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教师资格统考《生物学科知识与能力（初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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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 各项 中， 属于 生物 影响 环境 的是 ( )。

A.秋天 银杏 叶由 绿变 黄

B.水葫 芦疯 长威 胁其 他生 物生 存

C.干旱 导致 农作 物减 产

D.针叶 林分 布在 高山 海拔 较高 处

2.下列 关于 生态 系统 的说 法正 确的 是 ( )。

A.生态 系统 的自 动调 节能 力是 无限 的

B.“ 阳光 →草 →鼠 →狐 ”可构 成一 条完 整的 食物 链

C.一片 森林 中所 有的 树木 可以 看作 是一 个生 态系 统

D.生态 系统 中的 物质 和能 量是 沿着 食物 链和 食物 网流 动的

3.下列 有关 动植 物细 胞结 构和 功能 的叙 述， 正确 的是 ( )。

A.细胞 膜可 以控 制物 质的 进出 ，使 细胞 拥有 一个 比较 稳定 的内 部环

境

B.植物 细胞 和动 物细 胞都 具有 细胞 壁、 细胞 膜和 细胞 质等 结构

C.植物 细胞 和动 物细 胞都 有叶 绿体 和线 粒体 两种 能量 转换 器

D.只有 动物 细胞 的细 胞核 中才 有遗 传信 息

4.在植 物学 中， 果皮 是指 ( )。

A.水果 的皮 B.果实 最外 侧的 皮

C.子房 发育 成的 部分 D.果实 中子 房壁 发育 成的 部分



5.“苔痕 上阶 绿， 草色 入帘 青 ”中描 述的 植物 及其 结构 特点 正确 的

是( )。

A.藻类 植物 ，没 有根 茎叶 的分 化

B.苔藓 植物 ，茎 中没 有导 管

C.藻类 植物 ，有 根茎 叶的 分化

D.苔藓 植物 ，体 内具 有输 导组 织

6.下列 有关 植物 生长 的说 法， 不正 确的 是 ( )。

A.枝条 是由 芽发 育成 的

B.许多 植物 的茎 含有 形成 层， 可以 不断 长粗

C.植物 在不 同生 长时 期需 水量 不同

D.植物 的生 长只 需要 含氮 、含 磷、 含钾 的三 种无 机盐

7.某同 学进 行“ 观察 叶片 的结 构实 验” ，所 看到 的菠 菜叶 横切 面如

图， 下列 说法 错误 的是 ( )。

A.图中 [3]是叶 肉

B.叶片 与外 界进 行气 体交 换的 “ 门户 ”是图 中的 [4]气孔

C.图中 [1]是下 表皮

D.气孔 的开 闭由 [5]保卫 细胞 控制

8.“绿叶 在光 下合 成淀 粉 ”实验 的正 确顺 序是 ( )。

①把叶 片放 到装 有酒 精的 烧杯 中隔 水加 热



②把天 竺葵 放在 光下 照射

③用黑 纸片 把天 竺葵 叶片 遮盖 一部 分

④把天 竺葵 放在 黑暗 处一 昼夜

⑤把部 分遮 光的 叶片 摘下 ，去 掉黑 纸片

⑥用清 水漂 洗叶 片后 滴加 碘液

A.④③ ⑤② ①⑥ B.④③ ②⑤ ①⑥ C.②③ ④⑤ ①⑥ D.②④ ③⑤ ⑥

①

9.下列 关于 人体 的肺 与外 界进 行气 体交 换过 程的 叙述 ，正确 的是 ( )。

A.肋间 肌和 膈肌 收缩 ，胸 腔容 积增 大， 完成 吸气

B.肋间 肌收 缩， 膈肌 舒张 ，胸 腔容 积缩 小， 完成 呼气

C.肋间 肌收 缩， 膈肌 舒张 ，胸 腔容 积增 大， 完成 吸气

D.肋间 肌和 膈肌 收缩 ，胸 腔容 积增 大， 完成 呼气

10.正常 情况 下， 血浆 、原 尿和 尿液 中所 含相 同的 成分 是 ( )。

①水分 ②无机 盐 ③ 尿素 ④ 蛋白 质 ⑤葡萄 糖

A.①② ③ B.②④ C.③④ D.④⑤

11.以下 关于 节肢 动物 的叙 述正 确的 是 ( )。

A.绝大 多数 节肢 动物 都有 内骨 骼

B.虾、 蟹都 属于 节肢 动物 而不 属于 昆虫

C.节肢 动物 因为 生活 在陆 地所 以用 肺呼 吸

D.沙蚕 的身 体分 节， 属于 节肢 动物

12.昆虫 的两 种变 态发 育方 式的 全过 程可 以分 别用 如图 的部 分内 容

表示 ，已 知 D 为卵 期， 下列 叙述 正确 的是 ( )。



A.蜻蜓 的不 完全 变态 发育 过程 可以 表示 为 A→ C→D

B.若用 此图 表示 蜜蜂 的完 全变 态发 育过 程， 则 B 为蛹 期， C 为成 虫

期

C.若用 此图 表示 蝗虫 的发 育过 程， 则 D 对农 作物 的危 害最 大

D.若用 此图 表示 家蚕 的发 育过 程， 为了 提高 蚕丝 产量 ，应 设法 延 长

B 时期

13.生物 体的 新陈 代谢 能在 常温 常压 下迅 速有 序的 进行 ，主要 是由 于

酶的 催化 作用 。下 列有 关酶 的叙 述， 错误 的是 ( )。

A.酶比 无机 催化 剂和 加热 降低 活化 能的 作用 更显 著

B.探究 pH 对酶 活性 的影 响时 应保 持适 宜且 相同 的温 度

C.人体 内各 种酶 作用 所需 的最 适条 件是 不完 全一 致的

D.酶是 所有 活细 胞都 含有 的具 有催 化作 用的 有机 物

14.下面 关于 DNA 复制 的说 法正 确的 是( )。

A.按全 保留 机制 进行 B.按 3’→ 5’方向 进行

C.需要 4 种 NTP 的加 入 D.需要 DNA 聚合 酶的 作用

15.加拿 大科 学家 拉尔 夫• 斯坦 曼因 在“ 树突 状细 胞及 其在 特异 性免

疫系 统方 面作 用的 发现 ”获得 2011 年诺 贝尔 生理 学或 医学 奖 。下列 关

于原 核细 胞与 真核 细胞 比较 的描 述错 误的 是 ( )。

A.两类 细胞 中 8 种核 苷酸 都含 有 C、 H、 O、 N、 P



B.两类 细胞 合成 蛋白 质的 场所 都是 核糖 体

C.遗传 物质 载体 都由 DNA 和蛋 白质 组成

D.原核 细胞 都没 有核 膜包 被的 细胞 核

16.若 H7N9 禽流 感病 毒侵 入人 体，机体 在免 疫应 答过 程中 不会 发生

的是 ( )。

A.吞噬 细胞 摄取 和处 理病 毒

B.T 细胞 合成 并分 泌淋 巴因 子

C.浆细 胞进 行分 裂并 分泌 抗体

D.B 细胞 增殖 分化 形成 记忆 细胞

17.如图 表示 生物 膜的 亚显 微结 构 ，其中 a 和 b 为两 种物 质的 运输 方

式， 下列 对生 物膜 结构 和功 能的 叙述 错误 的是 ( )。

A.不同 物种 的细 胞中 ①、 ②的种 类相 同， 而 ③的种 类可 能不 同

B.a 可以 表示 O2 由内 环境 中进 入细 胞内

C.黄瓜 的花 粉落 到丝 瓜花 的柱 头上 不能 萌发 ，可 能是 ① 在起 作用

D.若图 示为 肝细 胞膜 ，则 b 可代 表葡 萄糖 ，由 载体 搬运 进入 细胞 内

18.如图 为某 生物 细胞 处于 不同 分裂 时期 的示 意图 。下列 叙述 正确 的

是( )。



A.甲、 乙、 丙中 都有 同源 染色 体

B.卵巢 中不 可能 同时 出现 这三 种细 胞

C.能够 表现 基因 重组 的是 乙

D.丙的 子细 胞是 精细 胞

19.如图 表示 一个 神经 元在 一次 兴奋 后 ，将信 号传 递给 另一 个神 经元

并使 之产 生相 应反 应的 过程 。下 列有 关叙 述， 错误 的是 ( )。

A.b 处的 主要 成分 是组 织液 ，其 中蛋 白质 含量 比血 浆少

B.刺激 c 处产 生的 兴奋 不能 传到 a 处

C.a 处产 生的 动作 电位 表现 为外 正内 负

D.神经 元之 间发 生电 信号 ﹣化 学信 号﹣ 电信 号的 变化

20.下列 关于 基因 工程 及其 三种 工具 和四 个步 骤的 叙述 ，不正 确的 是

( )。

A.基因 运载 体的 种类 有质 粒、 噬菌 体和 动植 物病 毒等

B.EcoR I 这种 限制 酶能 够专 一识 别 GAATTC 的核 苷酸 序列

C.基因 工程 的第 二步 骤是 目的 基因 与运 载体 结合



D.由于 变异 是不 定向 的， 所以 基因 工程 也不 能定 向改 造生 物的 性状

21.从学 生的 学习 过程 来看 ，研 究性 学习 的实 施步 骤可 以表 述为 ( )。

A.作出 假设 ;提出 问题 ;制定 计划 ;实施 计划 ;表达 交流 ;得出 结论

B.作出 假设 ;提出 问题 ;制定 计划 ;实施 计划 ;得出 结论 ;表达 交流

C.提出 问题 ;作出 假设 ;制定 计划 ;实施 计划 ;得出 结论 ;表达 交流

D.提出 问题 ;作出 假设 ;制定 计划 ;实施 计划 ;表达 交流 ;得出 结论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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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教师 在“认识 生物 的多 样性 ”教学 时 ，展示 了几 幅图 片 ：盛开 的

花朵 、飞翔 的鸟 儿等 ，激发 了学 生兴 趣，自然 引入 正题 。这种 导入 方式

是( )。

A.复习 导入 B.设疑 导入 C.直观 导入 D.故事 导入

24.在观 察细 胞的 结构 的教 学中 ，某教 师要 求学 生阅 读科 学家 的故 事

(施莱 登、 施旺 与细 胞学 说)后展 开深 入讨 论， 这种 阅读 不属 于 ( )。

A.了解 性阅 读 B.理解 性阅 读 C.概括 性阅 读 D.创造 性阅 读

25.概念 转变 需要 满足 的四 个条 件是 ( )。

A.对新 概念 的不 满、 新概 念的 可理 解性 、新 概念 的合 理性 、新 概念

的有 效性

B.对新 概念 的不 满、 新概 念的 可理 解性 、新 概念 的不 合理 性、 新概

念的 有效 性



C.对现 有概 念的 不满 、新 概念 的可 理解 性、 新概 念的 合理 性、 新概

念的 有效 性

D.对现 有概 念的 不满 、新 概念 的可 理解 性、 新概 念的 不合 理性 、新

概念 的有 效性

二、 简答 题(本大 题共 2 小题 ，每 题 15 分， 共 30 分)

26.如图 为正 常人 受到 寒冷 刺激 的部 分调 节过 程 。A、B、C 表示 调节

物质 ，a、b、c、d 表示 调节 效应 。请据 图分 析回 答 ：([ ]内填 物质 编号 )

(1)体温 调节 的中 枢位 于 ________。在 寒冷 环境 中， C 分泌 量增 加的

同时 ，________(激素 )的分 泌量 也增 加，二者 共同 促进 机体 的新 陈代 谢 。

(2)正常 机体 血液 中 C 对 A、B 的分 泌起 ________调节 作用 ，a～ d 中

调节 效应 相同 的是 ________。

(3)B 物质 作为 甲状 腺细 胞的 信号 ，与 甲状 腺细 胞膜 上具 有特 定的

________(物质 )有关 。

27.如图 表示 一个 水稻 叶肉 细胞 内发 生的 部分 代谢 简图 。图中 ① ～⑤

表示 反应 过程 ，A～L 表示 细胞 代谢 过程 中的 相关 物质 ， a、 b、c 表示

细胞 的相 应结 构。 请据 图作 答：



(1)图中 反应 过程 ① 的场 所是 ________，反 应过 程④ 的场 所是

________。

(2)叶肉 细胞 在 ③④ ⑤过程 中， 产生 能量 最多 的过 程是 ________。此

过程 产生 的 ATP 能否 用于 暗反 应 ________(能 /不能 )。

(3)小麦 灌浆 期若 遇阴 雨天 则会 减产 ，其原 因是 反应 过程 ________(序

号)受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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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 为两 名教 师在 讲解 食物 链与 食物 网这 一部 分内 容时 的教 学

案例 ，回 答下 列问 题：

(教师 1)在上 课之 前我 们先 来看 一幅 图片 ，在图 片中 有蝉 、螳螂 、树 、

黄雀 等生 物，大家 来猜 一猜 这幅 图片 体现 了哪 一句 成语 ?(螳螂 捕蝉 ，黄

雀在 后)。同 学们 语文 知识 学习 的非 常棒 ，那 大家 能不 能说 出这 句成 语

表示 的含 义呢 ?(有些 人目 光短 浅 ，只看 到眼 前的 利益 ，而不 知道 即将 到

来的 祸患 ，所以 同学 们在 日常 生活 中一 定要 看得 长远 一点 ，不要 只看 到

眼前 的好 处，同学 们，这句 成语 所表 示出 的现 象在 自然 界中 是普 遍存 在

的，它形 象地 描绘 了自 然界 生物 与生 物之 间相 互依 存的 食物 关系 ，那它

们之 间有 什么 关系 呢?我们 能不 能将 它们 的关 系表 示出 来呢 ?”



(教师 2)同学 们 ，在上 课之 前我 们先 来回 忆一 下上 节课 所学 的生 态系

统的 概念 是什 么?(在一 定区 域内 ，生物 与环 境组 成的 统一 整体 叫做 生态

系统 )，同 学们 对上 节课 知识 掌握 得非 常好 ，我 们来 看一 下多 媒体 上老

师给 大家 展示 的图 片， 这是 青青 草原 的图 片， 青青 草原 是生 态系 统

吗?(是)那大 家能 不能 找出 这个 生态 系统 中的 生物 呢 ?(草 、羊、狼、花 )，

那它 们之 间有 什么 关系 呢?如果 用符 号应 该如 何表 示它 们的 关系 呢 ?在

学生 产生 疑惑 的同 时顺 势引 入本 节课 的内 容 — —食物 链和 食物 网。

(1)该两 名教 师运 用了 什么 样的 导入 方法 ?

(2)简述 这两 种导 入方 法的 应用 原则 是什 么 ?

29.阅读 下面 案例 材料 ，回 答问 题。

首先 ，讲 解： ①藻类 植物 的特 点

②藻类 植物 与人 类的 关系

③举出 相对 应的 实例

其次 ，讲 解： ①苔藓 植物 的特 点

②苔藓 植物 与人 类的 关系

③举出 相对 应的 实例

再次 ，讲 解： ①蕨类 植物 的特 点

②蕨类 植物 与人 类的 关系

③举出 相对 应的 实例

最后 ，讲 师进 行小 结。

(1)这位 教师 在教 学过 程中 有哪 些不 足之 处 ?

(2)写出 改进 本节 课教 学的 措施 。



四、 教学 设计 题(本大 题 1 小题 ， 30 分)

30.《腔肠 动物 和扁 形动 物 》中 ，关于“腔肠 动物 ”部分 ，教材 主要

内容 设计 如下 ：

第一 部分 ，呈 现了 常见 的腔 肠动 物， 如海 月水 母、 海蜇 、水 螅。

第二 部分 ，以 水螅 为例 讲述 了腔 肠动 物的 特征 。

第三 部分 ，结 合生 活实 例说 明了 腔肠 动物 和人 类的 关系 。

依据 上述 材料 ，确 定该 部分 内容 的教 学目 标， 教学 重难 点， 并设 计

该部 分内 容的 导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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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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