 的重 组质 粒不 能再 被这 两种 酶所 识别

D.分别 用两 种限 制酶 切割 ，保 证了 目的 基因 定向 插入 质粒

17.下列 有关 基因 突变 的叙 述正 确的 是 ( )。

A.基因 突变 不一 定引 起遗 传信 息的 改变

B.性染 色体 上的 基因 突变 一定 会遗 传给 子代

C.物理 、化 学、 生物 因素 都可 能引 起碱 基对 的改 变

D.基因 突变 会导 致基 因频 率发 生改 变， 与环 境变 化有 明确 的因 果关

系

18.如图 为人 体激 素作 用于 靶细 胞的 两种 机理 示意 图 ，说法 错误 的是

( )。



A.激素 B 不直 接进 入细 胞就 能起 作用

B.激素 A 可能 是胰 岛素 等大 分子 类激 素直 接进 入细 胞内 起作 用

C.某个 靶细 胞可 能同 时存 在上 述两 种作 用机 理

D.由上 图可 知激 素只 是一 种信 号分 子， 启动 和调 节相 应的 生理 过程

19.如图 中的 甲、乙、丙分 别代 表人 体液 中物 质交 换 、食物 网中 能量

流动 、生 态系 统碳 循环 的示 意图 .据此 ，下 列说 法中 正确 的是 ( )。

A.甲图 D 与 B 间不 能直 接进 行物 质交 换 ，D 与 A 之间 才能 直接 进行

物质 交换

B.因捕 食关 系而 建立 的食 物链 中， 能量 最少 的是 丙图 中的 B 所处 的

营养 级

C.从研 究内 容来 看， 甲和 乙、 丙分 别属 于生 命系 统的 个体 水平 、群

落水 平和 群落 水平

D.乙图 中 B 取食 A 占的 比例 由 1/2 调整 为 5/6，则 A 供养 的 B 数量

是原 来的 2.2 倍 (能量 传递 效率 按 10%计算 )



20.有关 纯化 大肠 杆菌 实验 操作 的叙 述， 不正 确的 是 ( )。

A.在第 二区 域内 划线 时， 接种 环上 的菌 种直 接来 源于 菌液

B.第一 步灼 烧接 种环 是为 了避 免接 种环 上可 能存 在的 微生 物污 染培

养物

C.每次 划线 前， 灼烧 接种 环是 为了 杀死 上次 划线 结束 后接 种环 上残

留的 菌种

D.划线 结束 后， 灼烧 接种 环能 及时 杀死 接种 环上 的菌 种， 避免 细菌

污染 环境 和感 染操 作者

21.生物 教学 中，能真 实反 应生 物体 形态 结构 特征 和部 分过 程性 特征 ;

不受 时间 和空 间的 限制 的直 观教 具是 ( )。

A.模型 B.标本 C.实物 D.替代 物

22.以下 教学 活动 中， 体现 了合 作学 习教 学策 略的 是 ( )。

A.课前 组织 学生 观看 动物 求偶 视频 片断

B.将学 生分 组在 显微 镜下 观察 永久 装片

C.课堂 上与 学生 一起 讨论 传染 病的 预防 措施

D.对学 生进 行分 组， 让每 个组 分别 进行 实验 ，探 索淀 粉酶 对淀 粉和

蔗糖 的水 解作 用， 并交 流实 验现 象、 实验 结论

23.下列 哪项 不是 教学 评价 的基 本原 则 ( )。

A.客观 性原 则 B.主体 性原 则 C.指导 性原 则 D.发展 性原 则

24.所示 题目 的评 价层 次属 于( )。

“请简 要分 析植 物的 光合 作用 与呼 吸作 用的 联系 。 ”

A.知道 B.识记 C.理解 D.应用



25.学生 能够 理解 生物 学的 概念 体系 ，理解 科学 探究 过程 的知 识与 技

能， 能够 用自 己的 话来 解释 概念 ，这 属于 ( )。

A.肤浅 的生 物学 素养 B.功能 化的 生物 学素 养

C.结构 化的 生物 学素 养 D.多维 的生 物学 素养

二、 简答 题(本大 题共 2 小题 ，每 题 15 分， 共 30 分)

26.如图 为突 触的 结构 ，并 在 a、 b 两点 连接 一测 量电 位变 化的 灵敏

电流 计。 据图 回答 ：

(1)图示 的结 构涉 及 ________个神 经元 ，含 有________个突 触。

(2)如果 B 受刺 激 ，C 会兴 奋 ，如果 A、B 同时 受刺 激 ，C 不会 兴奋 。

由此 判断 A、B 释放 递质 的性 质依 次是 ________、________。

(3)细胞 合成 的递 质， 经过 ________加工 ，形 成突 触小 泡， 释放 到突

触间 隙，与突 触后 膜上 相应 的“受体 ”结合 ，引起 反应 。“受体 ”的化

学本 质是 ________。

(4)如图 ，已知 ab=bd，则刺 激 b 点 ，灵敏 电流 计指 针偏 转________

次， 如刺 激 c 点， 则偏 转________次。

27.图 1 表示 番茄 叶肉 细胞 的两 个重 要生 理过 程中 C、H、O 的变 化 ，

图 2 为大 棚中 番茄 叶肉 细胞 部分 代谢 过程 示意 图， 请据 图回 答：



(1)图 1 甲过 程中“ Ⅰ”是 ________，其在 ________(答具 体结 构 )上产

生;该物 质用 于乙 过程 的 ________阶段 ，该 阶段 所发 生的 场所 是

________(答具 体结 构)。

(2)图 2 中细 胞器 a 是 ________，物质 ④是 ________。光照 充足 条件 下

理论 上可 以完 成的 过程 有________(用字 母表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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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 案例 材料 ，回 答问 题。

林老 师为 了上 好《 细胞 的结 构》 一课 ，精 心制 作了 PPT，并 准备 了

细胞 模型 、三张 挂图 和视 频材 料 。课前 林老 师将 这些 教具 摆放 、悬挂 好

后，马上 吸引 了许 多学 生围 观。课上 他先 是播 放了 视频 材料 ，接着 他展

示了 细胞 模型 ，因 为模 型过 小， 后面 的同 学伸 长脖 子也 看不 清 ;然后 他

不断 翻着 PPT，却 没有 适时 做出 讲解 。下 课铃 响了 ，准 备好 的 PPT 还



没翻 完。课后 学生 们反 映说 ：“我们 忙着 看这 看那 ，老师 讲什 么没 听清 ，

而且 有的 PPT 白色 背景 上浅 色的 字很 模糊 。 ”

问题 ：

(1)材料 中的 林老 师在 教学 过程 中存 在哪 些问 题 ?

(2)谈谈 在教 学过 程中 教师 如何 提高 知识 直观 的效 果。

29.下面 是某 教师 关于“探究 植物 细胞 的吸 水和 失水 ”教学 设计 思路 ：

本课 先在 多媒 体上 展示 几种 生活 现象 ，夏 天家 里做 凉拌 黄瓜 时会 有

水出 现，腌萝 卜条 时撒 上一 些盐 时会 出水 ，而卖 菜的 阿姨 会在 青菜 上洒

一些 水会 使菜 显得 硬挺 ，这 些现 象说 明了 什么 ?从而 引发 学生 思考 ，顺

利引 入新 课。进而 追问 ：植物 细胞 的吸 水和 失水 和动 物细 胞的 吸水 和失

水一 样吗 ?接着 让全 班同 学以 小组 为单 位， 提出 问题 — 作出 假设 —设计

实验 —制订 计划 — 实施 计划 —得出 结论 。最 后各 个小 组汇 报探 究结 果 ，

进行 全班 交流 。通过 这些 活动 由师 生共 同得 出植 物细 胞失 水和 吸水 的原

理。

(1)在上 述材 料中 ，该 教师 主要 用了 哪些 变化 技能 ?

(2)简要 说明 变化 技能 的应 用原 则与 要点 。

四、 教学 设计 题(本大 题 1 小题 ， 30 分)

30.阅读 以下 材料 ，回 答问 题。

材料 一： 以下 为某 教师 在“ 生命 活动 的主 要承 担着 — —蛋白 质” 教

学中 的片 段。

首先 播放《 蜘蛛 侠》的片 段，问：电影 中的 主人 公是 谁 ?他最 有力 的

武器 是什 么?



展示 ：(1)黑寡 妇图 片，黑寡 妇蜘 蛛因 为它 蛛丝 中的“ 蛛丝 蛋白 ”使

得它 的蛛 丝的 强度 异常 的高 。

(2)荧光 水母 的照 片。 问： 这是 什么 生物 ?为什 么它 们能 发出 美丽 的

荧光 ?

问： 从这 些画 面中 我们 荧光 不难 发现 ，这 些神 奇的 生命 现象 是有 谁

来承 担的 ?引出 今天 这节 课的 主题 。

材料 二：《普通 高中 生物 课程 标准 (实验 )》关于“ 蛋白 质的 结构 功能 ”

具体 要求 是：引导 学生 理解 蛋白 质是 生命 结构 和性 状的 体现 者以 及归 纳

出氨 基酸 及基 本结 构。通过 引导 学生 观察 ，分析 等，最终 引导 学生 自主

归纳 蛋白 质的 知识 体系 ，进一 步培 养学 生的 归纳 综合 能力 。某教 材首 先

通过 利用 学生 日常 生活 摄入 大量 有关 富含 蛋白 质的 食物 开始 ，通过 层层

提出 问题 ，推出 蛋白 质 、氨基 酸的 探究 ，随后 推出 两者 之间 的关 系以 及

解决 蛋白 质结 构多 种多 样的 原因 。

根据 材料 回答 问题 ：

(1)本材 料中 的这 位教 师采 用了 哪些 基本 教学 技能 。

(2)依据 上述 ，确定 本节 课的 教学 目标 并结 合确 定的 教学 目标 ，围绕

蛋白 质功 能设 计一 个能 体现 培养 学生 自主 归纳 能力 ，教师 发挥 引导 者作

用的 一个 教学 活动 。

想获取更多免费备考资料可关注福建教师资格网

（http://www.fjjszg.cn/）或关注公众号：福建省教师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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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教师资格统考《生物学科知识与能力（高中）》模拟试卷二
	想获取更多免费备考资料可关注福建教师资格网（http://www.fjjszg.cn/）或关注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