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天津卷）生物
一、本卷共 6 题，每题 6 分，共 36 分。在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最符合题目
要求的。
1.下列关于人体神经调节的叙述，正确的是(
)
A.结构基础是反射弧
B.不受激素影响
C.不存在信息传递
D.能直接消灭入侵病原体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神经、体液调节在维持稳态中的作用。
A、神经调节的基本方式是反射，其结构基础是反射弧，由感受器、传入神经、神经中枢、
传出神经、效应器五部分构成，A 正确；
B、激素也可以影响神经系统的发育和功能，如甲状腺激素能够促进神经系统的发育，还能
够提高神经系统的兴奋性，B 错误；
C、兴奋在神经元之间通过神经递质传递，说明神经调节过程中存在着细胞间的信息交流，
C 错误；
D、人体神经调节不能直接消灭入侵病原体，入侵病原体的消灭要通过免疫调节，D 错误。
答案：A
2.芦笋是雌雄异株植物，雄株性染色体为 XY，雌株为 XX；其幼茎可食用，雄株产量高。以
下为两种培育雄株的技术路线。有关叙述错误的是(
)

A.形成愈伤组织可通过添加植物生长调节剂进行诱导
B.幼苗乙和丙的形成均经过脱分化和再分化过程
C.雄株丁的亲本的性染色体组成分别为 XY、XX
D.与雄株甲不同，雄株丁培育过程中发生了基因重组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生物变异的应用；植物培养的条件及过程。
A.形成愈伤组织可以通过添加植物生长调节剂进行诱导，A 正确；
B.形成幼苗乙和丙属于植物组织培养包括脱分化和再分化，B 正确；
C.雄株丁两个亲本性染色体组成分别是 XX、YY，C 错误；
D.雄株丁是通过植株乙和丙杂交而来，所以培育过程发生了基因重组，D 正确。
答案：C
3.生物膜上不同类型的蛋白质行使不同的功能。下表中依据膜蛋白功能，对其类型判断错
误的是(
)
选项
膜蛋白的位置、功能
膜蛋白的类型
A.
位于突出后膜，识别并结合神经递质
受体
B.
位于靶细胞膜，识别并结合激素
载体
C.
位于类囊体膜，催化 ATP 合成
酶

D.

位于癌细胞膜，引起特异性免疫

抗原

A.A
B.B
C.C
D.D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细胞膜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A、位于突触后膜上的蛋白质，能识别并结合神经递质，这是神经递质的特异性受体，A 正
确；
B、位于靶细胞膜上能识别并结合激素，这是相应激素的受体，B 错误；
C、位于类囊体膜上，而类囊体膜上可以进行水的光解和 ATP 的合成，所以该膜蛋白可以是
合成 ATP 的有关酶，C 正确；
D、位于癌细胞膜上，引起特异性免疫反应，这是抗原的作用，D 正确。
答案：B
B

b

4.果蝇的生物钟基因位于 X 染色体上，有节律(X )对无节律(X )为显性；体色基因位于常染
B
色体上，灰身(A)对黑身(a)为显性。在基因型为 AaX Y 的雄蝇减数分裂过程中，若出现一
B b
个 AAX x 类型的变异细胞，有关分析正确的是(
)
A.该细胞是初级精母细胞
B.该细胞的核 DNA 数是体细胞的一半
C.形成该细胞过程中，A 和 a 随姐妹染色单体分开发生了分离
D.形成该细胞过程中，有节律基因发生了突变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细胞的减数分裂。
A、该细胞为次级精母细胞，A 错误；
B、该细胞的 DNA 和体细胞的相同，B 错误；
C、A 和 a 为与同源染色体上，随着同源染色体的分离而分离，C 错误；
D、形成该细胞过程中，即减数分裂间期，有节律基因发生了突变，由 B 变为 b，D 正确。
答案：D
5.为探究酵母菌的呼吸方式，在连通 CO2 和 O2 传感器的 100mL 锥形瓶中，加入 40mL 活化酵
母菌和 60mL 葡萄糖培养液，密封后在最适温度下培养。培养液中的 O2 和 CO2 相对含量变化
见下图。有关分析错误的是(
)

A.t1→t2，酵母菌的有氧呼吸速率不断下降
B.t3 时，培养液中葡萄糖的消耗速率比 t1 时快
C.若降低 10℃培养，O2 相对含量达到稳定所需时间会缩短
D.实验后的培养液滤液加入适量酸性重铬酸钾溶液后变成灰绿色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探究酵母菌的呼吸方式。

A、t1→t2，培养液中氧气含量下降，酵母菌的有氧呼吸速率不断下降，A 正确；
B、t3 时，酵母菌主要进行无氧呼吸，培养液中葡萄糖的消耗速率比 t1 时快，B 正确；
C、图中曲线表示的是最适温度下的反应，若降低 10℃培养，有关酶的活性降低，O2 相对
含量达到稳定所需时间会延长，C 错误；
D、实验后的培养液滤液加入适量酸性重铬酸钾溶液后变成灰绿色，D 正确。
答案：C
6.某生物基因型为 A1A2，A1 和 A2 的表达产物 N1 和 N2 可随机组合形成二聚体蛋白，即 N1N1、
N1N2、N2N2 三种蛋白。若该生物体内 A2 基因表达产物的数量是 A1 的 2 倍，则由 A1 和 A2 表达
产物形成的二聚体蛋白中，N1N1 型蛋白占的比例为(
)
A.
B.
C.
D.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蛋白质的合成——氨基酸脱水缩合。
由于 A1 和 A2 的表达产物 N1 和 N2，且该生物体内 A2 基因表达产物的数量是 A1 的 2 倍，所以
表达产物中 N1：N2=1：2。因此，由 A1 和 A2 表达产物形成的二聚体蛋白中，N1N1 型蛋白占的
比例为

×

=

。

答案：D
二、本卷共 4 题，共 44 分。
7.(10 分)血管平滑肌细胞(VSMC)的功能受多种物质影响，与血管健康密切相关。
2+
(1)血管内皮细胞释放的一氧化氮，可降低 VSMC 膜上 Ca 运输蛋白的活性，导致进入细胞
2+
内 的 Ca ________________( 增 加 / 减 少 ) ， 引 起 血 管 平 滑 肌 舒 张 。 上 述 调 节 方 式 属 于
________________调节。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细胞的分化；蛋白质的结构和功能的综合。
2+
血管内皮细胞释放的一氧化氮，可降低 VSMC 膜上 Ca 运输蛋白的活性，引起血管平滑肌舒
2+
张，所以应该是导致进入细胞内的 Ca 减少，使得肌肉细胞不能收缩，该调节方式属于体
液调节。
答案：减少 体液
(2)机体产生的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升高，可引起 VSMC 内质网功能紊乱，堆积未折叠蛋白，
这些蛋白没有形成正确的________________，不能行使正常功能。
解析：内质网的作用之一就是对蛋白质进行加工，形成一定的空间结构，所以机体产生的
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升高，可引起 VSMC 内质网功能紊乱，堆积未折叠蛋白，这些蛋白没有形
成正确的空间结构，不能行使正常功能。
答案：空间结构

(3)用同型半胱氨酸处理体外培养的小鼠成熟分化型 VSMC 后，其细胞分化相关指标的变化
如下表所示。
形态
相对增殖能力
相对迁移能力
未处理
长梭形
弱
弱
处理
椭圆形
强
强
由此推断，同型半胱氨酸导致 VSMC 分化程度________________(升高/降低)，功能紊乱。
解析：通过表格可知：用同型半胱氨酸对体外培养的小鼠成熟分化型 VSMC 处理与否，可使
熟分化型 VSMC 在形态、相对增殖能力和相对迁移能力发生不同的变化，由此可见同型半胱
氨酸导致 VSMC 分化程度降低，功能紊乱。
答案：降低
(4)已知血管保护药物 R 对 VSMC 没有直接影响，但可改善同型半胱氨酸对 VSMC 的作用。以
小鼠 VSMC 为材料，在细胞水平研究上述作用时，应设计三组实验，即________________、
同 型 半 胱 氨 酸 处 理 组 和 ________________ ； 每 组 内 设 三 个 重 复 ， 其 目 的 是
________________。
解析：已知血管保护药物 R 对 VSMC 没有直接影响，但可改善同型半胱氨酸对 VSMC 的作用。
以小鼠 VSMC 为材料，在细胞水平研究上述作用时应采用对照实验的原则，所以应分成三组
实验进行，即对照组、同型半胱氨酸处理组和 R+同型半胱氨酸处理组，分别在相同且适宜
的条件下去培养等量的 VSMC，观察三组细胞分化相关指标的变化；在实验过程中每组内设
三个重复，其目的是减少随机误差，使实验结果更准确。
答案：对照组 R+同型半胱氨酸处理组 减少随机误差
8.(10 分)为研究森林生态系统的碳循环，对西黄松老龄(未砍伐 50～250 年)和幼龄(砍伐
后 22 年)生态系统的有机碳库及年碳收支进行测定，结果见下表。据表回答：
生产者活生
死有机质
土壤有机碳 净初级生产 异养呼吸**
2
2
2
2
物量
(g/m )
(g/m )
力*(g/m •
(g/m •年)
2
(g/m )
年)
老龄
12730
2560
5330
470
440
幼龄
1460
3240
4310
360
390
*净初级生产力：生产者光合作用固定总碳的速率减去自身呼吸作用消耗碳的速率
**异养呼吸：消费者和分解者的呼吸作用
(1)西黄松群落被砍伐后，可逐渐形成自然幼龄群落，体现了生态系统的________________
稳定性。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生态系统的功能；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西黄松群落被砍伐后，可逐渐形成自然幼龄群落，体现了生态系统的恢复力稳定性。
答案：恢复力
(2)大气中的碳主要在叶绿体________________部位被固定，进入生物群落。幼龄西黄松群
落每平方米有________________克碳用于生产者当年的生长、发育、繁殖，储存在生产者
活生物量中；其中，部分通过生态系统中________________的呼吸作用，部分转变为死有
机质和土壤有机碳后通过________________的分解作用，返回大气中的 CO2 库。
解析：大气中的碳主要通过生产者的光合作用以二氧化碳的形式进入生物群落，二氧化碳
参与光合作用的暗反应，场所是叶绿体基质。幼龄西黄松群落每平方米有 360 克碳用于生
产者当年的生长、发育、繁殖，储存在生产者活生物量中，表格中的数值是净初级生产力。

用于自身生长发育和繁殖的能量一部分通过消费者的呼吸作用释放，一部分通过分解者的
分解作用释放。
答案：基质 360 消费者 分解者
(3)西黄松幼龄群落中每克生产者活生物量的净初级生产力________________(大于/等于/
小于)老龄群落。根据年碳收支分析，幼龄西黄松群落________________(能/不能)降低大
气碳总量。
解析：分析表格数据，西黄松幼龄群落中每克生产者活生物量的净初级生产力大于老龄群
落。根据年碳收支分析，流入生物群落的碳少于释放的碳的量，幼龄西黄松群落不能降低
大气碳总量。
答案：大于 不能
9.(10 分)为获得玉米多倍体植株，采用以下技术路线。据图回答：

(1)可用________________对图中发芽的种子进行诱导处理。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低温诱导染色体加倍实验；9C：生物变异的应用。
据题意“为获得玉米多倍体植株”可用秋水仙素对萌发的种子进行处理，抑制有丝分裂前
期纺锤体的形成，导致细胞内的染色体数目加倍，从而得到多倍体玉米。
答案：秋水仙素(或低温)
(2)筛选鉴定多倍体时，剪取幼苗根尖固定后，经过解离、漂洗、染色、制片，观察
________________区的细胞。若装片中的细胞均多层重叠，原因是________________。
统计细胞周期各时期的细胞数和细胞染色体数。下表分别为幼苗Ⅰ中的甲株和幼苗Ⅱ中的
乙株的统计结果。
幼苗
计数项目
细胞周期
间期
前期
中期
后期
末期
甲株
细胞数
x1
x2
x3
x4
x5
细胞染色体数
/
/
y
2y
/
乙株
细胞染色体数
/
/
2y
4y
/
可以利用表中数值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______，比较甲株细胞周期中的间期与
分裂期的时间长短。
解析：筛选鉴定多倍体时，需要观察染色体的数目，取玉米幼苗的根尖固定后，经过解离、
漂洗、染色、制片过程，进行观察。由于只有根尖的分生区进行细胞分裂，因此可观察分
生区细胞的染色体数目。在进行有丝分裂实验中，解离是使细胞相互分离开，压片是进一
步使细胞相互分散开，如果解离不充分或压片不充分，会使细胞均多层重叠。在观察细胞
分裂时，材料经过解离已经死亡。观察到的某一状态的细胞数量越多，说明该时期持续时
间越长。因此可用 x1 表示甲株细胞周期中的间期时间长短，用 x2+x3+x4+x5 来表示甲株细胞
周期中的分裂期的时间长短。
答案：分生 解离不充分或压片不充分 x1 x2+x3+x4+x5
(3)依表结果，绘出形成乙株的过程中，诱导处理使染色体数加倍的细胞周期及下一个细胞

周期的染色体数变化曲线。

解析：秋水仙素诱导导致幼苗在有丝分裂前期不出现纺锤体，因此后期染色体加倍后细胞
不会分裂为两个子细胞，进而使细胞内的染色体数目是诱导之前染色体数目的两倍。再进
行下一次细胞分裂时，按照加倍后的染色体数目进行正常的有丝分裂。因此诱导处理使染
色体数加倍的细胞周期及下一个细胞周期的染色体数变化曲线如图所示：

。

答案：
10.(14 分)甲型流感病毒为 RNA 病毒，易引起流感大规模流行。我国科学家在 2017 年发明
了一种制备该病毒活疫苗的新方法，主要环节如下。
(1)改造病毒的部分基因，使其失去在正常宿主细胞内的增殖能力。以病毒 RNA 为模板，逆
转录成对应 DNA 后，利用________________技术扩增，并将其中某些基因(不包括表面抗原
基因)内个别编码氨基酸的序列替换成编码终止密码子的序列。与改造前的基因相比，改造
后的基因表达时不能合成完整长度的________________，因此不能产生子代病毒。将该改
造基因、表面抗原等其他基因分别构建重组质粒，并保存。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基因工程的原理及技术。
基因工程中，可以使用 PCR 技术扩增目的基因。将某些基因(不包括表面抗原基因)内个别
编码氨基酸的序列替换成编码终止密码子的序列，导致翻译提前终止，改造后的基因表达
时不能合成完整长度的多肽。
答案：PCR 多肽(或蛋白质)

(2)构建适合改造病毒增殖的转基因宿主细胞。设计合成一种特殊 tRNA 的基因，其产物的
反密码子能与(1)中的终止密码子配对结合，并可携带一个非天然氨基酸(Uaa)。将该基因
与________________连接后导入宿主细胞。提取宿主细胞的________________进行分子杂
交鉴定，筛选获得成功表达上述 tRNA 的转基因宿主细胞。
解析：将目的基因导入受体细胞前，先将目的基因和载体结合构建基因表达载体，确保目
的基因可以在受体细胞内稳定存在并表达。提取宿主细胞的总 RNA 进行分子杂交鉴定，筛
选获得成功表达上述 tRNA 的转基因宿主细胞。
答案：载体 总 RNA
(3)利用转基因宿主细胞制备疫苗。将(1)中的重组质粒导入(2)中的转基因宿主细胞，并在
补加________________的培养基中进行培养，则该宿主细胞能利用上述特殊 tRNA，翻译出
改造病毒基因的完整蛋白，产生大量子代病毒，用于制备疫苗。
特殊 tRNA 基因转录时，识别其启动子的酶是________________(单选)。
A.病毒的 DNA 聚合酶
B.宿主的 DNA 聚合酶
C.病毒的 RNA 聚合酶
D.宿主的 RNA 聚合酶
解析：利用转基因宿主细胞制备疫苗。将(1)中的重组质粒导入(2)中的转基因宿主细胞，
并在补加非天然氨基酸的培养基中进行培养，则该宿主细胞能利用上述特殊 tRNA，基因转
录需要专一性的酶的催化，启动子是 RNA 聚合酶识别并结合的位点，RNA 聚合酶具有物种
专一性，识别其启动子的酶是宿主的 RNA 聚合酶，答案：D。
答案：非天然氨基酸(Uaa) D
(4)上述子代病毒不能在正常宿主细胞中增殖，没有致病性，因此不经灭活或减毒即可制成
疫 苗。 与不具 侵染 性的流 感病 毒灭活 疫苗相 比， 该病 毒活疫 苗的优 势之 一是 可引起
________________免疫，增强免疫保护效果。
解析：病毒侵入体内后，引起身体产生细胞免疫，增强免疫保护效果。
答案：细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