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年级生物（下）参考答案

八年级生物（下）形成性练习（一）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

1~5 DBADC 6~10 DAABC 11~15 ACCBB 16~20 ABBAA
二、识图题

21.（1）①③④ 保持母体的优良性状

（2）②
（3）① 嫁接（枝接） 接穗 砧木 形成层

（4）甘薯、葡萄、菊、月季（举出两例，合理即可）

22.（1）胸

（2）受精卵

（3）⑤→③→④→② 完全

23.（1）不完全变态发育

（2）跳蝻 生殖器官

（3）螳螂（合理即可）

24.（1）完全变态发育 蝇（合理即可）

（2）蛹 幼虫

（3）若虫 身体较小，生殖器官没有发育成熟

（4）c
八年级生物（下）形成性练习（二）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

1~5 ABACA 6~10 DADAD 11~15 DBDCA 16~20 BAABB
二、识图题

21.（1）蝌蚪 鳃

（2）变态

（3）蟾蜍、蝾螈（举出两例，合理即可）

（4）雄蛙

（5）胶状透明 深色小点

（6）水

三、探究题

22.（1）保护内部结构

（2）气泡 气体交换 钝端向上；存放前不要清洗；低温保存（答出一点，合理即可）

（3）钝 气室

（4）白 5 胚盘 胚胎

（5）3、5、6
（6）适宜的温度

八年级生物（下）月考卷（一）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

1~5 CBABD 6~10 DDCAD 11~15 AACCA 16~20 DBCDC
二、识图题

21.（1）甲 乙 嫁接 扦插、压条、组织培养（只要写出无性生殖方式的一种即可）

1



（2）① 接穗 ② 砧木

（3）形成层

（4）既能保持植株的优良特性，又能加快开花结果

（5）种子 双亲

22.（1）②→④→①→③ 完全变态

（2）①
（3）④
（4）菜粉蝶、蜜蜂（合理即可）

23.（1）卵黄 为胚胎发育提供营养

（2）胚盘 4 卵白

（3）气孔

（4）没有受精

（5）卵的大小

三、探究题

24.（1）26
（2）上升 下降

（3）已经死亡

（4）随着水温的升高平均孵化时间缩短

八年级生物（下）形成性练习（三）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

1~5 DADDA 6~10 BADDC 11~15 ADABB 16~20 DCDCC
二、识图题

21.（1）染色体 DNA 蛋白质

（2）A
（3）46 23
22.（1）不同的基因 DNA 染色体

（2）蛋白质

23.（1）46
（2）23 一半

（3）受精 受精卵 46
（4）XX
（5）相同（一样） 父方 母方 亲代双方

三、探究题

24.（1）普通甘蓝菜叶 适宜

（2）健康状况

（3）转基因甘蓝菜是安全的

（4）不认可 转基因作为一种新兴的生物技术手段，它的不成熟和不确定性，必然使得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

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转基因食品改变了我们所食用食品的自然属性，同时该类食品并未进行较长时间的人体安

全性试验，可能会对人体造成极大的健康危害（合理即可）

八年级生物（下）形成性练习（四）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

1~5 BBABD 6~10 ACCAB 11~15 ADADC 16~20 DDBDB
二、填图题

21.（1）① 染色体

（2）① 染色体

（3）多 细胞核

（4）性状 生理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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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基因是染色体上控制生物性状的DNA片段

三、识图题

22.（1）两 A a
（2）aa
（3）相对性状

（4）Aa aa 1∶1
（5）不可以 可以选择后代中基因组成都是Aa的植株进行杂交育种，多次反复实验，从中筛选基因组成是

AA的植株（可以选择红色圣女果植株进行杂交育种，多次反复实验，从中筛选纯种植株）

23.（1）变异

（2）不抗倒伏

（3）AA、Aa、aa
（4）0
（5）能 由遗传物质改变引起的变异是可遗传的

四、探究题

24.（1）花生果实的大小不同是因为品种不同吗
（2）A
（3）数量太少
（4）长轴的长短
（5）平均值
（6）不一定，可能发生变异

八年级生物（下）期中检测卷（一）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
1~5 ACDDA 6~10 CDDCD 11~15 BCBDD 16~20 BDCAB
二、识图题
21.（1）细胞核 DNA
（2）染色体 23
（3）成单 DNA
22.（1）D→A→B→C 蛹期 成虫
（2）水 形态结构 生活习性（与上一空可颠倒） 变态
（3）① 胚盘 ③ 卵白 ② 卵黄 卵壳 卵壳膜（与上一空可颠倒） D
（4）无性 两 斜向 母体
23.（1）相对性状 遗传
（2）显性
（3）Dd、Dd（写出一个不给分） DD和Dd
（4）0
（5）不可遗传的变异
三、探究题
24.（1）大鼠生长激素 D
（2）进行对照
（3）基因控制生物的性状
（4）转基因植物、转基因动物、转基因食品、转基因药品（写出两个，合理即可）

八年级生物（下）期中检测卷（二）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

1~5 DACAC 6~10 ABADB 11~15 ADBDC 16~20 ADBCB
二、识图题

21.（1）卵 变态发育 体内受精 体外受精

（2）受精卵→蝌蚪→幼蛙→成蛙

（3）5 胚盘

（4）鳃、肺（不能颠倒）

（5）4 卵白 3 卵黄

（6）1 卵壳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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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未受精

22.（1）变异

（2）显性

（3）aa 可能

（4）双眼皮

（5）男性 XY Y X
（6）基因 环境

（7）25 图略

三、探究题

23.（1）“薄头茧”的形成与光线的强弱有关吗（合理即可）

（2）幼虫

（3）蛹

（4）光线暗而均匀

八年级生物（下）期中检测卷（三）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

1~5 CBDDD 6~10 AABDD 11~15 ABBCB 16~20 CDBDA
二、识图题

21.（1）无性生殖 不经过两性生殖细胞的结合，由母体直接产生新个体（或后代只具有母体的遗传特性） 可

以迅速扩大优良植物新品种的繁殖量；可保持后代遗传特性的一致性；后代基本能够保持母体的优良性状；可缩

短植物育种周期等（答出其中任意一点均可，其他答案合理即可）

（2）柿子枝条 黑枣树干 柿子

（3）受精卵 水中

（4）形态结构 生活习性（与上一空可互换） 变态发育

（5）4 卵白 营养物质和水

（6）5 胚盘 （鸡卵）未受精

（7）哺乳动物（人）胎生、哺乳，大大提高了后代的成活率；鸟类的生殖方式是卵生，幼体的发育主要在母体外

进行，容易受环境因素的影响或被天敌捕食；鸟卵内的营养物质和水是有限的，而哺乳动物（人）的胎儿可以源源

不断地从母体得到营养物质和水；鸟的胚胎产生的一些排泄物留在卵壳内，而哺乳动物（人）胎儿产生的排泄物可

通过胎盘、脐带由母体排出体外（答出其中任意一点均可，其他答案符合题意亦可）

22.（1）② DNA ③ 蛋白质

（2）乙 X或Y
（3）Y
三、实践题

调查1：（1）相对性状 隐性

（2）Dd D d Dd dd
（3）卵细胞

（4）50%
（5）能卷舌

（6）B
调查2：不可遗传 环境

调查3：高产 抗倒伏（两空可互换）

四、探究题

24.作出假设：转基因食品对人类的健康有（或没有）影响

（2）等量

（4）形成对照实验

预测实验结果和结论：有

表达与交流：有；每组1只小白鼠，具有偶然性；可改为每组10只，增加其可信度（只要说法合理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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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级生物（下）形成性练习（五）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

1~5 ABDCC 6~10 ABAAD 11~15 DDBBC 16~20 AABDC
二、材料题

21.（1）可遗传的变异 普遍存在

（2）定向选择 生存斗争

（3）遗传 变异 自然选择

22.（1）性状

（2）保护色 适应性

（3）自然选择

（4）浅色桦尺蛾的数量将会增加，深色桦尺蛾的数量将会减少

三、识图题

23.（1）火山喷发
（2）原始大气中没有氧气
（3）有机小分子 闪电 有机小分子 有机大分子 有机大分子
（4）A
（5）B、C、D
24.（1）两栖类
（2）哺乳类 爬行类
（3）两栖类 爬行类
（4）陆地 由水生到陆生
（5）由低等到高等
（6）它们能够适应环境的不断变化
四、探究题
25.（1）模拟
（2）自然选择
（3）遗传的特性 选择
（4）繁殖后代

八年级生物（下）形成性练习（六）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

1~5 DAAAC 6~10 BADBB 11~15 ADBDA 16~20 ADBAB
二、识图题

21.（1）H5N1型禽流感病毒 蛋白质 遗传物质

（2）淋巴 与抗原结合，使抗原失去致病性

（3）对照

（4）控制传染源

（5）特异性

三、材料题

22.（1）传染源 控制传染源 切断传播途径

（2）易感人群 空气、飞沫

（3）特异性

23.（1）病原体

（2）D
（3）切断传播途径

（4）特异性

（5）不歧视，不孤立，力所能及帮助（合理即可）

24.（1）传染源 切断传播途径 易感人群

（2）抗体 否 病原体 特异性

（3）略

5



八年级生物（下）月考卷（二）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

1~5 BADDB 6~10 BBBDD 11~15 ABDBB 16~20 BABBA
二、识图题

21.（1）细胞壁

（2）蜕皮 外骨骼

（3）两栖动物 双重呼吸

（4）系统

（5）由简单到复杂、由水生到陆生，由低等到高等

22.（1）甲 鱼类

（2）丙 爬行类

（3）丁

（4）结构 生理功能

（5）化石

23.（1）在原始地球条件下，无机小分子物质能合成有机小分子物质吗（或原始地球能形成原始生命吗）

（2）闪电 原始地球条件下的原始大气成分

（3）氨基酸等有机小分子物质

（4）从无机小分子物质形成有机小分子物质是完全可能实现的

三、材料题

24.（1）柯萨奇病毒 患病的儿童（该病毒的携带者） 体弱的孩子（对该病缺乏免疫力的人群）

（2）①控制传染源——对已经得了疱疹性咽峡炎的孩子，至少需要隔离两周

②切断传播途径——外出回家要及时洗手

③保护易感人群——体弱的孩子要尽量避免到人群拥挤的地方，防止交叉感染

（3）具有传染性和流行性 流感、肺结核、乙肝、艾滋病（答出2种传染病，答案合理即可）

（4）不科学 因为抗生素的作用是杀菌和消炎，却没有预防感染的作用。如果家长给孩子乱用抗生素，还会

导致菌群混乱，无形中会延长病程，加重病痛

四、探究题

25.（1）1
（2）绿色 接近

（3）自然选择 达尔文

八年级生物（下）形成性练习（七）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

1~5 BCACB 6~10 CDDAB 11~15 BCDCD 16~20 CCBDA
二、填空题

21.（1）用法用量 保质期

（2）西

（3）C
（4）苯磺酸左旋氨氯地平片 替米沙坦（本问答案合理即可）

三、材料题

22.（1）使其呼吸道畅通

（2）搏动

（3）② 胸骨中下1/3交点处

（4）30 2
23.（1）碘伏、酒精（紫药水、创可贴、消毒棉棒，合理即可） 感冒冲剂、藿香正气水（药品合理即可） 晕车药

（2）中 OTC 非处方 不对 是药三分毒，不能随便乱用药

（3）抗原 抗体 特异性

（4）用消毒棉棒蘸碘伏或紫药水擦拭，并将其伤口暴露在外（或先用消毒棉棒蘸酒精消毒伤口周围皮肤，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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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创可贴包扎伤口，合理即可）

（5）胸外心脏按压 人工呼吸

（6）转移注意力

（7）a 止血带 我叫王小明，现在在麦积山石窟售票处，我的同学被岩石划伤，静脉出血，快来救救他

八年级生物（下）形成性练习（八）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

1~5 DDDDB 6~10 DCDBB 11~15 CBABD 16~20 DCBAD
二、材料题

21.（1）精神压力过大，影响了身体健康，从而导致猝死 身体健康

（2）找合适的理由安慰自己，或找朋友倾诉等，在采取上述做法的同时，积极寻找新的工作（合理即可）

三、探究题

22.（1）烟草浸出液的浓度

（2）水蚤心率随烟草浸出液浓度的升高而增大

（3）清水 烟草浸出液会在水蚤体内残留，影响实验结果的准确性

23.（1）35
（2）酒精的浓度
（3）减慢 酒精对水蚤的心率有影响
（4）酗酒对人体健康有危害，青少年不喝酒，成年人应少喝酒
四、问答题

24.（1）不利于学习。因为健康的身体是学习的保障，身体有病，不仅不利于集中精力学习，还会加重病情，加

长患病的时间，更加耽误学习。

（2）这些同学的行为不可取，这不仅不利于自身健康，还有可能把疾病传染给其他同学。

八年级生物（下）期末检测卷（一）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

1~5 DBCBB 6~10 DBBDD 11~15 DACDB 16~20 CAAAA
二、填空题

21.（1）变异

（2）3对常染色体+XY
（3）（甲）BB×BB BB×Bb （乙）Bb×Bb （丙）BB×bb （丁）Bb×bb
（4）完全变态发育

（5）长翅 甲组后代全部为长翅，没有表现出残翅，说明残翅是隐性的；再根据乙组只出现残翅一种性状，丙

组有长、有残进一步确定长翅为显性

（6）环境

三、识图题

22.（1）120
（2）B 地址详细，便于及时到达实施抢救

（3）D ② 口对口吹气法 E
四、材料题

23.（1）传染 流行

（2）患炭疽病的人或动物

（3）炭疽杆菌 抗体 特异性

（4）对照

（5）抗原 保护易感人群

（6）切断传播途径

（7）每天坚持体育锻炼；合理安排一日三餐，按时就餐；不抽烟，不喝酒，拒绝毒品；按时作息，合理规划学习和

娱乐时间；积极参加集体活动（写出两项，答案合理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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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级生物（下）期末检测卷（二）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

1~5 DCDDB 6~10 BBDCD 11~15 DDCDC 16~20 AACBD
二、非选择题

21.（1）成对 常

（2）女 XX
（3）蛋白质 DNA
（4）父方 母方 精子 卵细胞

（5）23
22.（1）取食类型

（2）尖而长 不利 淘汰

（3）环境 选择

23.（1）新型冠状病毒或“2019-nCoV”
（2）易感人群

（3）控制传染源 保护易感人群

（4）不聚集；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外出要戴口罩；家里、楼道、社区消毒、勤洗手、开窗通风等（答出两点，合理

即可）

（5）非处方

（6）抗原 大小、健康状况相同 相同 疫苗 预防或控制 抗体 三 特异性

（7）计划免疫

（8）坚持体育锻炼；按时作息；不吸烟、不喝酒；拒绝毒品；合理用药；积极参加集体活动，保持乐观心情等（答出

两点，合理即可）

八年级生物（下）期末检测卷（三）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

1~5 BCDBC 6~10 BCADA 11~15 BCCDD 16~20 CACCD
二、识图题

21.（1）生殖细胞 7条
（2）性染色体
（3）受精卵、幼虫、蛹、成虫 完全变态发育
（4）受精卵
（5）圆粒
（6）BB Bb、Bb
（7）1∶1
22.（1）原始大气 没有氧气 原始生命
（2）紫外线、雷电
（3）原始大气 原始海洋
（4）无机物 有机小分子物质
（5）有机小分子物质 有机大分子物质
三、材料题

23.（1）新型冠状病毒 传染源
（2）传染性、流行性 非特异性
（3）可遗传
（4）抗原 抗体 特异性免疫
（5）感染者进行隔离治疗——控制传染源；勤洗手——切断传播途径；注射疫苗——保护易感人群（写出其中

两项即可。1.只能从资料中的找具体做法；2.预防措施与做法一致才可得分。）
四、探究题

24.（1）避免偶然性
（2）对照
（3）增大
（4）AST
（5）略（观点鲜明，具有一定的逻辑性和说服力即可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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