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教师资格统考《生物学科知识与能力（初中）》模拟

试卷一【答案】

参考答案及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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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答案 】C。解析 ：生物 能够 对来 自环 境中 的各 种刺 激作 出一 定的

反应 ，闻到 猪笼 草散 发出 的香 味 ，小昆 虫就 会飞 过来 ，猪笼 草散 发出 的

香味 对小 昆虫 来说 就是 外界 的刺 激 ，说明 了小 昆虫 能对 外界 刺激 作出 反

应。 猪笼 草吃 掉小 虫， 属于 生物 的生 活需 要营 养 ;猪笼 草有 的叶 子会 特

化成 “捕虫 瓶 ”，说 明生 物体 的结 构是 与功 能相 适应 的。

故选 ：C。

2.【答案 】B。解析 ：番茄 是果 实 ，是由 不同 的组 织按 照一 定的 次序

联合 起来 而形 成的 一个 器官 。它 的表 皮由 表皮 细胞 构成 ，有 保护 作用 ，

属于 保护 组织 。

选项 中：西瓜 瓤含 有丰 富的 营养 物质 ，属于 营养 组织 ;叶脉 能运 输物

质， 属于 输导 组织 ;口腔 上皮 属于 上皮 组织 ;

只有 叶片 的下 表皮 有保 护作 用， 属于 保护 组织 。故 B 正确 。

3.【 答案 】C。解析 ：人体 的基 本组 织有 ：上皮 组织 、肌肉 组织 、神

经组 织、 结缔 组织 ，有 的可 以继 续分 裂， 有的 失去 分裂 能力 ， A 错误 ;

上皮 组织 由上 皮细 胞构 成，具有 保护 、分泌 等功 能 。如皮 肤的 上皮 ，小



肠腺 上皮 ，消 化道 壁的 内表 面等 ， B 错误 ;肌肉 组织 主要 由肌 细胞 构成 ，

具有 收缩 、舒张 功能 。如心 肌 、平滑 肌等 ，C 正确 ;上皮 组织 由上 皮细 胞

构成 ，具有 保护 、分泌 等功 能。神经 组织 主要 由神 经细 胞构 成 ，能接 受

刺激 ，产 生和 传导 兴奋 ，D 错误 。

4.【答案 】B。解析 ：眼虫 、衣藻 、酵母 菌、变形 虫只 由单 个细 胞组

成，A 正确 ;有的 单细 胞生 物没 有成 型的 细胞 核 ，如细 菌，B 错误 ;眼虫 、

衣藻 、酵母 菌 、变形 虫只 由单 个细 胞组 成，全部 生命 活动 在一 个细 胞内

完成 ，C 正确 ;单细 胞生 物一 般生 活在 水中 ， D 正确 。

5.【答案 】B。解析 ：女性 的生 殖系 统主 要包 括卵 巢 、输卵 管 、子宫 、

阴道 等。其中 卵巢 能产 生卵 细胞 并分 泌雌 性激 素 ，是女 性主 要的 生殖 器

官;输卵 管的 作用 是输 送卵 细胞 ，也 是受 精的 场所 ;子宫 是胚 胎发 育的 场

所;阴道 是精 子进 入女 性体 内和 婴儿 出生 的通 道。

故选 ：B。

6.【答案 】C。解析 ：① 糖类 是人 体最 重要 的供 能物 质 ，糖类 也是 构

成细 胞的 一种 成分 。

②脂肪 是人 体内 备用 的能 源物 质， 同时 也参 与细 胞膜 的构 建。

③蛋白 质是 构成 人体 细胞 的基 本物 质， 蛋白 质还 能被 分解 ，为 人体

的生 理活 动提 供能 量。



④水是 细胞 的主 要组 成成 分， 人体 的各 项生 命活 动都 离不 开水 ，人

体内 的营 养物 质和 废物 都必 须溶 解在 水里 才能 进行 运输 ，但 不提 供能

量。

⑤维生 素对 人体 的各 项生 命活 动有 重要 的作 用， 但不 提供 能量 。

⑥无机 盐是 构成 人体 组织 的重 要原 料， 但不 提供 能量 。

可见 食物 中含 有的 六大 类营 养物 质中 ， ① 糖类 、② 脂肪 、③ 蛋白 质

能提 供能 量， 水、 无机 盐、 维生 素不 提供 能量 。故 C 符合 题意 。

7.【 答案 】B。解析 ：呼吸 系统 由呼 吸道 和肺 两部 分组 成 。其中 ，鼻

腔、咽、喉 、气管 、支气 管是 气体 进出 肺的 通道 ，称为 呼吸 道，A 正确 ;

肺是 呼吸 系统 的主 要器 官，是气 体交 换的 主要 场所 ，支气 管是 气体 的通

道，不能 进行 气体 交换 ，B 错误 ;呼吸 道的 组成 由上 到下 依次 是鼻 腔 、咽 、

喉、气管 和支 气管 ，鼻腔 内有 鼻毛 ，可以 阻挡 灰尘 ，呼吸 道都 有骨 或软

骨做 支架 ，其内 表面 覆盖 着黏 膜 ，黏膜 内还 分布 有丰 富的 毛细 血管 。这

些特 点既 保证 了气 体的 畅通 ，又对 吸入 的空 气具 有清 洁 、温暖 和湿 润的

作用 ，C 正确 ;肺泡 外包 绕着 毛细 血管 ，且 肺泡 壁和 毛细 血管 壁都 很薄 ，

是由 一层 上皮 细胞 构成 ，有 利于 肺泡 和毛 细血 管内 的血 液之 间气 体交

换， D 正确 。

8.【答案 】C。解析 ：河蚌 生活 在水 中 ，用鳃 呼吸 ，A 错误 ;蜥蜴 属于

爬行 动物 ，用 肺呼 吸， B 错误 ;鲫鱼 生活 在水 中， 用鳃 呼吸 ， C 正确 ;家



鸽进 行气 体交 换的 部位 是肺 ，气囊 只是 辅助 呼吸 ，但是 不能 进行 气体 交

换， D 错误 。

9.【答案 】A。解析 ：动物 的行 为常 常表 现为 各种 各样 的运 动 ，A 正

确;学习 行为 是后 天获 得的 ，是 在遗 传因 素的 基础 上形 成的 ，主 要受 环

境因 素的 影响 ，因此 与遗 传因 素有 关，B 不正 确;低等 动物 也具 有学 习行

为如 蚯蚓 走迷 宫，动物 学习 能力 的大 小与 其进 化的 程度 呈正 相关 ，C 不

正确 ;先天 性行 为是 动物 生存 的基 础， 动物 通过 后天 的学 习， 大大 地提

高了 适应 复杂 多变 环境 的学 习能 力 。因此 先天 性行 为与 学习 行为 对动 物

的生 存和 繁殖 都有 重要 意义 ， D 不正 确。

10.【答 案】 C。解 析： 细菌 生殖 产生 的新 细菌 ，与 原细 菌所 含的 遗

传物 质是 相同 的，A 错误 ;荚膜 有保 护细 菌的 作用 ，与细 菌生 殖没 有直 接

关系 ，B 错误 ;细菌 靠分 裂进 行生 殖，一个 细菌 横向 分裂 成两 个细 菌 ，这

种生 殖方 式叫 裂殖 ，在环 境适 宜的 时候 ，不到 半小 时 ，细菌 就能 分裂 一

次。因此 环境 适宜 时生 殖速 度很 快 ，C 正确 ;芽孢 是细 菌的 休眠 体，无繁

殖作 用， D 错误 。

11.【答案 】C。解析 ：青蛙 属于 两栖 动物 ，雌雄 异体 、体外 受精 (水

里)，青 蛙的 发育 包括 受精 卵 →蝌蚪 → 幼蛙 →成蛙 四个 发育 时期 ， A 正

确;消化 道自 上而 下依 次是 ： 口腔 →咽 →食道 → 胃→ 小肠 →大肠 → 肛门 ，

B 正确 ;红灯 成像 ：外界 物体 反射 的光 线 ，经过 角膜 、房水 ，由瞳 孔进 入



眼球 内部 ，经过 晶状 体和 玻璃 体的 折射 作用 ，在视 网膜 上形 成一 个倒 置

的物 像，C 错误 ;肺循 环的 路线 是 ：右心 室→ 肺动 脉→ 肺部 毛细 血管 网→

肺静 脉→ 左心 房， D 正确 。

12.【答 案】 C。解 析： 常刮 大风 的海 岛上 生活 着大 批无 翅昆 虫是 自

然选 择的 结果 ，符合 达尔 文的 进化 理论 ，A 错误 ;由于 杀虫 剂的 选择 作用 ，

害虫 的抗 药性 反而 越来 越强 是遗 传变 异和 适者 生存 的结 果 ，符合 达尔 文

的进 化理 论，B 错误 ;达尔 文强 调特 种形 成都 是渐 变的 结果 ，不能 很好 的

解释 物种 大爆 发等 现象 ，C 正确 ;人与 其他 哺乳 动物 之间 的相 同的 基因 非

常多 ，说 明他 们具 有共 同的 祖先 ，符 合达 尔文 的进 化理 论， D 错误 。

13.【答 案】 A。解 析： 磷脂 是构 成生 物膜 系统 的主 要物 质， 但是 有

些细 胞器 没有 细胞 器膜 ，但是 都含 有蛋 白质 ，A 正确 ;噬菌 体为 病毒 ，不

含有 任何 细胞 器，B 错误 ;在有 氧呼 吸中 丙酮 酸进 一步 分解 所需 要的 酶存

在于 线粒 体中 ，但是 ，无氧 呼吸 生成 酒精 或乳 酸所 需要 的酶 不存 在于 线

粒体 ，C 错误 ;蓝藻 细胞 可以 进行 光合 作用 ，但 是蓝 藻细 胞没 有叶 绿体 ，

D 错误 。故 选 A。

14.【答 案】 A。解 析： 育种 可以 通过 具有 优良 性状 的同 种生 物杂 交

获得 兼具 优良 性状 的后 代， 也可 以不 同物 种之 间杂 交育 种得 到新 物种 ，

比如 驴和 马杂 交得 到骡 子，A 正确 ;在减 数第 一次 分裂 联会 之后 的四 分体

时期 ，同源 染色 体上 的等 位基 因随 非姐 妹染 色单 体的 交换 而交 换 ，导致



染色 单体 上的 非等 位基 因重 组， B 错误 ;在单 倍体 育种 中， 先对 F1 的花

粉进 行离 体培 养，后经 秋水 仙素 处理 ，长成 植株 后再 进行 筛选 ，C 错误 ;

无子 番茄 的获 得可 以通 过使 用生 长素 或生 长素 类似 物喷 洒或 涂抹 在番

茄花 雌蕊 的柱 头上 ，使子 房发 育成 为无 子果 实 ，不需 要秋 水仙 素，D 错

误。 故选 A。

15.【答 案】 D。解 析： 根据 题意 和图 示分 析可 知： 图中 ① 表示 感受

器、 ③表示 神经 中枢 、 ⑤表示 效应 器， ABC 正确 ;由于 在神 经元 之间 兴

奋只 能从 突触 前膜 释放 传到 突触 后膜 ，是单 向性 的，所以 适宜 电刺 激⑤ ，

在① 处不 可能 测到 膜电 位的 变化 ， D 错误 。故 选： D。

16.【答案 】B。 解析 ：草莓 的自 然成 熟是 乙烯 作用 的结 果 ，A 正确 ;

人舌 尖触 到蔗 糖时 感觉 到甜 味， 这是 神经 调节 的结 果， 与激 素无 关， B

错误 ;自然 生长 的雪 松树 冠呈 塔形 是生 长素 作用 形成 的顶 端优 势现 象 ，C

正确 ;饥饿 时人 体血 糖仍 维持 正常 水平 是胰 高血 糖素 作用 的结 果， D 正

确。 故选 ：B。

17.【答案 】D。解析 ：水在 光下 分解 为[H]和 O2 的过 程发 生在 叶绿

体的 类囊 体膜 上，所以 图中 的① 是植 物吸 收的 水分 子，A 正确 ;叶绿 体中

的色 素分 布在 叶绿 体的 类囊 体膜 上 ，B 正确 ;在叶 绿体 的类 囊体 膜上 ，色

素将 吸收 的光 能转 变为 [H]和 ATP 中的 化学 能， C 正确 ;[H]和 ATP 都能

用于 暗反 应， O2 不用 于暗 反应 ，直 接释 放， D 错误 。



18.【答案 】A。解析 ：(1)将甲 花粉 授到 乙柱 头上 ，乙作 母本 ，种皮

颜色 由乙 植株 基因 型决 定， 为白 色 ;

(2)豌豆 甲自 交后 代全 部为 黄子 叶 ，说明 甲是 显性 纯合 子，豌豆 乙自

交后 代全 部为 绿子 叶， 说明 乙是 隐性 纯合 子。 将甲 花粉 授到 乙柱 头上 ，

子代 均为 杂合 子，所以 乙所 结种 子(F1 代 )的子 叶由 受精 卵发 育而 来，应

表现 为黄 色。

故选 ：A。

19.【答案 】B。解析 ：限制 酶作 用的 底物 是双 链 DNA 分子 ，A 正确 ;

这两 种限 制酶 作用 的核 苷酸 序列 相同 ，所以 识别 序列 的机 率相 同，B 错

误;根据 碱基 互补 配对 原则 ， CCCGGG 的互 补链 是 GGGCCC，并 根 据

XmaⅠ 的切 割位 点可 知，切割 后的 黏性 末端 是﹣ GGCC，C 正确 ;温度 能

影响 酶的 活性 ，所以 使用 酶时 需要 注意 控制 反应 温度 和时 间等 ，D 正确 。

20.【答 案】 C。解 ：试 管动 物技 术是 指通 过人 工操 作使 卵子 和精 子

在体 外条 件下 成熟 和受 精，并通 过培 养发 育为 早期 胚胎 后 ，再经 移植 后

产生 后代 。用 到的 技术 手段 有体 外受 精、 胚胎 移植 。

21.【答 案】 A。解 析： 知识 目标 分为 三个 层次 ，了 解水 平， 理解 水

平，应用 水平 。了解 水平 内容 标准 的动 词主 要有 描述 ，简述 ，识别 ，列

出， 列举 ， 说出 ，举 例说 出等 。理 解水 平主 要是 说明 ，举 例说 明， 概



述，评述 ，区别 ，解释 等 。应用 水平 主要 通过 分析 ，得出 ，设计 ，拟定 ，

应用 ，评 价， 撰写 ，利 用等 词来 表述 。故 本题 选择 A。

22.【答案 】C。解析 ：建构 主义 教学 强调 以下 几点 ：(1)从学 习者 的

经验 出发 ;(2)角色 的调 整 (教师 在教 学过 程中 不是 一个 知识 的提 供者 ，而

是一 个“协助 者”);(3)布置 良好 的学 习情 境;(4)鼓励 学习 者反 省和 思考 ;(5)

重视 合作 的学 习方 式。 ABD 均为 布鲁 纳的 发现 学习 特征 。

23.【答 案】 B。解 析： 图示 式板 书， 顾名 思义 是用 图画 、文 字、 线

条、符号 、框图 等方 法表 现教 学内 容的 板书 ，使教 学中 的难 点通 过图 示

形象 化，从而 化难 为易 ，这类 板书 具有 形象 性 、趣味 性特 点。答案 选 B。

24.【答 案】 B。解 析： 概念 模型 ，以 图示 、文 字、 符号 等组 成的 流

程图 形式 对事 物的 生命 活动 规律 、机 理进 行描 述、 阐明 。答 案选 B。

25.【 答案 】B。解析 ：概念 图中 的概 念通 常是 按分 层的 形式 表现 的 ;

包含 着交 叉连 接;包含 着许 许多 多的 具体 事例 ;针对 同一 知识 领域 ，不 同

的人 绘制 的概 念图 可能 有明 显的 不同 。答 案选 B。

二、 简答 题(本大 题共 2 小题 ，每 题 15 分， 共 30 分)

26.【答 案】 (1)H2O;O2;CO2 固定

(2)叶绿 体类 囊体 的薄 膜 ;色素 和酶

(3)1、3、 4、5;BDF

解析 ：(1)根据 图形 可知 ：E 是 H2O，G 是 O2，6 是 CO2(二氧 化碳 )

的固 定。

(2)1 光反 应的 场所 是类 囊体 薄膜 ;其上 分布 着与 光合 作用 有关 的物

质有 色素 和酶 。



(3)上述 过程 可以 产生 ATP 的有 1(光反 应 )、 3(有氧 呼吸 第一 阶段 )、

4(有氧 呼吸 第二 阶段 )、 5(有氧 呼吸 第三 阶段 )，可 以表 示[H]的物 质 有

BDF。

27.【答 案】 (1)第一 次分 裂后 期 ;4

(2)次级 精母 ;无同 源染 色体 ，姐 妹染 色单 体分 开成 为两 条子 染色 体 ，

并分 别移 向细 胞两 级， 细胞 质均 等分 裂。

(3)减半 。

解析 ：减 数分 裂是 进行 有性 生殖 的生 物， 在产 生成 熟生 殖细 胞时 进

行的 染色 体数 目减 半的 细胞 分裂 ，在减 数分 裂过 程中 ，染色 体只 复制 一

次，而细 胞连 续分 裂两 次，新产 生的 生殖 细胞 的染 色体 数目 比体 细胞 减

少一 半。根据 上图 ，甲细 胞中 含有 同源 染色 体 ，且同 源染 色体 正在 分离 ，

非同 源染 色体 自由 组合 ，处 于减 数第 一次 分裂 后期 ，染 色体 有 4 条 ;乙

细胞 不含 同源 染色 体，且着 丝点 分裂 ，姐妹 染色 单体 分开 成为 两条 子染

色体 ，并分 别移 向细 胞两 级 ，处于 减数 第二 次分 裂后 期。甲乙 图都 是细

胞质 均等 分裂 ，因 此甲 为初 级精 母细 胞， 乙为 次级 精母 细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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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答 案】 优点 ：

应用 了学 生的 生活 体验 、模 型、 挂图 、多 媒体 课件 、演 示实 验及 学

生分 组实 验，可以 看出 教师 能积 极主 动地 利用 课程 资源 创造 利于 学生 学

习的 条件 。



不足 ：(1)教师 通过 用拳 头、模型 等方 式讲 解，学生 对心 脏的 结构 已

经有 了比 较清 晰的 认识 ，这一 学习 目标 已经 基本 完成 ，后面 再用 挂图 和

多媒 体课 件学 习心 脏的 结构 显得 重复 ，浪 费了 学生 的时 间。

(2)通过 模型 、挂图 、多媒 体课 件学 习心 脏的 结构 后 ，学生 渴望 通过

实验 来进 一步 探究 心脏 的结 构和 功能 ，而 教师 没有 引导 学生 自主 探究 ，

而是 将课 程资 源简 单罗 列， 反而 降低 了学 生的 学习 效率 。

(若有 其他 答案 符合 题意 也可 得分 )

(2)教具 使用 时应 注意 的问 题：

①演示 的环 境条 件

是否 有合 适的 摆放 位置 ，挂 图等 是否 有固 着物 ，电 器的 电源 位置 是

否合 适，演示 台的 高度 、光线 是否 合适 ，一些 较小 的、颜色 与周 围环 境

相似 的教 具是 否需 要反 差较 大的 背景 衬托 等。

②出示 教具 的程 序

注意 说明 教具 的种 类、 演示 的解 剖学 位置 ，观 察教 具时 注意 提出 思

考性 问题 ;使用 完毕 后要 及时 收起 来。 避免 多个 教具 同时 出现 在学 生面

前， 分散 学生 注意 力， 干扰 思维 的顺 序性 。

③出示 教具 的时 机

课堂 开始 出示 教具 ，并 利用 教具 提出 问题 ，设 置悬 念， 可以 集中 学

生的 之一 里， 顺利 引入 新课 。当 面对 疑难 时， 使用 教具 可以 突破 难点 ;

当完 成某 一教 学环 节时 ，学生 往往 会出 现精 力分 散 ，此时 出示 新颖 、生

动的 教具 ，会 使学 生眼 前一 亮， 集中 注意 力。

④传统 教具 与现 代教 育技 术的 整合



现代 教具 技术 为教 学提 供了 一个 巨大 的资 源库 ，但 传统 教具 仍具 有

不可 替代 的功 能和 作用 ，要 注意 将传 统和 现代 合理 整合 。

29.【参 考答 案】

(1)该教 师教 学存 在的 问题 有 ：①教师 在引 入花 的概 念之 后 ，就直 接

拿着 模型 介绍 花的 各部 分结 构， 这样 传授 概念 的方 式是 讲述 和直 接告

知，忽略 了学 生已 有的 认知 结构 和能 力 。教师 在讲 概念 时 ，学生 处于“被

动学 习“状态 。②安排 学生 观察 实物 花的 想法 可行 ，但由 于教 师已 经讲

解了 花的 结构 ，学生 主动 探究 花的 结构 的好 奇心 、兴趣 和欲 望往 往会 大

大削 弱，很可 能只 是在 验证 教师 讲述 花的 结构 的知 识 ，这与 我们 所说 的

概念 的意 义建 构背 道而 驰。③作为 巩固 概念 所用 的桃 花图 填空 活动 ，考

查的 是记 忆能 力，不能 达成 迁移 运用 所学 概念 的目 的 。可以 让学 生绘 制

概念 图， 使学 生概 念转 变。

(2)概念 图参 考如 下：

四、 教学 设计 题(本大 题 1 小题 ， 30 分)



30.【参 考答 案】

(1)三维 教学 目标 ：

知识 目标 ：知道 单、双子 叶植 物种 子的 各部 分结 构及 其功 能 ;知道 单 、

双子 叶植 物种 子结 构的 区别 ;

能力 目标 ：通 过解 剖观 察种 子的 内部 结构 提高 学生 的实 验能 力和 学

会简 单的 观察 方法 ，以 培养 观察 能力 ;通过 两类 种子 结构 特点 的比 较 ，

培养 学生 分析 问题 的能 力， 学会 从特 殊到 一般 的思 维方 法， 形成 善于

通过 分析 ，归 纳而 得出 结论 的习 惯 ;

情感 态度 与价 值观 目标 ：通 过学 习种 子的 结构 ，初 步树 立结 构与 功

能相 统一 的辩 证观 点。

(2)

以上就是全国教师资格统考《生物学科知识与能力（初中）》模拟试卷

一的参考答案及解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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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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