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选择题

1. 下列属于健康状态的是（ ）

A．精力旺盛，一天只睡 23 小时即可 B．没病没灾

C．吃得饱，睡得好

D．身体健康，心理健康，有良好的社会适应状态

2.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健康是指（ ）

A．身高在人类平均身高以上 B．体重在人类平均体重以上

C．生活水平在人类平均水平以上

D．身体上、心理上和社会相适应，无疾病

3. 某同学为班中体育健将，但她平时任性、固执，同学们都不喜欢她，这是因为她什

么方面不健全

A．躯体 B．心理 C．道德 D．心理和身体

4. 当出现某些问题时，以下哪种方法不利于调节自己的情绪（ ）

A.分散注意力，如打球、下棋等 B.将烦恼向亲友诉说

C.找一个适当的理由自我安慰 D.自我封闭，不与他人交流

5. 下列关于健康的说法正确的是（ ）

A.肌肉发达、强健有力就是健康 B.没病就是健康

C.健康包括身体上、心理上和社会适应方面的良好状态

D.不吸烟、不酗酒就是健康

6.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核心应是（ ）

A.保持智力正常 B.保持心情愉快

C.保持良好的社会关系 D.身体、心理、社会适应和创新

7. 下列各项中，能调节青少年情绪，使他们保持心情愉快的是（ ）

A.激烈的竞争 B.烦恼时对沙袋猛打 C.赌博 D.吸烟

8. 当受到挫折时，不应采取的措施是…（ ）

A.向朋友征求意见 B.向家长诉说，寻求帮助



C.向老师讲述，得到帮助 D.保持沉默或借酒消愁

9. 下列哪项不是健康的含义（ ）

A.我经常参加体育锻炼 B.我善于和同学搞好关系

C.我会做饭 D.我有当科学家的理想

10. 提高人口质量，我国采取的主要措施是

A．关注儿童的营养 B．关注儿童的卫生保健

C．加强青少年的体育锻炼 D．以上各项都是

11. 拥有愉快的心情是中学生心理健康的核心。保持良好心情的方法不包括

A．听听音乐，散散步 B．击沙袋宣泄烦恼

C．向老师和朋友倾诉 D．酗酒抽烟

12. 每年的 5月 31 日被定为“世界无烟日”开展无烟日活动的目的在于提醒世人吸烟

有害健康。吸烟是导致 的首要危险因素。

A．食道癌 B．肺癌 C．胃癌 D．肝癌

13. “低碳生活”代表着更健康.更自然.更安全，返璞归真的去进行人与自然的活动。

“低碳生活”要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尽量减少能量的消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等，从

而降低环境中二氧化碳的含量。下列行为不属于低碳生活方式的是

A．使用一次性木筷．既方便又卫生 B．禁止焚烧秸秆．利用秸秆生产沼气

C．利用风能和太阳能发电 D．步行、骑自行车或乘公交车出行

14. 烟草燃烧时，烟雾中含有多种对人体有害的物质，如尼古丁、焦油等，这些物质

主要诱发人体患（ ）

A．多种消化系统疾病 B．多种运动系统疾病

C．多种呼吸系统疾病 D．多种神经系统疾病



15. 下图一是一株烟草植物示意图，图二是①结构中一个细胞的放大图，图三是烟草花

叶病毒，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A．图一中的①、③、④所示结构是构成植物体的器官，②是贯穿植物全身的输导组织，

它具有输导功能

B．吸烟有害健康，原因是烟草含有对人体有害的物质(尼古丁)，这种物质主要存在图

二示细胞中的 C

C．图二和图三中两种结构的最大区别是图三中没有叶绿体、液泡、细胞壁等结构

D．进入生态系统的能量是由生产者利用叶绿体固定的太阳能 16. 下列属于健康生活方

式的是（ ）

A．烦恼时酗酒消愁 B．多吃腌制或油炸食物

C．勤奋学习，每天熬夜看书 D．心情紧张时学会自我放松

二、 填空题

17. 下图表示人体骨中某物质在各年龄阶段的含量变化，请回答下列问题。

（1）你推断这类物质是________。

（2）当骨受到外力冲击时，最容易发生骨折的阶段是________，原因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骨柔韧、弹性大的阶段是________，此时骨髓腔内骨髓几乎全部为________。

（4）将同样重的两根 B阶段的人的骨，分别煅烧和脱钙后，再分别称重，经煅烧者为 X

克，经脱钙者为 Y克，则下列等式基本成立的是_______________。



A． B． C． D．

18. 下图是人的屈肘和伸肘动作示意图，以及机械杠杆示意图，请据图回答下列问题。

（1）骨骼肌都是由[3]________和[4]________两部分组成的。一块骨骼肌两端的[4]是

否会都附着在同一块骨上？__________。说明理由：________。

（2）当[2]________接受到神经传来的兴奋时收缩，这时[1]________舒张，从而产生

屈肘动作。

（3）肘关节与机械杠杆活动方式有相似之处，在杠杆活动中，支点、杠杆、施力分别

相当于肘关的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肘关节既牢固又灵活，请你列举使肘关节牢固的特点有哪些？___________。

（5）当完成屈肘动作时，施力的器官是________；完成伸肘动作时，施力器官是______。

19. 下图为关节模式图，请据图回答问题。

（1）如果[ ]______从[ ]______中滑脱出来，称为脱臼。

（2）[5]是________，可减少运动时两骨之间的摩擦。

（3）[3]________内与减少关节面之间摩擦有关的是________。

（4）[2]是________，由________组织构成。

20. 阅读下面的资料，分析回答问题。

在印度曾经有过“狼孩”的报道：1920 年，在印度米德纳波尔小城，人们常见到有一种

“神秘的生物”出没于附近的森林。一到晚上，就有两个用四肢走路的“像人的怪物”

尾随在三只狼后面。后来人们打死了狼，在狼窝里发现了这两个“怪物”原来是两个裸



体的女孩。白天她们一动也不动，一到夜间，就到处乱窜，像狼那样嚎叫，人的行为和

习惯几乎没有，而具有不完全的狼的习性。

（1）狼哺育人的孩子这是一种________行为，从获得途径上看属于________。这种行

为是由________决定的。

（2）狼孩的一些行为像狼，这些行为是通过________而获得的，属于________行为。

动物越高等学习能力________。

21. 2010 年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获“可持续旅游目的地管理奖”。王朗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是全国建立最早的四个以保护大熊猫等珍稀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为主的自然保护

区之一。请回答下列问题。

（1）保护区内的绿色植物能进行光合作用，属于________。动物作为消费者，也起着

重要作用，如蜜蜂能帮助植物________、传播种子，使植物顺利地繁殖后代。

（2）大多数细菌和真菌是生态系统中的________，它们能把动植物遗体分解成二氧化

碳、水、无机盐，被植物利用。可见，细菌和真菌对自然界中的________循环起着重要

作用。

（3）保护生物多样性最为有效的措施是建立________。

三、 解答题

22. 当香蕉被挂在高处，黑猩猩徒手拿不到时，它会尝试着把几个木箱堆叠起来，然后

爬到木箱顶上去摘香蕉。试分析回答下列问题。

（1）黑猩猩的这种行为属于________行为。

（2）刚出生不久的幼猩猩能否完成这种行为？

（3）幼猩猩要完成这种行为，需要通过积累________和________而获得。



（4）先天性行为是由动物体内的________决定的，而后天学习行为是在________的基

础上形成的。

（5）后天学习行为对动物的生存有什么意义？

23. 小王从朋友那儿要来一只刚出生不久的小花猫。如何让小花猫到指定的地方去排

便，成了小王难以解决的问题。他的同学听说后，给他提供了如下两种办法：①找一只

训练有素的猫与小花猫作伴，经过一段时期，让小花猫学会到指定的地方排便；②定期

领小花猫到指定地点排便，久而久之，小花猫也能学会到指定的地方排便。结果小王用

第一种办法就达到了目的。据此，请分析回答：

（1）你认为材料中的办法②是否可行？________。

（2）从行为的获得途径分析，小花猫到指定的地方排便是________行为；理由是

________。这种类型的行为对于动物的生存有什么意义？_____________________。

24. 下图是草原生态系统示意图，请回答下列问题。

（1）从图中可以看出，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主要是________，这就形成了______。

（2）图中的植食动物是________和________，肉食动物是________、________和

________。

（3）此图中共有________条食物链，最长的一条食物链可表示为_________________。

（4）如果大量捕猎狐，那么鹰的数量在一定时间内将先________后________。

（5）人们为了保护牧草而大量捕杀老鼠，这项举措给这个生态系统造成怎样的影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5. 美国白蛾从 1979 年起开始侵入我国，其幼虫具有暴食性，可危害 300 多种植物，

成片的树林常被横扫一光，人们曾试图大量使用农药却没有达到预期效果。1996 年，我

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杨忠岐博士研究发现了一种寄生蜂周氏啮小蜂，其身长仅 1 mm，善于



将卵产于白蛾幼虫体内，利用白蛾幼虫体内的营养物质发育长大，使白蛾幼虫死亡。实

践证明：在害虫暴发区连续两年放飞周氏啮小蜂，白蛾虫害就可被有效控制。

试根据这段资料，分析回答下列问题。

（1）大量使用农药治虫，不但会造成________，还会通过________影响人畜健康。

（2）美国白蛾在生态系统中的角色是________。

（3）请写出材料中的一条食物链：________。

（4）请分析如果美国白蛾无限制地增加会引起怎样的后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6. 资料分析，阅读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防治美国白蛾的功臣周氏啮小蜂

美国白蛾对我国的农林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其中一种有效的防治办法就是释放它的天

敌周氏啮小蜂。周氏啮小蜂是一种优势寄生蜂，寄生率高、繁殖力强，对美国白蛾等鳞

翅目有害生物“情有独钟”，能将产卵器刺入美国白蛾等害虫蛹内，并在蛹内发育成长，

吸尽寄生蛹中全部营养，素有“森林小卫士”之美誉。

（1）周氏啮小蜂的生殖方式是________（有性生殖/无性生殖）。

（2）周氏啮小蜂的发育过程经历了哪几个时期？属于什么发育类型？

（3）用周氏啮小蜂来消灭美国白蛾的方法有什么好处？



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

1、D2、D3、B 4、D 5、C 6、B 7、B 8、D9、C10、D11、D12、B13、A14、C

15、C16、D

二、填空题

17、 （1）有机物 （2）C 有机物不到 1/3，无机物多于 2/3

（3）A 红骨髓 （4）D

18、（1）肌腹 肌腱 不会 一块骨骼肌两端的肌腱可绕过关节分别附着在相

邻的两块骨上

（2）肱二头肌 肱三头肌

（3）关节 骨 骨骼肌

（4）关节由关节囊包裹，关节囊的外面有韧带

（5）肱二头肌 肱三头肌

19、（1）1 关节头 4 关节窝 （2）关节软骨

（3）关节腔 滑液 （4）关节囊 结缔

20、（1）繁殖 先天性行为 遗传物质

（2）生活经验和经历 后天学习 越强

21、 （1）生产者 传粉 （2）分解者 物质 （3）自然保护区

三、解答题

22、（1）后天学习 （2）不能 （3）生活经验 经历

（4）遗传物质 生活经验和经历 （5）大大提高了生物适应复杂环境的能力

23、（1）可行

（2）后天学习 理由：这种行为是在遗传因素的基础上，通过环境因素的作用，

由生活经验和经历而获得的行为 意义：有利于动物适应多变的环境，从而

更好地生存和繁衍后代

24、 （1）捕食与被食 食物链 （2）兔 鼠 狐 蛇 鹰



（3）5 草→鼠→蛇→鹰 （4）增加 减少

（5）破坏生态平衡（答案合理即可）

25、（1）环境污染 食物链 （2）消费者

（3）植物→白蛾→周氏啮小蜂 （4）破坏生物的多样性，破坏生态平衡

26、 （1）有性生殖

（2）经历了受精卵、幼虫、蛹、成虫四个时期，属于完全变态发育。

（3）提示：从减少农药使用，减轻环境污染的角度分析。（答案合理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