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河南省六市联考高考一模生物
一、选择题
1.下列有关叙述中正确的是(
)
A.叶绿体合成的 ATP，可为主动运输提供能量
B.糖蛋白、载体蛋白、抗体、DNA 连接酶都是具有特异性识别的物质
C.叶绿体是所有生物进行光合作用的场所，含有 DNA、蛋白质和磷脂等成分
D.线粒体是有氧呼吸的生要场所，在其中生成的产物有丙酮酸、二氧化碳和水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酶的特性；蛋白质在生命活动中的主要功能；线粒体、叶绿体的结构
和功能。
A、叶绿体光反应阶段产生的 ATP 只能用于暗反应，A 错误；
B、糖蛋白、载体蛋白、抗体、DNA 连接酶都是具有特异性识别的物质，B 正确；
C、蓝藻属于原核生物，能够进行光合作用，但是没有叶绿体，C 错误；
D、丙酮酸是在细胞质基质中生成的，D 错误。
答案：B
2.基因上胞嘧啶的甲基化能阻止基因的表达。关于某人 B 淋巴细胞和胰岛 B 细胞内基因、酶
以及 ATP 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
A.基因的表达会受到激素、淋巴因子等物质的影响
B.两种细胞形态结构功能不同的根本原因在于 mRNA 不同
C.酶和 ATP 是基因表达的直接产物
D.B 淋巴细胞中的胰岛素基因可能被甲基化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ATP 在能量代谢中的作用的综合；细胞的分化。
A、基因的表达会受到激素、淋巴因子等物质的影响，A 正确；
B、两种细胞形态结构功能不同的根本原因在于基因是选择性表达，即 mRNA 不同，B 正确；
C、酶的本质是蛋白质或 RNA，是基因表达的直接产物，但 ATP 不是，C 错误；
D、由于基因上胞嘧啶的甲基化能阻止基因的表达，故 B 淋巴细胞中的胰岛素基因不表达，
故可能被甲基化，D 正确。
答案：C
3.下列对有关实验的叙述，正确的是(
)
A.观察有丝分裂实验时，不能辨别视野中哪条染色体携带突变基因
B.调查某荒地内蒲公英的种群密度时，所选择的样方数不影响调査结果
C.检验是否有酒精产生的方法是直接向培养液中加入橙色的重铬酸钾溶液
D.选取经低温诱导的洋葱根尖制成的临时装片，在显微镜下可以观察到四分体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观察细胞的有丝分裂；探究酵母菌的呼吸方式；低温诱导染色体加倍
实验；估算种群密度的方法。
A、观察处于有丝分裂的细胞，只能观测到染色体的数目和形态，不能辨别染色体上的突变
基因，A 正确；
B、利用样方法调查种群密度时，所选择的样方数应适当，样方过少结果不准确，B 错误；
C、检验是否有酒精产生的方法是吸取少量培养液置于试管中，再向试管中加入橙色的重铬
酸钾溶液，而不是直接向培养液中加入橙色的重铬酸钾溶液，C 错误；

D、联会产生四分体发生在减数分裂的过程中，而洋葱根尖细胞不进行减数分裂，D 错误。
答案：A
4.下列关于稳态及其调节的叙述正确的是(
)
A.神经纤维膜内局部电流的方向与兴奋传导方向相反
B.兴奋只能以局部电流的形式在多个神经元之间单向传导
C.膝跳反射的反射孤只有两个神经元构成
D.生态系统所具有的保持自身结构和功能相对稳定的能力，叫做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神经冲动的产生和传导；反射弧各部分组成及功能；生态系统的稳定
性。
A、神经纤维膜内局部电流的方向与兴奋传导方向相同，A 错误；
B、兴奋在神经元之间是以神经递质(化学信号)的形式单向传递的，B 错误；
C、最简单的反射弧至少由两个神经元组成，即传入神经元和传出神经元，如膝跳反射，C
正确；
D、生态系统所具有的保持自身结构和功能的相对稳定的能力叫做生态系统抵抗力稳定性，D
错误。
答案：C
5.生态环境的保护受到人类的广泛重视，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A.退耕还林时，群落演替的根本原因在于群落内部，不受外部环境的影响
B.利用昆虫信息素诱捕有害动物属于化学防治
C.生态系统中捕食者的存在可以降低物种多样性
D.退耕还林是增加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手段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群落的演替；生态系统中的信息传递；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生物多样
性保护的意义和措施。
A、群落演替的根本原因在于群落内部，但也受外部环境的影响，A 错误；
B、利用昆虫信息素诱捕有害动物属于生物防治，B 错误；
C、捕食者往往捕食个体数量多的物种，使其它物种的生存阻力减小，可以促进物种多样性
的提高，C 错误；
D、退耕还林是增加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手段，D 正确。
答案：D
6.红绿色肓为伴 X 染色体隐性遗传病，抗维生素 D 佝偻病为伴 X 染色体显性遗传病。调查某
一城市人群中男性红绿色盲发病率为 P、男性抗维生素 D 佝偻病草病率为 Q。下列叙述的正
确是(
)
A.男性中色盲基因频率为 P，维生素 D 佝偻病基因频率为 Q
B.女性中色盲发病率大于 P
C.人群中女性抗维生素 D 佝偻病发病率大于 Q
D.抗维生素 D 佝偻病女患者的父亲和母亲可以都正常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伴性遗传。
A、由于色盲基因、抗维生素 D 佝偻病基因只位于 X 染色体上，Y 染色体上没有相关基因，P、
Q 分别是人群中男性患者的概率，因此男性中色盲的基因频率是 2P，抗维生素 D 佝偻病的基
因频率是 2Q，A 错误；
B、色盲是 X 染色体隐性遗传，女性的发病率小于男性，即小于 P，B 错误；

C、抗维生素 D 佝偻病为伴 X 染色体显性遗传病，女性发病率大于男性，即大于 Q，C 正确；
D、抗维生素 D 佝偻病为伴 X 染色体显性遗传病，女患者的父亲和母亲至少有一方是患者，D
错误。
答案：C
二、非选择题
7.(10 分)如图表示同一片森林中的甲、乙两种植物在不同光照强度下，单位时间内吸收或
释放的 CO2 量，请据图分析回答下列问题：

(1)对植物甲、乙而言，最可能是乔木的是哪一种？______。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影响光合作用速率的环境因素。
从图中可以看出，植物甲光饱和点较高，最可能是乔木。
答案：甲
(2)e 点时单位时间内甲、乙两种植物光合作用固定 CO2 的埴是否相等？______，请解释原因
______。
解析：由于真正的光合作用强度=表观光合作用强度+呼吸作用强度，图 1 中 e 点时 1h 甲植
物光合作用固定 CO2 量为 40+30=70mg；乙植物光合作用固定 CO2 量为 40+10=50mg，因此 e 点
时单位时间内甲、乙两种植物光合作用固定 CO2 的值不同。
答案：否(不相等) e 点时，单位时间内甲，乙两种植物固定 C02 的量分别是 70mg/h 和
50mg/h(e 点时，单位时间内甲、乙两种植物吸收 C02 的最相同，但是它们的呼吸强度不同)
(3)若甲、乙植物的光合作用最适温度分别为：30℃和 25℃，当温度从 25℃上升到 30℃的
过程中，a 点与 c 点的移动方向分别是______和______。
解析：若甲、乙植物的光合作用最适温度分别为：30℃和 25℃，当温度从 25℃上升到 30℃
的过程中，甲植物光合强度增强，乙植物光合强度减弱，故 a 点右移，c 左移。
答案：右移 左移
(4)取等量甲、乙植物的叶片进行光合色素提取和分离的实验，用于分离光合色素的试剂为
______。实验发现，植物乙的实验结果中，距离滤液细线锒近的色素带比植物甲的宽，则说
明植物乙含更多的是______(色素种类)。
解析：提取绿叶中的色素用无水乙醇或丙酮，分离色素用纸层析法，用的试剂是层析液。如

果植物乙的实验结果中，距离滤液细线最近的色素带比植物甲的宽，则说明植物乙含更多的
是叶绿素 B。
答案：层析液(或汽油) 叶绿素 b
8.(10 分)在内境稳态调节的过程中，神经、免疫、内分泌三大系统相互作用。请回答有关
问题：
(1)碘是合成甲状腺激素的原料，长期缺碘会引起“大脖子病”。请解释原因：______。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体温调节、水盐调节、血糖调节；人体免疫系统在维持稳态中的作用。
碘是合成甲状腺激素的原料，缺碘导致血液中甲状腺激素含量降低，甲状腺激素对下丘脑和
垂体的抑制作用减弱，进而对引起促甲状腺激素分泌量增加，后者促进甲状腺增生，造成脖
子肿大，俗称“大脖子病”。
答案：缺碘导致血液中甲状腺激素含量降低，引起促甲状腺激素分泌量增加，后者促进甲状
腺增生
(2)雾霾中的有害物质进入人体呼吸道，剌激黏膜引起咳嗽。肺部中的吞噬细胞吞噬外来异
物保持呼吸道清洁，体现了______免疫作用。另外，吞噬细胞还能通过传递抗原激活特异性
免疫反应，体现了免疫系统的______功能。
解析：雾霾刺激人体呼吸道粘膜引起咳嗽反应。人体肺泡巨噬细胞吞噬外来异物保持气道清
洁，体现了该细胞的非特异性免疫作用，属于第二道防线。吞噬细胞还能通过传递抗原激活
特异性免疫反应，体现了免疫系统的 防卫功能。
答案：非特异性 防卫
(3)人体受到寒冷刺激时，躯干、四肢的骨骼肌会产生战栗，此反应的神经中枢位于______。
在该过程中感受器产生的兴奋以______的形式沿着传入神经传导，并在______中完成信号转
换后传递给下一个神经元。
解析：体温调节的中枢在下丘脑，人体受到寒冷刺激时，躯干、四肢的骨骼肌会产生战栗，
在该过程中感受器产生的兴奋以神经冲动(局部电流)的形式沿着传入神经传导，并在突触中
完成信号转换后传递给下一个神经元。
答案：下丘脑 神经冲动(局部电流) 突触
(4)已知 5%葡萄糖溶液渗透压与动物血浆渗透压基本相同。正常小鼠静脉输入一定量的该葡
萄糖溶液，葡萄糖进入细胞后，部分被氧化分解，部分被合成糖原，两者都会产生______
并排出细胞，使细胞外液渗透压______，引起尿量______，从而使渗透压恢复到正常水平。
解析：已知 5%葡萄糖溶液渗透压与动物血浆渗透压基本相同。正常小鼠静脉输入一定量的
该葡萄糖溶液，葡萄糖进入细胞后，部分被氧化分解(在有氧呼吸的第三阶段产生水)，部分
被合成糖原(葡糖糖聚合生生糖原的过程中产生水)，两者都会产生水，并排出细胞，使细胞
外液渗透压降低，引起尿量增加，从而使渗透压恢复到正常水平。
答案：H20(水) 降低 增加
9.(7 分)虽然人口增长过快能对资源、环境造成巨大压力，但片面追永经济发展，不重视保
护生态环境、人口素质问题等，才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为了可持续发展，人口问题
和环境保护问題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
(1)“二孩政策”的实施能提高人口出生率从而改变我国人口的______。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群落的结构特征；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基本规律及其应用；人口增

长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二孩政策”的实施能提高人口出生率从而改变我国人口的年龄组成。
答案：年龄组成
(2)森林中植物的垂直结构复杂，这显著提高了______还为动物提供了______。
解析：垂直结构显著提高了植物利用阳光等环境资源的能力，为动物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栖息
空间和食物条件。
答案：群落利用阳光等环境资源的能力 多种多样的栖息空间和食物条件
(3)环境改善后不断出现狼群活动的报道，狼与兔子之间可以通过识别对方的气味从而捕食
或逃避捕食，这体现出信息传递的功能是______。粪便量与摄入量之比般是狼______(大于、
小于、等于)兔子。
解析：环境改善后不断出现狼群活动的报道，狼与兔子之间可以通过识别对方的气味从而捕
食或逃避捕食，这说明信息传递能调节种间关系，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
植物性食物有些细胞壁等不易消化，所以摄入等质量的食物，植食性动物的粪便量多于肉食
性动物，故肉食性动物的粪便量与摄入量之比一般小于植食性动物。
答案：调节种间关系，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 小于
10.(12 分)如图是雄性果蝇的染色体组成示意图，A、a、B、b 表示位于染色体上的基因。请
据图回答：

(1)基因 A(长翅)对 a(残翅)显性，基因 B(红眼)对 b(白眼)显性。该图代表的果蝇与另一雌
性个体杂交。子代中，若长翅与残翅各占一半，雄性个体均为白眼，那么该雌性个体的基因
型是______子代中出现白眼雌蝇的几率是______。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伴性遗传。
果蝇长翅与残翅是常染色体上的基因控制的遗传，该图代表的果蝇与另一雌性个体杂交。子
代中，若长翅与残翅各占一半，说明利用亲本的基因型是 aa，雄性个体均为白眼，说明亲
b
b b
B
本雌果蝇只产生一种含有 X 的配子，因此亲本基因型是 aaX X ；雌果蝇都含有 X 基因，因
此都表现为红眼。
b b
答案：aaX X
0
(2)一只杂合长翅雄果蝇与一只残翅雌果蝇杂交，产生一只Ⅱ号染色体三体长翅雄果蝇。其
基因组成可能为 AAa 或 AaA.AAa 产生的原因为______。
为确定该三体果蝇的基因组成，让其与残翅雎果蝇测交(假设染色体组成正常的配子均可育，

染色体数目异常的配子 50%可育)。
如果后代表现型比例为______则该三体果蝇的基因组成为 AaA.
如果后代表现型比例为______则该三体果蝇的某因组成为 AAA.
解析：杂合长翅雄果蝇的基因型是 Aa，残翅雌果蝇是 aa，二者杂交形成基因型为 AAa 的三
体，a 来自母本，因此 AA 来自父本，原因是父本减数第二次分裂时姐妹染色单体没有分开。
由题意知，该三体果蝇的基因型是 Aaa 或 AAa，为确定该三体果蝇的基因组成，让其与残翅
雎果蝇测交；如果基因型是 Aaa，产生的配子的类型及比例是 A：aa：Aa：a=1：1：2：2，
染色体数目异常的配子 50%可育，因此可育配子的类型及比例是 A：aa：Aa：a=2：1：2：4，
测交后代的基因型及比例是 Aa：aaa：Aaa：aa=：2：1：2：4，长翅：残翅=4：5；如果该
三体果蝇的基因型是 AAa，产生的配子的类型及比例是 AA：a：Aa：A=1：1：2：2，染色体
数目异常的配子 50%可育，因此可育配子的类型及比例是 AA：a：Aa：A=1：2：2：4，测交
后代的基因型及比例是 AAa：aa：Aaa：Aa=1：2：2：4，长翅：残翅=7：2。
答案：父本减数第二次分裂时姐妹染色单体没有分开 长翅：残翅=4：5 长翅：残翅=7：
2
(3)一只野生型果蝇与一只突变型果蝇杂交，F1 表现为野生型，F1 个体自由交配，F2 为 1593
只野生型和 107 只突变型。由此推断该对相对性状受______对某因控制，遵循______定律。
解析：一只野生型果蝇与一只突变型果蝇杂交，F1 表现为野生型，F1 个体自由交配，F2 为 1593
只野生型和 107 只突变型，突变型：野生型≈1：15，由此推断该对相对性状受 2 对等位基
因控制，且遵循自由组合定律。
答案：两 基因的自由组合
三、
【生物-选修 1：生物技术实践】(15 分)
11.(15 分)请回答下列有关生物技术实践方面的问题：
(1)微生物的培养和鉴别技术是一项基本技术。为了从样本中获取细菌的单菌落，可用______
法及______法将样本接种于______表面，经过选择培养、鉴別等步骤获得。培养基进行灭菌
时，应该采用的方法是______。为统计样品中活菌的数目，在 37℃培养箱中培养适当时间
后形成菌落，一般选择菌落数在______的平板进行计数。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微生物的分离和培养；制作泡莱。
为了从样本中获取细菌的单菌落，可用平板划线法及稀释涂布法将样本接种于固体培养基表
面，经过选择培养、鉴別等步骤获得。培养基进行灭菌时，应该采用的方法是髙压蒸汽灭菌
法。为统计样品中活菌的数目，在 37℃培养箱中培养适当时间后形成菌落，一般选择菌落
数在 30-300 的平板进行计数。
答案：平板划线 稀释涂布 固体培养基 髙压蒸汽灭菌法 30-300
(2)泡菜虽然好吃，但其中的亚硝酸盐会危害人体健康。亚硝酸盐在特定条件下会转变成
______，这是一种致癌物，测定亚硝酸盐含量的原理是在______条件下，亚硝酸盐与显色剂
反应，生成玫瑰红色物质正常情况下，随着腌制时间的延长，亚硝酸盐含量的变化趋势是
______。
解析：亚硝酸盐在特定条件下会转变成亚硝胺，这是一种致癌物，测定亚硝酸盐含量的原理
是在盐酸酸化条件下，亚硝酸盐与显色剂反应，生成玫瑰红色物质。发酵初期，由于硝酸盐
还原菌的活动，亚硝酸盐含量有所增加；发酵中期，由于硝酸盐还原菌受抑制，同时形成的
亚硝酸盐又被分解，因而亚硝酸盐含量下降。所以在整个发酵过程中，亚硝酸盐含量的变化

趋势是先增加后减少，然后基本不变。
答案：亚硝胺 盐酸酸化 先增加后减少，然后基本不变
四、
【生物-选修 3：生物技术实践】(15 分)
12.请回答下列有关胚胎工程和基因工程等方面的问题：
(1)利用基因工程可以获得转基因羊。若要使获得的转基因羊分泌的乳汁中含有人抗凝血酶
III 蛋白，构建基因表达载体时必须把目的基因与______基因的启动子结合，使用该启动子
的原因是______。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基因工程的原理及技术；胚胎移植。
若要使获得的转基因羊分泌的乳汁中含有人抗凝血酶 III 蛋白，构建基因表达载体时必须把
目的基因与羊乳腺分泌蛋白基因的启动子结合，启动子位于基因的首端，是 RNA 聚合酶识别
和结合的部位，驱动基因转录出 mRNA，从而让目的基因只能在羊乳腺细胞中表达。
答案：羊乳腺分泌蛋白 让目的基因只能在羊乳腺细胞中表达
(2)应用 PCR 扩增目的基因时，需要在基因组数据库中査询目的基因的______序列，以便合
成引物。PCR 过程第一轮循环的模板是______。
解析：应用 PCR 扩增目的基因的前提是要有一段已知目的基因的核苷酸序列，以便合成引物。
PCR 过程第一轮循环的模板是目的基因的两条脱氧核苷酸链(或目的基因)。
答案：核苷酸(或脱氧核苷酸) 目的基因的两条脱氧核苷酸链(或目的基因)
(3)目前常用的措施是将该基因表达载体导入羊的______细胞，导入方法是______。
解析：将目的基因导入动物细胞常采用的受体细胞是受精卵，方法是显微注射法。
答案：受精卵 显微注射法
(4)体外受精时，需要对精子进行______处理，卵母细胞需要培养至______时期。
解析：体外受精时对精子要进行获能的处理，卵母细胞也需要培养至减Ⅱ中期才具有受精能
力。
答案：获能 MII 中期(减数第二次分裂中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