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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考试说明 

 

地理  生物学 
 

Ⅰ.考试性质及命题原则 

 

绵阳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是由绵阳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暨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工作领导

小组组织实施的国家考试，主要衡量学生达到国家规定学习要求的程度，考试成绩是学生毕

业和升学的基本依据。 

绵阳市初中毕业生学业水平考试科学命题应遵从以下原则：有利于贯彻国家的教育方

针，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有利于面向全体学生，体现九年义务教育的性质；有利于中小

学课程改革，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Ⅱ.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考试形式 

考试采用闭卷、笔试形式，地理和生物学同堂合卷。试卷满分 200 分，其中地理 100

分，生物学 100分。各学科试题只涉及本学科内容，不跨学科综合。考试时间 90分钟。 

二、题型 

试卷包括选择题、非选择题。 

三、试卷结构 

1. 试卷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为地理、生物学两个科目的选择题，共 40题，每题 2分，共计 80分。其中地

理 20题，生物学 20题，都是单项选择题。 

第二部分为地理、生物学两个科目的非选择题。生物学 60分，地理 60分。其中地理 3

题，生物学 4题。 

2．组卷 

试卷按题型、内容和难度进行排列，选择题在前，非选择题在后；同一题型中同一学科

的试题相对集中，试题尽量按由易到难的顺序排列。 

 

Ⅲ.考试内容和要求及题型示例 

地   理 

根据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标准》（2011 年版），参考学生使用的人民教育出版社《义

务教育教科书·地理》教材，结合初中地理教学实际，确定考试目标与要求、考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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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地理试题，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与实践能力以及地理学科人地协调观念等方面，全面考查学生的

学科素养。注重对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思想和基本能力的考查；落实学习对生活有用

的地理，体现利用所学知识解释、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贯彻有利于学生发展的理念，学

习对终身发展有用的地理课程理念，强调通过图文阅读，获取、解读地理信息并解决地理问

题，促进构建着眼于学生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培养的地理课程。 

一、考试目标与要求 

地理学科全面考查学科基础的地理知识、基本的地理技能和方法的掌握，突出考查获取

和解读地理信息、调动和运用地理知识、描述和阐释地理事物三个方面，体现初中地理课程

的性质，培养学生区域综合和比较的地理思维品质和能力，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一）获取和解读地理信息 

指获取试题提供的地理信息，理解试题要求以及考查意图；提炼地理信息的有效价值，

并对其进行分析与整合。 

地理信息指地理试卷中的文字、图表、数据等。获取和解读包含了识别信息、判断信息

等过程。 

1.获取和解读文字材料中的地理信息 

文字表述中的地理信息，包括题目的要求和各种有关地理事物定性和定量的信息。如文

字材料、题干中的限定或提示、选择题的选项文字等。 

2.获取和解读图像中的地理信息 

图像信息指各种类型图所提供的信息，主要包括地图（如地形图、区域图等）、景观图、

统计图、联系图等类型。以地图为例，试题提供了图名、图例、注记、比例尺、地物分布、

经纬网等有效信息。 

（二）调动和运用地理知识  

将所学地理知识与试题形式和内容建立正确的联系，并准确地运用知识和有关信息，认

识和说明地理问题。这一能力目标能检测考生的思维速度与品质，以及所具有的知识储备。 

1.能够调动和运用基本的地理概念、数据、地理事物的主要特征及分布、地理原理等知

识，对题目要求作答。 

2.能够调动和运用自主学习过程中获得的相关地理信息。 

3.能够运用地理的基本技能 

地理的基本技能包括等值线图的判读、地理坐标图的判断和识别、不同类型地理数据之

间的转换、地理数据和地理图表之间的转换、基本的地理观测、地理实验等。 

（三）描述和阐释地理事物 

用简洁的文字语言、图形语言或其他方式描述地理概念、地理事物的特征、地理事物的

分布和发展变化。侧重考查学生的地理要素的联系和区域比较的地理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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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试内容与说明 

（一）关于考试内容的说明 

1. 考试内容主要包括“地球与地图”、“世界地理”、“中国地理”三部分。所列的

三部分考试内容分值比例约为 6:30:64 

2. 对所列的三部分内容的考查教材为考生当年使用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义务

教育教科书·地理》七年级和八年级。 

3. 对所列的考试内容的考查程度不超过义务教育阶段 2011版地理课程标准的要求。 

（二）考试内容 

第一部分  地球与地图 

1. 地球的形状、大小与运动    

2. 地球仪             

3. 地形图 

4. 地图技能                

第二部分  世界地理 

1. 海陆分布                  

2. 海陆变迁            

3. 天气 

4. 气温与降水的分布          

5. 主要气候类型        

6. 人口与人种 

7. 语言和宗教 

8. 聚落                      

9. 地域发展差异        

10. 认识大洲 

11. 认识地区           

12. 认识国家 

第三部分  中国地理 

1. 疆域与行政区划            

2. 人口和民族          

3. 自然环境 

4. 自然资源                  

5. 经济发展            

6. 文化特色 

7. 地域差异                  

8. 区域位置与分布     

9. 区域联系与差异           

10. 区域环境与发展 

 

三、题型示例 

例 1：“西气东输”、“南水北调”、“北煤南运”和“西电东送”是我国资源跨区域调配的四

大工程。四大工程表明我国资源 

A. 总量丰富        B. 人均不足         C. 地区分布不均       D. 种类齐全 

【答案】C 

【说明】题干明确指出我国的东部、西部、南方和北方在天然气、水资源、煤炭和电力

四种资源上有调进调出，表明我国资源在地区分布上是不均匀的。结合选项可得出答案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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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塔里木盆地位置示意图说明塔里木盆地 

A．油气资源丰富   B．是“丝路”走廊 

C．降水稀少       D．地势平坦 

【答案】C 

【说明】图名为“塔里木盆地的位置示意图”，有效信息是盆地的东、西、南、北四

方距离海洋远，解读信息后的结论是“远离海洋，海洋水汽影响小，降水少”。 

例 3：下列工业部门属于传统工业的是 

A．航天工业      B．风能发电      C．钢铁工业       D．光伏材料 

【答案】C 

【说明】试题作答基于学生对传统工业和高新技术工业概念的掌握，并调动储备的传

统工业包含的类型。 

例 4：2016年出现了一个名为 WaterSeer的新项目，该项目主要采取从空气中收集水资

源。借助该项目可为因干旱等原因导致缺水的地区提供清洁的饮用水。据此完成（1）～（2）

题。 

（1）下列地区最适宜推广 WaterSeer 项目的是 

A. 陕、甘          B. 江、浙           C. 闽、粤        D. 辽、吉 

（2）云贵高原喀斯特地形广布，雨水易渗漏。云贵两省准备引进该项目主要是因为当

地 

A. 人多水少                    B. 水污染严重        

C. 年降水量少                  D. 地表水难以储存 

【答案】（1）A （2）D 

【说明】试题考查学生通过自主学习，理解什么是“Water Seer 项目”（收集并提供清洁

饮用水），调动我国降水和水资源分布的时空差异知识，以及云贵高原喀斯特的独特性，可

得出正确答案。试题具有让学生解决我国实际生活中面临的水资源问题，形成节约用水的意

识和习惯。 

例 5：下图为河南省地形图。河南省主要的地形类型是 

A．山地         

B．高原         

C．丘陵          

D．平原 

【答案】答案 D 

【说明】试题考查学生对山地、高原、丘陵、平原等地形概念的理解，通过阅读图例，

知道海拔高度数据小于 200 米和大于 500米在地形类型中的含义，可判断地形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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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6：东北三省是“北大仓”，是“新中国工业的摇篮”。阅读图文材料，回答下列

问题。 

 

（1）东北三省地处亚洲东部，纬度位置较高，大部分地区年均温在 8℃以     （选填

“上”或“下”），年降水量在 400毫米以上，气候具有        特征，河流        （选

填“有”或“无”）结冰期。 

（2）煤、铁、石油在自然资源分类中属于        资源。东北三省依托丰富的煤、铁、

石油资源发展为我国最大的        工业基地，本区石油储量约占全国的 1/4，但产量（如

图以大庆为例）从 20世纪 90年代后逐渐        。 

【答案】（1）下 冷湿 有；   （2）非可再生 重 下降 

【说明】试题以“东北三省年平均气温的分布、年降水量的分布和大庆油田石油产量

的变化”三幅图为载体，考查学生对等值线、纬度位置、坐标图的阅读，重在引导学生运用

地理的基本技能，将教材上的地理基本知识、基本概念和蕴含的思想运用于“振兴东北”这

一实际问题的情景中。 

例 7：下图为世界地图。读图完成下列要求。 

（1）地球表面陆地主要集中在南、北半球中 

的         半球，甲大洲是         洲。 

（2）从上海到欧洲大西洋沿岸港口，新开通的白令海峡、

北冰洋航线，比传统的经马六甲海峡、         运河航线的

航程短。 

（3）南极大陆面积约1400万km2，冰层平均厚度约2000m，

储存着巨大的固体         资源。 

（4）极地科考站房屋的墙板采用“夹心”式，中间是保温

材料，窗户较小，且多为双层玻璃；科考站房屋地基很深，下

面为立柱，房屋通常高出地面 1—2m；房屋朝不同方向开门，

还设有天窗。试说明这样设计的理由。 

（5）科考队员们外出考察时，都要将产生的垃圾装袋封好，并带回站上或本国处理。

试评价科学家们的这种行为。 

【答案】答案：（1）北 南美；（2）苏伊士；（3）淡水；（4）极地地区气候严寒、

多大风大雪天气；（5）践行保护极地环境。 

【说明】试题以我国最新研究成果竖版世界地图为载体，考查大洲大洋的分布、极地

地区的自然环境特征、环境保护等，重在引导学生运用简洁的文字语言描述地理分布及区域

的特征，树立因地制宜的环境保护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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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物  学   
 

根据义务教育《生物学课程标准》（2011年版），参考学生使用的人民教育出版社《义

务教育教科书·生物学》教材，结合初中生物学教学实际，确定考试内容及要求。 

初中毕业生学业水平考试生物学考试内容主要考查生物学基础知识和技能、基本过程和

方法；考查运用生物学知识解决简单问题、进行科学探究与生物学实验的能力；考查关于生

物学、技术和社会协调发展的观念以及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的体现等。具体内容如下： 

一、考试内容和要求： 

（一）科学探究 

科学探究重点考查学生对科学探究方法和意义的理解及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同时要

考查学生结合与生物学相关的自然、生活和生产中的事实、现象等进行科学探究的能力。关

于科学探究能力的基本要求如下： 

发展科学探究能力考查要求 

1.尝试从日常生活、生产实际或学习中发现与生物学相关的问题。 

2.尝试书面或口头表述这些问题。 

3.描述已知科学知识与所发现问题的冲突所在。 

1.应用已有知识，对问题的答案提出可能的设想。 

2.估计假设的可检验性。 

1.拟定探究计划。  

2.列出所需要的材科与用具。 

3.选出控制变量。 

4.设计对照实验。 

1.进行观察、实验。 

2.收集证据、数据。 

3.尝试评价证据、数据的可靠性。 

1.描述现象。 

2.分析和判断证据、数据。 

3.得出结论。 

1.写出探究报告。 

2.交流探究过程和结论。 

注：科学探究试题素材，可来自初高中教材，也可以来自与《生物学课程标准》有关

的交叉学科，还可以是对现有知识的延伸。 

（二）生物体的结构层次 

考查内容 考查要求 

细胞是生命活动

的基本单位 

1、说出显微镜的基本构造和各部件作用，学会使用低倍显微镜和制

作临时装片。 

2、阐明细胞是生命活动的基本结构和功能单位。 

3、说明单细胞生物可以独立完成生命活动。 

4、区别动物细胞、植物细胞结构的主要不同点。 

5、描述细胞核在遗传中的重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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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查内容 考查要求 

细胞分裂、 

分化形成组织 

1、描述细胞分裂的基本过程。 

2、概述生物体的各种组织是由细胞分裂、分化形成的。 

3、识别人体的几种基本组织。 

4、识别植物的几种主要组织。 

多细胞生物体 

的结构层次 

1、描述绿色开花植物体的结构层次：细胞、组织、器官、个 体。 

2、描述人体的结构层次：细胞、组织、器官、系统、个体。 

（三）生物与环境 

考查内容 考查要求 

生物的生存 

依赖一定的环境 

1、 举例说出水、温度、空气、光等是生物生存的环境条件。 

2、 举例说明生物和生物之间有密切的联系。 

生物与环境 

组成生态系统 

1、概述生态系统的组成。 

2、列举不同的生态系统。 

3、描述生态系统中的食物链和食物网。 

4、举例说出某些有害物质会通过食物链不断积累。 

5、阐明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是有限的。 

生物圈是人类 

与其他生物 

的共同家园 

1、阐明生物圈是最大的生态系统。 

2、确立保护生物圈的意识。 

（四）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 

考查内容 考查要求 

绿色开花植物 

的一生 

1、描述种子萌发的条件和过程。 

2、描述芽的发育和根的生长过程。 

3、概述开花和结果的过程。 

绿色植物的生活 

需要水和无机盐 

1、说明绿色植物的生活需要水和无机盐。 

2、描述绿色植物的蒸腾作用。 

绿色植物的 

光合作用 

和呼吸作用 

1、知道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 

2、举例说出绿色植物光合作用原理在生产上的应用。 

3、知道绿色植物的呼吸作用。 

绿色植物 

对生物圈 

有重大作用 

1、概述绿色植物为许多生物提供食物和能量。 

2、说明绿色植物有助于维持生物圈中的碳氧平衡。 

3、描述绿色植物在生物圈水循环中的作用。 

（五）生物圈中的人 

考查内容 考查要求 

人的食物 

来源于环境 

1、说出人体需要的主要营养物质。 

2、描述人体消化系统的组成。 

3、说明食物的消化和营养物质的吸收过程。 

4、分析一份食谱的营养合理性。 

5、关注食品安全。 

人体生命活动 

的能量供给 

1、描述人体血液循环系统的组成。 

2、阐明血液循环。 

3、描述人体呼吸系统的组成。 

4、说明发生在肺部及组织细胞处的气体交换过程。 

5、说明能量来自细胞中有机物的氧化分解。 

人体代谢废物 

的排出 

1、描述人体泌尿系统的组成。 

2、阐明尿液的形成和排出过程。 

3、描述其他排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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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查内容 考查要求 

人体通过 

神经系统 

和内分泌系统 

调节生命活动 

1、描述人体神经系统的组成。 

2、概述人体神经调节的基本方式。 

3、概述人体通过眼、耳等感觉器官获取信息。 

4、举例说明人体的激素参与生命活动调节。 

人是生物圈 

中的一员 

1、知道人类的起源和进化。 

2、举例说明人对生物圈的影响。 

（六）动物的运动和行为 

考查内容 考查要求 

动物的运动 
1、列举动物多种多样的运动形式。 

2、说明动物的运动依赖于一定的结构。 

动物的行为 
1、区别动物的先天性行为和学习行为。 

2、举例说出动物的社会行为。 

（七）生物的生殖、发育与遗传 

考查内容 考查要求 

人的生殖和发育 

1、说明男性生殖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2、说明女性生殖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3、描述受精过程。 

4、描述胚胎发育过程。 

动物的生殖 

和发育 

1、举例说出昆虫的生殖和发育过程。 

2、描述两栖动物的生殖和发育过程。 

3、描述鸟的生殖和发育过程。 

植物的生殖 
1、列举植物的无性生殖。 

2、描述植物的有性生殖。 

生物的遗传 

和变异 

1、知道 DNA是主要的遗传物质。 

2、描述染色体、DNA和基因的关系。 

3、举例说出生物的性状是由基因控制的。 

4、解释人的性别决定。 

5、认同优生优育。 

6、举例说出生物的变异。 

7、举例说出遗传育种在实践上的应用。 

（八）生物的多样性 

考查内容 考查要求 

生物的多样性 

1、尝试根据一定的特征对生物进行分类。 

2、描述病毒和细菌的主要特征以及它们与人类生活的关系。 

3、描述真菌的主要特征及其与人类生活的关系。 

4、举例说出植物（藻类植物、苔藓植物、蕨类植物、种子

植物）的主要特征以及它们与人类生活的关系。 

5、举例说出无脊椎动物不同类群（如腔肠动物、扁形动物、

线形动物、环节动物、软体动物、节肢动物等）的主要

特征以及它们与人类生活的关系。 

6、举例说出脊椎动物不同类群（鱼类、两栖类、爬行类、

鸟类、哺乳类）的主要特征以及它们与人类生活的关系。 

7、关注我国特有的珍稀动植物。 

8、说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意义。 

生命的起源 

和生物进化 

1、描述生命起源的过程。 

2、说明生物进化的主要历程。 

3、认同生物进化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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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生物技术 

考查内容 考查要求 

日常生活中 

的生物技术 

1、举例说出发酵技术在食品制作中的作用。 

2、说明食品腐败的原因。 

3、运用适当的方法保存食品。 

现代生物技术 

1、举例说出克隆技术的应用。 

2、举例说出转基因技术的应用。 

3、关注生物技术的发展对人类未来的影响。 

（十）健康地生活 

考查内容 考查要求 

健康地 

度过青春期 

1、描述青春期的发育特点。 

2、养成青春期的卫生保健习惯。 

传染病和免疫 

1、说明传染病的病因、传播途径和预防措施。 

2、列举常见的寄生虫病、细菌性传染病（包括淋病）、病毒性传染病

（包括艾滋病）。 

3、描述人体的免疫功能。 

4、区别人体的特异性免疫和非特异性免疫。 

5、说明计划免疫的意义。 

威胁人体健康的 

当代主要疾病 

1、关注心血管疾病的危害。 

2、关注癌症的危害。 

3、认同心理健康。 

4、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酗酒、吸烟和吸毒

的危害 

1、认同酗酒对人体健康的危害。 

2、认同吸烟对人体健康的危害。 

3、拒绝毒品。 

医药常识 

1、说出一些常用药物的名称和作用。 

2、认同安全用药。 

3、运用一些急救的方法。 
 

《说明》中部分行为动词界定  

 各水平的要求    课程内容中使用的行为动词 

知识性

目标 

动词 

了解水平 

再认或回忆知识；识别、辨认事实或证据；

举出例子；描述对象的基本特征等。 

知道，描述，识别，列出，列举，

说出，举例说出 

理解水平 

把握内在逻辑联系，与已有知识建立联系；

进行解释、推断、区分，扩展；提供证据；收

集、整理信息等。 

说明，举例说明，概述，区别， 

解释，选出，收集，处理， 

阐明，写出，估计 

应用水平 

在新的情境中使用抽象的概念、原理，进

行总结、推广；建立不同情景下的合理联系等。 

分析，得出，设计，拟订，应用，

评价 

技能性 

目标 

动词 

模仿水平 

在原型示范和具体指导下完成操作。 
尝试，模仿，进行，制作 

独立操作水平 

独立完成操作；进行调整与改进，与已有

技能建立联系等。 

运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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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水平的要求    课程内容中使用的行为动词 

情感性 

目标 

动词 

经历（感受）水平 

从事相关活动，建立感性认识。 
体验，参加，参与，交流 

反应（认同）水平 

在经历基础上表达感受、态度和价值判断；

做出相应反应等。 

关注，认同，拒绝 

领悟（内化）水平 

具有稳定态度、一致行为和个性化的价值

观念等。 

确立，形成，养成 

二、题型示例 

（一）单项选择题 

例 1.阳阳探究种子萌发是否需要光照，用如图所示的实验装置，放入一粒小麦种子（具有休

眠的特性），适宜温度下放在暗处，结果不萌发。对实验的下列分析与评价不合理的是 

A. 实验缺乏对照，不具说服力 

B. 种子太少，偶然误差增大 

C. 结果证明种子正处在休眠期 

D. 水分、氧气满足种子萌发要求 

【答案】C 

【说明】本题综合考察了学生科学探究能力和种子萌发的条件，其中对于科学探究的考

查属于运用层次，通过该项考查要求学生能设计对照试验，分析和评价试验的科学性。对种

子萌发条件的考察属于了解层次， 主要考查学生对种子萌发的条件的了解。 

例 2.用显微镜观察细胞时，在视野中出现了个污点，这个污点可能在目镜上也可能在玻片上，

判断其位置的最简单操作是 

A.转动目镜      B.更换目镜        C.转换物镜      D.重新制片 

【答案】A 

【说明】本题主要考查显微镜的使用，基本结构和各部件的作用，对显微镜的使用考查

属于独立操作水平，判断污点的位置，最简单的操作就是转动目镜，如果这个污点随着目镜

转动而移动，则在目镜上，反之则在玻片上。 

例 3．蔬菜叶肉细胞与口腔上皮细胞相比，特点是 

A. 由细胞壁控制物质进出细胞          B．细胞中有能量转换器  

C．控制中心是细胞核                  D．细胞中有大液泡 

【答案】D 

【说明】此题属于理解水平，本题主要考查学生对植物细胞与动物细胞的区别。动、植

物细胞都具有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等结构,都有线粒体等能量转换器；植物细胞具有细

胞壁、叶绿体和液泡,动物细胞不具有细胞壁、液泡、叶绿体。 

例 4. 图为心脏舒张示意图，图中回心血液含氧丰富的是 

A．①和②              

B．②和③  

C．②和④              

D．③和④ 

【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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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此题属于了解、理解水平，通过示意图考查学生对血液循环系统和心脏结构的

了解，在描述人体血液系统组成的基础上能阐明血液循环。不需要学生机械的记忆，而应该

将血液循环的知识和心脏结构的知识结合来解题。 

例 5.地球是人类唯一家园，保护环境，我国应尽“大国责任”。下列决策不合理的是 

A．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B．认真落实“节能减排”决定 

C．打造“绿色丝路经济带” 

D．将污染较重的企业迁到国外 

【答案】D 

【说明】此题属于认同水平，考查学生对环境保护的认识。命题意图是考查学生通过生

物学课程学习是否确立了保护生物圈的意识，，是否具备一定的社会责任意识。另外，此题

还向学生传递保护环境决不是生搬硬套，而要与时俱进的观念。 

（二）非选择题 

例 6.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的关系示意图如图，回答下列问题。 

 

（1）图中有       条食物链，食物链的起始环节是               。 

（2）绿色植物能够制造有机物，作为      成分；细菌和真菌作为       成分，将枯

枝败叶中有机物分解成无机物，可供植物重新利用。  

A．生产者            B．消费者 

C．分解者            D．非生物部分  

（3）图中若加入阳光、空气、土壤等非生物部分，就构成了一个      。 

（4）俗话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么它们之间物质和能量流动的方向是：鸟       

虫。（用箭头表示）  

（5）一般情况下，虫与鸟的数量和所占比例是相对稳定的，这说明该系统具有一定

的              能力。  

【答案】（1）一；植物 （2）A；C  （3）生态系统 （4）←  （5）自动调节 

【说明】此题属于理解应用水平，考查学生对生态系统中的食物链和食物网概念的理

解；对生态系统的组成及各部分的作用的理解和掌握情况；阐明生态系统的具有一定的自动

调节能力。 



地理  生物学 

12 

例 7．如图为菜豆种子萌发过程示意图。据图回答下列问题： 

（1）种子植物分为两大类：裸子植物和            。 

（2）菜豆种子萌发所需的外界条件有             。 

（3）菜豆植株根尖分裂最旺盛的部位是        ，吸收

水和无机盐的部位主要是       ，而将吸收的水分运输至植

株各部位的动力主要是       。 

（4）菜豆植株的叶片也可吸收氧气，氧化分解有机物，

产生二氧化碳，此过程称为             。 

（5）菜豆植株生长到一定时期就会开花，传粉和受精后，子房里的      发育成种子。 

【答案】（1）被子植物；（2）一定的水分、适宜的温度和充足的空气； 

（3）分生区；成熟区；蒸腾作用；  （4）呼吸作用； （5）胚珠 

【说明】此题属于理解应用水平，考查学生对七年级上册知识的综合运用和知识迁移

能力，熟练掌握生物学的基础知识是解此题的关键。如：描述种子萌发的条件和过程，描述

根的生长过程，描述绿色植物的蒸腾作用，知道绿色植物的呼吸作用，概述开花和结果的过

程。另外，尝试通过开放性设问，考查学生的创新思维和语言的准确表述能力。如：种子萌

发所需的外界条件有一定的水分、适宜的温度和充足的空气。 

例 8. 北京大学某研究所对 11957 名初中生进行调查，结果发现约 33%的男生，13%的女生

尝试过吸烟。吸烟对人体多个系统会产生重大损害，从而影响学生健康成长。请思考并

回答下列问题： 

（1）吸烟是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肺癌的主要诱因之一。肺是     系统的

主要器官。正常情况下，肺部气体交换后，肺静脉的血液中二氧化碳含量     （填“远高于”

或“远低于”）肺动脉的血液中二氧化碳含量，而患者这种差值明显缩小。人体细胞产生的代

谢废物除二氧化碳外，还有     、多余的水分和无机盐，这些废物主要通过泌尿系统形成     

排出。 

（2）75%的冠心病患者有吸烟史。冠心病是由于      动脉病变，导致心肌缺血引起

的。 

（3）大脑皮层是调节人体生理活动的      中枢。大脑皮层参与调节的与 

     有关的反射是最复杂的，也是人类所特有的。香烟中尼古丁会损伤大脑；一氧化碳则

易与血红蛋白结合，从而影响红细胞运输      的能力，最终导致脑部细胞生命活动所需能

量供应不足。长此以往，吸烟者记忆力会减退，智力水平会下降。 

（4）二手烟中许多有害物质的浓度比主动吸烟者吸入的热烟中含量更高。你认为下列

哪些场所不应吸烟         （可多选）。 

A、餐厅    B、医院   C、商场    D、会议室    E、影剧院    F、机场吸烟室 

【答案】（1）呼吸；远低于；尿素；尿液   (2)冠状    （3）最高级；语言文字；

氧（或氧气）（4）ABCDE  

【说明】此题属于对学生的了解、理解、应用和认同领悟水平等不同层面进行考查，

考查学生对七年级下册知识，呼吸系统、泌尿系统、神经系统、血液循环等知识的综合运用

和知识迁移能力，试题贴近生活实际，引导教师教学应更加紧密地联系生活，引导学生养成

健康的生活方式。熟练掌握生物学的基础知识是解此题的关键。 

例 9. 光明中学生物兴趣小组欲探究不同光照强度对光合作用强度(可用单位时间内产生的

氧气量表示)的影响，其实验设计方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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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实验材料： 

若干长势相当的同种植物叶片、一定浓度的碳酸氢钠溶液、打孔器、注射器、试管、

若干不同瓦数的台灯（台灯瓦数越大，光照强度越大）等。 

Ⅱ. 实验原理： 

（1）碳酸氢钠分解可产生二氧化碳。 

（2）抽气可以去除叶圆片内部的气体，让细胞间隙充满水，从而使水中叶圆片下沉。 

（3）光合作用产生的氧气充斥细胞间隙，会使水中叶圆片上浮。光照强度不同，相同

时间内产生的氧气量不同。请写出表示光合作用过程的式子_____________。 

Ⅲ. 实验步骤： 

（1）用打孔器在叶片上打出若干大小相同的叶圆片。 

（2）将叶圆片放入加了适量水的注射器中抽气。 

（3）将抽气后的叶圆片平均分成 3 份（每份 10 片），分别加入 3 支装有等量碳酸氢

钠溶液的试管中，将试管编号为 A、B、C。 

（4）将 3 支试管放在同一暗室，此时叶圆片均下沉到试管底部，然后在距 A、B、C 3

支试管 30cm 处分别安放 25 瓦、40 瓦、100 瓦的台灯进行光照。 

（5）20 分钟后停止光照，计数上浮的圆叶片数量。结果见下表： 

试管编号 A B C 

台灯瓦数 25 瓦 40 瓦 100 瓦 

上浮数量 3 片 ？ 7 片 

Ⅳ. 实验结果： 

（1）在 40 瓦的条件下，B 试管内上浮叶圆片数量是_______（填“＜3 片”或“3～7 片”

或“＞7 片”）。 

（2）若将试管和台灯的距离从 30cm 调整到 50cm,光照时间不变，你认为各组上浮叶

圆片数量将_____。 

Ⅴ. 实验分析： 

（1）实验过程中试管内加碳酸氢钠溶液的目的是为叶片光合作用提供________。 

（2）本实验的唯一变量是__________。 

Ⅵ. 实验结论：一定范围内，光照增强__________。 

【答案】                  

 Ⅱ（3）二氧化碳+水                   有机物+氧气 

                      

Ⅳ.（1）3～7片               

（2）减少（或“下降”） 

Ⅴ.（1）提供二氧化碳（或“CO2”或“原料”） 

（2）光照强度（或“台灯瓦数”） 

Ⅵ.（1）光合作用强度增大 

【说明】此题属于了解、理解及应用水平，试题素材来自高中教材，考查学生对光合作

用的原料、条件、产物的了解以及光合作用原理的理解和运用，同时考查学生分析判断实验

变量、预测并分析实验结果、得出结论等科学探究的能力。命题意图是借助此题综合考查学

生生命观念（如“物质与能量观”）、科学思维、科学探究能力等核心素养的达成情况。 

光能 

叶绿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