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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高考理综I卷生物学试题的科学解释能力考查

陈 婷 俞如旺+ (福建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福州350117)

摘要从科学解释能力的定义出发，对2017年高考理综I卷生物学试题中有关科学解释能力检测试题以及考试答题情况进行

分析，列举了考生作答科学解释试题时出现的方向性、逻辑性、完整性问题。

关键词科学解释能力 生物学高考错误分析

科学解释能力是指：运用科学理论、规律进行思 提供参考。

考，科学地说出现象产生的原因、事物之间的联系的能 1 科学解释试题的考查要素与分值分析

力，是一种重要的科学学科能力⋯。高考是选拔性考 科学解释能力在试题中的考查包括阐明特定现

试，对考生的科学解释能力的考查尤为重视。2017年 象的本质、预测可能发生的情况以及推测事件发生

高考理综I卷生物学试题突出考查考生的科学解释 的原因等三个要素。依据科学解释能力的考查要

能力，要求考生能在已有的学科认知和特定的试题 素，对新课标I卷进行分析，得出科学解释试题的要

背景中寻找证据，通过逻辑推理对生物学问题进行 素考查情况与考生得分情况(表1)。从表l可以看

科学的解释。因此，如何提高学生生物学解释能力， 出，考生无论选做37题或38题，全卷科学解释试题

是中学生物学教学的重要研究内容。本文在对2017 总分均为22分，占生物学试题总分值的24．4％，可

年高考理综I卷考查学生科学解释能力的试题(以 见科学解释能力的考查在全卷中占重要地位。其

下简称：科学解释试题)进行分析和讨论的基础上， 中，推测事件发生原因的要素的考查最为频繁，且

结合科学解释试题的答题步骤和高考阅卷，例析考 试题所占的总分值最高，占科学解释试题总分的

生在本次高考答题中出现的三大主要问题，为教学 78％。

表1科学解释试题的要素考查与得分情况

30 37+‘ 38++
题号 4+

(1)① (2) (1)② (2)② (1) (2)②

推测事件 推测事件 推测事件 阐明特定 预测可能 推测事件 阐明特定
考查要素

发生原因 发生原因 发生原因 现象本质 发生情况 发生原因 现象本质

分数 6 4 4 4 4 4 4

平均得分 2．38 1．37 2．53 0．93 0．67 0．37 0．24

(注：“+”标记为选择题，“++”为选做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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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科学解释试题的要素考查情况与得分情况，

将每道试题的总分与考生的平均得分按考查要素进行

分类统计，得出试题得失分比较(图1)。从图l可以

看出，科学解释能力的三要素中，推测事件发生原因的

要素在试题考查中反馈结果最好，考生的平均分接近

该要素考查总分的40％。预测可能发生情况的要素

与阐明特点现象本质的要素在试题考查中反馈出的结

果相似，考生的平均分接近其要素考查总分的15％。

但从科学解释能力各要素的总体考查结果而言，考生

的得分率均不高，因此能够反映考生科学解释能力薄

弱的现状。

2 科学解释试题答卷中出现的错误与分析

科学解释试题的答题步骤可分为：理解题干，获取

有效信息一建立核心概念与现象间的逻辑关系一准确

表达。其步骤分别决定了考生答题的方向性、推理的逻

辑性和答案的完整性。下面对考生作答科学解释试题

时出现的典型错误进行整理(表2)，并分析其错误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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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各要素所涉试题的得失分比例

表2科学解释试题的典型错误答案

题号 考生典型错误答案 原因

甲的补偿点大于乙的补偿点，二氧化碳浓度下降 I

两种植物光合作用释放出氧气，导致二氧化碳含量下降 Ⅱ、Ⅲ
(1)①

光合作用消耗的C0：量大于呼吸作用产生的c0：量 Ⅲ

密闭小室中CO：的含量下降，导致光合作用速率降低 Ⅲ

甲植物的c0：补偿点大于乙植物，甲植物可以进行光合作用为有氧呼吸提供有机物和能量，
30 I、Ⅱ

最终提高有氧呼吸速率

光反应产生大量氧气，使CO：增加，植物有氧呼吸增加 Ⅱ
(2)

光照一段时间后，植物光合作用产生有机物，为有氧呼吸提供所需物质，有氧呼吸速率提高 Ⅱ

光合作用合成ATP供不应求，使有氧呼吸增加，提供更多ATP Ⅱ、Ⅲ

CO：有助于植物呼吸作用，氧气浓度升高 Ⅱ、Ⅲ

细菌不能同时利用土壤中的C源和N源，因此利用了尿素的N就不能利用C0： Ⅱ

(1)② 没有光合色素 Ⅲ

细菌中不具有利用CO：合成有机物的酶 Ⅱ、Ⅲ
37‘’

尿素对其他细菌的繁殖有影响，因此要选用不含尿素的培养基 Ⅱ

(2)② 含有NH。NO，培养基无法起选择作用 Ⅲ

含有NH。NO，的培养基能够为其他细菌提供生长因子 Ⅱ、Ⅲ

大肠杆菌感受态细胞未完成转化，无法导人基因A，因此无法得到蛋白A I

Ca2+浓度不适宜，导致无法得到蛋白A I、Ⅲ

(1) 大肠杆菌无高尔基体和内质网，不能加工蛋白质 I

基因A的内含子在大肠杆菌中表达，所以不能合成蛋白A Ⅱ

38’’ 原核生物中没有基因A的内含子对应的机制 Ⅲ

噬菌体DNA可以在受体细胞中复制并表达，选用噬菌体为载体 I

昆虫病毒为原核生物，无真核生物所具有的切除内含子的机制 I、Ⅱ
(2)②

昆虫病毒含有RNA I、Ⅲ

家蚕是昆虫，当昆虫病毒侵入时会产生抗体 Ⅱ、Ⅲ

(注：I——答题方向错误；Ⅱ——推理缺乏逻辑；Ⅲ——答案不完整)

通过表2的分析可知，科学解释试题的失分原因

与其答题步骤密切相关，由答题方向错误、推理缺乏逻

辑和答案不完整等三大问题造成，具体表现如下。

2．1 未理解试题的实质，导致答题方向错误考生答

题时，首先应该阅读题干、理解题干，获取解题的有效

信息，明确解题方向。但有的试题并未直接呈现明显

的解题方向，往往需要考生对题于进一步理解与分析，

将题干内容转化为有效的信息，为科学解释提供明确

的方向。若考生不能理解试题所传递的实质内容，将

导致答题方向错误，从而影响得分情况。

例1(第38题第l问)某同学从人的基因组文

库中获得了基因A，以大肠杆菌作为受体细胞却未得

到蛋白A，其原因是 。

考生错误答案：“大肠杆菌感受态细胞未完成转

化，无法导入基因A，因此无法得到蛋白A”“Ca“浓度

不适宜，导致无法得到蛋白A”“大肠杆菌无高尔基体

和内质网，不能加工蛋白质”，这些答案反映出考生并

没有真正理解试题的实质，仅通过初步阅读试题、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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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干浅层信息：“目的基因A导人大肠杆菌”或“大肠

杆菌作为受体细胞”，错误地从“目的基因导入受体细

胞失败”“原核生物的细胞结构”等角度出发回答问

题，导致证据、推理和推断错误，构建的解释与正确答

案相距甚远。若考生通过进一步理解题于，获得试题

的深层信息：“基因A是人类基因，具有内含子”“大肠

杆菌是原核生物，不具有切除内含子的机制”，将深层

信息进行组织、整理后，便能得到正确答案。避免答题

时的方向性问题，需要考生养成仔细阅读、认真审题、深

度理解题干的习惯，以获取正确的信息作为科学解释的

证据，不被表层信息迷惑，从而保证答题方向的准确性。

2．2核心概念掌握不牢固，导致推理缺少逻辑性扎

实的知识基础是正确答题的关键，考生在进行科学解

释的时候，需要建立生物学现象与核心概念、规律之间

的联系。考生对核心概念掌握不牢固，导致答题思路

混乱、推理缺乏逻辑从而影响得分。

例2(第30题第2问)若将甲种植物密闭在无

O：、但其他条件适宜的小室中，照光培养一段时间后，

发现植物的有氧呼吸增加，原因是 。

考生错误答案之一：“光照一段时间后，植物光合

作用产生有机物，为有氧呼吸提供所需物质，有氧呼吸

速率提高”，该答案具有完整的科学解释结构，答题方

向正确。但考生对核心概念掌握不牢固，误以为有氧

呼吸提高是由于光合作用产生的有机物增多导致，使

得推理过程缺乏科学的逻辑关系。有考生回答：“甲植

物的CO：补偿点大于乙植物，甲植物可以进行光合作

用为有氧呼吸提供有机物和能量，最终提高有氧呼吸

速率”，该答案首先体现考生不理解试题的实质，错误

引用信息“CO：补偿点”导致答题方向错误。其次，体

现出考生核心概念不扎实，误认为光合作用通过为有

氧呼吸提供有机物和能量导致有氧呼吸速率提高。还

有考生认为光合作用是通过影响ATP含量、[H]含量、

CO：含量，最终增强植物有氧呼吸速率。解决核心概

念掌握不牢固而导致的推理逻辑性问题，考生需要具

备夯实的核心概念作为答题基础，才能够正确利用核

心概念进行科学解释，使科学推理具有逻辑性。

2．3 不了解科学解释的基本结构，导致回答缺乏完整

性有考生在解释生物学现象时，分明能从正确的角度

切入试题，且基础知识、核心概念扎实，具备构建科学推

理的能力，但最终给出的答案却残缺不全。究其根本是

考生不了解科学解释的基本结构导致。完整的科学解

释需要包含证据、推理、推断三个基本结构。2j。证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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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由科学数据组成的、用来支持学生推断的依据。推理

是利用假说、演绎等科学方法连接证据与推断的桥梁。

推断是从学科角度认识现象所得出的初步结论。

例3 (30题第1问①空)将正常生长的甲、乙两

种植物放置在同一密闭小室中，适宜条件下照光培养，

培养后发现两种植物的光合速率都降低，原因是

一C)有的考生已经从正确的答题方向——“光合作用

大于呼吸作用，导致小室中CO，降低”切入，但给出答

案“光合作用消耗的CO，量大于呼吸作用产生的CO，

量”，未提供证据和进一步的推理，使回答缺乏完整性。

有的考生回答：“密闭小室中CO，的含量下降，导致光

合作用速率降低”，却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密闭小室中

CO：的含量为何下降，因此答案也不完整。可见，证

据、推理与推论是考生回答科学解释试题的得分要点。

考生在进行科学解释的最后，还需要对科学解释的表

达进行确认，确保答案中包含科学解释的三个基本结

构，避免因答案不完整而造成的错误。

(术通信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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