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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积极稳妥的推进，使用

全国统一命题试卷的省份逐年增加，全国统一命题的高

考理科综合能力测试生物卷（下文简称全国新课标卷Ⅰ）

与福建自主命题卷的理综生物部分（下文简称福建卷），

不仅在试卷结构上，在命题的思路上也存在着一定的

差异。
新课标Ⅰ卷与福建卷理综满分都为 300 分，但新课

标Ⅰ卷生物满分为 90 分，福建卷为 80 分。新课标Ⅰ卷

生物题量为“6+4+2 选 1”，即选择题 6 题，每题 6 分共

36 分，非选择题为 4 题，共 39 分；选考部分两题，1 题考

查选修一模块，另 1 题考查选修三模块，选做其中一题，

共 15 分。福建卷生物题量为“5+3+1”，即选择题 5 题，

每题 6 分共 30 分；非选择题 3 题，共 40 分；选修 1 题，

为选修三的必答题，共 10 分。
新课标Ⅰ卷与福建卷在命题思路上的差异，也形成

了各自试题的特色。我们对 2011-2014 年新课标Ⅰ卷与

福建卷理综生物试题进行比较研究，总结其试题命制特

点，希望对福建省高中生物学教学有所启示。
一、从命题说明看福建卷

福建省的理科综合能力测试从 2009 年至今的自主

命题已形成了一定的“闽派”风格。从每年生物学科高考

命题组编写的命题说明可以发现，生物试卷严格遵循全

国《考试大纲》和福建省《考试说明》的要求，按照既有利

于高等学校科学选拔人才，又有利于中学实施素质教育

的原则，结合福建省普通高中课程教学的实际情况进行

命制。试题全部为原创，不超出课程标准要修，充分体现

了公平性、科学性和规范性。具体体现在以能力立意为

主导，突出探究性与综合性；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体现科

学、技术与社会的联系；注重新情境的创设，突出生物科

学素养的考查。
为落实能力测试目标，福建卷在试题的命制上，具

有以下明显的特点：弱化考查知识内容的记忆，强调考

查科学方法与科学思维；弱化考查枝节内容，强调考查

主干知识；弱化考查实验步骤的记忆，强调考查实验原

理与方法；不回避热点问题，强化考查信息获取能力。
从命题说明与具体的试题看，福建卷的一大特点是

强调试卷的覆盖面。从 2011-2014 年福建卷理综生物部

分各模块分值与考查知识点的数量（如表 1）可以看出，

每年试卷各模块考查比例恰当，而且所考查的知识点

（以考试大纲知识内容表分类）都达 26 个以上，体现了

试卷的覆盖面较广。

福建卷的另一大特点就是注重新情境的创设。从

2011-2014 年福建卷理综生物部分试题的相关情境（如

表 2）可知，每年试卷涉及到 6~7 个的情境，也就是基本

上每道题都有一个具体情境。通过新情境的创设，不仅

考查考生的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还能很好地考查学生

获取信息的能力，也体现了理论与实际的联系，体现科

学、技术与社会的联系。

二、从数据看新课标Ⅰ卷

首先，从 2011-2014 年新课标Ⅰ卷理综生物部分各

表 1 福建卷各模块分值与考查知识点的数量

表 2 福建卷试题命制相关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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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背景下，比较 2011-2014 年生物科新课标Ⅰ卷和福建卷在考试依据、试题和有关数据的

差异，有助于提升高中生物学教学的有效性，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和考试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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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分值与考查知识点（如表 3）的数量统计看，新课标

Ⅰ卷不注重各模块在试卷所占的分值比例，如 2011 年

必修 1 模块占 43 分，而必修 2 只占 8 分；2012 年必修 3
模块也占到 42 分；除 2013 年外，每年必修 2 模块所占

的分值都不多。同时考查的知识点数量也不多，2011-
2014 年平均考查 14 个知识点，与福建卷考查的知识点

数量有一定的差距，可以看出新课标Ⅰ卷并不强调知识

的覆盖面。

说明：表中未列出选修一考查情况；表中“+”后的数据，表示

考查考纲知识内容表所要求该模块实验的分值。

从 2011-2014 年新课标Ⅰ卷的考点分布与分值统

计（如表 4）分析，试卷考查点相对集中，四年一共只考

查 36 个知识点（未统计选修一的内容），与考试大纲中

要求的 102 个考点（不含选修一考点）来说，覆盖面偏小。

说明：表中未统计选修一的内容；表中“+”表示该知识点内

容在试卷中另题也有出现。

其次，一些公认重要的内容，多年并没出现，如生物

的变异、生物的进化等。四份试卷合计分数超过 40 分的

考查内容有细胞的代谢、遗传的基本规律、人体的内环

境与稳态、种群和群落，这些是新课标Ⅰ卷的高频考点。
与福建卷相比，对种群和群落等知识的考查明显多了。
由于种群和群落等知识在考试大纲的要求层次上，多属

于Ⅰ层次，福建卷较少涉及，但对新课标Ⅰ卷而言是必

考内容，近年分值都在 10 分以上。
从试卷的难度方面看，以河北省近三年新课标Ⅰ卷

难度值比较（如表 5）分析：全卷难度在 0.61～0.68，属于

大规模选拔考试预期范围；但选择题偏容易，三年的难

度值都大于 0.73；同时由于选考题的分值仅为 15 分，虽

然选考题两题难度值并不一致，但对全卷的总体难度值

影响不是太大。

说明：整卷难度栏中上一行为做选修一的值，下一行为做选

修三的难度值。
试卷的阅读量与答题量也影响着试卷的难度，福建

卷的生物部分文字量，都保持在 2500 个左右，但试卷中

的图表相对较多，2013 年有 4 图 4 表，2014 年有 6 图 1
表。几年来，福建卷都没有出现简答题式的设问，答题的

文字量不多，平均 110 个字。
新课标Ⅰ卷近四年试题图表与文字数目统计（如表

6）。由表 6 可见，整卷总文字数与福建卷相差不大。

表 5 2012-2014 年河北省高考生物（新课标Ⅰ卷）试题

难度值

表 3 新课标Ⅰ卷各模块分值与考查知识点的数量

表 4 2011-2014 年新课标Ⅰ卷各考点分布与分值统计

本刊关注视点聚焦

表 6 新课标Ⅰ卷 2011-2014 年试题图、表与文字数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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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湖南麓山国际实验学校唐永红老师讲座课件

但新课标Ⅰ卷却比福建卷多一道选择题和一题选

考题，而且图表也比福建卷少，因此，新课标Ⅰ卷的阅读

量总体小于福建卷；新课标Ⅰ卷在题干的叙述上，更显

简洁。然而从答题字数上看，新课标Ⅰ卷却比福建卷多

出许多。如何准确而快速的答题，考验考生的表达能力，

这是福建考生今后要加强训练的重要内容。
由于新课标Ⅰ卷与福建卷选考题设置方式不同，如

何处理选修一的教学，是福建省必须谨慎面对的问题。
从近三年河北省、湖南省选考题选做情况和难度值统计

（如表 7）分析，要完全控制选修一与选修三的难度完全

一致是比较困难的。

说明：题号 39 为选修一试题，40 为选修三试题。
不同省份考生选做选修试题的情况也不尽相同，通

常情况是选做选修三的人数较多，在河北省差异尤为显

著，估计与地区教学内容的差异有关。
三、从试题看新课标Ⅰ卷

对 2011～2014 年新课标Ⅰ卷的试题进行分析，并与

福建卷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新课标Ⅰ卷试题呈现出以

下特点。
1.依托教材，注重识记
与福建卷试题强调情境设置，素材多来源于生物学

各分支学科的真实实验相比，新课标Ⅰ卷命题多依托教

材，直接使用教材上的素材，因此选择题的题干中常出

现：“关于……的叙述，正确的是（ ）”的形式，其中的

“……”多为教材的内容。例如 2013 年新课标Ⅰ卷的选

择题第 1、2、3、5 题；2014 年的选择题第 1、3、4 题，都是

以该形式设置题干，考查的全是教材上的记忆的知识内

容，这应该是选择题难度值大于 0.73 的原因之一。
从非选择题考查点设置看，许多填空都属于考试大

纲所要求的Ⅰ层次水平，是教材内容的记忆。如 2011 年

新课标Ⅰ卷第 30 题，第（1）题，考查细胞器在蛋白质合

成和运输过程中行使功能的顺序；第（2）题，考查体液免

疫中抗体的形成过程等，都是教材上现成内容的记忆，

而且第一问的答案还设置了 3 个填空。2013 年第 40 题

选修 3 的选做题，题干中提供了 3 则的素材，但在后面

的设问中，还是以基因工程操作过程、蛋白质工程的目

的、胚胎移植的对象等记忆内容做为考查点。同样，在实

验题的考查上也主要是记忆内容，如 2014 年新课标Ⅰ

卷的第 29 题，考查观察大蒜根尖细胞有丝分裂的实验，

问题设置回答解离的作用、染色剂的酸碱性、染色对象

等内容，尤其是第（2）题，直接要求写出细胞核的功能。
正如长沙一中甘伟丰老师在分析 2014 年湖南高考

理综生物试题的文章中所总结的“纵观近几年生物高考

题，着重考查了考生对生物学概念和原理的识记、理解

和运用，而今年大部分高考题是教材知识甚至是教材原

文在考卷上的重现。高中生物的学习只有在识记相关知

识的前提下，提升能力才成为可能。在高三复习过程中，

建议教师整理出高中生物学教学内容的核心知识点，督促

学生背诵”。
2.关注学科方法的考查
理科综合能力测试与过去的生物单科卷相比，最主

要的区别就在于强调学科方法的考查，常常涉及的学科

方法有：实验观察、比较归纳、重复对照、模型建构、抽样

检测、类比推理、假说演绎、问题探究等等。新课标Ⅰ卷

在加强学科方法的考查上，更具创新特色。
例如 2012 年新课标Ⅰ卷第 32 题的第（3）小题，是

为探究“鹿角效应”假说是否成立而进行的问题探究，似

乎考查内容与生物学无关，实际上考查的是生物学素养

———实验的对照、观察，类比推理等科学方法。2013 年

新课标Ⅰ卷的第 29 题考查某油料植物的种子萌发过程

中干重及脂肪含量的变化，其中的第（2）小题，要求学生

判断推理，回答导致萌发种子干重增加的主要元素是

什么。
在 2013 年课标Ⅰ卷的第 31 题遗传学内容的考查

中，不仅考查学生获取信息能力，也是考查学生应用假

说演绎方法的能力。要求学生能通过观察到的现象，提

出问题，作出假设，并通过设计实验过程来验证假说。
通过模型构建来准确地描述生物学方面内容，也是

新课标Ⅰ卷常涉及的考点。如 2012 年新课标Ⅰ卷的第

29 题以种子萌发时种子干重与胚乳的干重变化曲线，

考查细胞呼吸。其中有 2 空要求考生计算，一是计算该

时间段内每粒种子呼吸消耗的平均干重是多少 mg。二

是求最大转化速率为多少 mg* 粒-1·d-1 粒。这都是数学

模型应用的具体表现。
3.不强调覆盖面，考点相对集中
从前面的数据分析已经看出，试卷的覆盖面不大，

考查的知识点偏少。从整卷的试题来看，可以发现：在试

卷编制时，不过分强调模块间的比例关系；对某些考点

多年都涉及，成为高频考点。
如 2011 年新课标Ⅰ卷的 6 道选择题中有 5 题都与

必修 1 模块有关，完全不考虑各模块间比例关系。近两

年的选择题的模块分布相对好些，但必修 1 模块的数量

还是偏多些。
对于高频考点，不回避，可能上一年刚考过，相似的

视点聚焦本刊关注

表 7 2012-2014 年河北省、湖南省选考题选做情况和难度值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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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在下一年又出现，这可能与命题者认为试题相似，

但每年却是不同的考生有一定的关系。如 2012 年、2013
年第 1 题选择题，两题都考查蛋白质生物合成过程中

tRNA、mRNA、密码子等有关知识。如果从 2011～2014 年

的生态题比较来看，发现种间关系、种群数量变化、群落

概念的判断、次生演替、食物网等内容，常常出现。
4.以遗传题进行难度、区分度调控
作为常模参照考试，高考重视难度和区分度的调

控，据 2013、2014 年河北省对新课标Ⅰ卷生物试题的难

度统计（如表 8、表 9）分析，可见遗传题是调控的主要

杠杆。

从上表所列的难度值分析，不难得出许多试题都属

于容易题，尤其是选择题。整卷中最难的试题非遗传题

莫属。特别是 2013 年新课标Ⅰ卷的第 31 题，难度值为

0.12，是近年来最难的一道试题。就生物学科而言，通常

将难度值≥0.7 的试题定为容易题，0.4～0.7 之间定为中

档题，≤0.4 的试题定为难题。以这标准统计，2014 年新

课标Ⅰ卷的容易题、中档题、难题的分值比为 50：25：

15，明显容易题占了绝大部分，主要靠 15 分的难题进行

区分度的调控，而这 15 分的难题，全是落在遗传题上。
从这也可看出，新课标卷的命题上，在确保基础分前提

下，以遗传题对学生进行能力选拔，筛选录取本一中名

牌大学的学生。
5.大学教师命题特征明显

全国组织命题的新课标卷与大纲卷，均以大学教师

命题为主，这与福建省有中学教师参与高考命题的方式

有着一定的不同。上述试卷的覆盖面、高频考点的出现

以及前后年试题的相似等等特点，应该也都与大学教师

命题有一定的联系。此外，大学教师更强调科学性问题，

常用专业语言进行描述，而且在一些概念的理解上，中

学教材与大学教材可能存在着一定差异。如矿质元素的

概念，在新课标教材中就没有出现该概念，而且考试大

纲中也没明确要求，但在 2013 年的新课标Ⅰ卷第 3 题

却出现了该概念，同时在该卷的第 29 题第（3）问的参考

答案中，也要求回答“矿质元素离子”。“矿质元素”的提

法，对于“无机盐”而言，是更加规范、准确，但对中学生

而言，似乎超过了考试要求。
再如 2014 年新课标Ⅰ卷第 2 题，考查的是绿藻照

光培养一段时间后，用黑布迅速将培养瓶罩上，绿藻细

胞的叶绿体内不可能发生的现象。从答案设置上看，D
选项为 NADPH/NADP+比值下降。以还原型辅酶Ⅱ的方

式来表示变化情况，由于 NADPH、NADP+ 的表示，在人

教版教材中出现于边栏中相关知识部分，教材正文中都

以学生容易理解的[H]来表示，以更加科学的 NADPH、
NADP+ 表示，对学生的要求就提高了。

在 2014 年新课标Ⅰ卷第 40 题选考题中，考查了单

克隆抗体的制备。题干中说明了制备过程：若要制备杂

交瘤细胞，需取免疫后小鼠的 B 淋巴细胞（染色体数目

为 40 条），并将该细胞与体外培养的小鼠骨髓瘤细胞

（染色体数目为 60）按一定比例加入试管中，再加入聚

乙二醇诱导剂融合，经筛选培养及抗体检测，得到不断

分泌抗 A 抗体的杂交瘤细胞。其中的第（3）问是：“杂交

瘤细胞中有 ___ 个细胞核，染色体数目最多是 ____
条”。对于染色体数目最多有多少条，中学教师与大学教

师的理解就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大学教师考虑的是从实

验操作出发，在细胞的融合过程中，常常发生染色体的

丢失情况，如果没有丢失的话，最多就只有 100 条。但中

学教师的理解并不是基于染色体的丢失，而是考虑杂交

瘤细胞的有丝分裂后期，着丝点分开，细胞尚未缢裂，染

色体数目加倍，故最多应有 200 条。当然从科学性出发，

最后的标准答案还是 100 条，因为在有丝分裂的后期，

由于核膜的解体，没有细胞核的存在，有细胞核时，应该

是 100 条的。
总之，通过对高考生物新课标Ⅰ卷和福建卷的比较

分析，以期厘清新课标Ⅰ卷的特点，打破长期以来“闽

派”生物试卷命题形成的思维定势，有助于改变高中生

物学教学的方式，提高教学的有效性和减轻学生的课业

负担及考试压力。

表 8 2013 年河北省生物试卷难度统计

表 9 2014 年河北省生物试卷难度统计

本刊关注视点聚焦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