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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人口的增长!

迁移与合理容量
第一节!人口增长的

模式及地区分布

"#$!!解析"我国总人数处于不断增长

的趋势!民工进城属于一国之内的人

口流动!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并没有改

变!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思想意识提

高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很多人少

生孩子"甚至不愿生育子女#

%#&!!解析"&为天津市"与上海人口增

长模式相同"即$三低%模式#

'#(!!解析"从三国人口金字塔图中可

以看出"左图少年儿童比重大"自然增

长率高"应为非洲的尼日利亚!右图人

口老龄化最为严重"应为德国#

)#(!!解析"由图中可看出"老人&中年

人和儿童段人口金字塔变化趋势正

常""* +%, 岁的人口比重明显增多"说

明这种现象是大量外来劳动力涌入造

成的# 故选(项#

*#&!!解析"非洲国家处于由$传统型%

向$现代型%过渡的阶段"人口快速增

长!大洋洲中的澳大利亚&新西兰为

$现代型%的人口再生产类型#

-#(!!解析"产业革命带来了人类历史

上第二次生产力的大发展# 随着农业

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发展"生活质量

不断改善"死亡率逐渐下降!工业和城

市人口比重增大"不再需要多生子女

从事农业生产"再加上节育措施逐渐

普及"出生率也开始下降"导致自然增

长率下降"人口增长缓慢#

.#'"(人口增长缓慢&严重老龄化!鼓励

生育&接纳移民

'%(人口增长快&年龄构成轻!计划

生育

!解析"本题注意从图表中分析"从自

然增长率&少年儿童所占比重及老年

人口所占比重方面可分析出发达国家

面临老龄化问题"而发展中国家面临

人口增长过快问题#

"#$!!解析"读图易于得出$%/)/ +%/*/

年年轻劳动力人口数量不断下降%的

结论#

%#0!!解析"读图分析可知"未来四十年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呈减少趋势"

%/%* +%/'/ 年间会有短期回升!随着

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坚持"老年人口

持续增多"老龄化现象越来越严重!老

年人口比例增大会导致死亡率增加"

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会使就业压力

减小#

'#(!!解析"考查读图分析能力# 从图

中可以看出该地区 -* 岁及以上的老年

人口比例较大"存在严重的人口老龄

化问题#

)#(!!解析"考查区域地理概况# 根据

图中信息可以判断该国属于发达国

家"亚洲的发达国家是日本# 日本严

重缺乏能源#

*#(!!解析"%/ 世纪 1/ 年代老年人口比

重低"%/%* 年明显升高"呈现老龄化

趋势#

-#&!!解析"高龄老人比重增加"表明平

均寿命延长"同时高龄老人女性比重

大"表明女性寿命长#

.#(!!解析"少儿比重变化不大"老龄化

十分明显"是典型的发达国家"故选

(项#

1#'"(

!

!实行计划生育"严格控制人口

增长

'%(

"

!欧!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缺

乏"社会福利和保障负担过重

!解析"本题关键在于掌握读图方法"

纵坐标表示人口死亡率"横坐标表示

人口出生率# 首先判断各点表示的死

亡率和出生率"而人口自然增长率 2

出生率 3死亡率"这样就可以比较四

个国家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状况"得出

人口增长率最高的国家是
!

"出现人

口增长过快问题"因此需要实行控制

人口增长的政策!出现人口负增长的

国家是
"

"它可能在欧洲"在未来的经

济发展中"它可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

带来的种种问题#

第二节!人口的迁移

"#$!!解析"注意人口流动和人口迁移

的区别"人口迁移强调的是住所变更

的空间移动# 因此不能把人们任何形

式的空间移动都看作是人口迁移#

%#0!!解析"战后"由于局部战争&政治&

宗教&民族&环境等原因而被迫逃离家

园的国际难民数量增多"且持续时

间长#

'#(!!解析"本题属于人口迁移问题"但

综合性较强# 既涉及影响人口迁移的

因素"又牵扯到世界各国人口迁移的状

况# 人口年龄小"其发展空间大"随着

知识积累和阅历丰富"他们的能力也越

来越强"所以他们就可能换一个环境!

受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跨国公司增

加"人口迁移规模应该扩大!加拿大是

一个地广人稀的国家"劳动力和人才都

缺乏"所以成为移民迁入国!人口迁移

与文化程度有关"一般文化程度越高"

迁移距离越远#

)#&!!解析"江苏南北经济发展水平差

异明显"苏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因

此吸引了部分人口迁入#

*#&!!解析"深圳设立经济特区"经济得

到了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的人口

迁入#

-#&!!解析"%/ 世纪 -/ 年代末到 ./ 年

代初"美国东北部老工业区的人口大

量迁往南部和西部的$阳光地带%# 中

国由于改革开放以后沿海地区经济发

展迅速"引发内地&边疆的人口迁往沿

海# 俄罗斯几十年来一直组织移民开

发西伯利亚"因此人口自西向东迁移#

巴西为了开发内地而迁都巴西利亚"

引起人口由沿海向中西部迁移# 由此

可见选&项#

.#'"(*-#%!!务工经商!国家政策!

自发的人口迁移

'%(男!女!女!男

!解析" 要善于从表格中提取有效

信息#

"#(!%#(!!解析"国际人口迁移是指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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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国界线的人口迁移现象"从图中看

出"

!#

所示人口迁移符合此要求#

图中从乡村迁往城市的箭头有
"$!

#

'#&!)#0!!解析"准确掌握各国所处

的半球位置&海陆位置及经济发展水

平是解答本题组的关键# 第 ' 题"从表

中看出迁出国都是发展中国家"迁入

国都是发达国家!迁出国主要分布于

北半球"东西半球都有!迁入国南北半

球和东西半球都有!表中迁入国和迁

出国都是沿海国家# 第 ) 题"发达国家

经济发达"收入高"就业条件好!发展

中国家的公民移入发达国家可寻求更

高的收入来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

*#0!!解析"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是多

种多样的"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经济&

政治等因素# 经济因素是主要的经常

起作用的因素# $二战%后由于各国经

济发展不平衡以及人口增长的差异"

人口主要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

家"发达国家因经济发展成为战后国

际人口迁移的主要迁入地"西亚地区

随着石油的开发"也吸引了大批外籍

工人流入#

-#&!!解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沿海地

区经济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人口"尤

其是上海&北京&广州等城市#

.#0!!解析"从甲'迁出地(到乙'迁入

地("可能由于家庭因素而引起#

1#'"(沿海!内陆!国家有计划&有组织

的支援内陆&边疆地区的建设

'%(京津唐'或京津(!长江三角洲'或

沪宁(!珠江三角洲'或广东(!经济

发展较快"水平较高"就业机会多"工

资较高

''(缓解人口压力或人地矛盾"加强了

与外界的联系"增加了收入"促进了经

济的发展

!解析"图中的箭头表示出了我国人口

迁移的流向"其原因与国家政策的经

济建设有关# 不同时期"其人口迁移

的原因可能不同#

第三节!环境承载力

与人口合理容量

"#&!!解析"环境承载力主要指从生态

学&资源或环境的角度看"一定时期

内"某一地域能够维持抚养的最大人

口数量#

%#$!!解析"从原始社会经农业社会&工

业社会到现代社会"科技水平不断提

高"导致资源的种类&数量&范围&利用

率不断发展"从而提高了环境承载力#

'#&!!解析"环境人口容量的不确定性

主要是因为影响环境人口容量的因素

不确定造成的#

)#&!!解析"环境承载力主要是从自然

资源承载能力的角度考虑"而人口合

理容量体现的是人口数量与经济&社

会发展的相适应性#

*#&!!解析"有限的空间&资源和环境条

件对于所能容纳的包括人类在内的任

何生物种群的数量&规模都具有一定

的客观规律性#

-#&!!解析"环境承载力的自然环境要

素有阳光&空气&淡水&土地等"它们都

是不可缺少的条件# 淡水资源&土地

资源&矿产资源是决定环境承载力的

重要因素# 因此"利用区域外的资源

可直接提高环境承载力#

.#'"("-% )1/ 万

'%(我国东部地区的环境承载力较西

部地区大"南方地区的环境承载力较

北方地区大#

!解析"环境承载力是一个估计值# 第

'"(题设置的意图就在于给学生一些

数据"让学生通过实际计算来完成环

境承载力的计算!并通过表格来提示

学生环境承载力的计算是通过考察一

两种资源来计算"本题就以年生物量

这一指标来计算"所以环境承载力只

是一个估计值"具有不确定性和相对

确定性# 第'%(题用区域分析法来讨

论我国东部&西部以及南方&北方地区

的环境承载力"既考查学生对以往所

学区域基本知识的掌握"又进一步加

深学生的认识)环境承载力的大小是

因地而异的"因此应保护环境"节约资

源"控制人口"倡导可持续发展的观点#

"#(!!解析"读图可直接推知 %/*/ 年的

世界人口数约 "// 亿"再减去发达国家

人口数约 , 亿"即发展中国家人口数约

为 ,/ 亿#

%#0!!解析"人口合理容量一般小于环

境承载力"我国的人口合理容量为 .

亿+1亿"环境承载力为 "- 亿左右"从

图中看4大约等于 "- 亿#

'#0!!解析"从所给的表格中可以看出"

埃及人口算术密度较小"算得上是地

广人稀"但人口生理密度最大"说明这

个国家耕地资源缺少# 主要原因是埃

及位于热带沙漠气候区"荒漠广布"耕

地主要集中在尼罗河两岸地区#

)#0!!解析"孟加拉国地处恒河三角洲"

以平原地形为主"气候高温多雨"土地

主要利用方式是耕地"耕地面积占国

土面积的 "5% 以上# 美国中西部地区

比较干旱"地形复杂# 荷兰虽然海拔

很低"也是平原地形"但该国是温带海

洋性气候"气温年较差小"降水量大"

光照不足"不适合粮食生产"适宜多汁

牧草生长"该国着重发展乳畜业#

*#(!!解析"从表格中可以读出"中国的

人口算术密度是 "%, 人567

%

"印度是

'"' 人567

%

!中国人口生理密度是 ,')

人567

%

"印度只有 **, 人567

%

"因此中

国的人口压力较印度大#

-#&!.#0!!解析"由图可知两条曲线代

表的生产力水平不同"由于 89所示生

活质量较高"因此生产力水平较高# 由

于曲线所示为最佳人口规模"因此不能

反映环境承载力# 由图中看出"人口规

模与生活质量在不同的阶段关系不同#

当人口规模低于最佳人口规模时"人口

的增长与生活质量呈正相关!当人口规

模高于最佳人口规模时"则呈负相关#

1#'"(当一只木桶的桶底面积确定"木桶

能容纳多少水"主要取决于组成木桶

的桶板中最短的桶板# 各块桶板代表

不同的资源种类"则根据$木桶效应%"

人类所依赖生存的资源"如土地&淡

水&能源等"资源越丰富"能供养的人

口数量越多"量少的那种资源则成为

限制人口容量的关键#

'%(在一定历史时期"由于技术水平&

资源基础相对稳定"生活消费水平变

化不大"人口合理容量又是相对确定

的"但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人类将不

断发现新资源"探索资源的最新利用

方法"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获得资源

的数量是不断变化的"因此人口合理

容量又具有不确定性# 资源数量与人

口合理容量呈正相关# 有限的资源只

能供养有限的人口"因此地球人口合

理容量又是有限度的"但人类的人口

总数从未达到过最高的人口容量#

''(日本)国土面积狭小"资源严重短

缺# 美国)生活和文化消费水平高#

科威特&智利)自然资源种类少"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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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恶劣"淡水资源严重不足#

!解析"紧密结合制约环境人口容量的

三大因素)资源&科技发展水平&人口

生活和文化消费水平及三者的关系分

析回答#

知识与能力同步测控题
"#&!!解析"图中 4所示国家人口自然

增长率高"城市化水平低"因此应为

印度#

%#&!!解析"发展中国家人口自然增长

率高"城市化水平较低"因此 &项

正确#

'#0!!解析"从图中可知 %/"/ 年该市增

长的总人口数量是 "*/ 万"增长的有户

籍人口为 %/ 万"所以增长的流动人口

是 "'/ 万"约是有户籍人口的 -#* 倍"0

项最接近#

)#$!!解析"东南沿海流动人口数量的

迅猛增多与当地迅速发展的经济有

关"与当地的经济和改革开放的优惠

政策是密不可分的#

*#(!!解析"东北地区人少地多"可开垦

的土地多#

-#&!!解析"迁往东北地区的人口中"青

壮年男性劳动力较多"人口金字塔图

最接近于&图#

.#0!!解析"",1/ 年以前"山东农民迁

移到东北地区"主要是受自然灾害&土

地资源短缺等因素的影响# 而 ",1/ 年

以后"人口由东北地区迁移到北京&山

东等地"是两地之间经济发展差距加

大的结果#

1#(!!解析"根据材料中所提供的我国

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和柱状图可

得出答案#

,#0!!解析"由于我国人口出生率低"老

年人口增多"导致人口老龄化问题突

出"社会负担加重"因此今后应完善社

会养老保障体系#

"/#(!""#&!"%#&!!解析"环境承载

力是环境生态系统所能供养的最大

人口数量"人口数量不能超过这一数

量"故发展的同时需注意保护环境#

"'#(!")#0!!解析"由图中出生率&死

亡率和自然增长率的数值可判断"4

属于$高高低%模式"目前存在于少数

发展中国家!:属于过渡模式"多数发

展中国家属于这种模式!;属于$三

低%模式"分布于大多数发达国家与

少数发展中国家# : 的出生率上升&

死亡率下降"得益于社会环境的稳定

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从而导致人

口自然增长率高#

"*#(!"-#$!!解析"解答本题组的关键

是理解人口合理容量的概念# 人口

合理容量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最适

宜的人口数量"人口与物质资源相协

调"有健康的生活水平又不影响未来

人口的生活质量# 人口合理容量与

环境承载力有区别"但两者也有正相

关的关系# 中国西部环境承载力小"

因此人口合理容量肯定也小# 相反"

我国东部环境承载力大!人口合理容

量也大# 因此"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人

口合理容量相对较高# 多数学者认

为我国人口合理容量为 1 亿"从目前

实际人口数量看"无论是东部还是西

部"人口数量均已超过人口的合理

容量#

".#&!!解析"解题时要注意该题问的是

发展至低稳定阶段时人口增长的

因素#

"1#0!!解析"一个地区的人口变化受人

口自然增长的影响和人口迁入 '迁

出(的影响#

",#0!!解析"从图示判断美国人口的机

械增长'外来移民多(占重要地位#

中国主要是人口的自然增长#

%/#(!!解析"美国外来移民汇集"促进

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欧洲!南亚!东亚和东南亚

'%(过渡!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

自然增长率

''(

"

深居内陆"远离海洋"降水稀

少"环境承载力低"荒漠广布"人烟稀

少!

$

利用了高山冰川融水发展绿洲

农业"形成了一个人口稠密的孤岛

')(迁入!

"

经济发达"人口老龄化

严重"劳动力缺乏!

$

就业机会多"生

活条件好"吸引力大

!解析"本题考查人口增长与人口迁

移# 解答本题的前提是正确识读图

示地区# 图中 &为欧洲"(为南亚"0

为东亚和东南亚#

%%#'"(湘!赣

'%(地区间收入'或地区间经济发展

水平(差距!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

出现!户籍制度的改革#

''(变小!原因)通过区域间合作"环

境条件得以改善"环境承载力变大

'或理论承载密度变大(!通过人口迁

移或流动"降低了这些省区的实际人

口密度#

!解析"本题考查我国部分省区间人

口流动与人口迁移# 图中显示出湖南

和江西两省区间人口流动与人口迁移

状况# 在分析其原因时"注意从我国

国情出发#

%'#'"(受经济因素的影响# 尽管这里面积

只占全国的 "5)"但工业发达"大城市集

中"有较多的就业机会和较好的工作条

件"吸引了大量人口向此地区集聚#

'%(主要受自然环境影响# 东北部由

于纬度较高"又易受来自北美大陆内

部的冷空气的影响"冬季气候比较寒

冷# 所以美国的很多退休老年人"沿

着图上箭头方向"迁移到佛罗里达&得

克萨斯或加利福尼亚等这些南部和西

部的$阳光地带%去安度晚年#

!解析"回答本题的关键在于了解美

国南北部自然条件和经济的差异"此

外"还要掌握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

第二章!城市的空间

结构与城市化
第一节!城市的空间结构

"#&!!解析"本题考查关于城市住宅区

等级的知识# 如果住宅区与工业区混

合在一起"一般是为了企业职工的工

作方便和减少交通费用"所以往往发

展为较低等级的住宅区"故本题中
"

是错误的#

%#0!!解析"本题主要考查对中心商务

区特点的掌握程度#

"

错在认识上的

片面性"在商业区内往往形成一个中

心商务区"它包括进行商品交换的商

业活动以及为其服务的商业机构# 如

银行&金融&保险&旅游等公司的总部

和办事机构# 在城市中的中心商务区

具有商务中心和服务中心的双重职

能#

$

与事实不相符合"中心商务区

固然人较多"但是其中大部分于夜间

返回住宅区"只有极少数的外来人口

被旅馆等服务行业所接纳# 中心商务

区由于地价高而土地有限"因此建筑

物只能向上发展来增加层面空间"零

售活动一般位于商务中心和高层建筑

物的低层"以方便顾客购物#

'#$!!解析"因为北京是中国的古都"天

安门广场&故宫都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古

老建筑# 如果在广场周围建起高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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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必然会破坏这一古建筑的风格"与

保留历史古迹这一原则不符# 另外"

北京还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天安门广

场是中国的象征"为了保证政治心脏

的安全"也不宜建高层建筑#

)#0!!解析"城市中的各种经济活动需

要占有或利用一定的城市土地"由于

城市土地面积相对有限"各个地块的

交通通达性和地价等各不相同"因此"

经济活动之间必然要发生空间竞争"

导致同类活动在空间上高度集聚"就

形成了功能区#

*#$!!解析"城市中心商务区人口数量

的昼夜差别很大# 白天购物和其他商

务活动繁忙"人流和车流川流不息"热

闹非凡!到了夜间"办公机构下班"商

店关门"人流减少"街道安静#

-#0!!解析"根据城市功能区合理布局

的原则"

"

位于城市边缘"临近河流"

宜布局港口码头!

$

位于郊区"地形平

坦"且邻近河流"宜建城郊农业区!

!

位于城市几何中心"市场条件最优"最

宜建中心商务区!

#

靠近原有住宅区"

出行方便"宜建住宅区#

.#'"(&!0!&为小城市"等级最低"提

供的服务职能最少!0为大城市"服务

范围最大

'%(不对"城市并不一定是区域的生产

中心#

''(&!0

')(北京

!解析"第'"(题"&&(&0三个城市等

级不同"0城市等级最高"&城市等级

最低"因而0城市服务范围最大"职能

最多# 城市等级越高"服务范围越大"

服务职能越多# 第'%(题"城市作为区

域的生产中心只是一般情况"因为在

城市最集中的是第二&三产业"而第一

产业主要分布在广大的农业地区# 在

以农业为主导的地区"区域的生产活

动比较分散"城市不仅仅是区域的生

产中心"更多的是担负着商品流通的

职能# 即便如此"城市仍然是区域经

济的增长中心"因为城市具备资金&技

术&信息&交通等经济增长的必备条

件# 第''(题"在三类城市中"由城市

等级与空间分布的关系可知"城市级

别越高数目越少"彼此之间距离越远!

反之"数目多"距离近# 第')(题"我国

以政治职能为主"且数目最少的大城

市应为首都***北京#

"#(!!解析"工业区位于居民区河流的

下游和盛行风向的下风向"布局才是

合理的"根据指向标及居民区和工业

区的位置关系# 可判断当地盛行东

北风#

%#$!!解析"新建的居住地应位于盛行

风向的上风向的未用地#

'#$!!解析"8地位于城市河流的上游"

山区附近和盛行风向的上风向"不宜

布局污染空气和水源的工业#

)#0!*#(!!解析"结合所学知识"从图

中提取信息# 距市中心不同的各地段

地价均有所上涨"距离近增幅大"距离

远增幅小!远郊地区范围扩大了# 影

响地价的因素是)距离市中心的远近&

交通通达性&环境质量# 在交通条件

的影响下"不同地区出现了几个峰值

区域# 近郊峰值区可布局的事物对照

选项可知应有高新技术开发区和大学

城# 种植业应处于远郊!美术馆应靠

近人口稠密区#

-#0!!解析"从图中可以看出"该特大城

市中心商务区白天人口与 ",./ 年相

比"比值不断增大!夜间人口与 ",./ 年

相比"比值不断减小# 昼夜人口密度

变化加大"这说明在中心商务区居住

的人口越来越少"反映出住宅区与中

心商务区逐渐分离#

.#(!!解析"大量人口只在中心商务区

工作"而远离中心商务区居住"主要是

得益于交通条件的改善#

1#'"(商业&住宅&工业

'%(地租由市中心向周围递减"等值

线在主要交通干线处向郊区凸出"地

租较高# 其原因是影响地租水平的因

素主要是交通通达度和距离市中心的

位置"干道两旁"通达度相对较高#

''(

!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学生运用所学知

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由于城市不

同地块的地租水平主要受交通通达度

和距离市中心远近因素的影响"因而

从图中各等值线的位置和交通线状

况"就可以判断出各等值线所代表的

地价状况"进而判断出各区域的功能

分区# 仓储式超市要求的区位因素)

一是交通便利!二是由于其占地面积

大"要求地价低#

第二节!城市化

"#&!!解析"由于城市化过程中产生了

许多问题"城市建设应使人工环境和

自然环境协调统一"向生态城市发展"

故&项符合要求#

%#&!!解析"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城市化

发展的主要动力#

'#&!!解析"本题考查有关郊区城市化

的知识# 郊区城市化是指从 %/ 世纪

*/ 年代开始"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进

入到城市发展阶段中的绝对分散阶

段"表现为人口&工业&商业等先后从

城市中心向郊区迁移"中心区人口数

量下降# 大城市的适度郊区化"既有

利于打破制约城市发展的桎梏"又可

以给城市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希望#

但是郊区城市化会使大量的资金&技

术&生产活动&服务活动向郊区分散迁

移"大城市中心区的发展受到冷落"出

现$产业空心化%和经济萧条&衰败等

迹象#

)#&!!解析"英国是最先进入城市化阶

段的国家"也是最先出现城市化问题

的国家"并经过不断的探索和总结经

验"较成功地解决了城市发展中的诸

多问题的国家# 其城市发展所经历的

阶段"对其他国家的城市发展具有积

极的借鉴意义#

*#(!!解析"农村人口较少"工业规模

小"所以配套设施利用率低# 随着农

村城镇化的发展"产业结构将不断变

化"势必导致环境污染日益严重#

-#0!!解析"农业现代化使整个地区的

城市化水平提高"但与这种人口回流

现象无关#

.#'"(二!起步早#

'%(环境质量!基础设施!逆城市化

''(硫氧化物!减少人为硫氧化物和

氮氧化物的排放量!使植物营养体受

损"导致植物'林木(死亡

!解析"英国是世界上工业化最早的国

家"也是世界上城市化最早的国家"英

国首都伦敦过去也是世界上环境污染

最为严重的城市之一# 本题以伦敦城

市的发展&人口的增长&伦敦的环境污

染及其治理为切入点"考查英国城市

化的特点&逆城市化出现的原因&酸雾

的主要污染物及其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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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我国城市发展的方向是农

村人口向小城镇转移"加快城镇化

建设#

%#$!!解析"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农村"

不仅会引发一系列农村问题&环境问

题"还会造成整体购买力严重不足"内

需疲软"第三产业发展缓慢"还会动摇

双层经营体制和土地承包关系#

'#$!!解析"要实现$离土不离乡"进厂

不进城%的目标"就必须大力发展乡镇

企业"就近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

)#0!!解析"易于看出0项为正确答案"

%//. 年马鞍山市<$8增幅最大#

*#$!!解析"安徽省一些城市因资源枯

竭而面临新的课题"需要调整产业结

构"因地制宜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和

发展新兴产业#

-#(!!解析"", 世纪以后"欠发达地区

城市化水平明显低于发达地区"结合

图例可知"=

%

即为欠发达地区城市化

水平#

.#$!!解析"图中 >

"

和 >

%

表示两类地

区城市人口占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

图中显示在 %/ 世纪 ./ 年代中期两条

线相交"即所占比重基本持平#

1#'"(热岛!城市人口&工业&交通过度

集中"使城市区域气温高于周围地区

雨岛!生产&生活活动使城市尘埃增

多"尘埃作为水汽凝结核"使城市上空

多云雨

'%(建设卫星城!开发城市新区

''(人口老龄化!青壮年要赡养照顾

更多老年人"家庭负担加重!老年人的

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费用增加"加重

社会经济负担!关心照顾老人"建立

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区服务制

度等

!解析"由图中等温线和年等降水量线

可以看出"上海市比周围地区气温高"

降水多"这种现象被称为城市的热岛

效应和雨岛效应"产生原因是城市人

为排放的余热多"气温高"空气对流强

烈"且生产&生活活动使城市尘埃增

多"降水增多#

第三节!地域文化与城市发展

"#$!!解析"图中
"

为湄公河三角洲"

#

为东南亚地区"均为自然事物"并非人

类创造"故不属文化范畴#

%#(!!解析"本题考查了地域文化的含

义# 判断是不是地域文化关键是要把握

特定的地域&长时期&人类活动的产物#

'#&!!解析"欧洲发展历史悠久"城市中

心一般为市民集会的广场"有教堂等

著名古典建筑"为保留其历史建筑的

风采"其高层建筑大都建在城市中心

以外的地区#

)#0!!解析"罗马是在维护和保存古迹

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的!巴黎的城市建

筑一直秉承着法兰西文化的传统!纽

约代表了现代文明的崛起!曼谷体现

着印支文化与南洋风情的结合#

*#&!!解析"青藏地区因地势高"气温日

变化大"将藏袍右袖退下"为了适应劳

动的需要#

-#(!!解析"地理环境与建筑结构&建筑

形式都有紧密的联系"云南属南部热

带&亚热带季风气候"气候湿热"当地

又盛产竹子"为了避湿&通风&散热"

$高脚%式竹楼成为傣族聚居地区具有

代表性的建筑#

.#'"(南!北

'%((

''(其建筑特点适应了当地炎热多雨

的气候特点"$高脚%形式适应当地湿

热气候"防潮&防虫&防洪"且凉爽&通

风!建筑材料以竹木为主"便于就地

取材

!解析"从题干中可获取以下信息)

"

&

图为竹楼景观"应位于我国南方湿热

区域"有利于通风防潮"防虫&蛇侵袭#

$

(图为我国北方的窑洞"主要位于黄

土高原区域"该民居具有冬暖夏凉的

特点"利于适应当地夏热冬寒的气候

特点#

"#(!%#$!!解析"地域文化对城市的

影响主要体现在城市建筑上"在城市

建筑的结构&布局和建筑风格上都能

体现出来# 中国园林中的 $曲径通

幽%"特别是$幽%字体现了中国地域文

化具有内向性和封闭性#

'#(!)#&!!解析"从该城市女性装扮

上可知"其位于中东地区!该城市居民

多信仰伊斯兰教"故常见的建筑景观

是清真寺#

*#$!!解析"我国东南沿海由于多雨而

使人在屋外活动很不方便"修建骑楼

就可解决这个问题#

-#0!!解析"房屋内部的日照条件与房

屋所在的纬度&房屋的朝向&房屋间

距&窗户的大小等因素有关# 窗户采

用单&双层结构主要考虑室内的温度"

与日照无关#

.#&!!解析"春季因内蒙古多大风而迁

至洼地!夏季气温高"由于低地热而迁

至高岗"利于散热!秋季秋高气爽可以

在平地!冬季寒冷"迁至有光照的阳坡

有利于防寒#

1#'"(地域文化!城市中的建筑

'%(建筑布局!建筑结构!建筑风格

''(宗教!灵魂!核心!基础

!解析"地域文化对城市的发展有很大

影响"突出体现在对城市建筑的影响

上"具体表现为影响建筑布局&结构&

风格# 4图是典型的伊斯兰教风格

建筑#

知识与能力同步测控题
"#$!!解析"据图可知"%/// 年"甲&乙

两种图例所示的人口之和为 "' 亿左

右"故甲&乙之和才表示总人口"即 &&

(两项错误# 再根据我国的国情可知"

城市人口数应少于农村人口数"且城

市人口数量增加较快"故甲表示城市

人口"乙表示农村人口#

%#0!!解析"改革开放以来"受经济发展

差异影响"我国出现了大量农村人口流

向城市的现象"故城市人口增长速度较

快"而农村人口增长速度较慢#

'#(!!解析"我国人口大量流向城市"是

因为城乡差异明显"城市有较多的就业

岗位&较好的基础设施&优越的生活条

件"对农村人口有较强的吸引力#

)#$!!解析"城市中心区的工业规模先

扩大"后缩小"外围工业区的规模随时

间推移从无到有再到逐渐扩大"其随

时间变化非常显著#

*#(!!解析"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

中心区的地价上涨"原有工业区已无力

承担昂贵的地租"再加上城市中心区的

污染加重"为减轻中心区的污染"有污

染的工业被迫外迁#

-#$!!解析"服装厂规模往往较小"不需

要大量土地和建筑"即使地价比较高"

但可以期望高额收入回报"因而可以在

城市内部布局# 大规模工业生产活动"

尤其是生产工艺与制造过程连续化的

钢铁&石油冶炼&车辆制造等需要有地

势平坦&面积大&承压力强的土地"而这

些大面积的土地在城市中心部位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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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很难找到"即使能找到"由于地价

昂贵"也很难承担地价成本的压力"因

此"这样的工业行业一般都放在郊外#

.#&!1#0!!解析"考虑常年风向"工业

区应布局在主导风向的下风向"且严

重污染区应在轻度污染区的下风向!

绿化带应布局在工业区和生活区之

间"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居住环境免

受直接污染#

,#0!!解析"曲线
"

从市中心向郊区逐

渐减少"市中心面积比例下降"郊区面

积比例上升"符合居住用地特点# 曲线

$

从市中心向郊区逐渐增大"市中心比

例下降"郊区比例上升"符合工业用地

特点# 曲线
!

面积比例较小"从市中心

向郊区下降"%//* 年比 ",,/ 年有所增

长"应为商业用地# 故0项正确#

"/#(!!解析"在 "% 千米处"曲线
"

居住

用地面积比例上升"曲线
$

工业用地

面积比例上升"曲线
!

商业用地面积

变化很小# 故(项正确#

""#$!!解析"$公交先行%"可以减少小

汽车的数量"缓解交通拥堵"降低能

源消耗"减少废气排放"同时提高道

路通行速度#

"%#0!!解析"从表格中可知"休斯敦&凤

凰城公共交通利用比重小"是人口密

度小"居住分散所致#

"'#(!")#0!!解析"解答本题组要理解

地域文化对城市影响的内涵# 日本

皇宫位于城市中心"外围是商业区"

再向外是住宅区"交通便利的沿海为

工业区"这种城市功能分区显然是对

历史的继承"受历史因素的影响较

大"皇宫位于市中心是皇权至高无上

的体现#

"*#$!!解析"深圳拥有千万人口"应属

于特大城市#

"-#$!!解析"多建超高层建筑"势必造

成人口和产业的过度集中"产生一系

列城市环境问题!交通运输通过市中

心"增加市中心的交通压力"带来交

通拥堵和环境污染等问题#

".#$!!解析"城市化进程发展到一定阶

段后"由于城市中心区人口&工业&交

通越来越密集"环境质量不断下降"

出现了居住在城市中的人们向外迁

移的趋势"尤其是收入水平高&拥有

私人汽车的人们"这种趋势更加明

显!在城市外围的高速公路沿线"逐

渐出现了等级较高的住宅区# 相反"

低收入的城市居民生活在城市中心

区"显得城市出现衰落的迹象#

"1#(!!解析"郊区环境质量的改善和基

础设施的完善"使郊区能够产生对工

业&商贸&金融服务等第二&第三产业

的吸引力"实现城市化进程中的郊区

城市化阶段#

",#&!!解析"城市的各类用地中居住用

地所占的比重最大"且分布在商业区

与工业区之间"其中一&二环线之间

住宅区的比重应最大"

"

与之相符"

确定其为住宅区!工业用地支付地租

的能力小于商业用地和居住用地"故

主要分布在一&二环线和二&三环线

之间"

$

与之相符!商业用地从市中

心向外不断减少"一环线以内商业用

地的比重明显大于一&二环线和二&

三环线之间"

#

与之相符!

!

从市中

心向外不断降低"但变化相对较小"

符合道路用地的变化特点#

%/#(!!解析"由于城市扩张"城市规模

扩大"郊区吸引较多的人口迁入"城

市的郊区也纷纷成为城市的一部分"

这一过程称为郊区城市化#

%"#'"(扩大!增多

'%(卫星!新

''(向河流上游和城外迁移# 原因)

上游水质好#

')(差异)中心区气温较高# 原因)中

心区人口密集"工业发达"产生大量

热量#

!解析"第'"(&'%(题"可直接读图得

出# 第''(题"自来水厂需要洁净优

质的水源"从位置上自来水厂出现在

河流上游和卫星城附近"保证居民用

水的良好水质# 第')(题"由于城市

中心区人口集中"工业发达"居民生

活&工业生产和大量交通工具释放大

量人为热量"使中心区气温高于

郊区#

%%#'"(&!'%(降水稀少!''(尖顶!平

顶!冰屋!风格

!解析"地域的地理环境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着该区域文化的形成"地域文

化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反映当地的自

然地理环境特征# 本题需要结合我

国陕西&南方地区&北极地区不同的

气候特征来回答#

%'#'"(

"

地价低!

$

交通便利!'%(考

虑广大职工的收入水平!''(商业!

')(华苑&梅江!交通便利"在盛行风

向的上风向"环境质量较高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了住宅区的区

位特点及其影响因素# 回答本题要注

意从图中提取有效信息并加以分析#

第三章

生产活动与地域联系
第一节!农业区位因

素与地域类型

"#&!!解析"影响城市周围乳牛场分布

的因素主要是市场"影响珠江三角洲

双季稻种植的主要因素是热量"渭河

平原的冬小麦&河套平原的甜菜分布

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热量#

%#(!!解析"丘陵地区地形因素是农业

发展的限制性因素"所以首先要改造

地形#

'#0!!解析"混合农业主要是耕作和畜

牧业相结合的农业地域类型"耕作业

和畜牧业各占一定比重# 我国广大农

耕区家畜&家禽的饲养绝大多数不上

规模"只能作为副业"因此不是真正意

义上的混合农业"而我国珠江三角洲

的基塘生产则是一种形式新颖的混合

农业#

)#(!!解析"按投入多少"农业可分为粗

放农业和密集农业# 投入的生产资料

或劳动力较多"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

方法来增加农业的产出"这样的农业称

为密集农业#

*#(!!解析"在大面积的干旱&半干旱气

候区"由于降水稀少"不适宜发展种植

业"但适宜发展大牧场放牧业#

-#&!!解析"按产品用途"农业分为自给

农业和商品农业"(&0&$三项均为自

给农业#

.#'"(地形!土壤!政策!交通运输!

市场

'%(地域性!因地制宜

''(地形!气候!土壤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对农业区位因素

知识的灵活运用能力# 影响农业区位

的因素主要有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

素# 在自然因素选项的判断中关键是

确定(的答案"从框图中可以看出"(

是自然因素的组成部分'可能是土壤

或地形("并且 (受农业生产和废渣&

废水的影响# 由于农业生产对土壤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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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利用得当"对土壤有改良作用"

而废渣&废水对土壤质量也有影响#

因此"(是土壤"&是地形# 在社会经

济因素的判断中"根据农产品加工厂

对?有影响"可判断出 ?为市场"而 $

对市场有影响"可判断出 $为交通运

输"则0为政策#

"#0!!解析"图中)

"

为乳畜带!

$

&

#

为

小麦带"其中
$

为春小麦"

#

为冬小

麦!

!

为玉米带#

$

与
#

种植的粮食

作物都是小麦"播种时间上春小麦在

春季"冬小麦在秋季"选0项#

%#&!!解析"图中
"

附近农业地域类型

为乳畜业"影响乳畜业的主导区位因

素是市场"选&项#

'#0!!解析"

#

处的粮食作物为冬小麦"

我国冬小麦的主要分布区是华北平

原"选0项#

)#0!*#(!!解析"本题主要考查商品谷

物农业的相关知识"解题的关键是读

懂图形"并综合分析# 由题干和图中

信息 ) 月犁耕 * 月耙土及播种", 月收

割""/ 月贮存麦种和售卖"可知该农场

地域类型为商品谷物农业"且由一年

一熟等可知该国纬度较高"结合选项

应为加拿大#

-#&!.#&!!解析"由图中经纬度及轮

廓可知"该地区为我国的东北地区"其

主要的农作物为玉米&小麦# 东北地

区纬度较高"热量不足是限制该区农

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而其平坦的地

形&较便捷的交通和肥沃的黑土是其

农业发展的有利条件#

1#'"(夏季高温多雨或全年高温多雨!

地形平坦"多分布在河流中下游平原

或三角洲地区!人口稠密"劳动力丰富

'%(水稻单位面积产量高"可缓解人口

对土地的压力和对粮食的需求

''(&&(&$

')(商品率低"机械化水平和科技水平

低"水利工程量大"生产规模小!扩大

经营规模"提高机械化水平和科技水

平"提高商品率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水稻种植业的相

关知识# 由于水稻单产高"可缓解分

布区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和粮食的需

求# 本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使本区水稻生产科技水平和机械化水

平较低"加之人多地少"水稻生产以家

庭生产为主"生产规模较小#

第二节!工业区位

"#&!!解析"发达的银行信贷体系"经济

的高度开放"大批的廉价劳动力"政府

的大力支持"%/ 世纪 ./ 年代原料和能

源大幅涨价"功能齐全的生产*销

售*服务*信息网络"都为意大利新

兴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保证#

%#0!!解析"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在规划

的工业用地上"先建成基础设施"再吸

引投资者建厂"这样可以共同利用基

础设施#

'#&!!解析"德国的鲁尔区&英国中部工

业区和美国东北部工业区是世界上最

著名的三大传统工业区#

)#$!!解析"解答本题的关键是分析影

响区位的主导因素***最大圆的内

容"然后对照题中选项提供的工业部

门分析其布局的主导因素)炼铝厂耗

能大"应布局在能源基地!制糖厂原料

用量大"加工后失重大"应布局在原料

地!电子装配厂属劳动密集型工业"应

布局在劳动力丰富的地区!啤酒厂需

清洁水源且产品不便长距离运输"应

布局在靠近市场的地方#

*#(!!解析"由图可知)

"

为美国芝加哥

'五大湖沿岸工业区("

!

为日本神户

'阪神工业区("

#

为英国伯明翰'南部

工业区("均为传统工业区!

$

为俄罗

斯新西伯利亚工业区"以高科技产业

为主#

-#$!!解析"甲&乙&丙&丁都是有空气污

染的工厂"所以若此布局合理"此地盛

行风只能是东北风或西南风"&&(&0&

$四项中只有热带季雨林对应的热带

季风气候区适于此布局#

.#'"(

$!#%&

!'%(

"'()*+,-

''(

'(*

!')(

"')+,-

'*(设备大"管线长"占地多"面积广"

而且还有众多配套的生活服务设施和

其他工业

!解析"本题考查工业联系&工业集聚

和工业地域的有关知识# 解题的关键

是明确图中各工厂与钢铁工业之间的

关系# 钢铁工业的生产过程复杂"需

要相互接近的工厂"不仅包括从事钢

铁生产各道工序的工厂"如烧结厂&焦

化厂&炼铁厂&炼钢厂&轧钢厂"还包括

与钢铁生产有联系的工厂"如氧气厂&

机修厂&发电厂&水泥厂等"总共可达

%/ +'/ 个工厂# 这些工厂设备大"管

线长"占地多# 因此"这样形成的工业

地域面积广"发育程度高"再加上为方

便众多工人生活所配置的服务业和其

他工业"往往由于工业地域的扩展而

形成工业城市#

"#0!!解析"从生产成本统计图分析"四

地电费&原材料运费及成品运费三者之

和只有
!

地最低"因此"从生产成本考

虑"该企业厂址应选择在
!

地#

%#(!!解析"在生产成本中"电费所占比

重高"即该企业消费能源多"应为动力

指向型企业#

'#(!)#$!*#&!!解析"在该工业区发

展的条件中"有$大批廉价劳动力%!新

兴工业区分布图显示的该区主要工业

部门多数属于劳动力指向型工业!煤

炭是传统工业的基础产业之一!意大

利新兴工业区的生产过程分散&资本

集中程度低!在空间上"工业分散在小

城镇"甚至乡村"成为$分散型工业化%

地区# 英国中部工业区是典型的传统

工业区#

-#0!.#(!!解析"本题考查环境对工业

区位选择的影响# 第'"(题"该城市工

业布局合理"则对城市有污染的工厂

应布局在城市主导风向的下风向# 由

图中工业布局并结合指向标判断该城

市主导风向为东南风# 第'%(题"从环

境因素考虑"无污染的工业布局在城

区"轻度污染的工业布局在郊区"严重

污染的工业布局在远离城市的地区并

考虑盛行风的影响"因此
!

类工业可

能为食品工业!

"

类工业为轻度污染

的工业!

#

类工业为严重污染的工业"

该类工业迁移有利于改善城市大气

环境#

1#'"(接近原料&燃料产地!交通便利!市

场广阔#

'%(丰富的煤炭资源!便捷的水陆交

通'&&(可互换(!钢铁工业!机械工

业'0&$可互换(

''(发展新兴工业和第三产业"促进产

业结构多样化!拓展交通"完善交通

网!消除污染"改善环境等#

!解析"本题结合德国鲁尔区的相关知

识"考查我国鞍钢的区位优势和整治

措施"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分析&比较及

知识迁移的能力# 第'"(题"我国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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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工业基地和德国鲁尔区都属于传

统工业区"且都属于$煤铁复合体型%"

其发展条件有相似之处"可从原料&燃

料及交通&市场等方面考虑# 第 '%(

题"结合鲁尔区的工业发展条件及各

字母在框图中的位置分析# 第''(题"

德国鲁尔区在综合整治方面有许多经

验可供借鉴"如发展科技&发展新兴工

业和第三产业&拓展交通&改善环境等#

第三节!地域联系

"#$!!解析"影响聚落形态的因素有很

多"比如平原地区的团聚状聚落和山

区的狭长形聚落都是地形因素的影

响!矿业城市内的居民点则受矿产分

布的影响"分布于矿产地附近!我国南

方地区的村落多沿河分布"取河流的

有利交通区位而呈长带状分布#

%#$!!解析"石油属于大宗货物"采用管

道运输或海洋运输都可以"但由于受

自然&经济条件的制约"单独用其中任

何一种方式都无法运入"比较好的方

式是通过管道运输到大连"然后从大

连通过海洋运输到上海#

'#(!!解析"&项错在$都以公路运输为

主%"如俄罗斯以铁路运输为主!铁路

适宜长距离运行"所以面积较大国家

比较重视铁路运输!国家贸易主要发

生在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铁矿

石不是我国主要出口物资# 故选

(项#

)#0!!解析"注意横轴和纵轴所代表的

含义#

*#0!!解析"京沪高速铁路正式投入运

营"时速高达 '*/ 千米5小时"从北京到

上海只需要 * 小时"比特快列车节省 ,

小时左右"体现了现代交通高速化的

特点#

-#&!!解析"台湾是一个多山的岛屿"平

原面积狭小"主要分布在沿海# 在沿

海平原"修筑铁路造价较低"并且沿海

地区经济发达#

.#'"(流动!山区人口稀少"分布零散!

固定!平原地区人口密度大"并且形

成了城市"适宜采用商业街或商业小

区等固定形式

'%(大!城市人口多"为了满足商业活

动需要"需设置多个商业网点

''((!0!&

')((地)市场最优原则!0地)交通最

优原则#

!解析"由图可知)

"

&商业网点设置

在山区"自然条件较差&人口较稀少&

交通较闭塞!

$

(地位于平原地区的城

市中心区"可以拥有更广阔的消费市

场!

!

0地位于两条公路相交的地方"

交通条件更为便利#

"#0!%#(!!解析"四条线路中"

"$

坡

度太大"

#

距离太长"综合考虑"只有

!

最合适!线路
$

需要穿过山脉"施工

技术要求最高#

'#&!)#(!*#$!!解析"第 ' 题"

"

通

过地区以平原为主"地形平坦"地质基

础好"工程难度小# 第 ) 题"高速铁路

以直达为主"频频停车会影响铁路行

驶速度# 第 * 题"高速铁路采用$以桥

代路%的举措"无需降低坡度#

-#(!.#$!!解析"本题组主要考查了

学生的读图能力和提取有效信息的能

力# 本题图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左

侧纵坐标代表铁路&公路的客运比重"

右侧纵坐标代表航空的客运比重"所

以在 ",," 年即使三条曲线重合也不能

代表铁路&公路&航空的旅客周转量大

致相同# 公路客运与铁路客运相比最

大的优势在于公路客运灵活机动"而

且"现在随着公路客运的发展"其客运

舒适性和速度也在迅速提高#

1#'"((&0

'%(周围海水较浅"不利于大吨位船舶

行驶

''(纬度较高"冰期较长

!解析"本题从香港和澳门的地理位置

和人文因素着手分析# 从香港和澳门

地区略图看"香港的水域范围与筑港

条件都大大优于澳门"铁路与京广&京

九线相连通"经济腹地广阔"地理位置

优越"得天独厚的自然筑港条件"再加

上自由贸易港的政策"使得香港成为

世界著名的航空和海运枢纽# 符拉迪

沃斯托克最明显的制约条件是冰期

较长#

知识与能力同步测控题
"#$!!解析"=河谷地为青藏高原上的

湟水谷地"由于地势高"其农业生产的

限制性因素主要是地形和热量#

%#0!!解析"注意题干中词语$与上海&

天津相比%"显然在>地建毛纺织工业

基地"与上海&天津相比"更接近原料

产地"因为青藏高原是我国的四大牧

区之一#

'#0!!解析"从两幅图中可以看出"该地

畜牧业与种植业并重"为混合农业#

)#(!!解析"混合农业是面向市场的一

种农业地域类型"生产规模大"机械化

程度高"商品率高"生产灵活"市场适

应性强#

*#$!!解析"从图中不同年份的城市用

地与交通线的关系可以看出"城市空

间形态基本上是沿着交通干线扩展

的"这些干线也往往成为聚落的主要

发展轴!当新的交通线出现的时候"该

聚落就会沿着新交通线延伸# 这说明

一个地区的交通线发生变化"会引起

该地区聚落空间形态的变化"交通线

对城市形态的影响显著"故$项正确#

-#0!!解析"沿运河发展的城市"早期是

依靠便利的水运!当更廉价的海运和速

度更快的铁路运输方式出现后"运河的

航运价值会大幅度下降"从而使沿线城

市发展速度明显变慢"故0项正确#

.#0!!解析"沿海滩涂盐渍化严重"所以

改造滩涂应种植耐盐植物#

1#$!!解析"由于滩涂盐渍化严重"引淡

水淋盐可以有效缩短滩涂改造时间#

,#&!!解析"铜粗炼厂是对铜矿石进行

冶炼"原料需求量大"运费所占的成本

比例高"而产品占成本的比重小"因而

属于原料指向型!而铜精炼厂"原料加

工成产品后质量变化小"需要接近市

场"因而属于市场指向型# &项正确#

"/#(!!解析"加工厂布局在精炼厂附

近"可以加强联系"进而降低成本# (

项正确#

""#$!!解析"读图可知"该地区为北美

洲的五大湖地区"该地区人口密度大"

城市众多"所以该地区的农业生产主

要为城市提供乳&肉&蛋等副食品"农

业地域类型应为乳畜业#

"%#$!!解析"影响乳畜业的主要区位因

素是市场条件#

"'#0!")#0!!解析"根据表中数据)人

均耕地面积@单位面积谷物产量2人

均粮食占有量"即可判断出黑龙江省

是人均粮食占有量最多的省市!东北

商品粮基地耕地面积广&人均耕地多"

导致其粮食商品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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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解析"&地区位于塔里木盆地南

部的绿洲地带"与华北地区相比"&区

域发展番茄种植的优势自然条件是)

光照更丰富&气温日较差大"更利于

糖分积累"番茄更优质#

"-#(!!解析"&区域位于昆仑山麓冲积

扇上"高山冰川融水为该地区提供水

源补给#

".#(!!解析"该绿洲地带不合理利用水

资源'上游段过度取水("会引起下游

水源枯竭"绿洲萎缩"甚至消失# 发

展节水农业"可以高效利用水资源#

"1#0!!解析"按公式)收益 2'市场价

格3生产成本( @单位面积产量 3运

费"可计算得出#

",#&!!解析"单位面积产量的利润越

高"越适宜种植在该地区"结合上题

便可得出&项正确#

%/#(!!解析"距城市的最远边界从理论

上讲应该是利润为零的地区# 花卉

收益为零的地方距城市 * 千米"蔬菜

为 ) 千米"稻米 "% 千米"甘薯 %/ 千

米"故(项正确#

%"#'"(A!此阶段冶炼一吨钢所需要的

煤铁比例为 ))%"应该接近煤矿"而 A

处位于河流与运河交汇处"水运

便利#

'%(<!A处的煤炭资源枯竭"而此时

冶炼一吨钢所需要的煤铁大致相当"

而<地处于铁路交汇处"运输便利#

''(B!港口!运输原料&燃料!消费

市场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钢铁工业区位

变化# 解决本题关键是分析表中每

冶炼一吨钢需要的煤&铁矿石的比例

变化# 结合第
.

&

/

&

0

阶段的区位

变化图"确定每一阶段工业布局特点

和原因#

%%#'"(大牧场放牧业!干旱&半干旱!

畜牧!'%(现代商品谷物农业!小麦

玉米!''(乳畜业!城市

!解析"地区生产专业化是美国农业

的一大特点# &地地处中西部温带大

陆性气候区"干旱&半干旱的气候条

件适合牧草的生长"适宜发展畜牧

业# (地区位于美国中部大平原上"

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发展的是现代商

品谷物农业"主要种植小麦和玉米#

0地位于五大湖附近"城市和工业的

发展为该地乳畜业的发展提供了广

阔的市场#

%'#'"(降水)甲地降水多"主要在冬半

年!乙地全年降水少#

气温)乙地全年高于甲地!乙地年较

差大于甲地!甲地夏季受副热带高压

控制"冬季受湿润的西风带影响!乙

地常年受副热带高压&信风控制#

'%(热量资源丰富"光照充足!昼夜温

差大!有灌溉水源

''(地势较为平坦!气候比较适宜!便

于利用海洋资源和发展海上航运

')(聚落!矿产资源!地形

!解析"本题考查发展农业的有利条

件&城镇区位因素的分析&影响交通

布局的因素等知识#

第四章!人类与地理环

境的协调发展
第一节!人类面临的

主要环境问题

"#$!!解析"人类所面临的环境问题主

要表现为生态环境恶化所形成的生态

破坏和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噪声

等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两个方面#

%#&!!解析"

"

工厂&交通工具&家庭炉

灶大量燃烧煤&石油&天然气会产生大

量的二氧化碳"可能会引起全球变暖#

$

林区开辟成梯田"由于森林的砍伐"

吸收二氧化碳的作用减弱"也会引起

全球变暖#

!

工业生产和家庭广泛使

用冰柜和冰箱"会产生氟氯烃化合物"

它会破坏臭氧层"也会引起全球变暖#

而其他几个都不会引起全球变暖#

'#&!!解析"臭氧层被称为地球生命的

保护伞"因为它能够吸收太阳辐射中

的大量紫外线"使到达地面的紫外线

很少#

)#(!!解析"有些环境问题的产生不只

影响某一个国家和地区"而且可能影

响到其他国家甚至全球# 例如国际性

河流的污染将使全流域受到影响!热

带雨林的破坏"会对全球的气候产生

影响等#

*#$!!解析"矿物燃料的燃烧会产生大

量的二氧化碳"同时煤的使用还会产

生二氧化硫"它们会导致全球变暖和

酸雨等环境问题# 人类的毁林"尤其

是破坏热带雨林会导致其吸收二氧化

碳能力减小"从而产生全球变暖问题#

臭氧的减少与人类大量排放氟氯烃化

合物有关"但其中也有自然方面的原

因# 而近百年来全球气温呈现波动上

升现象"则主要是由人类活动造成的#

-#$!!解析"第一幅$地球发烧了%"说

明全球变暖!第二幅小鸟无处安家是

因为森林被破坏!第三幅则说明水体

污染使鱼类不能正常生存# 环境问题

的产生既有自然原因"也有人为原因#

.#'"(工业!人口稠密区!主要工业分

布!'%(酸雨!$

!解析"硫&氮污染物主要来自工业排

放"所以排放量的多少和地区分布必

然与工业分布有关!从图中看"北美&

西欧&东亚最多"这也能说明上述观

点# 硫&氮污染物与水汽结合"就会形

成酸雨"对生物&土壤&建筑物都有很

大危害#

"#0!!解析"分析表格数据可知该山地

丘陵地区植被覆盖率大大提高"生态

环境改善#

%#$!!解析"黄铜矿冶炼会导致严重大气

污染"产生酸雨!可以采用综合利用方式

在冶炼厂附近建硫酸厂"化害为利#

'#&!!解析"图示区域气温高"有机质分

解快"自然土壤有机质含量低#

)#0!!解析"读图易于看出 '%' 国道位

于河谷地带#

*#&!!解析"该区域冶炼工业发达"燃煤

量大"酸性气体排放多"而该地区降水

丰富"易于形成酸雨#

-#(!!解析"由经纬网图和海陆轮廓图

可知"该地位于南美洲大陆南端"离南

极地区较近"因此"造成当地环境问题

的臭氧层空洞出现在南极上空#

.#0!!解析"臭氧含量的减少"除了受太

阳活动等自然因素的影响之外"人类使

用冰箱&空调时释放出来的氟氯烃化合

物大量消耗臭氧"也是其重要的原因#

因此"各国共同行动"禁止氟氯烃化合

物的排放是保护臭氧的有效对策# &&

(&$三项内容与保护臭氧无关#

1#'"(硫酸!使河湖水酸化"影响鱼类生

长繁殖"乃至大量死亡!使土壤酸化造

成养分淋失"农作物减产!腐蚀树叶"光

合作用受阻"林木成片死亡!腐蚀石材&

钢材等"造成建筑物&文物古迹等损坏#

'%(南方空气湿润"且降水较多!而北

方地区空气干燥"降水少"且扬沙浮尘

偏碱性"能中和雨中的酸性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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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我国以煤炭为主要能源"而

煤炭燃烧会释放大量二氧化硫等酸性

气体!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二氧化硫

的排放量呈上升趋势!我国煤炭脱硫

技术尚未得到全面推广# 措施)改变

能源消费结构!积极开发清洁能源!推

广煤的清洁燃烧技术#

!解析"本题考查酸雨的成因&危害&分

布及防治措施"我国能源消费以煤炭

为主"产生的二氧化硫气体特别多"主

要是硫酸型酸雨# 我国北方冬季气温

比南方低"采暖耗能多"但因北方降水

少"空气干燥"扬沙浮尘偏碱性"可中

和雨中酸性物质"故酸雨危害比南

方轻#

第二节!人地关系思

想的历史演变

"#0!!解析"工业革命以后"人类为了满

足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片面地追求

经济发展"过度改造自然"致使人地矛

盾激化#

%#$!!解析"环境问题随着生产力发展

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发达国家已经有

所缓和"并不是越来越突出"而发展中

国家仍然相当严重"例如我国环境问

题还没有得到基本解决# 目前环境问

题表现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所差

别"例如在发达国家主要表现为环境

污染"在发展中国家主要表现为生态

破坏"在城市主要表现为环境污染"在

农村主要表现为生态破坏# 环境问题

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面临的全球性问

题"要想得到合理的解决"需要全人类

的共同努力"故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尤

为重要#

'#(!!解析"中国的环境污染以城市为

中心"生态破坏程度仍在加深"范围还

在扩大#

)#&!!解析"可持续发展的三个基本原

则)公平性原则&持续性原则&共同性

原则# 其中&项中"建立自然保护区"

保护生物多样性体现了公平性原则"

人类与生物种群之间是公平的"所以

此行为属于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0!!解析"在人类文明演变的各个历

史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不同"人地关

系&环境问题以及人地关系思想存在

很大差异# 农业社会时期"生产力水

平提高"人口逐渐增多"人类对资源和

环境的开发利用的强度和广度都增

大"出现了各种环境问题#

-#$!!解析"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是公平

性&持续性和共同性"其中 &&(两项不

符合公平性&持续性的原则#

.#'"(在 %" 世纪前半叶"世界人口总量

不断增长"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到后半

叶"人口总量减少"污染缓解!而不可

更新的自然资源数量&粮食产量&工业

产品总量在 %" 世纪都呈下降趋势#

'%(世界人口总数保持稳定并有所减

少"不可更新的自然资源减少"但速度

放慢"粮食和工业产品产量增加并逐

步稳定"污染减轻#

''(世界人口总数停止增长

')(人口的过快增长"人口总量的不断增

加"是导致资源问题&环境问题的主要原

因"是人地矛盾激化的主要原因"要实现

可持续发展"就要控制人口数量#

!解析"本题以两种不同发展模式下的

资源&人口&环境等要素的变化趋势曲

线图为材料"考查学生利用教材所学

的人地关系演变的过程与可持续发展

模式进行综合读图分析的能力# 根据

图中曲线变化可较容易得出变化规律

和差异"通过对比也就能明确)人口的

过快增长是导致资源&环境问题的主

要原因#

"#&!%#0!!解析"第 " 题"材料中的两

句话均过分强调地理环境对人类的影

响"强调环境决定人的性格&天资甚至

品德# 第 % 题"地理环境决定论形成于

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人类社会早期#

'#0!)#$!*#&!!解析"

!

表示人类从

自然界中获取物质和能量"

#

表示人

类生产&生活活动向环境中排放废

弃物#

-#(!.#(!!解析"从图中看"有污水管

道向河中排污使鱼难以生存"同时树

木被砍伐"风沙&暴雨增多"则能判断

有土地荒漠化现象"是否有酸雨从图

中不能直接看出"但可看出水环境变

坏"故选 (项# 这些环境问题的存在

使该地不能持续发展"故违背了持续

性原则!人类自由排放污水"使其他生

物和下游地区受灾"也违背了公平性

原则#

1#'"(农业社会!工业社会#

'%(森林减少"生物多样性减少"水土

流失加剧"生态系统变得脆弱#

''(放火烧山&围湖造田等# 古人对生

态环境认识的局限性"如魏晋以来"大

量人口南迁!隋唐时期江南经济得到

进一步开发"因过度开垦土地"对生态

环境造成负面影响#

')(科学技术&社会生产力或生产工

具&人类对人地关系的认识&人口数

量等#

'*(

"

联系具有普遍性&客观性# 循环

经济是$资源***产品***再生资源%

相互联系的有机统一整体"它体现了

联系的普遍性和客观性!

$

联系具有

多样性# $资源***产品***再生资

源%的反复循环体现了原因和结果在

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循环经济

的流程还体现出当各部分以有序&合

理&优化的结构形成整体时"整体的功

能就会大于各个部分功能之和!

!

循

环经济表明人们可以根据事物的固有

联系"建立新的具体联系"以实现经济

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解析"本题是政治&历史&地理综合

题# 以人类社会的演进和人地关系为

背景"考查了人类发展与环境关系的

内容# 环境问题实质是发展问题"它

是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也必须在发

展过程中解决#

第三节!通向可持续

发展的道路

"#&!!解析"可持续发展追求人与自然

的协调发展# 使用一次性木筷会破坏

森林"造成生态环境恶化"不利于可持

续发展#

%#0!!解析"传统的发展观认为发展就

是经济增长" 因此国民生产总值

'<>8(就成了衡量发展的重要标志#

'#0!!解析"可持续发展要求经济&社

会&生态可持续发展"并非仅指经济的

持续增长# 在可持续发展中"发达国

家有更大的责任"但并不意味着发展

中国家就不需要保护环境了#

)#0!!解析"选购无氟冰箱可以减少氟

氯烃化合物的排放"使用节能荧光灯

可以节省能源#

*#&!!解析" $盛世滋丁"永不加赋%造

成人口的过度增加# 用塑料袋购物必

然造成环境污染# 所以本题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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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技术进步能解决人类面临

的很多问题"但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

项太绝对"错误!经过人类社会的发展

历程"人类逐渐认识到征服自然只会

招致自然的报复"人类应与自然和谐

发展"故(项错误!人类活动对环境及

生物的影响应有两种类型"即有利和

不利"故0项错误!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离不开环境"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维护

就是对自身的保护#

.#'"(美国!俄罗斯!经济发展综合指

数高"人均资源拥有量大!'%(日本!

岛国"多港湾"海运条件好!重视教育"

科技水平高!自然资源贫乏"严重依

赖进口!''(控制人口数量

!解析"由图可知"人均资源越丰富越

容易实现可持续发展# 发展中国家人

口基数大"人口增长快"影响了可持续

发展#

"#0!%#(!!解析"第 " 题"甲地位于黄

淮海平原地区"乙地位于珠江三角洲

地区# 第 % 题"珠江三角洲地区地势低

洼易涝"在这里挖土成塘"堆土成基"

因地制宜发展基塘农业"它不易起到

防风固沙和治理盐碱的作用#

'#(!)#&!*#&!!解析"据材料分析可

知"该村人口&耕地双增长"而人均粮

食占有量下降"只能说明土地生产力

下降"使粮食产量并没有随着耕地同

步增长# 该村人地矛盾尖锐化的原因

是人口增长过快"因此解决人地矛盾

的首要途径是控制人口增长#

-#&!!解析"垃圾点应较分散地布局在

住宅区"且方便居民投放垃圾#

.#0!!解析"人们不分类投放"主要是主

观上对于环境的认识不够"没有养成

较好的保护环境的习惯#

1#'"(需要用到大量的木炭"而木炭需要

由森林中的木材提供"还会产生大量

的烟尘污染大气#

'%(直接影响是需要砍伐森林"间接影

响包括由毁林带来的水土流失和土地

荒漠化等#

''(以电或其他形式的能源替代木炭#

!解析"烧烤利用的能源是木炭"因此

$吃烧烤等于+吞绿荫,%"同时也会产

生很多的环境问题"例如可以放出大

量的烟尘等"同时由于需要用到大量

木炭"所以也会间接地导致对木材的

需求增加"而砍伐森林又会带来生态

问题等# 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解

决能源问题"即可以其他形式的能源

替代木炭"如电烧烤等#

知识与能力同步测控题
"#0!!解析"从图中可以看出"近几十年

来"大气中 0C

%

含量在不断增加"同

时"全球平均气温也大致呈波动上升

趋势"因此"二者呈正相关关系#

%#&!!解析"不管是煤炭还是石油&天然

气"都属于矿物性燃料"燃烧过程中都

产生二氧化碳!发达国家经济发达"矿

物性能源消耗量大"二氧化碳排放量

占全球总排放量的绝大比重#

'#0!!解析"大气污染系数是某一地区

某方位风向频率与该方位风速的比

值# 广州多北风"且广州北部大气污

染系数较大"污染较严重"但北郊大气

污染企业不一定最多#

)#&!!解析"广州西南风频最小"大气污

染系数最小"欲改善广州市的大气环

境状况"可把大气污染严重的企业布

局在城市西南偏西方位的郊外#

*#(!!解析"图示区域降水量由东向西

呈递减趋势"但并非逐渐减少!降水量

由沿海向内陆逐渐减少"新疆西部略

增多!山地降水多"平原地区降水少!&

地为祁连山地"对东南季风有抬升增

雨作用"降水较多#

-#&!!解析"虚线圈内东部为黄土高原

地区"其水土流失严重!西部地区为内

蒙古部分地区"其荒漠化严重#

.#&!1#0!!解析"该思想形成于人类

社会早期"人类对环境既崇拜又依赖"

把一切自然现象及其对人类生产与生

活的影响归结为某种超自然力量的

作用#

,#(!!解析"南极地区目前空中航线尚

未开辟# 因氟氯烃是在大气中"所以

是大气环流输送的#

"/#0!!解析"氟氯烃与臭氧的反应需要

光照条件#

""#$!!解析"南极臭氧最低值出现在

, +"" 月"黄河凌汛出现在北半球初

冬和初春"澳大利亚牧羊活动的忙季

为 * +, 月"驯鹿向北迁徙开始于北半

球春季#

"%#(!"'#&!!解析"本题组是可持续发

展实施的具体实例体现# 垃圾被称

为$放错地方的宝藏%"随着经济的发

展"固体垃圾数量越来越多"如何处理

成为世界性问题# 由图可看出美国

,/ 年代后回收利用的垃圾增长最多#

采用恰当的处理方式既可减轻污染"

又可变废为宝#

")#$!!解析" $绿色 <$8%既能反映经

济发展水平"又能够体现经济增长与

自然保护和谐统一的程度#

"*#(!!解析"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资源

环境定价目前是没有一定标准的"因

为机构不是很完善"执行标准也不一

样"再加上地方政府盲目追求 <$8"

对环境破坏很大#

"-#&!!解析"对环境质量要求提高"必

然促使当地政府既要发展经济"又要

保护环境"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

发展经济#

".#(!"1#$!!解析"据图所示"可判断

&层是对流层"(层为平流层"0层以

上属高层大气"氟氯烃气体能与臭氧

发生化学反应从而破坏 (层中的臭

氧层"使大量紫外线到达地面#

",#$!!解析"人类社会早期"改造自然

的能力微弱"驯养野兽"种植禾谷"以

崇拜自然为主# 进入农业文明时期"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耕作和灌溉

技术的发展"使粮食供应变得稳定可

靠"人口迅速增加#

%/#(!!解析"发展中国家更容易引发环

境问题"主要原因是处于经济发展的

初级阶段"而人口增加迅速"面临着人

口和发展的双重压力#

%"#'"(随着人口的增加"耕地面积的不

断扩大"人类对自然植被的破坏不断

加剧!'%(东北大小兴安岭&长白山&

西南横断山区&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地

区和喜马拉雅山南坡!''(水土流

失!土地荒漠化加剧!水旱灾害频繁发

生等

!解析"在古代"我国人口呈缓慢增长

趋势"清以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

医疗卫生事业快速发展"人口死亡率

下降"自然增长率上升"人口猛增# 迫

于生存"人们毁林开荒"破坏天然植

被"导致环境恶化"水土流失"土地荒

漠化加剧"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四!'%(-1! +.%!!水温升高"

饱和值下降!光照增强"光合作用产氧

量增加!''(污染较重的小工厂停

产!对工农业及生活污水进行处理!

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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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枯水期用水"使流量增加!调整生

产过程"适当在洪水期排污#

!解析"溶解氧是水中生物生存的条

件# 本题考查水中由于污染等原因

带来溶解氧变化的基本知识# 本题

关键在于读懂图和表格# 河流流量

读柱状图"溶解氧及水温变化读曲线

图"不同温度下 $C饱和值读表格#

根据图表资料和学过的知识分析溶

解氧变化的原因"思考控制水污染的

措施#

%'#'"(从沿海向内陆"可持续发展状况

从良好到较差状态!'%(环境污染严

重!资源&能源不足!''(气候干旱"

植被稀少"土地荒漠化严重"生态脆弱

!解析"从图中可以看出"我国东南沿

海地区多为良好状态地区"新疆&青

藏等地区多为较差状态地区# 这反

映了我国可持续发展存在明显的空

间分布差异#

教材学业水平考试试题
"#0!!解析"人口迁入率'迁入人口占总

人口比重(与迁出率'迁出人口占总人

口的比重(之差为人口迁移率# 美国

人口迁入率高"但人口自然增长率低!

德国人口负增长!沙特阿拉伯的外籍

人口已超过本国人口!综合分析比较"

0项正确#

%#$!!解析"发达国家人口自然增长率

低"其大城市中心区人口迁出率大于

迁入率"人口迁移率为负值#

'#$!!解析"美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低"而

且美国东北部人口迁出率大于迁入

率"是由环境恶化导致的#

)#0!!解析"甲曲线流量最大值较高且

出现的时间较早"而乙曲线径流最大

值出现时间较晚且较低"说明乙过程

中径流速度较慢"且向地下下渗较多"

有利于地下水的补给!而甲则相反"长

期下去会导致城市地下水不足"出现

水荒#

*#$!!解析"一般城市地表植被覆盖较

差"地面硬化较好"因而水流速度要快

一些"地表径流最大值出现的时间也

就要早一些#

-#0!!解析"由表格可知影响甲&乙工业

的主导区位因素分别是原料和技术"

因此甲应为原料指向型工业"乙属于

技术指向型工业#

.#$!!解析"因甲工厂属原料指向型工

业"所以工人工资水平低!而乙工厂属

技术指向型工业"所以工人工资水平

高#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工人工资

在生产成本中所占比重下降#

1#&!!解析"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原

材料对工业区位的制约力减小"地域

条件对工业的限制逐渐减弱# 目前"

由于东部地区技术发达"所以技术指

向型工业依然集中分布于东部沿海"

甲&乙两工厂运输成本不同"所以对运

输的要求也不相同# 自然条件对甲&

乙两工厂均有影响"对甲工厂影响

较大#

,#(!!解析"我国九大都市圈多位于沿

河或沿海地区"取水方便"气候适宜#

"/#&!!解析"东部地区的工商业比较发

达"交通便利"会促进城市化的发展#

""#$!!解析"从图中可以看出"黄河上

游地区铅锌&铜&镍等有色金属资源

丰富"且黄河上游多峡谷"蕴藏有丰

富的水能"并已实现了梯级开发"水

电充足"因而在黄河上游地区形成了

以水电和冶金工业为主的工业地域#

"%#(!!解析"图中工业中心集聚"主要

是为了充分利用该地有色金属资源&

水能资源丰富的优势#

"'#&!!解析"铁路&公路运价相对较高"

管道运输的对象是液体&气体&固体

粉末"适用货物范围较小"而海运既

有普通货物的运输船只"也有一些特

殊运输船只"如液化气船&石油船等#

")#(!!解析"根据教材知识判断(项符

合题干所述特点#

"*#&!!解析"管道运输具有连续性强&

损耗小&安全性能高&管理方便&运量

大的优点"适合长距离运输大宗的石

油&天然气等货物#

"-#(!!解析"不同的气候条件下"生物

量的差异巨大"因而人口容量大小也

相差悬殊#

".#$!!解析"现在的热带雨林气候区因

气候潮湿闷热"蚊虫肆虐而人烟稀

少"远没有达到表中所列的人口合理

容量和合理人口密度#

"1#$!!解析"根据柱状图可知"广东省

户籍人口主要由省外迁往省内!在广

东省内部"主要由东翼&西翼和山区

迁往珠三角地区#

",#(!!解析"广东省特别是珠三角地区

经济发达"工作机会较多"工资待遇

较高"故经济因素是影响广东省户籍

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

%/#&!!解析"

"

是采猎文明时期"

$

是

工业文明时期"

!

是环境文明时期"

#

是农业文明时期#

%"#$!!解析"

$

是工业文明时期"此时

的人地关系是人类单纯地把地理环境

看成是人类活动的场所和开发的对

象"人类征服自然#

%%#0!!解析"图中的聚落都分布在等值

线向较大值弯曲处"且都沿河流分布!

其中部分聚落位于河流南岸"部分聚

落位于河流北岸"但它们都分布在河

流的凸岸#

%'#0!!解析"图中的公路位于山谷中"

受地形影响显著!由该图可知"公路的

走向与河流的流向大体一致"且公路

从聚落中穿过或靠近聚落"故河流和

聚落也是影响公路走向的因素#

%)#(!!解析"黄土高原地区煤炭资源丰

富"故由甲地流向乙地的 =应为能

源!长江三角洲具有资金&技术优势"

故由乙地流向甲地的>应为技术#

%*#0!!解析"钢铁厂从甲地转移出去"

会减少甲地的就业机会"但有利于该

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钢铁厂转移

到乙地"可以加快乙地工业化进程#

%-#'"(0!偏北!东!'%(集中!便于行

政管理!节省基础设施投资!''(方

格*环形*放射式!')(过境公路穿

越市中心!过境公路穿越市中心"易

造成市区交通拥堵和噪音污染"并且

过境车辆通行速度也较慢!'*(市场

交通!'-(占用土地的质量!有害工

业与生活居住区的关系!铁路对城市

的分隔与旧城的关系!留有发展余地

地形对交通的影响'任答三项即可(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新老城区的工

业布局与城市规划#

%.#'"(东南沿海地区!东部沿海各省和

中国内地'或长江中下游沿岸城市(#

'%(&位于河流'长江与汉江(交汇处

'具有三个方向上的水运优势(!?位

于河口 '长江口"是河运的起点或

终点(#

''(经济发达'农业发达"可为城市发

展提供充足的农副产品(!'长江或河

流(供水#

')(京广线&京九线&京沪线#

!解析"第'"(题"鸦片战争后"中英

-南京条约.签订"开放广州&厦门&福

州&宁波&上海五处通商口岸"这$五

口%均分布在长江以南的沿海地区
"



!'&$$

即东南沿海地区# 第二次鸦片战争

中的-天津条约.规定$十口通商%#

这$十口%是营口&烟台&汕头&琼州&

淡水&台湾和汉口&九江&南京&镇江#

前面六个地方分布在东部沿海各省"

后面四个地方分布在长江中下游一

带# 第二次鸦片战争开放的通商口

岸与第一次鸦片战争相比"数目更

多"分布更广"即从东南沿海地区扩

展到整个沿海!从沿海沿长江扩展至

内地# 由此可见"第二次鸦片战争使

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程度加

深了#

第'%( +')(题"图中的城市均位于长

江流域"南方地区沿河设城是其主要

的特征"因此"城市的起源&发展都与

河流的区位条件有关)

"

河流的供水

功能#

$

河流的运输功能与城市区

位# 沿河地带有利于城市形成和发

展的区位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4#河

运的起点或终点!:#两条河流的汇合

处!;#河流的入海口处!D#过河点位

置#

!

河流的防卫功能与城市区位#

城市是大型的人口密集的聚落"是工

业生产集中的地方"每天需要大量的

生产用水和生活用水"这就要求城市

临江&河分布# 在工业革命之前"河

流运输是运量最大&形式最重要的运

输方式# 一个城市愈发展&愈繁荣"

就需要更多的商品和人口交流"当时

也只能依靠河流# 供水和运输两大

功能使河流成为早期决定城市区位

的重要因素#

%1#'"(年降水总量小"气候干旱!夏季降

水较多"其他季节少# 全年气温较

低"冬冷夏凉"气温年较差小#

'%(乙地为戈壁"是风化作用和风蚀

作用形成的# 是一种基本上没有细

沙的干燥区地形"是在极端干旱和昼

夜温差大的气候条件下"岩石饱经风

吹日晒"热胀冷缩"机械崩解作用强

烈"产生了大小不等的砾石和沙粒"

当其中细粒物质被风吹走以后而形

成的# 丙地为沙漠"是风力沉积作用

形成的#

''(海拔高"日照时间长!太阳辐射强

度大"有利于光合作用!气温低"生长

期长!气温日较差大"有利于有机物

质积累!气候干旱"空气相对湿度低"

枸杞等植物的病虫害相对较少!高山

冰雪融水灌溉"水质好# '由于光照

强烈"昼夜温差大"植株光合效率高"

夜间消耗少"有利于有机物质积累"

枸杞有效内含物含量和营养价值普

遍高于国内其他地区(

')(枸杞属于沙生灌木"具有较强的

耐旱性和抗土地贫瘠的特性# 推广

种植枸杞"可以显著降低灌溉用水!

同时"既增加了植被覆盖率"又能起

到防风固沙&改良土壤&保持水土等

作用#

!解析"本题主要围绕柴达木盆地沙

漠环境进行纵深考查"构建了一条

$沙背景***沙成因***沙治理***

沙产业%的考查框架"将落脚点放在

如何协调人地关系以促进区域经济

可持续发展上#

%,#'"(亚寒带针叶林!北#

'%(差异)墨西哥城的月均温比坎昆

低!年降水量比坎昆少#

影响因素)地形 '地势&海拔(!海陆

位置#

''(石油资源丰富!海运便利!靠近美

国'北美(的消费市场#

')(调整产业结构"淘汰低能效工业!

大力开发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绿

色能源(!发展科技"更新设备"提高

能源利用率!加强资源综合利用和回

收利用"倡导循环经济!加强管理与

宣传"提高节能意识!植树造林种草"

提高植被覆盖率"增强环境系统吸收

0C

%

的能力#

!解析"本题结合热点考查全球气候

变暖对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影响

及解决措施# '"(甲可以根据纬度位

置或所在地区'俄罗斯北部("判断是

亚寒带气候"形成亚寒带针叶林"随

着温度升高"亚寒带气候必然向高纬

度推移# '%(细心观察图表"即可得

出答案# ''(墨西哥湾石油资源丰

富"靠近海港"离美国市场近都是其

发展的优越区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