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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第一讲　 地球与地图

【自主学习】
问题一：稍扁　 略鼓　 北极星　 南北两极　 赤道　 半圆　 南北　 东西　 缩
短　 相等　 平行　 本初子午线　 赤道　 愈大　 愈大　 愈大　 愈大　 东
半球　 西半球　 赤道　 本初子午　 １８０° 　 ３０° 　 ６０° 　 回归线　 极圈　
经线　 纬线　 量算距离　 南北纬　 地轴　 地心

问题二：图上距离除以实际距离　 小　 线段式　 北　 相同　 山谷　 山脊　
鞍部

【高考感悟】
１． Ｄ　 食堂的建筑面积以及建筑高度较小，对应①；教学楼所占建筑面积
以及建筑高度最大，对应②；学生宿舍建筑面积以及建筑高度较大，对应
③；喷水池所占建筑面积以及建筑高度最小，因此对应图中④。

２． Ｂ　 学校实际用地长为３００米，宽为２２０米，通过比例尺１∶ １ ０００计算可
知，对应的图幅长３０厘米、宽２２厘米。选用的最小尺寸的纸张为
Ｂ４纸。

３． Ｃ　 根据材料中“林尽水源，便得一山”以及“土地平旷”等相关描述，判
断“桃花源”是周高中低的山间盆地。

４． Ｂ　 主要考查林木生长条件。林木生长与土壤水分条件相关，山谷中土
壤水分好于其他地区。

５． Ｃ　 主要考查等高线地形图中高差的计算。由公式（ｎ － １）ｄ≤两地之间
相对高度＜（ｎ ＋ １）ｄ（其中ｎ为两地之间相隔的等高线条数，ｄ为等高
距）可知，东、西两侧高差为１８０ ～ ２４０米，结合所给选项可知最大高差可
能为２２０米。

第二讲　 地球的宇宙环境及其圈层结构
【自主学习】
问题一：行星　 流星　 相互绕转　 银河系　 太阳系　 地月系
问题二：金星　 木星　 天王星　 金星　 木星　 天王星　 共面性　 温度　
大气

问题三：核聚变反应　 主要动力　 太阳能　 能量来源　 黑子　 色球　 最激
烈　 １１　 短波通讯　 磁暴　 极光

问题四：传播速度　 慢　 快　 固体、液体和气体　 莫霍界面　 明显增加　
完全消失　 地壳　 地幔　 外核　 内核　 地壳　 氮和氧　 水圈　 生物圈
大气圈　 水圈　 岩石圈

【高考感悟】
１． Ａ　 建设太阳能光热电站应选择太阳辐射量丰富的地区。柴达木盆地
位于青藏高原，海拔高，空气稀薄，大气对太阳辐射的削弱作用弱，太阳
辐射强，故太阳能资源丰富，适宜建设太阳能光热电站。

２． Ｃ　 反光板具有反射作用，使地面获得的太阳辐射减少，降低地表温度；
太阳能光热电站不会产生电子辐射，故不会干扰飞机电子导航；图中显
示太阳能反光板可以聚焦太阳能，给高塔顶端加热，强光、高热会使飞鸟
飞过时被灼伤，故Ｃ项正确；太阳能电站的建设对农作物没有影响，不会
导致作物产量提高。

３． Ｃ　 本题考查太阳活动对地面的影响。太阳活动中的耀斑爆发时可以
干扰无线电短波通信，影响航天器与地面指挥系统的联系。

４． Ｄ　 根据图中测站的经纬度的分布范围，可知所示的３４个测站主要分布
在欧洲和北美洲。

５． Ｃ　 观测显示，图中上部分１２个测站年平均降水量与太阳黑子活动呈正

相关，下部分２２个测站平均降水量与太阳黑子活动呈负相关，所测地区
年平均降水量变化周期与太阳黑子活动周期吻合。

第三讲　 地球的自转及其地理意义
【自主学习】
问题一：自西向东　 逆时针　 顺时针　 ２３时５６分４秒　 昼夜交替　 南北
两极点　 １５° ／时　 赤道　 两极　 赤道　 极点

问题二：夜半球　 昼半球　 晨昏线（圈）　 晨　 自转　 太阳日　 早　 经度
相同　 １　 ２４　 １５°　 中央经线　 ０时所在　 １８０度　 地转偏向力　 右　 左

【高考感悟】
１． Ｄ　 根据地方时的计算，飞机于６月２２日１２时从北京起飞时，芝加哥的
地方时是６月２１日２２时２６分，飞机途经１４小时到达芝加哥，因此到达
芝加哥时，芝加哥的地方时为６月２２日１２时２６分。日期的界定有两
条经线：０时经线和１８０°经线。通过计算可知，此时０时经线为８６°Ｅ，从
０时经线（即８６°Ｅ）向东到１８０°经线为今天，其他范围为昨天。因此属
于６月２２日的地区范围约占３ ／ ４，故Ｄ项正确。

２． Ａ　 主要考查区时的计算。探测器发射时北京时间（东八区区时）为１２
月２日１时３０分，国际标准时间是０时区的区时。两地相差８个时区，
且所求地点位于已知地点以西，根据“东加西减”的原则，可求出国际标
准时间：２日１时３０分－ ８小时＝ １日１７时３０分。

３． Ｂ　 主要考查方向的判断。中山站（约６９°Ｓ）处于极夜时，太阳直射点位
于北半球，北半球各地６时前日出，南半球各地６时后日出。甲地于当
地时间５时４０分看到日出，乙地于当地时间６时２０分看到日出，由此
可知甲地位于乙地的北方。据甲地与乙地同时看到日出可知，甲、乙同
位于晨线上，乙地地方时较早，位于甲地东侧。故甲地位于乙地的西
北方。

４． Ｄ　 主要考查地理现象发生的时间。这段时间太阳直射点位于北半球，
欧洲北部正值夏季；澳大利亚正值冬季，不易发生森林火灾；好望角属于
地中海气候，正值冬季，温和湿润；墨西哥湾正值夏季，热带气旋活动
频繁。

５． Ｂ　 本题主要考查地球运动的地理意义。ＥＦ为晨昏线，Ｐ点正好日出，
说明此时北半球昼短夜长，太阳直射南半球，晨昏线与赤道交点所在经
线为１３５°Ｅ，因此Ｂ项正确。

６． Ａ　 根据上题结论可知，此时可能是秋季，正在播种冬小麦，Ｂ、Ｄ项都发
生在夏季，Ｃ项发生在冬至。

第四讲　 地球的公转及其地理意义
【自主学习】
问题一：自西向东　 ３６５日６时９分１０秒　 １月初　 最快　 远日点　 南北
回归线

问题二：北　 昼越长，夜越短　 最大值　 极昼　 南　 昼越短，夜越长　 最小
值　 极昼　 昼夜等长　 太阳直射点　 北回归线　 南半球　 南回归线　
北半球　 赤道　 昼夜长短　 太阳最高　 ３、４、５

【高考感悟】
１． Ｃ　 本题主要考查地球上极点的方位以及物体的影子与所在季节的关
系。北极点的四周都是南方，北极点有阳光照射的时间是在北半球夏
半年。

２． Ａ　 本题主要考查南北极点的自然地理特点以及地球处在公转轨道上
不同位置时南北极点的季节差异。南极大陆冰层较厚；３月份多数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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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直射点在南半球，南极点附近地区累计昼长长；南极大陆海拔高，近
地面气压低；９月份太阳直射点在赤道附近，且多数时间在北半球，南极
附近气温相对较低。

３． Ｄ　 结合正午太阳高度角的计算公式（Ｈ ＝９０° －纬差）可知，北回归线夏
至日正午太阳高度角最大，为９０°，影长为０，故Ｐ ＝ ０；冬至日正午太阳高
度角最小，此时影长大于塔高，Ｐ ＞ １；春、秋分日，太阳直射赤道，正午太
阳高度角为６６°３４′，影长小于塔高，Ｐ ＜ １。

４． Ｄ　 ６月初，太阳在黄道的位置是夏至点前、春分点后，距离夏至点更近
的地方。

５． Ｄ　 太阳在甲、乙两位置时，太阳在地球上的直射点的位置相同，所以对
地球上的同一点来说，日出方位相同。太阳在甲、乙两位置时，地球公转
速度乙快于甲，日地距离乙近于甲，同一地点（假设在北半球）甲位置昼
长渐短，乙位置昼长渐长。

６． Ａ　 每天该点经过昏线的地方时不断前移，说明该地的昼长在变短，夜
长在变长。澳大利亚的悉尼在南半球，５月份太阳直射点在北半球且向
北移动，南半球各地昼渐短、夜渐长，故Ａ项正确。

第五讲　 冷热不均引起大气运动
【自主学习】
问题一：太阳辐射能　 地面　 吸收　 太阳短波辐射　 地面长波辐射　 辐射
热交换

问题二：纬度分布不均　 温度差异
问题三：水平气压梯度力　 水平气压梯度力　 水平气压梯度力　 地转偏向
力　 水平气压梯度力　 地转偏向力　 摩擦力　 等压线　 低压　 平行　
成一夹角

【高考感悟】
１． Ｃ　 本题考查全球热量平衡和大气受热状况的相关知识。蒸发量最大
的是副热带海区，故Ｑ２ 为蒸发耗热量，可排除Ａ、Ｄ项。辐射和蒸发除
在低纬海区外应该有很大的相关性，所以Ｑ１为辐射收支差额。

２． Ｂ　 臭氧层破坏会导致大气吸收的太阳辐射中的紫外线减少；二氧化碳
浓度降低，会使得吸收的地面辐射减少；可吸入颗粒物增加，会使得地面
吸收的太阳辐射减少；雾霾天气会使得大气逆辐射增加。

３． Ｂ　 由于海陆热力性质差异，一天之内同一纬度海洋和陆地的气温高低
不同。１４时陆地气温高于海洋气温，６时海洋气温高于陆地气温。图中
等温线与纬线平行说明同一纬度海洋和陆地温度相等，排除Ａ、Ｄ；６时
陆地气温低于海洋，之后陆地气温逐渐升高，相对而言在９时同一纬度
海洋和陆地气温最有可能相等，即等温线与纬线平行，而１２时陆地太阳
高度达到一天中最大值，同一纬度陆地气温高于海洋，所以Ｃ错误。

４． Ｃ　 结合题干和图可知，拉萨地处河谷，夜间降水多于白天。河谷地区，
白天山坡升温快，谷地升温慢，山坡温度高于谷地，山坡盛行上升气流，
谷地盛行下沉气流，故白天谷地水汽不易凝结成雨，Ｃ正确、Ｄ错误。夜
晚山坡降温快，谷地降温慢，山坡温度低于谷地，山坡盛行下沉气流，谷
地盛行上升气流，气流上升，气温下降，易凝结成雨，故Ａ、Ｂ错误。

５． Ｂ　 甲地南侧为高压，水平气压梯度力由南指向北，在北半球受地转偏
向力的影响，风向向右偏，因此风向为西南风。

第六讲　 气压带、风带和气候
【自主学习】
问题一：地转偏向力　 赤道低气压带　 副热带高气压带　 副极地低气压带
极地高气压带　 低纬信风带　 中纬西风带　 极地东风带　 偏北　 偏南

问题二：亚洲（蒙古—西伯利亚）高压　 副极地低气压带　 亚洲（印度）低

压　 副热带高气压带　 西北　 东南　 东北　 西南　 气压带、风带季节
移动

问题三：大气环流　 地形　 赤道低气压带控制　 南北纬１０° ～南北回归线
之间　 干、湿季明显交替　 全年高温，雨季集中
信风带或副热带高气压带控制　 南北回归线～南北纬３５°大陆东岸　
副热带高气压带和西风带交替控制　 夏季高温多雨，冬季寒冷干燥　 南
北纬４０° ～ ６０°大陆内部　 全年受西风带控制

问题四：变暖　 燃烧矿物燃料　 海平面上升　 低纬度　 高纬度　 加大　
清洁

【高考感悟】
１． Ａ　 首先进行定位，经过图示岛屿的经线是１７０°，纬线是４２°Ｓ、４６°Ｓ，四
面临海，处于盛行西风带中；从图中等高线及山峰的位置可以看出，岛屿
中有东北—西南走向的山脉，盛行西风从海洋带来的湿润水汽被山脉抬
升，形成降水，因而西南部降水丰沛。

２． Ｂ　 ３． Ｄ　 本题组主要考查气候的形成和变化问题，具体考查东非高原。
该地虽然处于赤道附近，但是受地形影响，表现为热带草原气候，受赤道
低气压带控制时草原茂盛。游牧活动要逐水草，故第２题选Ｂ，第３题
选Ｄ。

４． Ｂ　 从德班所在（２９°５０′Ｓ，３１°２′Ｅ）的位置来看，该地可能是热带或亚热
带；从材料来看，该地位于南非东部，所以不可能是亚热带的地中海气
候，排除Ｄ；再根据表中的气候资料，按照气候类型的判读方法“以温定
带，以水定型”，可得出该地应该是热带草原气候。

５． Ａ　 从图上可以看出，该流域南部、东南部冰川面积大大缩小，这是因为
气候变暖，使得偏南部流域冰川融化，造成冰川面积缩小，故Ａ项正确。
冰川面积变化与地壳抬升无关，也不是受流水搬运、风力侵蚀作用导致，
故Ｂ、Ｃ、Ｄ项错误。

６． Ｃ　 西北地区气候干旱，河流的补给水源主要是高山冰雪融水。冰川面
积减小，河流的流量将减少，地方小气候将变得更加干旱，加剧了西北地
区的干旱程度，故Ｃ项正确。冰川面积减小，冰蚀作用减弱，绿洲的面积
将缩小，流域面积缩小，故Ａ、Ｂ、Ｄ项错误。

第七讲　 常见天气系统
【自主学习】
问题一：冷气团　 暖气团　 温度　 气压　 天气
问题二：四周　 中心　 中心　 四周　 上升　 晴朗　 台风　 伏旱　 寒潮
高气压　 山脊　 晴朗　 低气压　 峡谷　 阴雨

【高考感悟】
１． Ｂ　 乙地等压线密集，水平气压梯度大，风力强劲，且离沙源地近，所以
最易发生沙尘暴。

２． Ｃ　 Ｍ地冷锋过境时，气温降低，风力增强，出现阴雨天气。
３． Ｄ　 根据风向的判断规律，风由高压吹向低压，北半球受地转偏向力影
响向右偏转，可以判断，５月６日１４时，北京吹东南风；５月７日０２时，
北京吹东北风，故Ｄ项正确。台北在５月６日１４时吹东北风，５月７日
０２时也是吹东北风，风向没有改变，故Ａ项错误。上海在５月６日１４时
吹偏南风，５月７日０２时也是吹偏南风，风向没有改变，故Ｂ项错误。
首尔在５月６日１４时吹西南风，５月７日０２时吹偏南风，风向变化不
大，故Ｃ项错误。

４． Ｂ　 甲地６ ～ ９时气压形势变化不大，根据６时等压线的分布，可知水平
气压梯度力的方向大体向北，受地转偏向力和摩擦力影响，风向偏转成
偏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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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Ｂ　 根据比例尺可判断Ｌ天气系统距离甲地大约１３０千米左右，天气系
统以２００千米／天的速度东移，故大约１５个小时左右到达甲地，Ｂ项最
为合适。

６． Ｄ　 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出现强对流暴雨的时间为７、８月，四川盆地１、
２月不可能出现暴雨天气，故最可能是Ｄ项。

第八讲　 自然界的水循环和水资源的合理利用
【自主学习】
问题一：固　 连续　 不规则　 土壤水　 水源相互补给
问题二：岩石圈　 生物圈　 连续运动　 海陆间　 陆地内　 水汽输送　 地表
径流　 下渗　 降水　 动态平衡　 转化　 地表形态

问题三：河流水　 淡水湖泊水　 浅层地下水　 亚洲　 六　 南多北少　 夏秋
多　 经济活动规模　 效益　 ＡＢＣＤ　 ＥＦＧ

【高考感悟】
１． Ａ　 内流区气候干旱，降水少，降水后形成的径流量相对较少，并主要以
蒸发和蒸腾的形式返回大气，因而内流河流域的绿水比例相对外流河流
域更大些。四条河流中，只有塔里木河属于内流河，所以Ａ项正确。

２． Ｃ　 根据材料可知，生产性绿水是指被植物蒸腾的部分，因而在四个选
项中，覆膜种植农作物可以使绿水中生产性绿水比例提高最多。

３． Ｃ　 主要考查河流补给来源。结合图中降雨量可知，该区域降水较少，
位于我国较干旱的西北地区。该区域的河流夏季补给来源主要是雨水
和冰雪融水。

４． Ｂ　 主要考查区域特征。结合上题分析，该区域位于西北地区，山麓地
区水资源较丰富，草类茂盛，地表风沙多；柑橘主要生长在亚热带地区；
牦牛生活在青藏高原上。

５． Ｃ　 本题主要考查太行山南麓地理环境特征。雨季，乙水库入库水量达
９１２万立方米，可知河流上游以雨水补给为主；该地位于太行山山麓附
近，自然植被为落叶阔叶林；华北地区降水集中在７、８月份，年降水量在
４００ ～ ８００毫米之间，属于半湿润地区。

６． Ｄ　 本题主要考查人类活动对河流径流的影响。甲、乙两水库分别位于
相邻的两条河流上，降水差别不会太大，由此排除Ａ项；植被截留降水、
降水大量下渗也不可能导致甲水库无入库水量；在该流域内人工拦截入
库径流最可能导致甲水库无入库水量。

第九讲　 大规模的海水运动
【自主学习】
问题一：盛行风　 陆地形状　 地转偏向力　 顺　 逆　 暖流　 寒流　 逆　 寒
流　 暖流　 西　 逆时针　 东　 顺时针

问题二：全球热量平衡　 增温增湿　 北海　 纽芬兰　 北海道　 秘鲁　 加快
海雾　 冰山　 净化速度　 污染范围

【高考感悟】
１． Ａ　 七月份，北印度洋洋流在西南风的作用下，呈顺时针方向流动，在其
影响下，油污带可能会漂向印度西海岸。

２． Ｄ　 该岛植物有瓶状茎、多刺、硬叶的特点，这是为了减少蒸腾作用，保
持体内更多水分。由此可知该岛有高温干燥的特点。

３． Ｂ　 本题主要考查洋流的分布和对地理环境的影响。欧洲鳗从马尾藻
海西南部迁往欧洲，首先借助的洋流是墨西哥湾暖流，墨西哥湾暖流属
于以副热带为中心的大洋环流，性质为暖流。

４． Ｂ　 本题主要考查北大西洋暖流对地理环境的影响。该地受北大西洋
暖流的影响，全年降水较多且分配均匀，河流流量稳定，水量丰富，无结
冰期。该地河流含沙量小与当地植被覆盖率有关，河流流速缓慢和地形

地势有关。
５． Ｄ　 本题考查世界表层洋流的分布。马达加斯加暖流经过该地，使海水
温度高于同纬度其他海域，因此等温线向低值方向凸出，洋流自北向南
流，因此Ｄ项正确。

６． Ｃ　 本题考查洋流的地理意义。暖流对沿岸有增温增湿作用。洋流可
扩大污染范围，减轻污染程度。顺洋流航行加速，逆洋流航行减速，因此
Ｃ项正确。

第十讲　 营造地表形态的力量
【自主学习】
问题一：放射性元素衰变　 断裂带　 褶皱山脉　 海陆变迁　 喷出地表　 高
低不平

问题二：太阳辐射能　 生物　 崩解、破碎　 侵蚀　 堆积　 趋向于平缓
问题三：岩浆岩　 沉积岩（或变质岩）　 变质岩（或沉积岩）　 冷却凝固　
重熔再生作用

【高考感悟】
１． Ｃ　 主要考查板块位置及边界。结合经纬度可知，该区域位于印度洋板
块与亚欧板块界线的北侧。

２． Ｂ　 由题干可知，甲、乙、丙三地都是淤泥质海岸，且属于地壳持续下沉
区，因此泥沙沉积量的多少会影响海岸线的变化，只有泥沙沉积量多于
泥沙沉降量，海岸线才会向海洋推进，故Ｂ项正确。海岸线变化受地貌
形态、河网密度影响不大，故Ａ、Ｃ项错误。三地都是淤泥质海岸，抗侵
蚀能力相同，故Ｄ项错误。

３． Ｃ　 根据材料信息可知该地的沙岭沙山在较早时期由风力堆积作用形
成，其上的垄槽则是偏北风吹蚀形成。

４． Ｃ　 根据岩层的运动状况可知，③地为断裂下沉；该区域有黄河流经，可
推断该冲积平原由黄河干流泥沙冲积而成。故Ｃ项正确。

５． Ｂ　 堆积物的形成主要受流水沉积作用影响。
６． Ｂ　 金刚石由岩浆岩形成，因此根据图中的图例可知②地可能找到金刚
石矿。

第十一讲　 山地的形成与河流地貌的发育
【自主学习】
问题一：波状弯曲　 较老　 较新　 谷地　 较新　 较老　 山岭　 压力和张力
断裂面　 谷地或低地　 山岭或高地　 火山口

问题二：公路　 铁路　 山间盆地　 迂回　 公路　 铁路　 相对和缓
问题三：加深和延长　 Ｖ　 堆积　 拓宽　 Ｕ
问题四：生产、生活用水　 运输　 农副产品　 相对较小　 规模大　 沿河呈
线　 冲积平原　 山坡

【高考感悟】
１． Ｂ　 此地区位于甲山西南，因此③④排除；根据其高程为１２０ ｍ并结合图
（ａ）中等高线分布可知，②处为观测点。

２． Ｂ　 向斜中心岩层新，两翼岩层老，因此Ⅱ处岩层老于Ⅰ处；Ⅲ处岩层是
由Ⅰ、Ⅱ岩层受到外力侵蚀以后堆积形成的，因此Ⅲ处岩层形成时间晚
于Ⅰ、Ⅱ两处岩层。

３． Ｂ　 根据等高线可判断Ｍ地为山脊，该地位于向斜侧翼，据此可确定岩
层的倾斜方向。

４． Ａ　 根据坡度西南大、东北小，再依据岩层的变化特点可判断Ａ项正确。
５． Ａ　 从图中岩层的错位及移动方向可以看出，该河流是在断层基础上形
成的，另外各岩层并未发生弯曲变形，应是正常沉积的结果，越往下沉积
岩形成时间越早，图中石灰岩和页岩均为沉积岩，页岩①在下，石灰岩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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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故①岩层形成年代早于②岩层，Ａ项正确；在河床断面上，①岩层
易受侵蚀而发生了凹陷，②岩层出露河谷处，岸线较平直，不易被侵蚀，
Ｂ项错误；岩层未发生弯曲，故不可能是向斜，Ｃ项错误；有断层存在的
地区，地质条件不稳定且容易发生渗漏，故不适宜修建水库，Ｄ项错误。

６． Ｄ　 图中信息显示，水位上升的中期，河谷中沉积物较少，说明河水的侵
蚀和搬运能力较强，河流含沙量较大；水位下降时，河谷中沉积物较多，
河流含沙量减少，搬运能力减弱，堆积作用增强；河水在洪水期侵蚀能力
强，会使河床变宽、加深。

第十二讲　 自然地理环境的整体性与差异性
【自主学习】
问题一：大气　 岩石圈　 有机物　 光合作用　 统一的变化
问题二：热量　 水分　 热量　 太阳辐射　 东西　 南北　 低纬度　 高纬度　
水分　 海陆分布　 南北　 东西　 中纬度　 水热状况　 纬度、海拔　 等高
线　 中、低纬度　 绿洲　 苔原带

【高考感悟】
１． Ａ　 表中信息显示生物量包括地上生物量和地下生物量，除灌木植物地
下生物量略有减少外，其他均有明显的增加，故生物量提高，故①正确；
表中草本植物数量明显增加，密度增大，而灌木植物数量没有变化，故③
正确。

２． Ｄ　 对比表格中的数据可知，地下生物量中灌木植物下降时，草本植物
则大幅上升，出现此消彼长的竞争。

３． Ｄ　 根系是植物生长的基础，地下生物量中灌木植物自２０１１年开始明显
低于２００９年，说明根系出现萎缩，而草本植物相反，故未来变化趋势是
灌木植物萎缩、草本植物茂盛。

４． Ａ　 主要考查区域自然特征。结合经纬度可知，该区域位于印度尼西
亚。Ｋ岛属于热带雨林气候，所以天然植被类型属于热带雨林。

５． Ｃ　 山地各自然带的界线不会随季节的变化而移动；林界的分布主要受
降水的影响；南北坡山麓基带差异的原因主要是山麓海拔的差异大；冰
雪带的下界在同一山脉两侧的高度差异主要是受降水多少的影响。

６． Ａ　 从图中山地海拔和山麓基带可判断出该山脉是喜马拉雅山。
第十三讲　 人口的数量变化与人口的合理容量

【自主学习】
问题一：出生率　 死亡率　 不平衡　 缓慢　 很快
问题二：自然增长率　 传统　 现代　 高低高　 低低低　 传统型　 现代型　
传统型　 现代　 现代

问题三：过快　 过大　 增长惯性　 数量　 素质　 缓慢　 老龄化　 劳动力　
生育　 海外移民

问题四：持续供养　 资源　 １００亿　 适宜
【高考感悟】
１． Ｂ　 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后，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为正值，所以人口规
模继续扩大。

２． Ｃ　 政策不变，出生率下降但一直为正值，人口规模仍然持续增加；放开
单独二孩，少年儿童比例会增加，人口年龄结构将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３． Ｄ　 从图上可以看出，２０１０年之前少儿抚养比持续下降，但占相当大的
比例，即少儿人口比例大，而老年抚养比相对比较稳定；２０１０年以后，少
儿抚养比稳定在２０％左右，但仍高于老年抚养比。２０１５年以后，老年抚
养比上升，这一过程变化主要是受到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故Ｄ项正
确。老年抚养比与性别比例无关，医疗水平会影响死亡率，教育程度影
响人口素质，故Ａ、Ｂ、Ｃ项错误。

４． Ｂ　 从图上可以看出，２０２５年以后老年抚养比超过少儿抚养比，并呈持
续上升态势，即老年人口比例增大，将可能出现劳动力日渐不足的局面，
故Ｂ项正确；人口迁移的主群体是青壮年，老年人口增多将使得人口迁
移减缓，故Ａ项错误；人口分布是否均匀与老年抚养比增大无关，故Ｃ
项错误；老年人口比例增大会使社会养老负担加重，故Ｄ项错误。

５． Ｄ　 读图可知，１９５０年至２０１０年世界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均大于０，为正
值，故人口出生率大于人口死亡率，Ａ错误。１９５０ ～ １９７０年，人口自然增
长率上升，人口死亡率从２５‰下降到１０‰左右，出生率从４５‰下降到
４０‰左右，所以出生率下降幅度最小，Ｂ错误。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０年人口自然
增长率呈下降趋势，Ｃ错误。

６． Ｃ　 结合所学可知，当代欧洲和北美洲人口自然增长率低于世界平均水
平，而①②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大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不可能为北美洲。
当代欧洲人口自然增长率低于北美洲地区且自然增长率接近０，故④应
为欧洲，③为北美洲。

第十四讲　 人口的空间变化
【自主学习】
问题一：国内　 国际　 集团性　 旧　 新　 短期流动　 发展中　 发达　 西北
东北　 户籍管理　 自发　 沿海　 发达

问题二：经济　 决定性
【高考感悟】
１． Ａ　 结合公式：移民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移民总量／人口总量，可以计
算该地区的人口总量，进一步判断①图较符合。

２． Ｃ　 据统计数据显示，１９１０年前后移民占全国人口比重较大；在１９７０年
前后移民数量虽然下降，但变化不大，而移民占总人口比重却出现明显
下降，该变化说明该时段人口自然增长快，人口总量增加最多。

３． Ａ　 由图可知，①④常住人口总数大于户籍人口总数，说明①④两省级
行政区人口迁移受经济因素影响大，①④两省级行政区社会经济发展程
度高；②③户籍人口总数大于常住人口总数，说明②③两省级行政区社
会发展程度相对落后；从图中还可以看出，①②两省级行政区人口总数
大于③④两省级行政区人口总数。结合所学知识可知①为粤，②为豫，
③为黔，④为沪。

４． Ｄ　 河北靠近经济相对发达的天津、北京以及山东等地，因此河北人口
主要流向天津、北京以及山东等地；安徽离京津地区较远，安徽人口主要
流向长江三角洲等地；湖南距离长江三角洲较远，因此人口流向长江三
角洲的比重不大；广西靠近广东，且珠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程度
较高，因此广西人口主要流向珠江三角洲地区。

５． Ｃ　 图示与题干材料都没有提供各省级行政区的人口总数以及人口自
然增长率，所以无法比较各省级行政区的迁出与迁入人口总量，各省级
行政区人口自然增长率也无法比较。迁入人口比重减去迁出人口比重
为人口机械增长率。由图分析可知，浙江的人口机械增长率高于江苏，
而两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相差不大，所以浙江人口增长率高于江苏。

６． Ｂ　 图示各省级行政区迁移人口以青壮年为主。皖、赣、黔、川青壮年迁
出比重大，会加速四地的老龄化进程；沪、京、浙、粤、津、苏青壮年迁入比
重大，会延缓六地的老龄化进程。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０年，随着经济的发展，我
国城市化整体水平基本都是上升的。

第十五讲　 城市内部空间结构与不同等级城市的服务功能
【自主学习】
问题一：商业用地　 广泛　 市中心　 街角路口　 公路　 便捷
问题二：扇形模式　 交通便捷程度　 收入　 住宅区　 城市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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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三：人口规模　 小城镇和广大农村地区　 高　 大　 少　 资源　 层层
嵌套

【高考感悟】
１． Ｂ　 河流凹岸水流速度快，侵蚀作用强，水位深，适合建港。
２． Ａ　 根据图中交通线的位置可知待建码头起到沟通水路与陆路交通的
作用。

３． Ｄ　 图中①处附近有电车轨道，交通便捷，远离城市中心，所以可能是别
墅区；图中②处一般分布在工业区与城区之间、电车轨道附近，则可能是
绿化带；图中③处主要布局在河流下游且位于主导风向的下风向，远离
城区，有电车轨道和铁路，交通便利，则可能是工业区。

４． Ｃ　 图中地租最高处位于零售区、步行街等商业区，而不是老城区，城市
中心向东移动而不是向西南移动，所以Ａ、Ｂ错误；城市整体被交通线路
分割，所以空间形态受交通影响；仓储式购物中心位于两条交通线路交
会处且位于火车站附近，交通便捷。

５． ＣＤ　 根据图中信息可直接判断居民倾向于到市中心城区购买的商品是
服装和家用电器。

６． ＡＢ　 据图可知，居民购买食品和日常用品更倾向于在开发区，这说明开
发区地价便宜，商品价格较低，且离居住区比较近。所以其影响因素主
要是出行距离和购物成本。

第十六讲　 城市化
【自主学习】
问题一：城镇　 城市　 乡村　 城镇　 城市　 多　 高　 便捷　 乡村　 土地　
低　 短缺　 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社会经济　 聚落形态　 生产方
式　 社会经济

问题二：Ｓ　 初期　 较慢　 中期　 很快　 城市环境　 后期　 较高　 趋缓　
Ｃ　 Ａ或Ｂ

问题三：环境　 减少　 热岛　 风速　 风向
【高考感悟】
１． Ｄ　 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用地规模不断扩大，占用了大量的耕地，农业用
地规模缩小，土地价格上涨；人口增多，住房紧张，房租上涨，农民为了增
加经济收入，建楼房以供出租。

２． Ｂ　 城市化过程中，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导致住房紧张，房租上涨，地理
位置优越、交通通达度好的中心城市的房租尤其昂贵，城市周边地区房
租相对廉价，较符合低收入人群的需求。

３． Ｄ　 单位面积人口数量即人口密度。结合图示可知，离市中心６千米以
外２０１０年较１９９０年人口密度增加，排除Ａ、Ｂ两项；离市中心１０千米附
近人口密度的增长大于８千米附近人口密度的增长，所以四地中单位面
积人口数量增长最大的是１０千米附近。

４． Ｄ　 主要考查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据图中人口密度二十年变化可知，市
中心人口密度减小，郊区人口密度增加，最可能是由城市内部空间结构
的调整造成的。城市等级的提高与人口总数有关。

５． Ｃ　 由于香港比重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更高，所以地价更高，引起香港
楼房高度整体大于重庆。

６． Ａ　 由于地价较高，为充分利用每一块土地，楼房高度逐渐增大，重庆
“城市个头”不断长高。

第十七讲　 农业的区位选择
【自主学习】
问题一：地理位置　 地理环境　 合理利用　 气候　 水源　 稳定　 市场　 政
策　 快

问题二：暖湿　 平坦　 广阔　 耕作　 家庭农场　 机械化
【高考感悟】
１． Ａ　 由题干可知，板栗喜光、喜暖，因此应布局在向阳坡，图中甲处在向
阳坡，阳光充足，气温较高，适合板栗生长，故Ａ项正确。乙、丁处在背
阴坡，光热不足；丙地海拔较高，气温较低，不利于板栗生长，故Ｂ、Ｃ、Ｄ
错误。

２． ＢＣ　 根据图中信息和茶树的生长习性可知，太湖周边地区和沿江地区
适宜茶树的生长。

３． ＡＤ　 根据题干信息可知丘陵地带的优势条件是易排水，另外山地环境
质量好，云雾多，所以茶叶质量好。

４． Ｃ　 影响鲜花生长的自然因素主要有地形、气候（光照、降水、气温）、水
源和土壤等。与美国相比，哥伦比亚纬度位置较低，属于热带气候，情人
节前气温条件可以满足鲜花生长。

５． Ｃ　 交通运输方式的选择，应该根据货物特点和运输距离等因素综合考
虑。鲜花对保鲜具有很高的要求，哥伦比亚向美国运送鲜花，距离较远，
需要短时间内运到，故选择航空运输。

６． Ａ　 从图中不难看出，墨西哥与美国相邻，距离近，具有运费成本低的优
势，而其热量条件不如哥伦比亚（纬度比哥伦比亚高），哥伦比亚是重要
的鲜切花生产国，技术水平更高，品种更齐全。

第十八讲　 农业地域类型
【自主学习】
问题一：水稻　 小麦　 中国　 加拿大　 季风　 广　 稀　 小农　 低　 大　
科技

问题二：牛　 羊　 奶牛　 阿根廷　 干旱、半干旱　 市场　 专业化
【高考感悟】
１． Ｃ　 印度位于北半球，玉米的种植期和中国大致相同，南非位于南半球
中低纬度，玉米种植期和中国大致相反，而巴西的玉米主要种植在巴西
高原，种植期也应该在南半球的夏季。

２． Ｄ　 本区处于中纬度地区，大部分地区海拔较高，地形起伏大，仅沿海地
区有少量平原分布，耕地面积较小；四面临海，终年受盛行西风的影响，
大部分地区气候冬暖夏凉，降水较多，光照不足，不适合农作物的成熟，
但适宜多汁牧草生长，因而适合发展畜牧业。

３． Ａ　 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水稻总产量最大的国家，但生产力水平低于日
本，所以单产也低于处于现代农业阶段的日本；日本丘陵山地多，耕地比
重小，所以种植面积最小，但农业技术水平高，单产高；印度属热带季风
气候，在恒河平原和布拉马普特拉河平原广泛种植水稻，所以种植面积
最大。

４． Ｂ　 ５． Ａ　 ６． Ｄ　 本题组主要考查学生对我国农业生产发展的了解和掌
握。从题干中可知，粮食增长的原因不可能是扩大了粮食播种面积。我
国科技发展快，并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我国粮食总产量在２００４年以
来连续增长主要是因为加大了农业科技投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
化、城市化飞速发展，特别是沿海地区发展更快。太湖平原位于我国东
部沿海，该地城市化进程快、水平高，农业产业结构发生变化，商品粮生
产比重下降，城郊农业发展迅速，花卉、蔬菜、禽畜等产业发展快。河南
省与黑龙江省相比，黑龙江省人口少，所以粮食商品率高。　

第十九讲　 工业的区位选择
【自主学习】
问题一：水源　 市场　 最低　 最高　 原料　 长　 较高　 市场　 长　 较高　
动力　 能源　 能源　 劳动力　 廉价劳动力　 技术　 高等教育基地



郑州一中·主体课堂·学习指导与精讲

高三 一轮 复习

总

地理

２５８　　

问题二：交通　 原料　 市场　 污染　 高技术　 政策
【高考感悟】
１． Ａ　 本题考查影响工业布局的区位因素。从图中可知，该家电企业的研
发中心主要布局在我国北京、韩国、日本、西欧、美国旧金山等科技发达、
市场广阔的国家或地区，因此影响其研发中心布局的主导因素为科技与
市场。

２． Ｂ　 本题考查工业地域联系。从图中可知该企业组织空间分布和信息
中心分布具有分散性；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
有分布。

３． Ａ　 本题考查地理信息系统的应用。地理信息系统可以对获取的地理
信息进行分析、处理，因此地理信息系统能够辅助企业空间布局决策。

４． Ａ　 本题主要考查工业区位选择。电子产品及其零部件具有薄、轻、短、
小的特点，运输量小，运输成本相对较低，且便于运输，所以电子产品的
生产厂可以在全球选址。

５． Ｂ　 本题主要考查工业区位选择。读材料可知，Ｍ公司的电子产品全部
销往美国，故其生产厂由美国转移至中国的原因不是由于中国市场广
阔。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丰富且廉价，可以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美国
经济发达，工人工资水平高，劳动力价格比中国高。

６． Ｃ　 扩大和限制电子信息产品生产环节的国际引进都不利于我国进一
步发展电子信息产业。进一步发展电子信息产业的措施主要从增加科
技投入、提高产品附加值两方面入手。

第二十讲　 工业地域的形成及其类型
【自主学习】
问题一：生产工序　 工业集聚　 生产效率　 规模效益　 基础设施　 投资　
自发形成

问题二：地方区位　 同一地区　 交通运输方式　 手段　 人员　 信息
问题三：鲁尔区　 东北部工业区　 中部和东北部　 硅谷　 大型企业　 集中
中小型　 分散　 煤炭　 纺织　 高技术工业

【高考感悟】
１． Ｄ　 通过图文信息可知，１８４８年以后芝加哥因位于密西西比河与五大湖
的转运地点而发展起来。

２． Ａ　 本题考查工业联系的知识，意在考查学生从材料中提取有效信息的
能力。由材料可知，２０世纪之前芝加哥工业主要有农产品加工、农具、
交通工具等生产部门，因此其工业活动主要联系芝加哥周边农村地区。

３． Ｂ　 本题考查工业发展的区位条件，意在考查学生对所学知识的迁移应用能
力。芝加哥有良好的水陆运输条件，因此借助便捷的交通发展了钢铁工业。

４． Ａ　 从产业链的角度看，Ｐ代表的是汽车制造的一部分，根据图中信息可
知，汽车制造包括整车制造和配套产品的生产，即Ｐ代表的产业最有可
能是配套产品生产。

５． Ｂ　 抓住关键词“汽车服务业”可知，影响汽车服务业布局的主导因素是
市场。

第二十一讲　 交通运输布局及其影响
【自主学习】
问题一：快　 好　 高　 快　 强　 小　 大　 慢　 差　 快　 高　 线路　 强　 差
大型化

问题二：铁路　 综合　 国家　 经济　 国民经济　 科学技术
问题三：发展轴　 空间形态　 稀少　 交通
【高考感悟】
１． Ｄ　 结合图中等高线分布可以看出，铁路线大致沿１０００米等高线修建，

目的是减轻工程建设的难度，故主导因素是地形。
２． Ｂ　 图中信息显示铁路线远离城镇（吐鲁番等），不利于人员和物资的交
流，能更好发挥带动城镇经济发展的作用，故我国专家认为兰新铁路在
该区域的选线不合理。

３． Ｂ　 城市多趋向于沿交通干线分布，但该区域铁路建设没有改变城镇的
分布，主要原因是该区域气候干旱，水资源是城镇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故
城镇多分布在水资源较充足的山麓地带的绿洲地区，而不是沿铁路线
分布。

４． Ｃ　 铁路运输的优点是运输量大，适宜长距离大宗货物的运输，受自然
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小，但铁路修建成本高，加上线路固定，铁路运输方式
并不灵活，故Ｃ项正确。

５． Ｂ　 在乌鲁木齐可以看到天山山脉，天山海拔高，山顶有常年积雪，山坡
上植被丰富；咸海沿岸有卡拉库姆沙漠；锡尔河为内流河，自上而下水量
减少；从阿拉木图往北，气温逐渐下降，山地针叶林分布的海拔不断下
降。故Ｂ项正确。

第二十二讲　 人类与地理环境的协调发展
【自主学习】
问题一：崇拜　 平衡　 农业　 对抗　 征服　 全面不协调
问题二：空间　 废弃物　 再生　 自净　 全球气候变暖　 环境污染　 资源　
人口

问题三：发展　 需求　 生态　 经济　 公平
问题四：相对　 生态破坏
问题五：无害化　 再生资源化　 清洁生产
【高考感悟】
１． Ｄ　 本题考查农业生产活动。从图中可知，该地进行渔业养殖，种植的
作物为水稻、甘蔗，因此位于我国南方地区。

２． Ｂ　 本题考查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有关知识。循环农业原料循环利用，可
以提高经济效益，同时提供清洁能源，保护环境，因此①③说法正确。

３． ＡＢ　 该题考查学生的读图能力。从图中可以看出经济增长最快，环境
支持最小，说明这段时间的发展方式是高耗资源、高污染的发展方式，因
此Ａ、Ｂ项正确。

４． ＣＤ　 为保障各支持系统协调发展，应该加大环境的支持力度，故Ｃ、Ｄ项
正确。

５． Ｄ　 本题考查农村秸秆的利用。把秸秆作为沼气的原料，既可以产生沼
气解决能源问题，同时沼渣也可以作为肥料返还给农田，提高土壤肥力。

６． Ａ　 在农田里大量燃烧秸秆不但向大气中排放二氧化碳等气体，而且还
造成资源的浪费。

第二十三讲　 世界地理概况
【自主学习】
问题一：非洲　 南极洲　 大洋洲　 乌拉尔　 苏伊士运河　 白令　 巴拿马运
河　 太平洋　 北冰洋

问题二：南极洲　 环太平洋
问题三：正午过后（约１４时）　 ７　 ２　 递减　 降低　 地势　 夏季多雨　 两
极　 沿海　 少

问题四：亚洲东部和南部　 北美洲　 欧洲　 亚洲东部　 非洲　 印度　 欧洲
非洲

【高考感悟】
１． Ｃ　 本题主要根据四个区域陆地西海岸的范围及各自的降水量来确定。
北美最低纬度应在９°Ｎ附近，故③曲线为北美；澳大利亚西海岸范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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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Ｓ ～ ４０°Ｓ之间，故④曲线为澳大利亚；南美和非洲最低纬度都到赤道
附近，但南美洲４０°附近降水多，而非洲在这一纬度无大陆分布，因此①
曲线是南美洲，②曲线是非洲。

２． Ｄ　 由上题可知，①曲线是南美洲，其西岸热带沙漠气候向低纬延伸范
围大，降水少，主要因为其沿岸有秘鲁寒流经过，降温减湿作用明显。

３． Ｃ　 一条大河由西南向东北流经该地，即从低纬度流向高纬度地区，进
入解冻季节时，该河流容易出现的现象是凌汛、水位暴涨甚至河岸决堤，
而水土流失不易发生。

４． Ｄ　 大河由西南向东北流，由图可知该河流是从五大湖地区流向东北方
向，则可知注入的海域毗邻纽芬兰渔场，该渔场位于北大西洋西部。

５． Ｃ　 根据图中所列商品可以看出澳大利亚的矿产资源丰富。
６． Ｃ　 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的进出口贸易主要依靠海运，与航空运输发达
关系不大，排除②；马来西亚为发展中国家，澳大利亚为发达国家，经济
水平差异大，排除③。

第二十四讲　 一个大洲和五个地区
【自主学习】
问题一：阿拉伯　 马来　 德干　 温带大陆性　 高原、山地　 季风　 东亚　 ６
印度河流域　 两河流域　 石油

问题二：中南半岛和马来群岛　 亚洲　 热带雨林　 橡胶　 蕉麻　 椰子　 河
流沿岸及河口三角洲　 湄公河　 伊洛瓦底江　 爪哇岛　

问题三：波斯湾　 地中海　 地中海　 温带大陆性　 尼罗河　 波斯湾及其沿
岸地区

问题四：斯堪的纳维亚　 地中海　 寒带苔原　
问题五：东非高原　 尼罗　 热带草原　
问题六：非洲　 大西洋　 高原　 冰雪高原　 酷寒　 长城　 白令　 波罗的　
俄罗斯　 加拿大　 黄河

【高考感悟】
１． Ｂ　 从图中可以看出，科隆群岛远离大陆，受大陆影响小，形成了相对独
立的生态环境，有利于保存一些特殊的物种。

２． Ｃ　 从图中可知，科隆群岛位于赤道附近，终年受赤道低气压带的影响，
形成高温多雨的热带雨林气候，多阴雨天气，因而气温日较差较小，Ａ项
错误；科隆群岛远离大陆，并不处在动物迁徙路线上，Ｂ项错误；科隆群
岛受到秘鲁寒流影响，寒流降温作用明显，适合耐寒的企鹅生长，Ｃ项正
确；由图可知，科隆群岛上的山峰最高为１ ６８９ ｍ，山顶到山麓的气温相
差１０℃左右，气候垂直差异不显著，Ｄ项错误。

３． Ｃ　 图示信息显示，玻利维亚东邻巴西，西邻智利和秘鲁，属于内陆国
家，Ａ项错误；受西部山地阻挡，寒流对该国影响小，Ｂ项错误；该国西南
部有南北走向的山脉，海拔高，相对高度大，且该国纬度较低，所以西南
部山地水热条件垂直变化明显，自然带谱复杂，Ｃ项正确；该国的热带平
原地区气候湿热，不适合人类居住，城市分布少，Ｄ项错误。

４． Ｃ　 根据图中经度信息判断，玻利维亚大部分位于西四区，比北京时间
晚１２小时，故卫星发射时该国正值正午前后，Ａ项错误；１２月２１日太阳
直射点在南回归线附近，赤道上正午太阳高度角约为６６． ５°，Ｂ项错误；
南极圈内大部分区域出现极昼现象，南极昆仑站位于南极点附近，此时
有极昼现象，Ｃ项正确；此时地球接近公转轨道的近日点，Ｄ项错误。

第二十五讲　 六个国家
【自主学习】
问题一：北海道　 四国　 亚欧板块和太平洋板块　 亚热带季风和季风性湿
润　 京滨　 名古屋　 阪神

问题二：喜马拉雅山脉　 德干高原　 热带季风　 西南　 水稻和小麦　 棉花
新德里　 麻纺织　 孟买

问题三：东欧平原　 中西伯利亚高原　 勒拿　 鄂毕河
问题四：塔斯马尼亚　 热带雨林　 地中海　 羊毛　 悉尼
问题五：阿巴拉契亚　 温带大陆性　 乳畜带　 硅谷　 休斯敦
问题六：亚马孙平原　 热带雨林　 咖啡　 印第安
【高考感悟】
１． Ａ　 根据图中信息可知，美国的土地产出效益、能源产出效益高于巴西；
而淡水产出效益低于巴西，所以选Ａ。

２． Ｄ　 根据图示可知，美国城市土地产出效益高于巴西。主要原因可能是
美国的科技发展水平高，土地的利用效率高，单位城市土地面积经济产
值高，因而城市土地产出效益高于巴西。所以选Ｄ。

３． Ｂ　 本题主要考查地理计算能力。结合图示中各国的煤炭消费量及本
国的总人口数即可求出人均煤炭消费量。中国、美国、印度、日本四个国
家２００８年的总人口数分别约为１３． ４４亿、３． ０９亿、１１． ８６亿、１． ２８亿。

４． Ｄ　 本题主要考查考生获取信息的能力。图示资料显示煤炭生产量和
煤炭消费量，可大致推算出相应国家的煤炭自给率。单位ＧＤＰ能耗、碳
排放量不仅仅与煤炭的生产与消费量有关，据图示资料不能推算出来。
而能源种类较多，因此，仅根据煤炭的生产与消费状况并不能确定能源
的进出口量。

５． Ｃ　 本题主要考查水循环各个环节以及水循环的意义，并对伏尔加河流
域内的气候特征进行考查。当地纬度较高，蒸发不是很旺盛；该流域虽
然距海远，但仍有部分西风带来降水；该流域为内流区，河水主要参与陆
地内循环；河流作用是一种外力作用，可使东欧平原总体趋于平坦；河流
可以调节湖泊的水热平衡。

６． Ｃ　 化石燃料和水能都间接来源于太阳能；石油、天然气形成于地质时
期的生物沉积；丰富的水资源能促进石化工业的发展；伏尔加河结冰期
较长，航运价值低，该流域的资源外运主要通过管道和铁路运输。

第二十六讲　 中国自然地理
【自主学习】
问题一：太平洋　 渤海　 俄罗斯　 日本　 印度尼西亚
问题二：天山　 秦岭　 大兴安岭　 太行山　 武夷山　 祁连山　 贺兰山　 横
断山脉　 喜马拉雅山脉　 青藏　 黄土　 塔里木　 柴达木　 东北　 华北
辽东　 东南

问题三：青藏高原　 亚热带　 夏秋　 冬春　 东南　 西北　 季风
问题四：青海
问题五：不足　 不足　 耕地　 湿润、半湿润　 旱地　 西南　 乱占耕地　 耕
地　 夏秋　 冬春　 东　 西　 跨流域调水

【高考感悟】
１． Ｂ　 本题考查地形对气温和降水的影响。山地迎风坡降水量先随高度
的增加而增加，达到最大降水高度后开始减少；山地背风坡降水逐渐减
少。整体来说，气温随高度的增加而降低，但背风坡受焚风效应影响，比
同海拔的迎风坡温度高。

２． Ａ　 钓鱼岛位于我国浅海大陆架，其渔业资源丰富是因该地光热条件较
好，海水温度较高，生物光合作用强，适宜浮游生物生存，可为鱼类提供
丰富的饵料，故Ａ正确。该地有台湾暖流经过，故Ｂ、Ｄ错误。该岛不位
于沿海河流入海口处，故Ｃ错误。

３． Ａ　 北京地处我国东部季风区，降水主要来自东南季风带来的水汽。根
据山地迎风坡降水多、背风坡降水少的规律，山地东南侧处在东南季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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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迎风坡，降水较多，因此年降水量由多到少依次为甲、乙、丙、丁。
４． Ｂ　 本题主要考查我国的地形分布和影响气候形成的因素。３４°Ｎ以南、
１０４°Ｅ以西多数地区地势较高，气温较低，亚热带的分布范围小。
５． Ｄ　 本题主要考查我国的地形特点及其对我国气候的影响。我国北方
无高大地形阻挡，冬季风势力强盛，影响范围广，使亚热带地区偏南。

第二十七讲　 中国人文地理
【自主学习】
问题一：大　 快　 东南　 西北　 数量　 素质　 汉族　 大　 小　 东部　 西南
平等

问题二：基础　 湿润、半湿润　 东北　 东南部　 内蒙古　 河谷　 水田　 小
麦　 棉花　 油菜　 两年三熟　 人口　 粮食　 多种经营

问题三：主导　 京广　 能源　 上海　 长江三角洲
问题四：大　 铁路　 上海　 广州　 上海　 价格
【高考感悟】
１． Ｄ　 本题考查学生的读图能力。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７年耕地面积下降较快，２００７
年以后趋于稳定；粮食产量先下降后又逐渐上升，２００３年前粮食产量有
段较稳定期，而耕地面积一直在下降。

２． Ｃ　 国家“惠农政策”的实施，使农民种粮积极性提高，粮食增产。
３． Ｃ　 由表格信息可知，人均ＧＤＰ水平最高的为浙江，该省人口对水资源
压力指数并不高，故Ａ项错误；城市化水平最低的是河南，该省人口对
耕地压力不是最小，故Ｂ项错误；人均ＧＤＰ水平越高的地区，其城市化
水平也越高，故Ｃ项正确；城市化水平最低的是河南，该省人口对水资源
压力较大，故Ｄ项错误。

４． Ｄ　 四省中青海技术水平较低，发展高科技产业条件不好；河南水资源
短缺，不适合发展耗水较多的产业；浙江人口对耕地压力指数最高，不适
合发展用耕地多的产业；黑龙江地广人稀，发展商品农业耕地条件最佳，
故Ｄ项正确。

５． ＢＣ　 本题考查农业区位因素中的自然因素，对比甲、丙两地，丙地热量
更丰富，水源更充足，故甲地玉米生产的优势自然条件为Ｂ、Ｃ项。

６． ＣＤ　 扩大播种面积不会影响单产，提高机械化水平只能提高工作效率，
对单产没有影响，因此Ｃ、Ｄ项正确。

第二十八讲　 中国区域地理
【自主学习】
问题一：华北　 三江平原　 温带季风　 暖温　 温带落叶阔叶林　 旱　 煤　
鞍山　 胜利　 机械制造　 京广　 长春

问题二：山地　 武夷山　 亚热带　 水稻　 有色金属　 沪宁杭　 珠江三角洲
沪杭—浙赣—湘黔—贵昆

问题三：高原　 天山　 温带大陆性　 荒漠　 河西走廊　 山地　 煤炭、石油、
稀土　 乌鲁木齐　 兰新

问题四：祁连　 唐古拉　 长江　 长江、黄河、澜沧江　 藏南谷地　 青藏　
拉萨

【高考感悟】
１． Ｃ　 结合材料可知，该区域位于天山山脉。受西风影响，位于河谷的①
③处于迎风坡。据图可知，③地位于①地河流上游地区，海拔较①地高，
受地形抬升的影响明显，降水较多。

２． Ｃ　 由经纬度可知，图示区域位于我国西北地区，突出的自然特征是干
旱。年降水量多为５０ ～ ３００毫米，有时令河，荒地比重较草地大。本区
耕地只分布在土壤肥沃、水资源充足的地区。

３． Ｄ　 “塞上江南”是宁夏的主要农业区，位于黄河边上，属于温带大陆性

气候，其发展农业的优势条件是地势平坦、光照资源丰富和灌溉水源
充足。

４． Ｃ　 在世界农业地域类型中，宁夏农业主要属于旱作农业。
５． Ａ　 宁夏地理环境自南向北的变化体现了季风区向非季风区过渡，半湿
润区、半干旱区向干旱区过渡，农耕区向游牧区过渡，长江流域不包括宁
夏地区。

第二十九讲　 地理环境对区域发展的影响
【自主学习】
问题一：地理差异　 指标　 空间单位　 区位特征　 地理环境　 区域发展
问题二：３０°　 ４３° ～ ４８°　 亚热带季风　 水稻　 黑土　 石油　 水田　 旱地
水稻　 玉米　 综合性　 重化

【高考感悟】
１． Ａ　 各区域的菜系反映了不同地方的饮食特色，分布密度最大的区域往
往是其发源地，故川菜馆集中区在四川，与①图相符；湘菜馆集中区在湖
南，与②图相符；粤菜馆集中区在广东，与③图相符；西餐属于外来饮食
文化，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城市，与④图相符。

２． Ｄ　 各菜系特色餐馆并不仅限于本区域，而是向周边区域不断扩散，这
反映了地域文化的对外扩散；饮食文化扩散对农业地域类型不产生影
响，城市服务范围与城市等级有关，与餐馆的扩散无必然联系；餐饮业的
不断分散会增加一些地方特色食材的运输成本。

３． Ａ　 主要考查民居与气候的关系。土拱为吐鲁番地区的特色民居。房
顶为拱顶或平顶，说明当地降水较少；墙体厚度很大，说明该地冬季寒
冷，昼夜温差大。

４． Ｄ　 主要考查太阳方位。该地位于亚洲中纬度地区，正午时太阳应位于
其南方天空；地方时为１５时，说明为下午，太阳应位于西南方天空。

第三十讲　 地理信息技术在区域地理环境研究中的应用
【自主学习】
问题一：电磁波　 传感器　 精度　 效率　 资源调查
问题二：ＧＰＳ卫星星座　 全球性
问题三：地理空间数据　 数据处理　 空间信息
问题四：计算机网络
【高考感悟】
１． Ｂ　 获取信息是遥感的功能，但要得出需要人口转移的区域，要运用地
理信息系统调用人口分布等相关数据进行综合分析。

２． Ｄ　 根据图中乙地在冰川附近，海拔应最高，而丁地在堰塞湖下游，海拔
应最低。

３． Ａ　 地理信息系统的主要功能是数据采集与输入、数据编辑与更新、数
据存储与管理、空间查询与分析、空间决策支持、数据显示与输出。因此
地理信息系统能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分析、管理空间信息，故Ａ项正
确。跟踪动态定位信息要依靠全球定位系统，故Ｂ项错误。整合、集成
网络信息和获取实时通讯信息主要依靠移动互联网技术进行，故Ｃ、Ｄ
项错误。

４． Ｄ　 从图上可以看出，智慧城市建设是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下，通过
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使信息技术与社区、政务、交
通等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并共同发生作用，促使城市更加智慧，从而提升
城市的服务功能，故Ｄ项正确。智慧城市建设只是应用新一代信息技
术对城市实行管理，并不能调整城市地域结构、扩大城市空间规模，也不
能加速人口集聚，故Ａ、Ｂ、Ｃ项错误。

５． Ｄ　 ＢＤＳ具有定位、导航、通信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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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Ｂ　 地震烈度的影响因素主要有震级、防震和减震的措施等。目前对地
震还无法做到准确预报。

第三十一讲　 荒漠化的防治———以我国西北地区为例
【自主学习】
问题一：土地退化　 气候变异　 土地沙漠化　 石质荒漠化　 次生盐渍化
问题二：荒漠　 温带草原　 载畜量　 流水　 沙质　 风沙　 失衡
问题三：激增　 不合理活动
问题四：水资源　 生物措施　 工程措施　 农、林、牧用地　 能源问题　 人口
增长

【高考感悟】
１． ＡＣ　 根据图中县城、乡镇的分布以及纵横交错的灌溉水系网可知，修建
水库的主要目的是保障城镇用水、蓄水灌溉农田。

２． ＣＤ　 修建防渗漏灌渠、推广节水灌溉技术和营造防护林网符合生态农
业的理念。

３． Ｄ　 该题主要考查荒漠化的防治措施。由该国年降水量分布图可知，该
国深居内陆，降水少，其面临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是土地荒漠化，再结合
选项不难得出答案。

４． Ｄ　 本题主要考查蒙古国的区域特征。内陆国是指不临海的国家，并不
是河流稀少、有内流河就是内陆国，如我国的塔里木河属于内流河，但我
国不属于内陆国，故Ａ项错误；蒙古国中东部地形主要是高原，不是平
原，故Ｂ项错误；并不是所有的温带地区冬季月平均气温都在０ ℃以下，
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如英国位于温带地区，受西风带和北大
西洋暖流的影响，冬季月平均气温在０ ℃以上，故Ｃ项错误；由图可知Ｄ
项描述正确。

５．【答案】①少耕、免（休）耕，退耕还草；②加强牧场生态管理，划区轮牧；
③加强水资源管理，推广节水农业；④合理利用肥料和农药（加强农牧
业技术培训与推广等）。
【解析】可从退耕还草、加强生态管理、推广节水农业等方面分析。
第三十二讲　 森林的开发和保护———以亚马孙热带雨林为例

【自主学习】
问题一：自然资源　 调节气候　 涵养水源　 维护生物多样性　 净化空气　
吸烟除尘　 气候

问题二：碳氧平衡　 水循环　 生物基因宝库
问题三：有机质分解　 淋洗　 植物体内　 地上植被
问题四：人类的开发　 移民　 外资　 经济　 财政
问题五：保护　 保护性　 环境教育　 自然保护区　 选择性采伐
【高考感悟】
１． Ａ　 读图可知，下层有灌木的针叶密林在距地面６米以内风速最小（小
于３千米／小时），因此防风效果最好。

２． Ｂ　 本题主要考查地理环境的整体性和差异性。华北平原属于温带季
风气候，自然带为温带落叶阔叶林带，因此Ｂ正确。

３． Ｄ　 ａ、ｂ分别位于南疆和河西走廊，温差大，但草原面积小，ｂ为河西走
廊，地势较平坦、降水少，ｃ、ｅ生态功能区晴天多，光照充足，但ｃ地区多
风沙，Ｄ项正确。

４． Ｃ　 ｅ位于青藏高原上，为多条河流的发源地，规划为生态功能区，可以
起到保护湿地、涵养水源的作用。

第三十三讲　 能源资源的开发———以我国山西省为例
【自主学习】
问题一：生物能　 太阳能　 天然气

问题二：开采条件　 广阔　 交通
问题三：开采量　 大同　 铁路　 公路　 加工转换　 电力　 焦炭
问题四：环境污染　 单一　 煤炭　 煤—焦—化　 多元
问题五：技术创新　 清洁能源　 高新技术产业
【高考感悟】
１． Ｂ　 本题主要考查地理计算能力。结合图示中各国的煤炭消费量及实
际上各国的总人口数即可求出人均煤炭消费量。中国、美国、印度、日本
四个国家２００８年的总人口数分别约为１３亿、３亿、１１亿、１． ３亿。

２． Ｄ　 本题主要考查考生获取信息的能力。图示资料显示煤炭生产量和
煤炭消费量，可大致推算出相应国家的煤炭自给率。单位ＧＤＰ能耗、碳
排放量不仅仅与煤炭的生产量与消费量有关，因此据图示资料不能推算
出来。而能源种类较多，仅根据煤炭的生产与消费状况并不能确定能源
的进出口量。

３． Ｂ　 我国能源生产总量向西部发展明显，其重心变化轨迹对应ｃ，能源消
费重心变化轨迹为ｂ，ＧＤＰ重心变化轨迹为ａ。

４． Ｄ

５． Ａ　 影响风电开发的区位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自然条件，二是社
会经济因素。结合酒泉所在位置，根据该地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因
素，不难得出答案为Ａ。
第三十四讲　 流域的综合开发———以美国田纳西河流域为例

【自主学习】
问题一：阿巴拉契亚山　 俄亥俄河　 多山　 很不稳定
问题二：人口激增　 环境污染
问题三：梯级开发　 水坝　 防洪　 航运　 发电　 旅游业
【高考感悟】
１． Ｃ　 图中Ⅰ到Ⅲ阶段植被覆盖率减小，居民点增加，可以推知该地降水
减少；由于植被的减少，水土保持作用减弱，地表径流增加，下渗减少，故
选Ｃ。

２． Ｃ　 读图可以看出流域开发造成植被不断减少，地表失去植被的保护，
下渗减少，雨水降落到地面，迅速汇集成地表径流。三个阶段经历相同
的暴雨过程，则在Ｐ处形成的地表径流流量变化应逐渐增大，三条流量
变化曲线对应该流域三个阶段的顺序应为Ⅲ、Ⅱ、Ⅰ，故选Ｃ。

３． Ｂ　 ４． Ａ　 ５． Ｃ　 本题组以挪威地形位置图为背景，综合考查水电站问
题。建水电站往往要综合考虑气候条件（降水、温差）、地质基础、地形
条件（高水头落差大，建在山区）、库区补给方式（冰雪融水、大气降水补
给）、库区移民、库区泥沙、生物保护等。挪威地处高纬度地区，常年气
温较低，冬夏温差大，夏季蓄能，冬季发电。利用山地地形建设高水头电
站，一般是大坝和发电厂房分离，上游库区可利用因冰川作用而形成的
湖泊，淹没面积小。挪威人口密度不大，条件恶劣的山区人口较少，故很
少引发库区移民。

第三十五讲　 区域农业发展———以我国东北地区为例
【自主学习】
问题一：温带湿润、半湿润季风　 一年一熟　 低温冷害　 多种经营　 黑土、
黑钙土　 外向　 低

问题二：松嫩平原　 三江平原　 辽河平原　 玉米　 大兴安岭　 小兴安岭　
长白山　 高原　 西部

问题三：三江平原　 机械化　 地区专业化
问题四：人口激增　 生态环境　 粮食需求　 绿色食品　 生态农业　 森林资
源保育　 原料型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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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感悟】
１． Ａ　 在东北地区，随纬度升高和地形变化，≥１０℃积温降低，其与玉米气
候生产潜力空间变化规律基本一致；此地区日照时数与太阳辐射量南北
相差不大；年降水量大体从东南向西北减少，与图中玉米气候生产潜力
变化规律不符。故Ａ正确。

２． Ｃ　 ３． Ｂ

４． Ｄ　 本题主要考查影响粮食生产的主要因素。读图甲可知，与２０００年相
比，２０１０年安徽省耕地面积减少，因此①错误；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耕地
的减少，农业劳动力减少，因此③错误；科技水平的提高和政策的支持是
粮食产量提高的最主要原因。

５． Ｂ　 本题考查区域农业的发展及其影响因素。市场的需求是决定农业
类型和规模的最主要因素。

６． Ａ　 本题主要考查３Ｓ技术的作用。通过遥感，可以监测耕地面积、耕地
质量等的变化，可以根据作物生长状况估计粮食产量，可以调查农作物
的分布；ＧＰＳ可以跟踪产品的流向。
第三十六讲　 区域工业化与城市化———以我国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例

【自主学习】
问题一：第一、二　 三　 劳动密集　 对外开放　 港澳
问题二：劳动密集型产业　 高新技术产业
问题三：市场腹地　 产业升级　 生态环境　 机械制造业　 大珠江三角洲　
规划与管理

【高考感悟】
１． Ａ　 ２． Ｂ　 本组题一方面考查了学生对城市化、逆城市化的理解，另一方
面考查了学生的读图能力、获取和解读地理信息的能力，难度较大。从
图中可以看出：Ⅰ阶段，各大城市中心城区人口增长率都小于０，说明出
现了逆城市化，Ａ对；Ⅱ阶段到Ⅲ阶段，波士顿的中心城区人口增长率由
正变负，说明中心城区人口减少，Ｂ错；Ⅳ阶段后，费城中心城区的人口
负增长状况没有得到有效抑制，Ｃ错；Ⅳ到Ⅴ阶段，巴尔的摩市的中心城
区人口一直为负增长，Ｄ错，所以第１题选Ａ。结合该区城市化进程可
推知，影响中心城区人口变化的主导因素是产业结构，第２题选Ｂ。

３．【答案】（１）人口密度大；城市化水平高；城市数量多；城市经济发展水平
高；城市等级体系完整
（２）①　 ⑤　 ⑥
（３）苏州发展速度快于嘉兴；苏州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嘉兴　 产业发展政
策；产业基础；与周边城市联系；交通条件（通达性）
（４）加强城市之间的产业分工与合作；完善与加强交通及信息网络；减
少行政壁垒；提高区域城市化水平；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活动
【解析】第（１）题，由表中数据和所学知识可知，两大城市群的共同之处
表现为人口密度大、城市化水平高、城市数量多、城市经济发展水平高、
城市等级体系完整。第（２）题，首位城市作为区域的经济发展中心，在
整个城市群中占据经济主导地位，所以应重点发展国际金融、文化创意
和进出口贸易。第（３）题，根据图中曲线可知苏州发展速度快于嘉兴，
苏州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嘉兴，出现这种差异是因为两地的产业发展政
策、产业基础、与周边城市的联系、交通条件（通达性）不同。第（４）题，
从加强城市之间的产业分工与合作，完善与加强交通及信息网络，减少
行政壁垒，提高区域城市化水平，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活动方面作答。

第三十七讲　 资源的跨区域调配———以我国西气东输为例
【自主学习】
问题一：经济水平　 能源相对贫乏　 煤炭　 天然气　 北煤南运　 西多东

少，北多南少　 鄂尔多斯
问题二：基础设施建设　 经济优势　 消费结构　 基础设施　 资源　 经济　
大气质量　 植被破坏

【高考感悟】
１． Ｄ　 南水北调工程通过京杭运河将长江水输送到北方地区，可以有效改
善丙地大运河的航运条件，也可以缓解华北地区的用水紧张局面，但无
法解决华北平原的盐碱化问题；图中丁处海拔高，丙至丁段无法自流引
水。故Ｄ项正确。

２． Ａ　 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流经我国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水污染比较严
重，南水北调工程是为了缓解北方水资源紧张而建的，会引起社会的广
泛关注；引水之后，长江下游河段的水量减少，在河道沉积的泥沙增加，
入海泥沙量会减少；甲地咸水入侵可能会加剧；海洋潮汐是受地月引力
形成的，调水不会改变长江口外海洋潮汐的规律。故Ａ项正确。

３．（１）
调水工程 我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美国加州北水南调工程

水资源南北差
异的气候原因

南方为亚热带季风气候，降
水丰富；北方为温带季风气
候，降水较少

北部为地中海气候，冬季多
雨；南部为热带沙漠气候，
全年少雨

单位调水
量耗能

大小 小 大

原因 地势起伏较小（或地势南
高北低）

地势南高北低，向南调水需
逐级提水

（２）满足生活用水（或促进社会发展）；促进工农业发展（或促进经济发
展）；改善生态环境。
（３）提高水资源利用率；调整产业结构；适当提高水价；提高节水意
识等。
【解析】第（１）题，考查资源跨区域调配的原因及特点。水资源的跨区域
调配是从水资源丰富的地区调水到水资源短缺的地区，因此气候特征主
要从降水量方面比较；调水耗能的多少与输水线路沿线的地势有关。第
（２）题，考查水资源调配的影响。水资源的跨区域调配对于调入区来说
主要是解决了水资源短缺问题，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第（３）题，考查解
决水资源短缺问题的措施。解决水资源短缺，除了跨区域调配外，还要
从提高水资源利用率、产业结构的调整、提高节水意识等方面考虑。

第三十八讲　 产业转移———以东亚为例
【自主学习】
问题一：降低生产成本
问题二：价格低廉　 高　 低　 国内市场
【高考感悟】
１． ＢＤ　 批发和物流业需要便利的交通、完善的服务，图中保定和廊坊符合
要求。

２． ＡＢ　 根据玫瑰图可知，保定人口众多，劳动力丰富，交通便利。
３． Ａ　 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非洲优先接受的产业为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
集型产业。

４． Ｄ　 本题考查产业结构的变化。读图可知该市第一产业比重下降，２００６
年后保持在较低水平，第二、第三产业比重上升，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５． Ｂ　 将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内地有利于节省资金、人力和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第三产业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