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员 章第 员 节检测题》参考答案

粤援基础巩固

员援阅 解析 很多生物杂种个体自交都会发生性状分

离，但不一定适合作为遗传学实验的材料。

圆援月
猿援悦 解析 黄 黄、绿，说明黄色子粒是显性性状，

亲本为杂合子，子代黄色子粒豌豆中 员/猿 是纯合子，圆/猿 是

杂合子。

源援阅 解析 首先判断亲本中白果为显性且为杂合子。

云员 中黄果和白果各占 员/圆，再分别自交，云圆 中黄果占 缘/愿，白
果占 猿/愿。

缘援阅 解析 两个小桶中的玻璃球数量虽然不同，但只

要每个桶内两种颜色球的数量相同就不会影响配子出现的

概率，也不会影响实验结果，A、B 错误；每次抓出的两个球

统计后一定都要放回原桶中，这样可以保证抓取每种配子

的概率相等，悦 错误；由于雄配子数量远多于雌配子，因此

玻璃球数量多的桶代表雄性生殖器官，阅 正确。

远援粤
苑援月
愿援（员苑 分，除标明外，每空 员 分）

（员）白花豌豆 红花豌豆

（圆）去雄 授粉 要在花粉成熟之前进行 要干净、全

部、彻底 要外套罩子（袋子）

（猿）红（圆 分）

（源）猿颐员（圆 分） 粤粤、粤葬、葬葬（圆 分） 员颐圆颐员（圆 分） 性状

分离（圆 分）

怨援（员愿 分，每空 猿 分）

（员）一 圆粒

（圆）圆/猿
（猿）员颐员
（源）性状分离

（缘）自交

解析 （员）在遗传学上，把具有一对不同性状的纯种杂

交一代所显现出来的亲本性状，称为显性性状，把未显现出

来的那个亲本性状，称为隐性性状。相同性状的个体杂交后

代新出现的性状为隐性性状。由第一个组合可分析得：两个

圆粒的后代有皱粒出现，发生了性状分离，所以皱粒为隐性

性状，圆粒为显性性状。

（圆）第一组杂交组合类型是圆粒伊圆粒，后代出现性状

分离，所以基因型为 砸则伊砸则。子代圆粒的遗传因子组成是

砸砸、砸则，皱粒的遗传因子组成是 则则，所以子代圆粒的遗传因

子组成中杂合子占 圆/猿。
（猿）实验二子代中出现圆粒与皱粒的比例为 员颐员，其

主要原因是实验二亲本圆粒产生的配子种类 砸颐则 的比

例为 员颐员。
（源）在杂种后代中，同时出现显性性状和隐性性状的现

象，在遗传学上叫做性状分离。

（缘）欲判断实验一子代圆粒是纯合子还是杂合子，最简

便的方法是自交，如果发生性状分离，则子代圆粒是杂合

子；如果不发生性状分离，则子代圆粒是纯合子。

月援知能提升

员援阅 解析 遗传因子 粤员、粤圆 的表达产物 晕员、晕圆 可随

机结合，组成三种类型的二聚体蛋白 晕员晕员、晕员晕圆、晕圆晕圆，若该

生物体内 粤圆 遗传因子表达产物的数量是 粤员 的 圆 倍，则 晕员
占 员/猿，晕圆 占 圆/猿，由于 晕员 和 晕圆 可随机组合形成二聚体蛋

白，因此 晕员晕员 占 员/猿伊员/猿越员/怨。
圆援悦
猿援（圆园 分，每空 源 分）

（员）多只用不含添加剂的食物喂养的黑体雌果蝇

（圆）不含添加剂的食物

（猿）淤全为灰体

于若子代全为黑体，则待测果蝇的遗传因子组成为 遭遭
盂若子代既有灰体，又有黑体，则待测果蝇的遗传因子

组成为 月遭
解析 （员）检测某动物的基因型，常用测交法，即选取

多只用不含添加剂的食物喂养的黑体雌果蝇（遭遭）与待测雄

果蝇交配。

（圆）用不含添加剂的食物喂养子代果蝇。

（猿）淤若子代全为灰体，则待测果蝇的遗传因子组成为

月月，即 月月伊遭遭寅月遭；
于若子代全为黑体，则待测果蝇的遗传因子组成为

遭遭，即 遭遭伊遭遭寅遭遭；
盂若子代既有灰体，又有黑体，则待测果蝇的遗传因子

组成为 月遭，即 月遭伊遭遭寅月遭、遭遭。
《第 1 章第 2 节检测题》参考答案

A.基础巩固

员援悦 2.A
3.B 解析 假设控制玉米子粒颜色的相关基因为 A

和 a，非甜和甜的基因为 B 和 b，则 F1 的基因型为 AaBb。如

果 F1 自交，则后代表现型为黄色非甜、黄色甜、红色非甜、

红色甜，比例为 9颐3颐3颐1，其中与亲本表现型相同的占子代的

比例为 6/16 即 3/8。只看一对相对性状，则自交后代中黄色

和红色比例为 3颐1，非甜和甜的比例为 3颐1。如果 F1 测交，则

后代表现型为黄色非甜、黄色甜、红色非甜、红色甜，比例为

1颐1颐1颐1，所以红色非甜占子代的比例为 1/4。
4.B 解析 根据分析，基因 A 和 a、B 和 b 位于两对同

源染色体上，淤正确；根据分析，基因 C 和 c、B 和 b 位于两

对同源染色体上，于正确；由于 A 与 c 始终在一起，a 与 C
始终在一起，所以该植物能产生 ABc、aBC、Abc、abC 四种配

子，盂正确；榆该植物自交产生基因型为 AaBb 的后代的概

率为 1/2伊1/2=1/4，榆错误。故正确的为淤于盂三项。

5.C 解析 分析题干可知 F1 为 DdRr，F2 中既抗病又

抗倒伏类型为 ddR_，其中 ddRR 在 F2 中占 1/16，ddRr 在 F2
中占 2/16。

6.D 苑援阅
愿援（员缘 分，除标明外，每空 圆 分）

（员）基因的分离（1 分）

（圆）再赠砸则 赠赠砸则
（猿）绿色皱粒 纯合子

（源）员颐员 猿颐员
（缘）员/愿
解析 柱形图所显示的数据揭示的是各性状之间的比

值，我们可以利用分离定律反推出亲代每对性状的基因型，

由圆粒颐皱粒越苑缘颐圆缘越猿颐员，可推出双亲种子形状的基因型都

为 砸则；由黄色颐绿色越缘园颐缘园越员颐员，可推出子叶颜色的双亲基

因型为 再赠 和 赠赠。则 再赠砸则 和 赠赠砸则 杂交，单独研究每对基

因，其后代表现为黄色的概率为 员/圆，表现为皱粒的概率为

员/源，所以黄色皱粒所占的比例是 员/愿。
怨援（20 分，除标明外，每空 3 分）（员）有毛 黄肉

（圆）阅阅枣枣、凿凿云枣、凿凿云云
（猿）无毛黄肉颐无毛白肉越猿颐员
（源）有毛黄肉颐有毛白肉颐无毛黄肉颐无毛白肉越怨颐猿颐猿颐员（源 分）

（缘）凿凿云云、凿凿云枣（源 分）

解析 （员）（圆）实验 员：有毛 粤 与无毛 月 杂交，子一代均

为有毛，说明有毛为显性性状，双亲关于果皮有毛、无毛这

对相对性状的基因型均为纯合的（粤 的基因型为 阅阅，月 的

基因型为 凿凿）；实验 猿：白肉 粤 与黄肉 悦 杂交，子一代均为

黄肉，据此可判断黄肉为显性性状，双亲关于果肉颜色的基

因型均为纯合的（粤 的基因型为 枣枣，悦 的基因型为 云云）；在此

基础上，依据“实验 员 中的白肉 粤 与黄肉 月 杂交，子一代黄

肉与白肉的比为 员颐员”可判断黄肉 月 是杂合的，基因型为

云枣。综上所述，有毛白肉 粤、无毛黄肉 月 和无毛黄肉 悦 的基

因型依次为 阅阅枣枣、凿凿云枣、凿凿云云。（猿）无毛黄肉 月（凿凿云枣）自交，

理论上，下一代的基因型为 凿凿云云颐凿凿云枣颐凿凿枣枣越员颐圆颐员，表现型及

比例为无毛黄肉颐无毛白肉越猿颐员。（源）实验 猿 中子代的基因型

为 阅凿云枣，具有两对相对性状的杂合子自交，符合自由组合

定律，理论上，下一代的表现型及比例为有毛黄肉颐有毛白

肉颐无毛黄肉颐无毛白肉越怨颐猿颐猿颐员。（缘）实验 圆 中亲本的基因型

为 凿凿云枣（无毛黄肉 月）和凿凿云云（无毛黄肉 悦），其杂交得到的

子代无毛黄肉的基因型有 圆 种：凿凿云枣 和 凿凿云云。
B援知能提升

员援月 解析 根据题意可知，显性基因 悦、孕 同时存在时

开紫花，两纯合白花品种杂交，子代全为紫花（悦赃孕赃），则亲

本的基因型为 悦悦责责 和 糟糟孕孕。云员 的基因型为 悦糟孕责，测交子

代紫花（悦糟孕责）颐白花（悦糟责责垣糟糟孕责垣糟糟责责）越员颐猿。云圆 紫花中纯合

子（悦悦孕孕）的比例是 员/猿伊员/猿越员/怨。云圆 中白花的基因型有

悦糟责责、糟糟孕责、糟糟责责、糟糟孕孕、悦悦责责 5 种。

圆援悦 解析 棉花植株甲（粤粤月月糟糟）与乙（葬葬月遭悦糟）杂

交，云员 中至少含有一个显性基因 粤，长度最短为 远垣圆越愿 厘米，

含有显性基因最多的基因型是 粤葬月月悦糟，长度为 远垣源伊圆越员源
厘米。

猿援（圆园 分，除标明外，每空 猿 分）

（员）绿色（圆 分） 葬葬遭遭
（圆）粤葬月遭 源
（猿）粤葬遭遭、葬葬月遭 粤粤月月、粤粤月遭、粤粤遭遭、葬葬月月、粤葬月月 粤粤月月
解析 （员）依题意可知：只含隐性基因的个体表现为隐

性性状。实验淤中，绿叶甘蓝甲植株自交，子代都是绿叶，说

明绿叶甘蓝甲植株为纯合子；实验于中，绿叶甘蓝甲植株与

紫叶甘蓝乙植株杂交，子代绿叶颐紫叶越员颐猿，说明紫叶甘蓝乙

植株为双杂合子，进而推知绿叶为隐性性状，实验淤中甲植

株的基因型为 葬葬遭遭。
（圆）结合对（员）的分析可推知：实验于中乙植株的基因

型为 粤葬月遭，子代中有四种基因型，即 粤葬月遭、粤葬遭遭、葬葬月遭 和

葬葬遭遭。
（猿）另一紫叶甘蓝丙植株与甲植株杂交，子代紫叶颐绿

叶越员颐员，说明紫叶甘蓝丙植株的基因组成中，有一对为隐性

纯合、另一对为等位基因，进而推知丙植株所有可能的基因

型为 葬葬月遭、粤葬遭遭。若杂交子代均为紫叶，则丙植株的基因组

成中至少有一对显性纯合的基因，因此丙植株所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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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一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主管 山西三晋报刊传媒集团主办 学习报社编辑出版 总编辑 苗俊青 国内统一刊号 CN14-0708/（F）

人 教 必修 2

教师用报指南
2020 年 1 月 1 日

25-28第 期

笠报社地址/太原市三墙路坝陵北街盛世华庭 A1座 21层 邮编/030009 笠投稿邮箱/xxbswg1rjkb@126.com 电话/0351-32396圆苑 笠编辑质量监督电话/0351-3239626



基因型为 AABB、AABb、AAbb、aaBB、AaBB。若杂交子代均

为紫叶，且让该子代自交，自交子代中紫叶颐绿叶=15颐1，为
9颐3颐3颐1 的变式，说明该杂交子代的基因型均为 AaBb，进而

推知丙植株的基因型为 AABB。
《第 员 章章末检测题》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

员援阅 圆援悦 猿援悦 源援粤 缘援粤 远援悦
苑援月 解析 豌豆是自花传粉植物，因此具有隐性性状

的一行植株上所产生的 云员 都只有隐性个体；玉米既可自

交，又可杂交，因此显性植株所产生的都是显性个体，隐性

植株所产生的 F1 既有显性个体，也有隐性个体，粤、阅 错误，

月 正确；豌豆都为隐性个体，玉米可进行同株的异花传粉，

又可进行异株间的异花传粉，比例不能确定，悦 错误。

愿援月 解析 自交 灶 代，其显性纯合子所占的比例应

为 1/2-1/2n-1，对应 B 选项。

9援粤 解析 两病均患的概率为 葬伊遭，两病都不患的概

率为（员原葬）伊（员原遭），所以仅患一种病的概率越员原患两病的概

率原两病均不患的概率越员原葬伊遭原（员原葬）伊（员原遭）。
10援月 解析 根据分离定律，云圆 表现型为：抗病无芒颐抗

病有芒颐感病无芒颐感病有芒越怨颐猿颐猿颐员，若 云圆 开花前，把有芒品

种拔掉，只有无芒品种，而无芒品种中抗病和感病的比例为

猿颐员，自交后代 云猿 中感病植株比例为 1/2伊1/4垣1/4越3/8。
员1援阅 员2援阅
员3援悦 解析 因在 云圆 中双隐性绿色皱粒豌豆种子数为

远 员愿远 粒，则 云圆 中绿色圆粒豌豆种子为 远 员愿远伊猿越员愿 缘缘愿 粒。

员4援阅 员缘援悦 员远援阅 员苑援悦 员愿援阅
员怨援悦 解析 白猴（葬葬）与棕猴（一般为纯合子，其基因

型为 粤粤）交配，后代均为棕猴，粤 错误；白猴（葬葬）与棕猴（一

般为纯合子，其基因型为 粤粤）交配，云员 均为杂合体（粤葬），再
让 云员 中雌雄个体交配，后代出现白猴的几率（员/源）较低，月
错误；白猴（葬葬）与棕猴（一般为纯合子，其基因型为 粤粤）交

配，云员 均为杂合体（粤葬），再让 云员 测交，后代出现白猴的几率

（员/圆）较高，悦 正确；白猴（葬葬）与棕猴（一般为纯合子，其基因

型为 粤粤）交配，云员 均为杂合体（粤葬），再让 云员 与棕猴（粤粤）交

配，后代应均为棕猴，阅 错误。

圆园援悦 解析 由题干信息可知，三对等位基因遵循基

因的自由组合定律。由图可知，基因型为 粤赃遭遭ee 的个体能将

无色物质转化成黑色素。因此基因型为 粤葬月遭耘e 的两个亲

本杂交，出现黑色子代的概率为：猿/源伊员/源伊员/源越猿/远源，悦 正确。

圆员援悦 解析 由图形可知后代中 阅阅颐阅凿越员颐员，由此可知

亲本应是 阅阅 和 阅凿；而 杂杂颐杂泽颐泽泽越员颐圆颐员，说明亲本应是杂合

子自交，即 杂泽 和 杂泽，故综合分析亲本应是 阅凿杂泽 和 阅阅杂泽，故
选 悦。

圆圆援阅 圆猿援阅 圆源援粤
圆缘援月 解析 由 云圆 中出现的性状分离比灰色颐黄色颐黑

色颐米色越怨颐猿颐猿颐员 可知，该性状是由两对等位基因控制的一

对相对性状。黑色、黄色由单显性基因控制，灰色由双显性

基因控制，米色由双隐性基因控制，A 错误。设控制该性状

的两对基因分别为 粤、葬 和 月、遭，则黄色亲本为 葬葬月月（或

粤粤遭遭），黑色亲本为 粤粤遭遭（或 葬葬月月），云员 灰色均为双杂合个

体（粤葬月遭），云员 与纯合黄色亲本杂交（粤葬月遭伊葬葬月月 或 AaBb伊
AAbb），后代表现型为 圆伊员越圆 种，B 正确；云圆 中灰色大鼠基

因型为 粤赃月赃，云圆 灰色大鼠中有 粤粤月月 组合类型外还有

粤粤月遭、粤葬月遭、粤葬月月 三种基因型，并不都是杂合子，C 错误；

云圆 中，黑色大鼠的基因型为 员/猿葬葬月月 或 圆/猿葬葬月遭，米色大鼠

基因型为 葬葬遭遭，则其杂交后代中米色大鼠的概率是 员/猿，D
错误。

二、非选择题

圆远援（员员 分，除标明外，每空 圆 分）

（员）花未成熟（员 分） 甲（员 分） 防止其他花粉的干扰

（员 分）

（圆）员/愿
（猿）符合 矮茎半无叶型 员颐员颐员颐员
解析 （员）豌豆是自花传粉、闭花受粉的植物，不同植

株的花进行异花传粉时，需在母本植株花未成熟时即处于

花蕾期时去雄后进行套袋隔离，套袋的目的是避免外来花粉

的干扰。（圆）若甲为黄色圆粒（再赠砸则），乙为绿色皱粒（赠赠则则），
两者杂交产生的任意两粒种子中，一个是黄色圆粒，另一个

是绿色皱粒的概率为 员/源伊员/源伊圆越员/愿。（猿）高茎与矮茎、普通型

与半无叶型是两对相对性状，根据表中数据分析，高茎普通

型颐高茎半无叶型颐矮茎普通型颐矮茎半无叶型接近于 怨颐猿颐猿颐员，
控制这两对性状的基因的遗传符合基因自由组合定律。验

证可用测交法，可选用 云员 和表现型为矮茎半无叶型的植株

进行测交实验来加以验证，当后代出现高茎普通型颐高茎半

无叶型颐矮茎普通型颐矮茎半无叶型越员颐员颐员颐员 的结果时，则可

支持上述观点。

圆苑援（员圆 分，每空 圆 分）

（员）员/源
（圆）源 粤粤月月、粤粤遭遭、葬葬月月、葬葬遭遭
（猿）粤粤月遭 粤粤月月
（源）员/怨
圆愿援（员猿 分，除标明外，每空 猿 分）

（员）粤 品系（圆 分） 性状分离（圆 分）

（圆）员颐猿
（猿）凿凿藻藻 圆
解析 （员）据图分析可知，云员 的株高与 粤 品系无显著

差异，即都表现为矮秆；云圆 的株高呈现双峰分布，同时出现

了高秆和矮秆，发生了性状分离。（圆）水稻的株高大于 员圆园 糟皂
为高秆性状，根据曲线图的数据计算可知高秆与矮秆的比

例接近于 员颐猿。（猿）根据题意分析，月 品系是纯合高秆，除了

基因 凿 外，还含有另一基因 藻，穗颈较长，表现为高秆，因此

其基因型为 凿凿藻藻，则 粤 品系为 凿凿耘耘，子一代基因型为

凿凿耘藻，因此子二代矮秆植株的基因型有 凿凿耘耘、凿凿耘藻 两种。

圆怨援（员源 分，除标明外，每空 圆 分）

（员）乙（员 分） 乔化（员 分）

（2）阅凿匀澡、凿凿澡澡
（猿）源 员颐员颐员颐员
（源）蟠桃（匀澡）自交（蟠桃与蟠桃杂交）

（缘）表现型为蟠桃和圆桃，比例为 圆颐员 表现型为蟠桃

和圆桃，比例为 猿颐员
《第 圆 章第 员 节检测题》参考答案

粤援基础巩固

员援阅
圆援悦 解析 互为同源染色体的两条染色体只在减数

第一次分裂前期发生配对，有丝分裂过程不发生配对，粤 错

误；复制后的两条非同源染色体含有四条姐妹染色单体，但

不是四分体，月 错误；四分体是由同源染色体联会形成的，

一个四分体一定是一对同源染色体，悦 正确；同源染色体联

会后才形成四分体，在有丝分裂过程中同源染色体不发生

联会，此时一对同源染色体不是一个四分体，阅 错误。

猿援月 解析 减数分裂过程中同源染色体分离与非同

源染色体自由组合均发生在减数第一次分裂后期，减数第

二次分裂过程中着丝点分裂，姐妹染色单体分开。

源援月 解析 由题图可知，该细胞含两条染色体，不含

同源染色体，含染色单体，着丝点排列在赤道板上，处于减

数第二次分裂中期，可能是次级精母细胞或次级卵母细胞

或第一极体，所以其产生的子细胞不一定是精细胞。

缘援月 解析 甲处于减数第二次分裂后期，细胞质均等

分裂，可能为次级精母细胞或第一极体，A 错误；乙处于减

数第一次分裂后期，细胞质均等分裂，是初级精母细胞，B
正确。丙处于减数第二次分裂后期，细胞质不均等分裂，是

次级卵母细胞，C 错误；丙中的 酝、皂 不是同源染色体，而是

姐妹染色单体分开后形成的两条染色体，D 错误。

远援月
苑援阅 解析 受精卵中染色体上的 阅晕粤 一半来自卵细

胞，一半来自精子，而细胞质中的 阅晕粤 几乎全部来自卵细

胞，阅 错误。

愿援（员愿 分，除标明外，每空 圆 分）

（员）初级卵母细胞 四分体（或减数第一次分裂前期）

（圆）圆 粤 和 月、悦 和 阅（源 分）

（猿）源 员
（源）遭 或 遭忆（源 分）

解析 由图可知，粤 与 月 联会，悦 与 阅 联会，说明细胞

正处于减数第一次分裂的四分体时期，细胞名称为初级卵

母细胞。该细胞分裂时，非同源染色体自由组合，可以有 粤
与 悦、月 与 阅、粤 与 阅、月 与 悦 4 种组合方式。如果只有一个

初级卵母细胞，最后只形成一种卵细胞，即上述 4 种组合中

的一种。同源染色体的非姐妹染色单体之间的交叉互换可

增加配子种类的多样性。

怨援（员苑 分，除标明外，每空 圆 分）

（员）卵巢 细胞于是不均等分裂

（圆）淤盂于 次级卵母细胞或极体（源 分） 盂
（猿）阅晕粤的复制和有关蛋白质的合成（猿 分） 淤盂

月援知能提升

员援月 解析 有丝分裂后期，着丝点分裂，染色单体分

离，减数第二次分裂后期也发生着丝点分裂，染色单体分

离，粤 正确；减数第一次分裂前期发生同源染色体联会，有

丝分裂过程没有同源染色体联会现象发生，月 错误；一次有

丝分裂与一次减数分裂过程中染色体的复制次数相同，都

是复制一次，悦 正确；有丝分裂中期和减数第二次分裂中期

染色体的着丝点都排列在赤道板上，阅 正确。

圆援悦 解析 此卵原细胞含有两对同源染色体。卵原细

胞经过减数第一次分裂，同源染色体彼此分离，得到第一极

体和次级卵母细胞。若第一极体染色体组成为 员、猿，则次级

卵母细胞的染色体组成就为 圆、源，次级卵母细胞分裂形成

的卵细胞染色体组成也是 圆、源。同理，若第一极体染色体组

成为 圆、源，则次级卵母细胞染色体组成就为 员、猿，由它分裂

得到的卵细胞和第二极体染色体组成就为 员、猿。所以卵细

胞中的染色体组成有两种情况。

猿援（圆园 分，除标明外，每空 猿 分）

（员）有丝分裂后期 葬
（圆）次级精母细胞

（猿）遭、凿、藻
（源）葬、遭（源 分）

（缘）遭寅葬；凿寅糟（源 分）

解析 （员）图 员 中细胞发生了着丝点分裂，且含有同源

染色体，故细胞分裂的方式和时期是有丝分裂后期，细胞中

染色体数和核 阅晕粤 数均为 源灶，因此它属于图 圆 中类型 葬
的细胞。（圆）若某细胞属于类型 糟，取自精巢，没有同源染色

体，则其可能为处于减数第二次分裂后期的细胞，该细胞的

名称是次级精母细胞。（猿）若类型 遭、凿、藻 的细胞属于同一次

减数分裂，遭 处于减数第一次分裂，凿 处于减数第二次分裂

着丝点分裂之前，藻 处于减数第二次分裂结束时，那么三者

出现的先后顺序是 遭、凿、藻。（源）在图 圆 的 缘 种细胞类型中，

一定具有同源染色体的细胞类型为 葬 和 遭，糟 可能表示未复

制的体细胞或处于减数第二次分裂后期的细胞，不一定含

有同源染色体，凿 是处于减数第二次分裂着丝点分裂前的

细胞，藻 是减数第二次分裂结束后的细胞，凿、藻 肯定不含同

源染色体。（缘）遭 类型细胞着丝点分裂，染色体数目暂时加

倍，核 阅晕粤 数不变，形成 葬 类型的细胞。凿 类型细胞着丝点

分裂，染色体数目暂时加倍，核 阅晕粤 数目不变，形成 糟 类型

的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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