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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高考生物真题深度解析 

万猛：大家好，我是新东方优能中学生物老师万猛，今天我们就 2012 年北京高考以及

全国各个地区的高考题做一个深度解析，实际在昨天的高考结束当中，我们看一下不同试卷

当中的不同类型，咱们今天主要从四个方面做一个节目。第一个方面指各个地区的考试分布

当中生物学科分值的分布，第二个看一下考试的方式，考试的方式当中出现了哪些新的题型。

第三部分是做一个解析。第四一个是规律。 

那么我们看到分值分布是差不多的，把生物高考的考点分成那么几个专题，比如第一个

题目是细胞专题，遗传生态，现代生物技术，以及最后边的实验，大家看一下细胞这个里面

考了 6 分，主要是选择类的形势出现，代谢方面一共靠了 10 分制，比如光和呼吸基本的知

识，第三个调节方面考了 24 分，很明显的在 90 分钟当中涉及到了反导，另一方面生态这个

知识，也是大通过同学掌握的比较好的，大约占到 8 分左右，现代生物技术，比如细胞工程

一共是考了 14 分，最后一部分实验在这里边只考到了 6 分，以一个选题体的形式考了验证

性实验，到底是什么样的方式，大纲卷里面是 72 分的，细胞的题目仍然是 6 分，是一个选

择题方式的，比较简单，代谢这个方面也比较平衡，光和呼吸。 

那么再往后边调节方面，以及遗传 72 分占的比值是相对比较大的，比较特殊的是这里

边 12 分的生态题，生态这方面可能会作为以后高考的考试重点，我们毕竟现在说生态和环

境，这里边是大家要注意的。后边的现代生物技术考的比较少，考的核移植技术，另外有一

个基本的填空这是 2 分，我们关注的北京卷放在了遗传上面，细胞里边仍然是考到了 6 分，

这里边的题目也是相对简单的，ATP，一会儿我们解析的时候再去看这个知识，那么在这儿

光和呼吸这个比较重要的知识点，在北京卷里边包括今年是连续三年没有出现过大题，这是

大家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 

调节方面考了 12 分，植物技术调节，相当于 29 题植物基数的作用，题目难度中等偏上，

后边的遗传 16 分，这里边仍然是以小鼠作为题目，这个相对于去年的遗传题而言大大的降

低。最后面生态题，仍然以 6 分的选择形式考察，也是比较简单。往后边生态技术，北京卷

几乎没有，也就相当于金工程和细胞工程个别同学拿分不是特别好拿的地方，分值反而没有

出现，最后边的实验题这是非常大家要值得关注的地方，实验一共是 34 分，很多老师看到

题目以后发出的感叹，后面的都是实验，北京从新课表以后，对能力的考察就比较明显，那

么 30 题虽然考的是遗传，仍然是根据遗传的根据最后一个题体感部分上来就告诉你，研究

蛋白 A 的功能，分值一共占了 34 分，这个比重已经非常非常大了，这就意味着以后同学们

在学生过程当中，除了要注重课本上的以外，可能要关注能力的培养，第一个方面，你要去

获取相当于将你学的基础知识和题目当中给的信息做一个综合的处理，你得知道如果这样，

那么结果会是什么样的，从结果到结论的一个推论，这个地方在北京卷当中是每年几乎必考，

这是指一个分值的分布，那么往后边我们看一下不同的分值分布，每个考点他的考察方式，

简单的描述一些，比如在新课标卷当中，考凋亡的知识，读取信息，他说这里边的一个神经

细胞，他必须吸收营养物质才能够得以存活，那么也就相当于这一个细胞可以活，其他细胞

都得死，这个时候就可以称之为凋亡，选项难度不大，而代谢里面是考察以酵母菌为材料考

察有氧呼吸和无氧呼吸的问题，条件方面也有选择，也有填空。 

其中有一个选项是绝大多数人说，同学们一见到突触，所以它肯定是个单向的传递，这

是比较简单的，而后面说的技术也是比较简单的题目，它考的是分题调节，使垂体分泌触，

这个是每年考试比较多的，大多数同学也能很好的掌握，而在遗传方面，他考了一个选择，

这个从去年开始，很多地方的题目都比较流传的考察方式，先告诉你一个种群，这个种群当

中大 A，小 A，小 A，那么这样如果群体之间个体它是自由或者称之为是随机交配，请问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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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当中出现什么样的表现形式，像这种题目大家注意，由于我们之前在学进化的时候学到，

它是指基因频率的改变，比如族群的数量比较大，第二个没有基因突变。第五个条件就是题

目隐含的消息，必须是自由，或者随机交配，做题最为准确和快速的方法去做，这个地方能

做，题目也是比较简单。第二个部分，遗传以一个大的形式考到了,如果说无病的夫妇生了

一个有病的女儿，生态方面一共是考了两个部分，题目给的非常简单，第一次捕获这个动物，

根据比例求出种群密度，这是相对比较简单的，另外一方面给出一个能量的图谱，这个题也

不算难，而现代生物技术里面田协题是比较少的，我要保持这个生物的形状不变，我如果说

他没有什么，一个基因有编码区和非编码区，因此要注意的是，他可能会少去两边的非编码

区。 

而最后方面实验，这个是一个选题题，第一个非常简单，是以染色法去看，那么染色结

果当中，正确的选项当中描述的是，如果给人的口腔细胞用绿色去染色，这是正确的，如果

用苏丹三溶液，实际这里边有一定的感染型的，绝大多数同学在考脂肪实验的当中，他一般

都会记苏丹三，如果你只要审题是比较认真的话，这个也是送分，这个难度不大。大纲卷里

边，甘肃省一共是 72 分的满分，分布之前已经说过，他的考察方式，比如细胞方面考察了

一个选择题，是考察了各个细胞器的功能，如果合成的话，他的合成场所在哪，而天空题当

中考代谢的地方是很多之前老师强调的，考察光合作用，有一个综合题型，相当于静光合作

用的典范，这种题目考察方式由表格的形式，有一个坐标图象的形式，甚至有可能给出光合

作用或者其他的专业术语，这种题目可能强调掉多次，比如题目就告诉你了，这是光合作用，

那么我如何判断他是静的还是生物的，咱们可以找生物学科当中的搭配，你可以用氧气，二

氧化碳以及有机物相关量的变化来表示经光和的大小，如果是有机物用的是积累，经光合作

用还可以有一个判断方式就是，由于总光和作用如果在黑暗条件下，那么总光和是零，如果

拿一个零减去他的呼吸，如果出现了副值，咱们可以肯定是，他一定说的是静光和，因为总

光和不可能小雨零，第三个可以这么去判断，由于减去呼，等于经光合作用，那么对于这个

描述前边应该会有一个词出现，测定的，说同学们只要到，如果说以测定的哪个值作为一个

研究的指标，咱们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比如将一个绿色植物放在一个密闭的里边去做光

合作用，那实际我们就考虑这 48，到底是净的，还是总的呢，在这一段时间当中，植物进

行光合作用他所消耗的二氧化碳除了从瓶子当中吸收 48 以外，实际还消耗了自己呼吸产生

的，那么也就意味着 48 是已经减去呼吸的，因此是一个净光合作用。 

后边的遗传题是考察了自由组织调查。 

后边说的是生态题，以选择题形式，一个题考的是两个生物当中的关系，下列选项当中

属于竞争关系的市什么？那么我们知道竞争关系，第一他一定强调的是总监关系，两个不同

种类的生物，您比如说就高考而言，那么大家很多社会上的语言，说竞争关系比较激烈，实

际你仔细想一想，考生之间的竞争关系，这当然是一个课外的话，豌豆，杂草竞争相同的资

源，另外一方面指的是群落的结构，说正确选项描述的是，动物的分层与子午的分层有关，

那么这个选项很明显是正确的，因为我们知道植物的分层它主要受限于光照，后边现代生物

技术当中考察的是微生物的，比如问到李军芽孢指当细菌面临不同的环境，为了渡过这个不

良环境以后，他形成一个特殊的状态，实际要注意芽孢他不是繁殖题，他的抵抗能力相对都

会比较强，所以这个时候你想想在我们所学微生物的培养期当中，哪个时期的条件是不利的，

你能够很明显的知道，有害的代谢产物又已经过量的积累，所以这个时候细菌会形成了芽孢，

那么最后边是考察实验，这个实验里边是以一个探究的形式出现，回到了若干年以前高考当

中出现的原题目，实际当中问了一个题非常经典的是，我们去探究这个淀粉酶的作用，，那

如果之前有同学关注的话，很明显这个地方是不能，如果用淀粉和蔗糖再反应前后它是没有

变化的，一会儿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再具体讨论，最后我们看一下北京卷，也是大家比较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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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的，他细胞方面考察了非常简单的题目，那么这个节奏层次应该是很多同学接触，最基本

的结构层次是指细胞，所有的生命活动都离不开细胞，那么你只要知道这个起点是细胞，而

终点是什么咱们可以往下说，最终是往宏观去看。 

第二个部分考察的是代谢里边，考察的是 ATP 的产生，下列哪些场所是不能够合成 ATP

的，你应该有一个基本的总结，ATP 这个直接能源物质产生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光合，一个

是呼吸，光合作用的场所必然是人和生物的场所，如果是真核生物是叶绿体，所以这种题目

也比较直接，比较简单，那么后边的调节方面仍然是北京高考一个考察重点，虽然分得比去

年来说有一些下降，但是比德基本差不多，我们看一下选择填空都有的方式，免疫里边他考

察了用病毒去侵害这个小鼠，获取他的淋巴细胞，然后加上已经被病毒干扰的小鼠细胞，这

个题目难度中等偏上，对于文字当中个别信息的提取非常到位，那么另外一方面，调节里边

考了一个大题，细胞分裂素的一个作用，但实际上他还是考察的探究性实验一个基本的思路，

后面遗传方面是 30 题，考的是遗传的基本定律，基因分类种类，比较麻烦的是，由于他用

的是小鼠这个动物来作用一个研究的对象，咱们知道动物繁殖能力相对植物是比较少的，由

于群体数量本身不是特别多，所以他出现的比值关系往往不会特别符合我们所学习的 9：3：

1，但是要注意，今年北京卷当中有一个命题非常典型的特点，这个题实际上做起来也不会

特别难，后边的生态里边考察的比较简单，第三个选题题，金合欢树 

最后考察的是实验，刚才说过，实验部分占了 34 分，这个比重大家可见，但是这个实

验当中，验证性实验考的少，而探究性实验的是比较多，很多老师会强调，最开始发现这个

生物的事实，不明白，会提出问题，当你提出问题之后，直接就会作出假设，你会设计实验，

设计实验是追寻了哪些基本的原理，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大家注意的一点是探究性实验，实

验思路上面应该是非常非常明确的，但是做题的过程当中，往往大家注意的不是这一部分，

或者说也很难注意到除思路以外基本的考点，这是考察的方式，大家都知道，生物题也就那

么几个。 

咱们看北京卷当中的一个真题的解析，看第一个题目，这个题目相当于考察代谢当中，

细胞中不能够合成 ATP 的部位是哪，A，线里体内膜，有氧呼吸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这个最

终声称二氧化碳，并且释放出少量的能量，而且此时产生的 ATP，应该是有氧呼吸里边最多

的一个。B 选项说，叶绿体进行光反应的膜结构，这个很简单，光反应引起了水的光解，的

确能够产生 ATP，很多题目会问，叶绿体所产生的 ATP，能够作用于各项生命活动，这个选

项是错的，一定是完全的自产自销，我只能由光反应产生，和外界的 ATP 是没有关系的，那

么首先去看内质网这个地方出现粗面和滑面，这个过程他是消耗能量的，而不是会产生 ATP，

所以他不能选，除此以外可以去看，滑面内质网有这么一句话，当血糖浓度高了以后，就会

形成汤圆，既然它是一个物质合成的场所，它的消耗 ATP，那接着我们看 D，蓝藻当中进行

光反应的膜结构，这个指的是什么？有同学会认为，这里边说的是细胞膜，但其实不是，叶

绿体线粒体这些的，那么实际按照这个理论我们可以推测，蓝藻如果把它理解为一个叶绿体

的话，也应该会出现类似于叶绿体的内囊体薄膜结构，它指的不是细胞膜，而是有色素分布

的片层，如果同学们去做这个题，一般来说第一题是送分题，基本上保证生物基础知识不是

特别好的同学，这个题也能够拿到 6 分，问题不大，我们看第二题也是一个简单题目。人体

的结构层次应该是什么样的，题干部分有一个生命活动，或者说生命活动的本质是什么？新

陈代谢按照以前的老教材当中说的是在活细胞内发生的有序的化学变化的总称，那么具体在

教材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去反应，最基本的结构，或者我们说最基本生命结构的层次应该是细

胞，这个题目只要想到基本层次是细胞以后，这个选项就已经确定了，B 选项当中起点是细

胞，因为一切生命活动都离不开细胞，那么后边为什么到这儿以后他就不再往后写了，人本

来作为一个个体，如果形成个体，个体之前有哪些层次，所以这个题选择也是比较简单，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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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在这儿稍微给大家提示一下，他考这个题是动物，如果这个考察的是一个植物，将题干稍

微换一下，不是所有的生物都会具备有从细胞到生物圈一个完整的生物层次，植物我们知道，

它只有器官，而不会存在有系统，除此以外，如果题目继续变成单细胞生物，一个细胞就是

一个个体，所以中间所存在的组织器官以及系统这些层次都会小时，这个里边也是以后再考

试题目当中大家需要注意的基本知识，后边的第二题，整体难度不大，属于送分。第三个题

咱们看一下也是选择形式，考察是生态题当中的组建关系，金合欢蚁生活在金合欢树上面，

这句话相对来说就比较重要，金合欢蚁对金合欢树有什么样的好处？同时可以将其他吃金合

欢树的动物赶走，题目虽然没问题，但是我们可以去注意，真的有个填空如果问，两者间的

关系是什么？那么后边又人为的补充一点，那么这里面实际上为了更进一步的验证互利共

生，由此不能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大家去看一下 A 金合欢蚁从金合欢树获取能量，大家去

看这个选项很容易理解，题目明确告诉你，它吃的是金合欢树的蜂蜜，首先我们想一个问题，

金合欢蚁的竞争者是谁？也就相当于如果要说他的竞争者，也就应该是吃这个金合欢树花蜜

的一些动物，所以你看题目当中告诉你，同时也保护免受其他动物的危害，这个上面只有金

合欢蚁一种动物，R 金合欢蚁为金合欢数驱逐了竞争者，大家要注意的是金合欢树的竞争者

是谁呢，作为一个植物，如果要和这个植物之间形成竞争，竞争土壤当中的无机盐，这里边

你看看这个蚂蚁它并没有把其他的植物给驱逐走，而只是驱逐了动物，所以这里边不能说蚂

蚁为树，C 是不正确的。D 这个选项有一个知识点就是，共同进化是新加的知识点，他人为

的理由是自然界当中任何一种生物他都不是独立进化的，生物以及生物彼此之间是相互促

进，相互共同进化，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大家比较熟悉，狼和兔子的关系，狼的进化角度一

定是为了跑的快，而是为了抓到兔子，而兔子也要跑得快，因为他要躲避狼的追捕，稍微注

意题干当中的问题。后边我们看一下高考卷当中的第五题，这个也是做的一个验证性的实验，

相当于我们在学选修 1 的时候，我们可以看选项，问题就是高中生物学实验当中，在接种时

不进行严格无菌操作，对于实验结果影响最大的，这句话你换一个角度，如果我不进行无菌

操作，影响最大，实际上让你选择必须无菌操作了，A，将少许的干酵母加入到新鲜的葡萄

汁当中，咱们经常填一个填空题，酵母菌来源于葡萄皮，这里边大家想一个问题，为什么他

不用无菌，酵母菌如果进行无氧呼吸，同时还要想到一点，无氧呼吸产生酒精的时候他也会

产生二氧化碳，他无法忍耐，这个选项应该是不能选，B 说，告诉我们如何去制作腐乳，这

个是过河拆桥的过程，毛就会分泌多种霉系，实际要注意一个问题，当毛没分泌了各种霉系

以后，我们去加盐腌制，毛霉死了，毛霉自己也就死了，但为什么豆腐还能够变成腐乳，毛

霉没死，但是豆腐就好了。C，将转基因植物叶片接种到无菌的培养当中，他获得了我们所

谓的优良形状，如何将这个优良形状遗传给后代呢，这个选项里面强调的利用植物组织培养，

这个过程当中，一定强调的是无菌的操作，如果说有杂菌污染必然会导致失败。D，我们简

单看，大家注意，选修一个教材，他提到的一个是分离能够得到土壤当中纤维素的生物，曾

经有那么一个题目考过，我去取土壤的时候，他取材的方式特别搞笑，在火焰旁去取，比如

我产这个土的小铲子事先经过灭菌处理，人们可能会想到，我在取土壤当中，分离菌是不是

要严格灭菌，它的实验课题是为了获取土壤当中什么什么样的微生物，如果你不进行灭菌处

理的话，有可能导致你最后得到的菌种是来自其他的部位，他即便不进行无菌操作，影响也

不会特别大，这个题正确选项是 C，这是 1235。第四题是免疫的题目，有一个图象，第一

副图象显示的是给这个小老鼠注射的 MLC，去从小鼠当中分离得到各种淋巴细胞，那么同时

像这个培养基里边，再加入已经被 MLC 病毒感染过的，而且用铬去标记过，一段时间以后，

检测上清液当中铬的放射性，相关的选项比如能够说明抗原诱导 B 细胞增化，实际大家注意

这个题目当中，如果要做明白的话，应该注意两个点，第一个点最后检测的是上清液当中铬，

那么由于之前给的题目条件是说，这个小鼠的细胞他本身就是用铬标记的，你想这个铬放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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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应该是位于这个细胞的内部，同时这个小鼠细胞又是被病毒感染过的我们知道病毒是活

细胞内寄生物，哪一个细胞能够将细胞林起来，你能够看见上清液这个词，实际他就已经确

定是选择 D。 

从难度上，选题题当中第一题，第二题，以及地四题，这三个题目难度是相对比较简单，

而第五题难度比较大，包含第五和第三，我们看一下 29 题答，如果要做这个题，有可能你

需要进行分析的，做题的技巧和方法，都会有很多，很小可能有一个地方是大家不常注意的，

比如我们先看这个题目题干部分，而且如果你按照探究性实验的设计思路去看，这句话非常

有用，研究细胞按照以前的考试题目他有可能会问你，在这个时间的过程当中他的单一变量

是，说探究 X 对于 Y 的影响，谁是单一变量，谁是自变量，谁是因变量，探求 X 对 Y 的影响，

而这个 X 指的就是自变量，我们就可以称之为单一变量，也就意味着你在做题时候，如果问

你对照组是什么？实验组是什么？表示唯一的变量就是这块所提到细胞分裂素，这是第一个

题干，第二句我们看一下，首先我们看这个图象到底什么意思，第一个图象当中一个烧杯直

接插入到蒸馏水当中，这个插条上面三片爷子，下面分别是 A1 和 A2，做一系列处理有四个

组别，这图黑的表示用细胞分裂素处理 A 叶片，结果图象显示，对照组这么高，实验组比

它低，你能够得出的结论是，如果用细胞分裂素处理 A 叶片，B 叶片的大小比对照组还要小，

到底会得出什么样的实验结论，我们再分析。第二个就是直接拿这个作用于 B 叶片，然后我

再测定 B 叶片的表面积，结果发现较之于对照组，第三组当中减去了 A 叶片当中的一个，

A1 没了，留下了 A2，然后也用细胞分裂素处理，B 叶它是已经增大了，发现第三组实验组

的叶片大小，比第二组的叶片大小要小，也就相当于有两篇 A 叶，有一片是 B 叶长的小，

这是为什么，一会儿继续分析。 

我们看第四个，留下了一个 B 叶，用细胞分裂素处理，他 B 叶的叶片面积仍然增大，

但是又和之前对比可以发现，B 片增大的面积相对来说会比较小，那么实际上你就有一个答

题的想法就是 A 叶片的有无，有一片，还是有两片，与 B 叶片是有关系的，比如第一问的

是细胞分裂素，那么这个题是非常非常基础的题目，实际上考察的是教材当中的一个基本的

概念，什么叫做植物激素，我们都知道激素如果要起到他的作用，应该激素有自己的产生部

位，从而发挥自己的生理功能，这个地方就产生，是由产生部委运输到作用部位，对生长发

育起什么作用，这个词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如果问霉的作用，最后的有机物实际上问的是

奇数的特点，在教材里边完整的概念应该是这么说，再被运输到作用部委，起到显著影响作

用的微量有机物，这块填微量有机物。那么第二个题目相对而言就是之前说过的，他会回到

和以前的北京高考当中有一个充分的地方，来看这个题，为了研究细胞分裂素的作用，那么

也就相当于我这里边不同的之间，我加了，或者没有加，为什么减去根系和幼芽，幼根，幼

芽有分声区，这个为了排出掉植物本身产生的激素引起的一些干扰，或者按照以前大家回忆，

2010 年北京高考当中，也考了北京奇数的问题，这个题目当中有一个处理方案就是在用生

长素处理之前，我们希望在蒸馏水当中浸泡了一段时间，为什么浸泡一段时间呢，所以这个

时候大家想，那个题当时的答案给的就是要排出内源性激素的干扰，同理这个应该也是一样

的，那个是生长素，我这个换的是细胞分裂素，你内源性写不出来，可以想自身产生的激素

也没问题，后面那个题相对比较麻烦，说插条插在蒸馏水当中，而不是营养液当中培养的原

因是什么？那么可以回到上面的图象，他放的是蒸馏水，插条在里面去生活，那么最终的 B

叶片的表面积的当中，如果是营养液我们知道，应该它会有各种植物所必须的离子，有一个

增大叶片表面积的，咱们学过一个知识点，其中氮肥说能够增大叶表面积，那么除此以外你

还要想一个方面就是，咱们已经知道了大体上的一个概念，植物叶片 B 端面积大小，很有可

能是 A 叶片的多少，有两片有片和没有，这个过程当中，B 叶片的面积大小是不一样的，有

可能是 A 叶片，可以为 B 叶片的生长来提供营养物质，如果说是 A 叶片给 B 叶片提供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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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给他直接放在营养液当中，这个营养就有可能不是来自于 A 叶

片，而是来自于培养叶，所以这个过程，如果你当时做题，这一空不确定的时候，你肯定往

后放，你回过头再看这个问题就会比较简单，应该是避免培养也当中营养物质的干扰，具体

什么干扰是你没有必要填的那么具体了，笼统的填基本上就能够得分。 

第三个，我们看从图 2 当中可知包括实验处理知道通过图象当中获取信息的一个能力，

图 2 里边有四个组别，对插条做什么处理，实验一用分裂素处理，实验三减除了两片 A，第

一个方面是用细胞分裂素处理不同的叶片，第二个是切除了不同的叶片，要么切 A1，要么

两个都切掉，所以这里面的答案相对比较简单，他们应该包含的是切除不同部位的叶片。 

第四个，我们看前面的图象，实验一里面对 A，实验组也就相当于用细胞分裂素处理以

后，他的叶面积大小比对照组还要小，应该是导致了 B 叶的面积变小，一直这个题目留下来

一个问题，那么到后边题目部分会告诉你，变小以后，后边的问，该实验的对照处理是什么？

该实验的对照处理？刚才我们已经分析过题目，对照组和实验组之间的单一变量，就应该是

有无细胞分裂素，而你看实验一当中，实验一是用的一个完整的插条，这个插条上面 A 叶

都用的这个，这个很明显是不用细胞分裂素处理的完整的插条。就保证单一变量这个题就很

简单了。第五个部分，实验二，三四的结果表明，B 叶的生长于 A 叶的关系是什么？实际我

们一直留下来的一个疑问，我们从图象里边可以显示的是，A 的叶片越多，处理 B 叶片的时

候面积就会越大，B 叶片如果要得以生长的话，那么它的营养物质是来自于谁的呢？大致推

测他的营养物质应该是来自于底下的 A 叶片，所以我们可以描述他们两者的关系这么描述，

这就是属于，你有可能分析不到这儿，或者说你根本不知道这个空到底问什么，包括我们之

前的第三问和第五问，都是你不确定的，咱们直接往后看就可以了，比如看第六问的题干部

分就一目了然了，这一句话是他实验的推测，你想想他怎么去做推测，他肯定是事先得出了

一个实验的结果，然后我要去解决这个实验结果，为什么会出现，然后做的一个假设，也是

一个推测，他既然都已经推测了，营养物质能够向细胞分裂素的部位运输，我们看这个图象

如何解释，比如用细胞分裂素处理 A 叶片，按照他的假设，营养物质应该从其他运向 A，最

终导致实验组 B 叶片面积变小，这个就可以解释，如果你都用细胞分裂素处理 B 叶片，那

么营养物质就应该从底下的 A 叶片运输到 B 叶片，这能解释，而如果说你这块的 A 叶片是

两个，我这块是一个，第三组的 B 叶片面积大小要比第一组要低，第四组更明显，A 叶片没

了，所以比前面两组都要小，你如果先看见第六小问的题干部分。第一个你可以回顾到前面

的就是，既然是营养物质运输的问题，所以这个营养物质就只能是插条本身了，是一个内源

性的，为什么说放在蒸馏水，而不是放在培养液当中呢，很明显如果用细胞分裂素处理 B

叶片，A 的营养就会运向 B，这个是做第三问和第五问的关键点，后面为了证明用图 1 所表

示的插条来表示，大家注意的是，这后边实际上相当于一个简单的设计，假设我把一个插条，

大家看图象，这个插条里面我把 B 叶片减去以后，我要做一个实验，假设内容是细胞分裂素

能够促进营养物质，思路很简单，一个 A1，一个 A2，最终你去观察这个营养物质有没有像

细胞分裂素的物质的转移，你可以将这个营养物质去标记，这个时候很容易进行检测，因此

这个题目答案相对比较简单，但是也有一些细节的问题去分析，AB 选项肯定是二选其一，

继续看后边 C 和 D，大家想到一个问题，AB 相对选一个，CD 给人的感觉也应该是相对选一

个，但是一个麻烦问题来了，这里边有一个淀粉涂抹，有一个氨基酸涂抹，两种物质有什么

样的区分，大家注意，在植物水培的提到过，大家叶片当中也能够获取少量的营养物质，但

是我们知道他只能去了水份和无机盐，淀粉是个大分子物质，相比而言，氨基酸分子是一个

小分子物质，所以你做一个细节的比较来说，CDE 两个二者选其一，应该选择 E，用氨基酸，

这个是小分子植物容易吸收，最后 F 细胞分裂素是起调节的作用，最后一个检测 A1 叶片的

放射性强度，如果将这几个全部看完以后，大体上你第一感觉能够确定的是 G 一定要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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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G 选了，要检测 A1 的放射性强度，也就意味着 A 和 B 当中，你肯定选的是 A，因为你

用细胞分裂素选择以后，根据淀粉和氨基酸分子大小的一个关系比较，所以这个时候应该选

择 E，所以答案可以基本确定是选择，除了常规的你比如，之前我们所分析的，第二小问当

中，去除根系和幼芽的这个问题，很多人作题方案是，拿到题以后，第一问直接写，第二问

直接写，这样有可能面临到一个问题，你可能说到第三就不知道填什么了，推荐的是在作生

物填空题的时候，一般来说你首先花一点的时间，把这个题目第一问到最后一问所有的文字

部分做一个整体的观察，然后你去提取整个题目当中相关的信息做一个基本的分析，实际你

可以这么分析，像这个题目是 18 分的题目，高考当中是 9 分钟，这 9 分钟的分布，5 分钟

是读题了，不断地读一二三四五六各个之间的联系，你真正做填空的时间是比较短的，你想

想你填答案无非就是写字了，一定将题目做一个完整性的观察，准确度会提高很多，30 题，

遗传题描述的是脱毛和有毛，第二小问是大家比较典型问到的，要么填一对，要么填两对，

但是你如何确定是自由组合分离，由于选的动物小鼠繁殖能力优先，群体比较小，所以很难

出现比较标准的比值关系，它是 29：110，29：110 你要是把它认为是 1：3 这个差的有点

大，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很纠结到底是一对，还是两对，是 1：3 呢，还是 9：3，：1，你把后

边的题目读完以后，这个题非常简单，因为马上在地四小问里边就会说，经过基因测序发现，

这是由于一个基因当中的一个 A 突变成了一个 G 那你想，他都已经明显的告诉你，这是由

于基因的剪辑当中，很明显是突变了一个基因，还是多个基因，既然是一个，那很明显是单

基因遗传，这个是北京高考典型的题，这是指他，通过这些题目我们可以去基本总结，目前

北京高考命题的一个基本规律，那么第一个点，传统的考察重点不变，在不管是各个声区，

还是说北京卷他的重点无非就是在依存上面，今年考的是细胞分裂素，比较去年考的反射结

构当中神经地质一旦释放会怎么样，这里边是调节部分会考的多，几乎在每年的高考当中免

疫必然会出现。而遗传部分是百考不厌的，今年的题有所下降，但是也不是特别好做，比如

在遗传题当中，在这个封闭的小鼠当中，有很多小老鼠同时出现条件是什么？你根本不知道

填什么，基因突变属于什么？而且强调是偶然的基因突变属于什么？那么个别同学可能会想

了，我们学基因突变的考点，无非是特点是什么？不定向性，普遍性等等，他问的是基因突

变属于什么，后边不可能谈的是基因突变的特点，具体天什么？很明显后面要么填子集，无

非就是可遗传变异，一般有一个分裂方式，但是在这个封闭的小鼠当中另一方面也被否了，

既然他又说封闭小种群偶然出现，说明他的发生概率会比较小，你比较隐形突变和现行突变

谁的会小一些，很明显，现在如果是一个小 A 小 A 就改变了，那么后边说，同时出现多只

脱毛小鼠，为什么呢？这个时候你要想到，如果是隐形突变，那么突变的个体，脱毛的，他

之前有可能是大 A 小 A 的杂和子，就有可能在一窝小老虎当中出现多只小鼠，相比去年而

言应该感到庆幸，今年难度已经降低了，有一个点已经连续三点没考，考纲里边光合呼吸，

所以明年考不考还是一个问题，大家做重点关注就可以，第二个点，他是注重了基础知识和

能力的考察，基础知识大家有一个感悟，比如选择题第一题和第二题，只要你生物课本上的

相关知识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基本上就能够拿分，比如在填空题当中，问的是植物奇数怎么

样了？像这样的题目也是一个非常基础的概念题，这保证有一部分的分值是不管怎么样，都

可以得到的，后面对于能力的综合考察，新课标无非包含几个，要求同学们获取信息的能力，

这个里面有文字信息，也有图象的信息，而且今年高考当中，图象信息转换成文字信息比较

多，如果你对于图象当中对照组实验组如何分析，如何将图象转变成文字，这个应该是考的

比较多的，它除了有一个图文的转换，和你所学的基础之间有个桥梁，对于绝大多数如果在

一二模当中做的差不多的话，这个题目难度应该是不大，第三方面，探究性实验的考察力度

大幅度加强，这个是今年北京高考的重点，这个也是北京命题的一个趋势，无非是从实验的

角度出发，让你学会去观察现象，去思考问题，去作出假设，这个实验思路不光是生物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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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包括所有的理科的，他的实验思路都是这样，所以作为一个综合的考察，如果考察探究

性实验，他考什么东西，大致上可以总结出这些知识点，比如说探究实验当中，设计实验的

基本的原则，单一变量原则，对照组原则，重复性原则，如果考单一变量就是实验组加对照

组是什么？这个东西也是相对比较简单。另外的对照组原则，跟刚才的题目当中问你，实验

组是这个，对照组是这个，这个也是比较简单，再往后边有可能会考到重复性原则，比如在

微生物实验当中，我们稀释到了很多浓度，每一个浓度至少对应三个平板，遵循重复性原则，

除此以外有可能在以后的探究实验体当中，和各个省区作一个连接，比如让你写出实验的步

骤，只不过他的考察难度给大家下调了，如果做这个实验，应该是选择哪些基本步骤，他都

给你选了，所以以后不给你选，可以总结为三步，第一分组编号，你肯定要分成实验组和对

照组，第二部分完组以后做差异处理，第一组怎么样，第二组怎么样，第三组怎么样，做不

同的处理做差异处理应该保证各个组别之间的变量。第三个很具体的，观察记录实验结果，

不同的实验方案不一样，这个题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指标去衡量呢，每一个实验前面都会有

一个实验的材料和用具，往往最后一个词就是他的关键点，比如他告诉你用天平，你肯定填

重量，所以像这样的题目来说，他的体就性实验题，你只需要将探究性实验的设计思路以及

实验原则，实验步骤相关知识做一个了解的话，这个题目对于理科生而言应该说不难，最主

要的一点是，它会注重题目信息的前后混应，保持题目的完整性，这里面应该对于绝大多数

同学在做题过程当中要尝试的一个改变，不要做生物题的时候一问一问做，对于个别题目来

说是合适的，有可能这个题目当中考的比较基础，或者直接，前后直接没有必然的联系，但

是容易出现的问题，当你养成了这样一个过程，一个思维，或者一个习惯以后，你在有些题

一旦出现以后，你会发现有些问题你基本上无从下手，你怎么办？可能会紧张，慌张了，那

么这个时候你一定要熟悉，他不同的问题之间一定会存在彼此之间前后的呼应，有时候你前

面的问题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先读后边了，后边的题干信息往往可以作为前边你

要做题的依据，所以再具体一下，我们刚才说过的，你如果不知道他的第六问推测说的是细

胞分裂素的问题，你前边的那两个问题都基本上五从分析，所以在这里边给大家强调的市，

大家必须要注意，题目信息的一个前后呼应，你读题的时候一定把题目读完整了，做一个综

合分析，然后再去填空，这样正确率基本上高很多，今天我们主要讲的部分就是这些，个别

的 30 题和 31 题，还有第四个选择题，题目当中如果大家有需要对答案有详细分析的话，可

以上新东方的官网做观察，今天就到此结束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