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波市 2019学年第二学期选考适应性考试
生 物

一尧选择题渊本大题共 25小题袁每小题 2分袁共 50分遥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
合题目要求的袁不选尧多选尧错选均不得分冤1. 变形虫在摄食过程中袁会改变细胞形态袁从而将外界液体及颗粒物运入细胞袁这种转运方式
属于 渊 冤A. 扩散 B. 胞吞 C. 易化扩散 D. 主动转运2. 猫叫综合征的变异类型属于 渊 冤A. 染色体结构变异 B. 染色体数目变异 C. 基因突变 D. 基因重组3. 植物体在胚胎发育过程中袁胚柄的退化属于 渊 冤A. 细胞分化 B. 细胞增殖 C. 细胞衰老 D. 细胞凋亡4. 下列物质中不含磷元素的是 渊 冤A. 腺苷 B. mRNA C. RuBP D. 磷脂5. 下列关于生物圈的叙述袁错误的是 渊 冤A. 生物圈是地球有生物存在的部分袁包括所有生物及其生存环境B. 生物圈是地球表面一个连续的薄层C. 副生物圈主要的生命形式是细菌和真菌孢子D. 深海热裂口聚集的大量海洋生物袁其能源来自地热和硫化氢的氧化6. 下列与实验有关的叙述袁正确的是 渊 冤A. 苏丹芋染液处理样品切片后立即用显微镜观察袁发现的橙黄色颗粒即为脂肪颗粒B. 从动物血细胞中获取的过氧化氢酶袁可用来研究 pH对过氧化氢酶活性的影响C. 在进行植物细胞质壁分离实验前袁可观察到液泡膜紧紧贴着细胞壁D. 用纸层析法分离绿叶中的色素时袁距离滤液细线最远的色带呈蓝绿色7. 下列关于细胞结构的叙述袁正确的是 渊 冤A. 原核生物拟核区的 DNA与周围的核糖体直接接触袁并通过 RNA传递遗传信息B. 衰老细胞的线粒体数量减少袁体积也变小C. 白色体可贮存脂质和淀粉袁存在于各类植物细胞中D. 真菌和细菌都具有成分相似的细胞壁8. 新冠肺炎渊COVID-19冤可以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和接触传播袁这与病毒 SARS-CoV-2密切相
关袁该病毒是以单链 RNA为遗传物质袁通过复制形成子代 RNA链袁下列关于该病毒的叙述袁
错误的是 渊 冤A. SARS-CoV-2与劳氏肉瘤病毒形成子代遗传物质的方式不同B. SARS-CoV-2比噬菌体更容易发生突变C. SARS-CoV-2与宿主细胞共用一套遗传密码D. COVID-19与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一致9. 下表为某同学设计的实验院

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渊 冤A. 该实验证明蔗糖酶催化具有高效性B. 该实验证明蔗糖酶的化学本质是蛋白质C. 2号试管在步骤 2和步骤 3的过程中袁蔗糖酶的形状均会发生改变D. 若步骤 3改为加入适量双缩脲试剂袁则 3支试管均呈紫色

3号试管

适量蔗糖酶与蛋白酶的混合液

不变色

步骤

2
3
现象

蔗糖溶液 2mL1
1号试管

适量蛋白酶

加入适量本尼迪特试剂后袁水浴加热
不变色

蔗糖溶液 2mL
2号试管

蔗糖溶液 2mL
适量蔗糖酶

出现红黄色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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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下列关于生物进化的叙述袁正确的是 渊 冤
A. 种群基因频率的变化趋势能反映生物进化的方向和遗传变异的方向
B. 可遗传变异是生物进化的根本来源
C. 并不是所有的变异都可以作为进化的原材料
D. 自然选择通过直接作用于个体的基因型而使种群基因频率发生改变

11. 下图为人体内葡萄糖氧化分解的某一途径袁其中淤尧于尧盂表示代谢过程袁X表示物质遥 据图
分析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渊 冤

A. 淤发生在线粒体中 B. 于会产生少量 ATP
C. 于和盂都会产生[H] D. X代表 H2O和 CO212. 下列有关单因子杂交实验及孟德尔定律的叙述袁正确的是 渊 冤
A. F1高茎豌豆自交所得 F2中出现了高茎和矮茎袁这是基因重组的结果
B. 测交结果可反映 F1产生的配子种类及比例C. 孟德尔在母本豌豆开花时进行去雄和授粉袁实现亲本的杂交
D. 盂德尔提出了同源染色体上的等位基因控制相对性状的假设

13. 下列关于核酸是遗传物质的证据的叙述袁正确的是 渊 冤
A. 在噬菌体侵染细菌实验中袁利用未标记的噬菌体侵染含 32P标记的细菌后袁检测发现子
代噬菌体都含有放射性袁说明噬菌体的遗传物质是 DNA

B. 在肺炎双球菌活体转化实验中袁将 S型肺炎双球菌注射到小鼠体内袁发现很多小鼠患肺
炎死亡袁说明 S型肺炎双球菌为小鼠致病菌

C. 在肺炎双球菌离体转化实验中袁DNA酶处理 S型菌后袁S型菌的 DNA被降解
D. 在烟草花叶病毒的感染实验中袁单用烟草花叶病毒的 RNA就可使烟草出现感染病毒的
症状

14. 结核杆菌是一种胞内寄生菌袁人体接种卡介苗可预防结核病遥 下列有关叙述正确的是渊 冤
A. 卡介苗对人体来说是一种抗原袁能特异性地与辅助性 T细胞结合
B. 注射卡介苗的作用是刺激人体产生大量记忆细胞
C. 结核杆菌入侵后袁记忆 T细胞会增殖尧分化产生特异性抗体
D. 注射卡介苗属于自然免疫

15. 右图是蛋白质合成示意图袁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渊 冤
A. 图中含有四种核苷酸袁四种碱基
B. 电子显微镜下核糖体呈微小颗粒袁由大尧小两个亚基组成
C. 图中的核糖体应该沿着 mRNA向右移动
D. 多个核糖体同时完成一条多肽链的合成袁大大增加了翻
译效率

16. 用不同浓度的 2袁4-D对植物进行插条生根的研究袁 其实验结
果如图遥 其中实验组 1尧2尧3尧4的 2袁4-D浓度分别为 a尧b尧c和
0遥 根据该实验袁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渊 冤
A. c一定最大
B. 最适浓度一定位于 a与 b之间
C. a可能小于 b
D. 不同浓度 2袁4-D生根效果可能相同

17. 下列与果酒尧果醋制作相关的叙述袁错误的是 渊 冤
A. 为防止杂菌进入袁两组发酵都需要严格密封
B. 两组发酵液在一定时间内 pH均会下降
C. 用固定化酵母进行果酒发酵袁葡萄匀浆不仅是发酵的底物袁也为酵母菌提供碳源等物质
D. 果醋发酵时袁瓶中的锯末具有吸附醋化醋杆菌的作用

盂于淤葡萄糖 丙酮酸 二碳化合物 X

实验组别
4321

插条平均生根数

第 16题图

核糖体

mRNA

tRNA

异亮氨酸
肽键

亮氨酸 精氨酸

第 15题图

宁波市 2019学年第二学期选考适应性考试窑生物 第 2页渊共 6页冤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18. 下图表示动物利用食物的过程遥 结合此图判断袁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渊 冤

A. 次级生产量在某时刻前的积累量即为该动物的生物量B. 动物产生粪便中的能量属于它对食物的同化量C. 植食性动物对食物的获取量不属于生产者的净初级生产量D. 次级生产量不需要依靠植物在光合作用中产生的有机物质19. 下列关于动物细胞培养的叙述袁错误的是 渊 冤A. 若直接取组织块进行组织培养袁仅少量细胞可以生存和繁殖袁为了获得大量生长良好的
细胞袁须把组织细胞分散开B. 连续细胞系中的细胞都丧失了接触抑制C. 细胞株一般具有恒定的染色体组型尧病毒敏感性和同工酶类型等袁基因型一致D. 动物细胞培养需要用到 CO2培养箱袁目的之一是使培养基中的 pH处于平衡状态20. 大鼠神经元单独培养时袁其轴突侧支返回细胞

体袁形成自突触如图 1遥 电极刺激这些形成了自
突触的神经元胞体引起兴奋袁 电位变化结果如
图 2遥 部分神经元电位变化为曲线淤袁其余神经
元为曲线于遥 若用谷氨酸受体抑制剂处理上述
所有神经元后袁再进行相同刺激袁测定结果为曲
线盂遥 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渊 冤A. 若提高培养液中的钾离子浓度袁静息电位绝
对值将变小B. 图 2表明部分神经元受到电极刺激后袁会产生连续两次神经冲动C. 比较曲线淤于盂袁说明曲线于神经元自突触处不存在谷氨酸受体D. 推测谷氨酸可作为兴奋性化学递质21. 人类的 ABO血型袁 是由相同基因座位上的 3个基因即 IA尧IB和 i控制袁 其中 IA基因频率为0.1袁IB基因频率为 0.1袁i基因频率为 0.8遥 某男子甲血型为 A型袁其妻子乙血型为 B型袁生下

一个 B型血的儿子丙遥 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渊 冤A. 等位基因 IA与 IB互为共显性袁对 i为完全显性B. IA尧IB分别决定红细胞上 A抗原尧B抗原的存在C. 若甲的父亲血型为 A型袁不能判断其母亲的血型D. 若这对夫妇再生一个孩子袁其血型为 AB型的概率为 4/1722. 201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发现细胞缺氧诱导因子 HIF1琢的科学家袁 他们的研究
揭示了细胞缺氧会引发包括细胞周期改变等诸多效应袁 进一步研究发现高浓度 ATP也会影
响细胞周期渊如图所示院AMPK尧p21尧p27尧p53表示相关蛋白质冤遥 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渊 冤

A. 据图推测 p27作用机理与秋水仙素类似B. 据图推测细胞缺氧和高浓度 ATP均可促进 p21的形成袁并作用于 G1期与 S期之问

呼吸
粪便

吃剩的
未收获的

不可利用的

繁殖
生长次级生产量

同化的
吃进的

收获的
可利用的

食源

第 20题图图 1 图 2
渊ms冤1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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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为 DNA分子数细胞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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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3AMPK

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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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浓度ATP

细胞缺氧 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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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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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4N寅2N时期是含有细胞内染色体数目最多的时期D. 4N寅2N时期同源染色体上的等位基因会发生分离23. 如图为某二倍体动物细胞甲在有丝分裂和减数分裂过程中出现的三个细胞乙尧丙尧丁袁下列
叙述正确的是 渊 冤A. 图中乙细胞正在进行有丝分裂袁不可能发生基因
突变B. 丙细胞可能已发生基因重组袁丁细胞是染色体结
构变异导致的异常配对C. 乙细胞的子细胞含有 4个染色体组袁丙细胞连续
分裂后的子细胞具有一个染色体组D. 一个丙细胞只能产生 2种基因型不同的精子袁丁
细胞能产生 4种基因型的精子24. 从变温动物到恒温动物袁心脏组织有多倍体和能够活跃分裂

的二倍体两种类型的细胞袁其再生能力与二倍体细胞比例有
关遥 不同动物心脏中二倍体细胞所占比例及其甲状腺激素水
平如右图所示曰同时为探究甲状腺激素对哺乳动物心脏细胞
的影响袁制备基因工程小鼠袁使其心脏细胞缺乏甲状腺激素
受体遥 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渊 冤A. 恒温动物受寒冷刺激后袁通过神经要体液调节促进甲状腺
激素分泌并定向运至靶细胞袁使机体产生更多热量以维持
体温B. 变温动物其体内甲状腺激素水平低袁同时心脏组织二倍体
细胞比例高袁心脏组织的再生能力较弱C. 由于基因工程小鼠心脏细胞缺乏甲状腺激素受体袁会导致血浆中甲状腺激素水平偏高D. 若基因工程小鼠心脏组织中二倍体细胞数目大幅增加袁 则证明甲状腺激素具有抑制正
常小鼠心脏组织再生的能力25. 研究人员选择果皮黄绿色尧果肉白色尧果皮有覆纹的纯合甜瓜植株渊甲冤与果皮黄色尧果肉橘

红色尧果皮无覆纹的纯合甜瓜植株渊乙冤杂交袁F1表现为果皮黄绿色尧果肉橘红色尧果皮有覆
纹遥 F1自交得 F2袁分别统计 F2各对性状的表现及株数袁结果见下表遥假设控制覆纹性状的基
因与控制果皮颜色尧果肉颜色的基因位于非同源染色体上袁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渊 冤

A. 若让 F2中果肉橘红色植株随机交配袁则 F3中果肉白色植株占 1/6B. 若让 F1与植株乙杂交袁则子代中果皮有覆纹颐无覆纹=3颐1C. 若果皮颜色尧覆纹由 3对独立的等位基因控制袁则理论上 F2中果皮黄色无覆纹的甜瓜植
株约有 70株D. 由表中 F2果皮颜色尧果肉颜色的统计数据袁可判断 A/a尧B/b这两对基因遵循自由组合定律

二尧非选择题渊本大题共 5小题袁共 50分冤26. 渊7分冤我国某湖泊中有鳜鱼尧鲫鱼和鲢鱼袁该湖泊从上至下可分为甲尧乙尧丙尧丁四层袁某兴趣
小组在某个季节对其温度和氧气进行空间结构分析袁同时也调查出部分生物所构成的食物
网袁结果见下图院

无覆纹279
甜瓜性状

F2的表现型及株数

果皮颜色渊A尧a冤
黄绿色482

果皮覆纹

有覆纹361黄色158
果肉颜色渊B尧b冤
橘红色478 白色162

第 24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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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1冤该湖泊中 层水的密度最大遥渊2冤该湖泊不同水层中分布了不同种类的生物袁形成了群落的 结构袁其中鲫鱼
和鲢鱼生活在不同水层袁可能的原因是 曰随着水深增加袁与甲层相比袁丁层
含氧量非常低袁其生物方面的原因是 遥渊3冤在该湖泊中袁若后一个营养级均匀捕食前一个营养级的多种生物袁能量传递效率为 10%袁
则鳜鱼增重 1kg袁需要消耗藻类 kg曰仅从能量流动角度考虑袁除适当增加投
放饵料外袁还可采取减少 的方法增加鱼类的数量遥渊4冤近年来随着人类活动袁使该湖泊水体污染日趋严重袁需大力建设 的生态工
程袁以实施对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减量尧回收尧再生和再循环等措施遥27. 渊8分冤马铃薯植株的叶肉细胞光合作用合成的有机物以蔗糖的形式通过韧皮部的筛管运输

到地下的根尧茎等器官袁用于分解供能或储存遥 图 1为马铃薯叶肉细胞内光合作用与需氧呼
吸的部分过程示意图袁 其中淤耀虞表示相关生理过程袁a~f表示相关物质曰 图 2为三碳糖磷
酸尧蔗糖与淀粉合成代谢途径袁叶绿体上的磷酸转运器转运出 1分子三碳糖磷酸的同时转
运进 1分子 Pi渊磷酸分子冤遥 回答下列问题院

渊1冤图 1中 b代表 袁代表卡尔文循环的是 渊填数字序号冤遥渊2冤叶绿体内淀粉的合成与细胞溶胶中蔗糖的合成都需要碳反应产生的三碳糖磷酸袁据图 2
分析袁当细胞溶胶中 Pi浓度 时袁会限制三碳糖磷酸从叶绿体中运出袁从而

淀粉在叶绿体内的合成遥渊3冤筛管中的蔗糖可积累到很高的浓度袁猜测蔗糖可能通过 方式进入韧皮部
筛管遥渊4冤为验证光合产物以蔗糖形式运输袁研究人员将酵母菌蔗糖酶基因转入植物袁该基因表达
的蔗糖酶定位在叶肉细胞的细胞壁上遥结果发现院转基因植物出现严重的短根尧短茎现象袁
其原因是 曰该酶还导致叶肉细胞外 含量升高袁被叶肉细胞吸
收后袁通过转运蛋白运至叶绿体内 渊填野促进冶或野抑制冶冤光合作用进行遥28. 渊9分冤某种昆虫眼色的朱红色和红色尧眼形的正常眼和棒眼分别由等位基因 A尧a和 B尧b控

制袁两对等位基因分别位于两对同源染色体上袁且存在基因纯合致死现象遥 为研究其遗传机
制袁选取一对朱红色正常眼昆虫进行杂交实验袁得到的 F1表现型及数目见下表院

渊1冤控制眼色的基因位于 染色体上袁判断的依据是 遥渊2冤亲本朱红色正常眼昆虫的基因型为 和 遥 F1昆虫中致死的基
因型为 遥渊3冤若从 F1中选取朱红色正常眼雌性个体与红色棒眼雄性个体交配遥理论上袁其子代基因型
共有 种袁其中红色棒眼雌性的比例为 遥渊4冤某科研人员偶然发现了一种隐性翅型突变体昆虫要要要翅外展昆虫袁为确定突变基因位
置袁 取翅外展正常眼昆虫与正常翅棒眼昆虫为亲本进行杂交袁 所得 F1再进行自由交配渊注院亲本为纯合个体袁所有个体均成活袁不考虑同源染色体的交叉互换冤遥

朱红色棒眼

9
0

雌性个体渊只冤
雄性个体渊只冤

红色正常眼

0
31

红色棒眼

0
11

朱红色正常眼

61
28

图 2
淀粉等储存分解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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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若 F2的表现型及比例为 袁则说明突变基因与棒眼基因位于不同的染色
体上曰

于若 F2的表现型及比例为 袁则说明突变基因与棒眼基因位于同一条染色
体上遥

29. 渊16分冤回答下列渊一冤尧渊二冤小题遥
渊一冤回答与香蕉酒制作有关的问题院
渊1冤香蕉果肉含糖高袁又有一定的酸度袁适于作为果酒发酵的原料遥 但香蕉果浆的黏度大袁需
向香蕉果浆中添加果胶酶使果胶最终分解为 袁 使果浆中的固体与液体分
离效果更好曰然后进行沸水浴处理袁原因是 袁然后对产物进行 袁
可见果汁的出汁率与澄清度大大提高遥

渊2冤将获得的果汁置于 90益环境中 处理 15分钟袁以减少其他杂菌干扰遥 取出
果汁后冷却袁再经过糖酸调配尧硫处理后袁最后向果汁中添加 进行果酒发酵遥

渊3冤发酵后第 15天袁当发酵瓶中 袁即表示发酵完毕袁可取 10mL香蕉酒离心获
得 袁利用 法测定香蕉酒的澄清度遥

渊二冤回答与基因工程和单克隆抗体制备有关的问题院
渊1冤单克隆抗体在病毒的鉴定上具有重要的作用遥 首先将特定抗原物多次对小鼠进行腹腔
注射袁取小鼠的骨髓瘤细胞和脾细胞按一定比例混合袁并加入一定量的 PEG或
作介导进行融合遥

渊2冤将融合好的细胞接种在 上袁并置于 CO2培养箱内培养遥 经过一定时间后袁
将培养液中的杂交细胞通过 筛选出阳性杂交瘤细胞袁 为获得单一细胞群
体和纯净均一的单克隆抗体袁往往对阳性杂交瘤细胞进行 遥

渊3冤单克隆抗体还可通过单个 B细胞抗体技术获得遥首先将分选到的单个 B细胞进行裂解袁
获得特异性抗体的基因片段袁利用 法对其进行扩增袁随后构建重组质粒袁
并导入至细菌中大量复制袁为了提高重组质粒导入细菌的效率袁需要考虑
渊至少答出两点冤等因素遥

渊4冤从细菌中提取扩增后的重组质粒袁导入至小鼠成纤维细胞内表达抗体袁37益培养一段时
间后袁将培养液离心获取抗体袁并进一步 尧检测便可获得单克隆抗体遥

30. 渊10分冤二甲双胍对降血糖效果明显袁但降糖机制尚不明确遥 为探究不同浓度二甲双胍对降
低血糖的作用和对胰岛素分泌量的影响袁研究者提出了实验思路如下遥 请根据以下提供的
材料与用具袁完善实验分组设计和实验思路袁预测实验结果并进行分析与讨论遥 渊要求与说
明院血糖浓度尧胰岛素的具体测定方法及过程不作要求袁实验条件适宜冤
实验思路院
淤取高血糖症小鼠若干只袁随机分为 A尧B尧C尧D4组曰
于 曰
盂向 A尧B尧C三组分别饲喂高尧中尧低三个不同浓度的含二甲双胍的饲料曰D组 曰
榆重复步骤于曰
虞统计分析所得的数据袁得出结论遥
回答下列问题院
渊1冤实验思路的步骤于为 袁步骤盂中 D组的处理是 遥
渊2冤若实验结果为 袁则说明二甲双胍不是通过胰岛素的分泌而降低血糖的袁且
血糖浓度与二甲双胍浓度成负相关遥 请绘制此实验结果渊以坐标柱状图形式表示冤遥

渊3冤在机体中袁胰岛素降低血糖的作用机理是 遥 研究者进一步研究胰岛素敏感
细胞的细胞膜表面发现袁与实验前相比袁实验处理后小鼠细胞膜表面 GLUT4蛋白渊转运
葡萄糖的载体冤数量明显上升袁则可推测二甲双胍降低血糖的原理是 渊至
少答出两点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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