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年级生物（下）参考答案

七年级生物（下）形成性练习（一）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

1~5 CBBCB 6~10 ACADB 11~15 BCDDA 16~20 CDCCB
二、识图题

21.（1）④②①③⑥⑤
（2）AB
（3）B
（4）脑容量

（5）人类与现代类人猿有较近的亲缘关系

22.17.（1）输卵管

（2）子宫 胎盘

（3）遗精 雄性

23.（1）青春 月经 遗精

（2）雌性激素 第二性征

（3）C D 母体

（4）C 结合

七年级生物（下）形成性练习（二）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

1~5 CAADD 6~10 CDDCD 11~15 CCCCA 16~20 BCDBC
二、推断题

21.（1）胃液

（2）胆汁 不含

（3）胰液 肠液 葡萄糖 氨基酸 小肠

三、图表题

22.（1）油脂类 肉蛋类 果蔬类 谷类

（2）C D A Ｂ

23.（1）D
（2）④ 能量

（3）Ⅱ 蛋白质

四、探究题

24.（1）②新鲜唾液 ③B C（可颠倒） ④碘液

（2）结论一：1 2
结论二：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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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级生物（下）形成性练习（三）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

1~5 CDBAC 6~10 CCBCA 11~15 CCCCC 16~20 BDADD
二、识图题

21.（1）② 肺

（2）一 气体交换

（3）二氧化碳

（4）膈肌 收缩

22.（1）肺 膈肌

（2）胀大 吸 收缩 下降 增大 扩大 减小 吸入

（3）外界

（4）上下

（5）图B
三、材料题

23.（1）咽 支气管

（2）呼吸道 湿润

（3）纤毛 黏膜

（4）收缩 扩大（扩张） 肺泡 2
七年级生物（下）月考卷（一）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

1~5 BBCBB 6~10 BCCAB 11~15 CCABC 16~20 DCCCB
二、连线题

21.坏血病 缺维生素C
神经炎 缺维生素B1
地方性甲状腺肿 缺维生素A
干眼症 缺乏含碘的无机盐

三、识图题

22.（1）森林古猿 受精卵

（2）睾丸 输卵管 子宫 胎盘

（3）C
（4）性激素

23.（1）消化道 消化腺 消化腺

（2）6 胃

（3）胆汁 脂肪

（4）吸收 3 小肠 环形皱襞（环形突起） 小肠绒毛内有丰富的毛细血管

（5）收缩 舒张 收缩 收缩 大

（6）一 上皮

（7）减少外出；外出戴口罩（答案合理即可）

四、探究题

24.（1）麦芽糖 化学

（2）①淀粉溶液 ②多次（重复或反复） 平均值 ③在 37 ℃时，唾液淀粉酶的活性最高 ④变蓝 ⑤唾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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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粉酶活性逐渐降低

七年级生物（下）形成性练习（四）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

1~5 BBABB 6~10 CABAC 11~15 DDBCA 16~20 DADDB
二、识图题

21.（1）血浆 血细胞

（2）柠檬酸钠

（3）① 血浆 运载血细胞

（4）③ 红细胞

（5）血小板

（6）③ 红细胞 减少 铁 蛋白质

22.（1）静脉 薄

（2）动脉 厚 快

（3）氧气 二氧化碳

（4）毛细 一 最慢

（5）动脉 毛细血管 静脉

（6）血红蛋白 在含氧量高的地方容易与氧结合，在含氧量低的地方又容易与氧分离

三、探究题

23.（1）色素

（2）清水 保证小鱼的正常呼吸 放回水里

（3）低

（4）动脉 毛细 静脉

七年级生物（下）期中检测卷（一）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

1~5 DCBCB 6~10 ABBCC 11~15 BCDCB 16~20 DBDCC
二、填空题

21.（1）物质交换

（2）气体交换

（3）消化食物和吸收营养物质

（4）表面积 结构与功能相适应

三、识图题

22.（1）糖类

（2）② 胃

（3）① 肝脏

（4）胰腺 胰液 糖类 蛋白质 脂肪

（5）脂肪

（6）乙 米饭

（7）②
23.（1）小肠绒毛 氨基酸 葡萄糖

（2）氧气 2 血红蛋白 二氧化碳 血浆和红细胞 呼吸

（3）肺静脉 肺动脉 氧气

（4）B 收缩 小 大

四、探究题

24.（1）两 没有设置对照实验（缺乏对照实验），缺乏说服力 ④和⑤两个步骤的顺序颠倒应将其对调（后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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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可颠倒）

（2）存在问题（有问题、不合理） 该实验只能证明淀粉被唾液消化分解，而不能证明分解的产物是什么

七年级生物（下）期中检测卷（二）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

1~5 CBDAA 6~10 CBAAD 11~15 BBCBC 16~20 CDDCB
二、识图题

21.（1）a 输卵管 分化

（2）c 卵巢 b 子宫

22.（1）消化道

（2）1 口腔

（3）胰腺

（4）3 胃 氨基酸

（5）6 小肠 肠液 胰液

（6）水 维生素 无机盐

（7）2
（8）10 肝脏 胆汁 脂肪

三、材料题

23.（1）甲 丙 红细胞 血红蛋白 蛋白质 铁

（2）白细胞 乙 血小板 凝血

四、探究题

24.（1）色素

（2）湿 清水 保证小鱼的正常呼吸

（3）① 单行 一 慢 物质交换

（4）保护生物、珍爱生命（合理即可）

25.（1）2 mL清水

（2）1号和3号
（3）1 淀粉被唾液淀粉酶分解了

七年级生物（下）期中检测卷（三）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

1~5 DDADC 6~10 DACDB 11~15 DCCCC 16~20 CBBCC
二、识图题

21.（1）② ③
（2）① 氧

（3）贫血

（4）肺 支气管 气管

22.（1）肺动脉 肺静脉 动脉

（2）小肠绒毛壁

（3）谷物 高于

（4）减少

（5）适量运动，课间时间跳绳、慢跑，营养全面，多吃水果，减少谷物类的摄入（合理即可）

三、探究题

23.（1）②号和③ ① 唾液中的唾液淀粉酶将馒头碎屑里的淀粉分解成了麦芽糖，麦芽糖遇碘不变蓝

（2）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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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唾液

（4）模拟口腔温度（37 ℃时唾液淀粉酶的活性最强）

七年级生物（下）形成性练习（五）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

1~5 DADAC 6~10 BACBD 11~15 BBCCA 16~20 CAADA
二、识图题

21.（1）心脏 血液 毛细血管 血浆

（2）红 白

22.（1）肌肉（心肌）

（2）心房收缩 由心房流向心室

（3）心室收缩 主动脉 动脉血变为静脉血 上下腔静脉 右心房

23.（1）肺动脉 静脉 主动脉 动脉

（2）肺循环

（3）动脉血变为静脉血

（4）体

（5）心房 心室 心房 心室 心室 动脉 心室 动脉 倒流

（6）两

三、材料题

24.（1）AB B
（2）A型、B型、AB型、O型

（3）B型和O型 A型和O型

七年级生物（下）形成性练习（六）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

1~5 CDBBB 6~10 BCBCA 11~15 CDDAC 16~20 BCADB
二、填图题

21.①肾单位 ②肾小球 ③重吸收 ④原尿 ⑤尿液

三、识图题

22.（1）A 肾脏 ③ 肾小囊 ④ 肾小球 ⑤ 肾小管

（2）肾小球和肾小囊内壁的过滤作用 肾小管的重吸收作用 ④ 肾小球

（3）血浆 汗液

四、探究题

23.（1）水

（2）无机盐

（3）尿素 有 汗液中尿素含量少

（4）汗液和尿液的成分基本相同，主要成分是水、无机盐和尿素

七年级生物（下）月考卷（二）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

1~5 DDBCB 6~10 DCCAC 11~15 CABCC 16~20 ADAAC
二、识图题

21.（1）右心房 C
（2）③ 主动脉 ⑤ 肺静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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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C 房室瓣

（4）A 两

（5）1 肾小球 ３ 肾小管

（6）尿液 尿素、水、无机盐

（7）1 肾小球

22.（1）营养物质 吸收营养物质

（2）尿素 形成尿液

（3）氧气 能量

（4）2 肺静脉

（5）肾单位 肾小球 肾小囊 肾小管

23.（1）B D 肾小囊

（2）过滤

（3）重吸收

（4）肾单位

（5）增加 葡萄糖

（6）汗液

七年级生物（下）形成性练习（七）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

1~5 BDBDC 6~10 BBDCA 11~15 CCCDB 16~20 DDCCB
二、识图题

21.（1）结构和功能 细胞体 突起

（2）有 1→2→D→5→A
（3）6、3
（4）7 晶状体 9 视网膜 10 视神经

（5）13 鼓膜 12 耳蜗 11 C
22.（1）细胞体 突起 轴突 树突

（2）兴奋 兴奋

三、材料题

23.（1）简单 脊髓

（2）大脑 高级中枢

（3）神经中枢 反射弧

七年级生物（下）形成性练习（八）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

1~5 CDBCD 6~10 BDACC 11~15 CCDBB 16~20 ACBDC
二、填空题

21.③⑨⑩ ①②④⑤⑥⑦⑧
三、材料题

22.（1）没有天敌 环境适宜

（2）破坏原有的生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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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遵循生态系统的客观规律

23.（1）生存环境

（2）甲 因为甲耳朵小、短，热量不易散失

（3）温室效应

四、探究题

24.（1）废电池浸出液对金鱼的生命活动有影响（合理即可）

（2）同种且大小相同的

（3）废电池浸出液对金鱼的生命活动有影响，且浸出液浓度越大，影响越大

（4）需要设置对照组 增加一个鱼缸，里面放三条同样大小的金鱼，鱼缸中只加清水，不加废电池浸出液，定

时喂养同种饲料

七年级生物（下）期末检测卷（一）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

1~5 CBADC 6~10 CDAAC 11~15 CBCCD 16~20 CCDCB
二、识图题

21.（1）消化 右心房 胰岛素

（2）收缩 呼吸

（3）心脏 血浆

（4）5→4→3→6→8 谈虎色变（或画饼充饥，合理即可）

（5）肾脏 肾小球和肾小囊内壁 肾小管

（6）皮肤

（7）4 晶状体 8 视网膜

（8）I 小脑 神经 脑 脊髓 神经 神经元

（9）E 耳蜗 F 听觉

（10）C 鼓膜

（11）肾上腺素 激素

三、探究题

22.（1）酸雨对生物的生长有影响吗（或酸雨对种子的萌发有影响吗，合理即可）

（2）酸雨对生物的生长有影响〔或酸雨会影响种子的萌发，假设需与（1）中的问题对应，合理即可〕

（3）酸雨 温度、空气 自来水

（4）形成对照

（5）种子发芽率 A培养皿中的发芽率明显低于B培养皿（合理即可） 酸雨对生物的生长有影响（或酸雨会

影响种子的萌发，结论与以上问题、假设对应即可）

七年级生物（下）期末检测卷（二）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

1~5 BBDDC 6~10 CDCBB 11~15 CCDCB 16~20 CCBDB
二、识图题

21.（1）氧气 二氧化碳

（2）进行气体交换

（3）1 右心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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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①②③
（5）②→④→①→③
（6）营养物质增加

（7）肾小囊 蛋白质 血细胞 c 肾小管 葡萄糖

（8）左心室肌肉壁最厚，利于将血液泵至全身各处（或心房与心室之间、心室与动脉之间都有瓣膜，能防止血

液倒流，合理即可）

22.（1）① 神经元 细胞体 突起

（2）脑 脊髓 神经

（3）反射弧 ①→②→③→④→⑤
（4）无感觉

（5）脑干

（6）公鸡报晓、大雁南飞（合理即可）

三、探究题

23.（1）白芸豆能够防治糖尿病的发生吗（或白芸豆中的某种物质能通过减少淀粉的分解来降低血糖的浓度

吗，合理即可）

（2）2毫升白芸豆 碘液 不变蓝 变蓝 下降

（3）一定剂量的物质B 一定剂量的胰岛素和物质B
七年级生物（下）期末检测卷（三）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

1~5 BCDCC 6~10 BADBC 11~15 BCADC 16~20 CACBC
二、识图题

21.（1）蛋白质 ③ 胃

（2）供能 ① 口腔 ④ 小肠

（3）小肠绒毛

（4）收缩 小于 气体扩散

（5）房室瓣 动脉瓣 静脉 心室

（6）3 右心房 ⑤→④→⑥
22.（1）③ 晶状体 ④ 视网膜 大脑皮层

（2）⑨→⑧→⑦→⑤→④→①
（3）⑤ 耳蜗

（4）语言 ⑤→④→①→F→E →C→D
（5）③ 小脑

（6）② 脑干 内分泌

三、探究题

23.（1）1和3或1和2 废旧电池

（2）满江红 满江红能净化被废电池污染的水质

（3）小鱼的数目太少

（4）支持 可以使用不同颜色的垃圾袋；将垃圾桶通过改造由一个变两个；厨余垃圾直接沥去水再往垃圾桶

倒；使用垃圾处理器、旧物再利用等（写出其中2条，合理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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