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州第十中学 2019-2020 学年 第一学期 高一生物 校本作业

高一生物 第（1）页；共（6）页

第四章 《细胞的物质输入和输出》 导学案

班级： 姓名： 座号：

4.1 物质跨膜运输的实例

一、动物细胞吸水和失水：

1.动物细胞吸水和失水的原理：细胞膜具有控制物质进出细胞的作用，相当于一层 。

外界溶液浓度 细胞质的浓度时，细胞吸水膨胀；

外界溶液浓度 细胞质的浓度时，细胞失水皱缩；

外界溶液浓度 细胞质的浓度时，细胞处于动态平衡状态。

二、植物细胞吸水和失水：

1.植物细胞内的液体环境主要指 ，原生质层是指 、

和两者之间的 。植物细胞的原生质层相当于一

层 ，而细胞壁是

。

外界溶液的浓度 细胞液的浓度时，细胞失水，发生___________________；

外界溶液的浓度 细胞液的浓度时，细胞吸水，发生___________________。

2.当植物细胞失水时，由于原生质层比细胞壁的伸缩性 ，因而会出现

和 分离的现象，称为质壁分离。

质壁分离的细胞吸水后， 和 恢复原状，称为质

壁分离复原。

3.将制作好的洋葱鳞片叶的外表皮细胞临时装片放在低倍镜下，观察

的大小以及 的位置。然后在盖玻片的一侧滴入

溶液，在另一侧用 吸引。再用低倍镜观察，可以发现中央液泡

，原生质层与 分离。此时在盖玻片的一侧滴入

，在另一侧用吸水纸吸引，一段时间后在显微镜下可以看到

与 复原。

三、物质跨膜运输既有 梯度的，也有 梯度的，这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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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于细胞生命活动的需要，即细胞对于物质的输入和输出有 。细胞膜和

其他生物膜都是

膜，这种膜可以让 自由通过，

一些也可以通过，而 则

不能通过。

【自我检测】

1. 干旱时，植株会萎蔫，这时植株内的细胞可能会出现下列哪种情况（ ）

A. 质壁分离 B. 吸胀吸水 C. 质壁分离复原 D. 渗透吸水

2. 发生质壁分离复原的植物细胞中，水分经过的结构依次是（ ）

A．细胞膜、液泡膜、细胞质、细胞壁 B．细胞壁、细胞膜、细胞质、液泡膜

C．液泡膜、细胞质、细胞膜、细胞壁 D．细胞壁、细胞膜、液泡膜、细胞质

3. 人红细胞的渗透压与 x浓度的食盐水相当，而浸在 y 浓度食盐水中的红细胞破裂；浸在 z

浓度食盐水中的红细胞收缩。则这三种食盐水的浓度大小依次是（ ）

A. x＞y＞z B. y＞x＞z C. z＞y＞x D. z＞x＞y

4. 有关原生质层的下列叙述中，正确的是（ ）

A．去掉细胞壁的植物裸露细胞是原生质层 B．原生质层包括细胞膜、细胞质及细胞核

C．原生质层包括细胞膜、液泡膜及两者之间的细胞质

D．组成原生质层的主要生命物质是蛋白质和核酸

5. 将人体血液放置于 9%食盐溶液中制成装片后，用显微镜观察，可以发现血细胞呈现（ ）

A．质壁分离 B．正常状态 C．细胞膜破坏 D．细胞皱缩

6. 细胞膜的生理特性是（ ）

A．具有一定的流动性 B．有保护内部的作用 C．一种半透膜 D．一种选择透过性膜

7. 下列哪项不是发生质壁分离的必备条件（ ）

A．细胞壁与原生质层的伸缩性不同 B．液泡的有无

C．原生质层两侧的溶液具有浓度差 D．细胞核的大小

8．将紫色萝卜的块根切成小块放入清水中，水的颜色无明显变化，若进行加温，随着水温

的升高，水的颜色逐渐变深，分析其原因是（ ）

A．细胞壁在高温中受到破坏 B．生物膜在高温时失去了选择透过性

C．高温使花青素的溶解度加大 D．高温使细胞内形成有色物质

9. 植物细胞的质壁分离过程中，与细胞壁分离的是（ ）

A．细胞核 B．原生质层 C．细胞质 D．液泡膜



福州第十中学 2019-2020 学年 第一学期 高一生物 校本作业

高一生物 第（3）页；共（6）页

4.2 生物膜的流动镶嵌模型

一、对生物膜结构的探索历程

1.细胞膜的组成成分是什么？

19 世纪末，欧文发现细胞膜对不同的物质的通透性不一样：凡是可以溶于脂质的物质，

比不溶于脂质的物质更容易通过细胞膜进入细胞。提出膜是由__________组成的。

2.欧文的推论是否正确呢？膜中除含脂质外，还有没有其它成分呢？

科学家第一次将膜从哺乳动物的红细胞中分离出来。化学分析表明：膜的主要成分是

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__。

3.脂质和蛋白质是怎样形成膜的呢？

1925 年，两位荷兰科学家用__________从人的红细胞中提取脂质，在空气——水界面上

铺展成单分子层，测得单分子层的面积恰为红细胞表面的 2 倍。由此得出结论：细胞膜的中

的脂质分子的排列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蛋白质在脂双层的什么位置？

（1）20 世纪 40 年代曾有科学家推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直到 50 世

纪，_____________,罗伯特森在电镜下看到了细胞膜的清晰的___________________-的三层

结构，他提出的生物模型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他把生

物膜描述为________的统一结构。

（2）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科学家对________________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随着新技术

的运用，科学家发现膜蛋白在细胞膜的位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有什么证据证明细胞的物质是不断运动的呢？

1970 年，科学家用发绿色荧光的染料标记小鼠细胞表面的___________,用红色荧光的染

料标记人细胞表面的____________,将小鼠细胞和人的细胞___________。刚融合时，融合细

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在 37 下经过 40 分钟，两种颜色的荧光

_______。这一实验及相关的其他实验证据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在新的观察和实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生物模型，现在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模型是 1972

年__________和__________提出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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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流动镶嵌模型的基本内容

1.内容：

流动镶嵌模型认为：____________________构成了膜的基本支架，这个支架__________。

磷脂双分子层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具有__________。蛋白质分子有的____________、

有的 __________________,有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大多数蛋白质也是可以

_____________。

2.特点

（1）膜的不对称性和不均匀性

（2）膜结构的流动性

（3）膜的功能由蛋白质与蛋白质、蛋白质与脂质、脂质与脂质相互作用实现的。

3.在细胞膜的外表，有一层由细胞膜上的蛋白质与糖类结合形成的_________，叫做_______。

它在细胞生命活动中具有重要的功能，尤其是与_______________有密切的关系。

除此之外，细胞膜表面还有糖类和脂质分子结合成的_______。

4.3 物质跨膜运输方式

运输方式
运输方向

（浓度梯度）

是否需要

载体

是否需要

能量
运输物质

高 低

高 低

高 低

蛋白质等大分子物质不能利用载体蛋白进出细胞，只能通过_________和_________的方式进

出细胞。这两种方式的存在证明了细胞膜具有_________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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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检测】

1. 下列对细胞内各种生物膜的结构和组成的叙述中,错误的是( )

A.主要由蛋白质,脂类和少量糖类组成 B.磷脂双分子层是各种生物膜的基本骨架

C.不同生物膜上的蛋白质的种类和数量不同

D.内质网膜能生成高尔基体膜,说明两者化学组成完全相同

2.一般在光学显微镜下看不到植物细胞的细胞膜,而在下列的哪种情况下,可以看到细胞膜

( )

A.细胞进行分裂时 B.发生质壁分离时 C.显微镜视野调亮时 D.细胞吸收水和离子时

3.变形虫的任何部位都能伸出伪足,人体某些白细胞能吞噬病菌,这些生理活动的完成与细

胞膜的下列哪一特点有关( )

A.选择透过性 B.主动运输 C.一定的流动性 D.保护作用

4.一位细胞学家发现,当温度升高到一定程度时,细胞膜的面积增大而厚度变小,其决定因素

是细胞膜的( )

A.结构特点具有流动性 B.选择透过性 C.专一性 D.具有运输物质的功能

5.科学家将细胞膜中的磷脂成分提取出来,并将它在"空气-水"界面上铺成单分子层,发现这

个单分子层的表面积相当于原细胞膜表面积的两倍.这说明磷脂分子在细胞膜上的分布状况

是( )

A.单层排列 B.均匀稀疏排列 C.双层排列 D.均匀紧密排列

6.下列有关细胞膜性质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

A.具有流动性和选择透过性 B.蛋白质均匀分布于磷脂双分子层上

C.脂类小分子易于自由扩散通过 D.磷脂双分子层内外表面都亲水

7.胆固醇、甘油、氧气、二氧化碳等物质出入细胞的方式是( )

A.渗透作用 B.自由扩散 C.主动运输 D.内吞和外排

8.物质进出细胞的过程中，需要消耗能量，但不需要载体的是是( )

A.根吸收矿质元素离子 B.腺细胞分泌的酶排出细胞

C.小肠对钙的吸收 D.红细胞吸收钾离子，排出钠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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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小肠绒毛上皮细胞易吸收葡萄糖，却难吸收相对分子量比葡萄糖小的木糖，原因是是

( )

A. 细胞膜上的磷脂排列紧密 B.细胞膜上无木糖载体

C.木糖的浓度太低 D.木糖的相对分子量太小

10.下列物质进出细胞的过程与线粒体密切相关的是( )

①酒精被胃黏膜吸收 ②细胞与内环境进行气体交换

③肾小管壁上皮细胞吸收原尿中的 Na+ ④小肠绒毛上皮细胞吸收氨基酸

A.①②°°°°°°B.①②③④°°°°°°C.②③④°°°°D.③④°

11.下图表示细胞膜的亚显微结构，请回答：

（1）图中 A 表示 ，B表示 。

（2）细胞膜上物质运输的载体是 。

（3）线粒体和内质网等细胞器中均具有类似的结构，但

执行的具体功能却有很大的区别，其原因是由于图中的

不同所致。

（4）在该图中， （上侧或下侧）为细胞的细胞内部环境。

（5）动物细胞吸水膨胀时，B的厚度变小，说明 B 具有 。

12.甲、乙、丙三图是物质通过细胞膜进出细胞的示意图，据图分析：

（1）图甲表示的跨膜运输方式是 ，图乙表示的跨膜运输方式是 ，

图丙表示的跨膜运输方式是 。

（2）表示 O2、CO2、N2、甘油、苯、乙醇等进出细胞的是图 ，表示葡萄糖进出

红细胞的是图 ，表示 K
+
和 Cl

-
进入细胞的是图 ，这种运输方式需

要的两个基本条件是 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