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湖北省咸宁市中考真题生物
一、选择题(本题有 9 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9 分，下列各题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符合
题意)
1.咸宁被誉为“中华桂花之乡”
，桂花植株的构成，由小到大的顺序是(
A.组织、器官、细胞、植物体
B.细胞、器官、组织、植物体

)

C.细胞、组织、器官、植物体
D.细胞、组织、器官、系统、植物体
解析：细胞是植物体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一般地说，植物体的生长发育是从受精卵开始
的。受精卵经过细胞分裂、分化，形成组织、器官，进而形成植物体。植物体的几种主要组
织有：分生组织、保护组织、营养组织、输导组织、机械组织。组织进一步形成器官，绿色
开花植物是由根、茎、叶、花、果实、种子六大器官组成的。根、茎、叶为营养器官，花、
果实、种子为生殖器官。可见，植物体的结构层次由大到小依次是植物体→器官→组织→细
胞。桂花属于绿色开花植物，故其植株的构成，由小到大的顺序为：细胞、组织、器官、植
物体。
答案：C
2.以下关于食物链“野草→食草昆虫→鸡→人”的叙述，正确的是(

)

A.人是生产者
B.昆虫、鸡和人都是消费者
C.人的能量最终来自鸡
D.这条食物链组成了一个生态系统
解析：A、该食物链中野草是生产者，人是消费者，A 错误；
B、消费者指的是各种动物，昆虫、鸡和人都是消费者，B 正确；
C、人的能量最终来生产者野草，C 错误；
D、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包括生物部分和非生物部分，食物链中没有非生物成分，D 错误。
答案：B
3.下列血细胞与其功能的配对中，正确的一组是(
A.白细胞———止血和凝血

)

B.血小板———吞噬病菌
C.红细胞———运输氧
D.红细胞———吞噬病菌
解析：A、白细胞具有吞噬病菌，防御和保护功能，A 错误；
B、血小板具有止血和凝血的作用，B 错误；
C、红细胞具有运输氧和部分二氧化碳的功能，C 正确；
D、红细胞具有运输氧和部分二氧化碳的功能，D 错误。
答案：C
4.下列反射活动中，与“阅读文学作品时，随故事情节滑然泪下”相同的是(
A.聋哑人打手势
B.鹦鹉学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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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望梅止渴
D.宠物狗算算术
解析：A、聋哑人 打手势通过大脑皮层的语言中枢参与形成的人类特有的条件反射，A 正确。
BCD、宠物狗做算术题、鹦鹉学舌、望梅止渴都是在大脑皮层的参与下形成的复杂反射，没
有语言中枢的参与，BCD 错误。
答案：A
5.以下关于人的青春期、生殖、发育的说法，错误的是(

)

A.进入青春期，男女生均会出现第二性征
B.男、女生的主要生殖器官分别是睾丸、卵巢
C.青春期是一生中身体发育和智力发展的黄金时期
D.胎儿生活在子宫内，从母体获得营养物质和氧，不会产生废物
解析：A、进入青春期以后，男孩和女孩的性器官都迅速发育至成熟，男性的睾丸和女性的
卵巢都重量增加，并能够产生生殖细胞和分泌性激素，性激素能促进第二性征的出现，A 正
确。
B、男性的生殖系统包括输精管、睾丸、阴茎等；女性的生殖系统包括卵巢、输卵管、子宫、
阴道等。其中男性产生生殖细胞﹣﹣精子的器官是睾丸，同时睾丸也可以分泌雄性激素，为
男性的主要器官；女性产生生殖细胞﹣﹣卵细胞的器官是卵巢，同时卵巢也可以分泌雌性激
素，为女性的主要生殖器官，B 正确。
C、青春期是一生中身体发育和智力发展的黄金时期，C 正确。
D、胎儿生活在子宫内半透明的羊水中，通过胎盘、脐带从母体中获得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和
氧，胎儿每时每刻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等废物，也是通过胎盘经母体排出的，D 错误。
答案：D
6.下列不利于移栽植物成活的是(
A.带土移栽

)

B.剪去部分枝叶移栽
C.选择阴雨天移栽
D.选择光照最强的时候移栽
解析：A、带土移栽可以保护幼根和根毛。利于移栽植物成活。不符合题意；
B、剪去部分枝叶，可以减少植物的蒸腾作用，有利于植物成活。不符合题意；
C、在阴雨天移栽，可以减少植物的蒸腾作用，有利于植物成活，不符合题意；
D、在光照最强时移栽，蒸腾作用旺盛，不利于植物存活。符合题意。
答案：D
7.以下对绿色植物各种生理活动的叙述，正确的是(
A.在光照下只进行光合作用和蒸腾作用
B.在光照和黑暗中都能进行呼吸作用

)

C.蒸腾作用产生的蒸腾拉力能促进植物长高
D.光合作用的场所是线粒体，呼吸作用的场所是叶绿体
解析：A、光合作用的条件是光照，场所是叶绿体，光合作用必须在光下进行，除了能进行
光合作用外，还能进行呼吸作用和蒸腾作用，A 错误。
B、呼吸作用和蒸腾作用有光无光都可进行，呼吸作用在所有的活细胞每时每刻都能进行，
为生物的基本特征，B 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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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植物体内的水以气体的形式散失到空气中的过程叫蒸腾作用，所以植物的蒸腾作用是一
种“泵”的原理，它为根吸水提供了向上的拉力，同时溶解在水中的无机盐也一同被向上运
输，动力都是来自于植物的蒸腾作用；使根吸收的水和无机盐不断的向上运输，所以植物的
蒸腾作用与植物长高无关，C 错误。
D、叶绿体是光合作用的场所，叶绿体中的叶绿素能吸收光能，将光能转变为化学能，储存
在它所制造的有机物中；线粒体是呼吸作用的场所，能将细胞中的有机物在氧的参与下分解
为二氧化碳和水，同时将有机物中的化学能释放出来，供细胞利用，D 错误。
答案：B
8.某人有耳垂，体细胞的基因组成为 Aa，她所产生的卵细胞有几种基因类型(
A.1

)

B.2
C.3
D.4
解析：在生物的体细胞中，染色体是成对存在的，基因也是成对存在的，分别位于成对的染
色体上；在形成生殖细胞的过程中，成对的染色体分开，每对染色体中的一条进入精子或卵
细胞中，基因也随着染色体的分离而进入不同的生殖细胞中。因此某个人具有耳垂，体细胞
的基因组成为 Aa，她所产生的卵细胞的基因分别是 A 和 a 两种。
答案：B
9.紫甘蓝俗 称紫包菜，叶片紫红，喜光照，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铁、硫等元素，成为人
们餐桌上的美味佳肴，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A.牙龈出血和贫血患者不宜食用紫甘蓝
B.紫甘蓝与玉米间种、密植可提高产量
C.紫甘蓝呈紫色是因为细胞壁中含叶绿体的缘故
D.紫甘蓝的烹饪方法很多，紫甘蓝炒肉比清炒紫甘蓝营养更全面
解析：A、牙龈经常出血，是坏血病的表现，是体内缺乏维生素 C 造成的；贫血是由于血液
中红细胞或是血红蛋白的数量减少引起的。而血红蛋白就是一种红色含铁的蛋白质，紫甘蓝
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铁、硫等元素，所以牙龈出血和贫血患者宜食用紫甘蓝，A 错误；
B、紫甘蓝喜光照，所以不宜与玉米间作套种，B 错误；
C、紫甘蓝呈紫色是因为液泡中含花青素的缘故，C 错误；
D、紫甘蓝炒肉比清炒紫甘蓝营养更全面，是因为紫甘蓝炒肉比清炒紫甘蓝多了蛋白质等成
分，D 正确；
答案：D
二、解答题(共 15 分)
10.如图 1 为菜豆的花和种子的结构示意图，请据图回答下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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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④(有 10 枚，⑤仅 1 枚)是菜豆花的_____蕊；
(2)图中，①是被剥脱的种皮，②(含 2 片)是菜豆种子的，②和③以及胚轴和胚芽共同组成
胚，胚是由________发育而来的。________发育成菜豆幼苗茎和叶的是________；
(3)把几百粒浸泡过的菜豆种子播于松散的锯木屑层里，每隔 5 天取 20 粒正在发芽中的种
子(或幼苗)切细并加热烘干到恒重(干重)，作幼苗干重对生长天数曲线图(如图 2)。已知
浸泡前，20 粒种子的干重为 m 克，从图中可以看出，大约在第 5 天，菜豆幼苗开始进行光
合作用，这是因为______________。
解析：(1)④有 10 枚，而⑤仅 1 枚，所以④是菜豆花的雄蕊；
(2)图中，①是被剥脱的种皮，②(含 2 片 )是菜豆种子的子叶，② 和③以及胚轴和胚芽共
同组成胚，胚是由受精卵发育而来的。发育成菜豆幼苗茎和叶的是胚芽；
(3)把几百粒浸泡过的菜豆种子播于松散的锯木屑层里，每隔 5 天取 20 粒正在发芽中的种
子(或幼苗 )切细并加热烘干到恒重(干重)，作幼苗干重对生长天数曲线图(如图 2)。已知
浸泡前，20 粒种子的干重为 m 克，从图中可以看出，大约在第 5 天，菜豆幼苗开始进行光
合作用，制造有机物，此时幼叶的干 重开始增加。
答案：(1)雄
(2)子叶 ；受精卵；胚芽
(3)此时幼叶的干重开始增加
11.在下列可选概念中选择 5 个，分别填入 A、B、C、D、E 等处，使该概念图相对完整。

可选概念有：左心房、左心室、右心房、右心室、主动脉、肺动脉、下腔静脉、肺静脉、
肺泡、肺泡周围毛细血管、肾小球、肾小管、肾动脉、肾静脉(每个概念只在图中出现一
次)。
解析：肺循环的路线是：右心室→肺动脉→肺部毛细血管→肺静脉→左心房。血液流经肺
部毛细血管时，血液与肺泡进行气体交换，血液中的二氧化碳进入肺泡，肺泡中的氧进入
血液。这样血液由含氧少的静脉血变成含氧丰富的动脉血。可见 A 是肺静脉；B 是肺泡周
围的毛细血管；C 是左心房。
尿的形成要经过肾小球和肾小囊壁的滤过和肾小管的重吸收作用。当血液流经肾小球时，
除了血细胞和大分子的蛋白质外，其他的如水、无机盐、尿素、葡萄糖会滤过到肾小囊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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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原尿；当原尿流经肾小管时，其中大部分水、部分无机盐和全部的葡萄糖被重新吸收
回血液，而剩下的如尿素、一部分无机盐和水构成了尿液的成分。可见：D 是肾静脉；E 是
肾小管。
答案：A 肺静脉；B 肺泡周围的毛细血管；C 左心房；D 肾静脉；E 肾小管。
12.用鼠 A、B 做如图甲实验，图乙反映的是鼠先后接种同种疫苗后，血液中产生抗体的情
况。据图回答如下问题。

(1)图甲所示实验中，A 鼠的作用是____________。
(2)通过接种 S 疫苗，使鼠产生相应的抗体，获得免疫，这种免疫叫做____________免疫。
(3)仔细观察、分析图乙，在以下 2 小题中选作 1 题，多做并不多得分。
(a)图甲所示实验中，B 鼠注射 S 疫苗后的第 2 天，给 B 鼠注射 S 病原体，发现 B 鼠死亡，
则原因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我们接种某些疫苗，有时不只接种一次，会隔一段时间再接种该疫苗，请你作出合理解
释：_____________。
解析：(1)一般进行某种实验以阐明一定因素对一个对象的影响和处理效应或意义时，除了
对实验所要求研究因素或操作处理外，其他因素都保持一致，并把实验结果进行比较，这
种实验为对照实验。通常，一个对照实验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图甲所示实验中，A 鼠的
作用是与 B 鼠形成对照。
(2)从抗原、抗体相互作用的免疫机理分析，S 疫苗相当于抗原，接种到鼠体内后，会刺激
老鼠的淋巴细胞产生抗体，从而对 S 病原体起到免疫作用，而对其它的病原体不起作用。
这种免疫属特异性免疫。
(3)(a)由乙图可知抗体的产生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假设 B 鼠注射 S 疫苗后，第二天注射
S 病原体，则 B 鼠会死亡，原因是注射疫苗后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产生抗体。
这种物质的化学成分是蛋白质。
(b)疫苗是将病原微生物及其代谢产物，经过人工减毒、灭活或利用基因工程等方法制成的
用于预防传染病的制剂。疫苗失去了致 病性，但保留了病原菌的抗原性，人体注射疫苗
后，免疫系统便会产生相应的抗体，使人体获得相应的免疫力。当人体接触到这种不具伤
害力的病原菌后，免疫系统便会产生一定的保护物质，如免疫激素、活性生理物质、特殊
抗体等；当人体再次接触到这种病原菌时，人体的免疫系统便会依循其原有的记忆，制造
更多的保护物质来阻止病原菌的伤害，因此，有些疫苗剂量较大，一次接种不能产生局部
免疫，需多次接种。
答案：
(1)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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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特异性；
(3)A.注射疫苗后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产生抗体；
B.有些疫苗剂量较大，一次接种不能产生局部免疫，需多次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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