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综地理试题 

 

下图所示区域位于某大陆的西海岸。结合图中信息回答 1-3题。 

1. 对图示区域地理事物判断正确的是 

A. 河流的流向为先向东南后向南 

B. 甲处海拔应该是 700m 

C. 该区域冬季河流流量小 

D. 图中河段长度约为 100km 

2. 图中乙处适宜进行的农事活动是 

A. 布局对土壤肥力要求较高的作物 

B. 布局耐盐碱的作物 

C. 布局要求土壤排水条件良好的作物 

D. 布局喜酸性的作物 

3. 当地区域的居民 6 时迎来日出时，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 纽约居民准备庆祝圣诞节 

B. 我国东北平原的农民准备播种小麦 

C. 来阿尔卑斯山滑雪的游客最多 

D. 新加坡正午时的影子达到一年中最长 

2015年 8月 23日，国家战略下的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论坛召开。读下图回答 4-6题。 

4. 要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首先要实现 

A. 交通运输网络一体化 

B. 市场一体化 

C. 物流一体化 

D. 环境一体化 

5. 京津冀协同发展 

A． 会使北京的城市影响力逐渐减小 

B． 可能会使天津的腹地范围扩大 

C． 一定会使北京对沧州的影响大于天津对沧州的影响 

D． 会使唐山的辐射能力降低 

6. 本次论坛中，有的学者认为“北京人口的消费需求在增

长和变化”。该背景下，下列城市中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

略里最具优势的城市是 

A.石家庄          B.秦皇岛             C.衡水           D.廊坊 

2015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新年首个调研地点选择了云南，总书记强调坚决打好扶贫开发攻坚

战，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5个月后，总书记来到与云南毗邻的贵州省，强调要科学谋划

好“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确保贫困人口到 2020年如期脱贫，并提出扶贫开发“贵在精

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精准扶贫” 成为各界热议的关键词。读下图，回答 7-9

题。 



 

 

 

7．下列实施的精准扶贫措施不合理的是 

A.河流上游开发水能资源            B.利用区域的资源条件发展有色金属冶炼工业 

C.利用独特的自然条件发展旅游业    D.山区大力发展坝子农业 

8.该地区主要的交通运输方式是 

A.公路         B.铁路         C.航空        D.管道 

9.以上景观图形成的地质作用是 

A.岩浆活动     B.变质作用     C.风力侵蚀    D.流水侵蚀 

从人多力量大到 1980 年我国开始执行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胎

的政策，2013 年启动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

的政策，2016 年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我国的生育政策经历了

三次转变。据此回答 10-11题。 

10.下图中，符合我国 1982 年至 2010 年年龄结构变化趋势的

曲线是 

A.a         B.c        C.c       D.d 

11.我国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可能带来的影响是 

A.儿童性别比失衡             B.女性就业困难增加 

C.老龄人口减少               D.人口快速增长 

36、阅读图文资料，回答问题。(24分) 

西谚说：“尼罗河上午干涸，埃及下午死亡”。埃及耕地面积仅占国土的 4.5%，绝大部分为灌溉

地，主产长绒棉和稻米，耕作集约，年可二熟或三熟，是非洲单位面积产量最高的国家。 

苏伊士运河是埃及重要的外汇来源。2015年 8月 6日“新苏伊士运河”正式通航，新运河项目

为运河开掘出双向航道，与老运河相比通过性更强，通过时间更短。未来 8年，每天通过苏伊

士运河的船只将在现有数量基础上翻一番，每年为埃及带来的收入也将超过 130 亿美元。 

 

 

 

 

 

 

 

 

 

 

 

 

（1） 分析埃及沙漠广布的自然原因。（6分） 



 

 

（2） 简要分析埃及成为非洲农产品单位面积产量最高的国家的自然原因。（8分） 

（3） 简述甲城市交通位置的重要性。（4分） 

（4） 简述新建运河工程对埃及的影响。（6分） 

37.（22分）阅读图文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引大入秦水利工程把甘肃、青海两省交界处的大通河水，跨流域东调 120 千米，引到

兰州市以北 60千米处干旱缺水的秦王川地区，该工程是一项大规模的自流灌溉工程。这项工程

总长 205.7千米，有隧洞 77座，渡槽 29座，倒虹吸 3座，可以基本解决秦王川地区 28.3万农

民用水问题。下图为引大入秦工程示意图。 

 

 

材料二  引大入秦工程先明峡钢质倒吸虹管横跨两座高山，以其 107 米的巨大落差，成

为引水工程中的亚洲之最，该倒吸虹管由两条直径 2.694 米，长 524.802 米的平行钢管组成，

总重量 1500吨。 

 

（1）简析秦王川地区水资源缺乏的原因。（8分） 

（2）说明倒虹吸管的工作原理，并分析使用倒虹吸管的原因。（8分） 

（3）分析引大入秦工程的建设对秦王川地区发展的意义。（6分） 

42.（10分）【旅游地理】 

低碳旅游即是一种降低“碳”的旅游，也就是在旅游活动中，旅游者尽量降低二氧化碳排

放量。即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绿色旅行。它是一种倡导低碳饮食、低碳住宿、低碳旅行、

低碳游览、低碳娱乐、低碳购物的旅游消费活动，而贯穿其中并居于核心地位的是旅游者的低

碳意识。 

下表为某旅游景区基础设施概况，读表并回答下列问题。 

某景区基础设施概况表 

景区交通 两条线路，一是人行栈道；二是公路,为大型观光车用，票价 10元。 

景区餐饮 绿茵山庄，枫叶山庄 



 

 

景区其它服务设施 垃圾桶随处可见；厕所沿线适当位置均有设置，无专门净化处理设施。 

景区软环境 景区内除票务员外,其它工作人员较少。 

针对该地区低碳旅游发展战略提出合理化建议。（10分） 

43.（10分） 【自然灾害与防治】 

材料一    甘肃省是我国地震活动频繁的省份之一，历史上发生过多次破坏性地震。下图甲为

甘肃省 1917-2013年地震灾害次数统计图（震级≥4.75），图乙为我国部分地区地震带分布图。 

 

 

材料二    下图为甘肃省主要地形分布图 

 

（1）据图甲说出甘肃省地震灾害的时间分布规律。（4分） 

（2）黄河将甘肃省分为河西、河东两大区域。试分析河东地区地震灾害较河西地区严重的原因。

（6分） 

 

 

 

44. 【环境保护】 

土壤是农药在环境中的“贮藏库”与“集散地”，施入农田的农药大部分残留于土壤环境介

质中。研究表明，使用的农药，80%-90% 的量将最终进人土壤。农药对土壤的污染，与使用农

药的基本理化性质、施药地区的自然环境条件以及农药使用的历史等密切相关。下图为农药对

土壤的污染示意图。 



 

 

 

 

 

 

 

 

 

 

 

 

 

 

 

结合材料指出农药污染土壤的途径，并简析减少农药对土壤污染的措施。（10 分） 

 

 

 

 

 

 

 

 

 

 

 

 

 

 

 

 

 

 

 

 

 

 

 

 

 

 

 

 

 

 

 

 



 

 

文综地理试题答案 

1. A 

本题考查等高线的判读。根据河流方向与等高线方向相反的规律和图中指向标可知，该河流流

向为先向东南后向南；北部地区海拔高度高于南部地区，甲处海拔低于 600m  ，不可能是 700m；

该河流域位于  30︒N 以北，且位于大陆西岸，故为地中海气候，河流补给以大气降水为主，

冬季降水多，河流流量大；根据比例尺和图中距离可知，图中河段长度小于 100km。 

2. C  

乙处的土壤酸碱性及肥力无法判断。甲处等高线数值小于 600m，乙处圈外等高线为 600m，结

合大于大的小于小的规律可知，乙处为一凸起的山地，土壤排水条件好，适宜布局要求土壤排

水条件好的作物。 

3. B 

该区域位于 30︒N 附近，春秋分日 6 时日出，纽约居民准备庆祝圣诞节，阿尔卑斯山滑雪的游

客最多时均是北半球冬季，新加坡在赤道附近，正午时的影子达到一年中最长为冬至日或夏至

前后，故选 B。                  

4.Ａ 

本题主要考查交通运输的影响。便捷的交通运输网络，可以促进人员和货物的流通，促进城市

之间的一体化发展。 

5.B 

北京市的城市等级最高，对其他城市均保持较强的影响力；协同发展会使天津服务范围扩大，

则腹地范围扩大；沧州距天津较近，受天津影响大；唐山的辐射能力会显著提高。 

6.D 

注意北京人口的消费需求在增长和变化这句话的含义，即北京的人口增长数量大，人口的相应

服务业都向环京地带转移。廊坊相对于选项中的其他城市有距北京近且处于京津两个大城市的

联系通道上的优势。 

7.D   8.A   9.C  

解析：改组题以热点问题“精准扶贫”为材料背景，但主要考查的是云贵地区的区域特征，包

括地质特征，交通运输方式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第 7 题为不合理的是，坝子主要分布于山间盆

地、河谷沿岸和山麓地带，也就是在平坦地区，所以 D 为不合理的。第 8 题很多同学会以为该

地区地形崎岖，公路建设难度大，但基本上所有地区的主要交通运输方式都是公路，地区对外

的交通运输方式例外，如新西兰主要的交通运输方式为公路，但对外的主要交通运输方式为航

空和海运。第 9题较简单，石林主要是流水溶蚀地貌，故选 C。 

10.D  11.B 

解析：从 1982年到 2013年，我国 0-14岁人口比重下降，15-64岁人口比重上升，65岁及以上

人口比重上升。第 11题，我国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生育期女性抚育孩子的时间可能增加，工

作时间就可能缩短，对用人单位而言工作效率可能会下降，故有可能增加女性就业的困难。 

 

36.[解题思路]本题考查沙漠成因、农业区位、城市区位、修建交通运输线的意义等。第（1）

问，主要从纬度位置、植被、岩石等方面进行分析。第（2）问，从热量、光照、昼夜温差、土

壤、水源等方面作答。第（3）问，甲城市既处于国际航道要冲，也是埃及物资外运的重要通道。

第（4）问，结合材料从扩大通航能力、增加外汇收入、带动就业等方面回答。 

 

[参考答案]（1）（6分）埃及大部分国土受副热带高气压带控制，气流下沉，降水稀少（2分）；

大部分地区地处低纬，温度高，蒸发旺盛（2分）；地表植被稀疏；昼夜温差大，岩石风化强烈

等（2分）。（答出 3 点可得 6分） 

（2）（8 分）地处低纬地区，热量充足，可一年两熟或三熟（2 分）；气候干燥降水少，光照

充足，作物光合作用充分（2 分）；昼夜温差大,利于养料积累（2 分）；尼罗河谷地和三角洲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78092&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78092&ss_c=ssc.citiao.link


 

 

地区土地平坦肥沃（2 分），灌溉水源充足（2分）。（答出 4点可得 8分） 

（3）（4 分）位于苏伊士运河与地中海的交汇点，扼守印度洋、大西洋、地中海和黑海沿岸各

国航路的要冲，为重要的货物转口港（2分）；是尼罗河三角洲东部棉花、稻米、毛皮等的出口

港（2分）。（答出 2 点可得 4分） 

（4）（6分）可扩大通航能力（2分）；增加运河外汇收入（2分）；增加就业机会（2分）；

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等（2分）。（答出 3点可得 6分） 

37.【解析】本题主要考查区域自然地理特征、水资源的跨流域调配等知识。第（1）问，主要从

降水量、蒸发量、水的需求量等方面说明。第（2）问，结合初中所学连通器原理分析。因峡谷

地区高差大，架设倒虹吸管难度小，且无水分的蒸发、渗漏。第（3）问，主要从对经济、社会

等方面的影响回答。 

 

答案：（1）地处西北地区，距海洋远，受夏季风影响小，降水量小；（2 分）气候干旱，太阳辐

射强，蒸发量大；（2 分）植被稀少，涵养水源能力差；（2 分）人口多，生产、生活用水量大。

（2 分） 

（2）倒虹吸管作为连通器，利用上下游的水位差，使水流通过管道穿越山谷流入高处。（2 分）

原因：峡谷处高差大，倒虹吸管施工难度小，工程量小；使用倒虹吸管，水分不会蒸发和渗漏，

水量无损失。（6 分） 

（3）为秦王川地区的农业生产提供灌溉水源，使农业高产稳产；为当地工业发展提供水源，促

进工业发展；缓解当地人民生活用水不足问题；改善灌溉区的小气候；成为一项重要的旅游资

源，带动当地经济发展。（6 分，3 点即可） 

42.建议:取消大型观光车游览或提髙票价，鼓励游客步行或骑自行车浏览，设立自行车 租赁点;

景区内餐饮业能耗和污染较大，建议移到景区外部，游客可用环保袋自带食物游 览;景区内张贴

低碳环保提示语，垃圾桶合理安放，为厕所安装净化处理设施;增加景区内 保洁和管理人员，及

时清除景点内游客游览垃圾，对景区原有落叶等可保留;对游客加大 低碳出行宣传,为游客做好

低碳出行参考服务等。 

 

[试题分析]：根据材料，低碳旅游主要是减少碳的排放，所以应取消大型观光车旅游或提高大

型光车票价，鼓励游客步行或骑自行车游览，设立自行车租赁点，景区内餐饮业能耗和污染较

大，建议移到景区外部，游客可用环保袋自带食物游览。对游客加大低碳出行宣传，提高游客

素质，为游客素质，为游客做好低碳出行参考服务等。 

43.（1）特点：整体上呈周期性起伏变化；其中 1927-1936 年、1957-1966 年和 1997-2006 年为

显著活跃期。 

（2）与河西地区相比，河东地区地震带分布更多，同震级地震影响范围更大；河东地区多山地，

山高谷深，地震后易诱发次生地质灾害；农村经济较落后，房屋抗震能力较差。 

 

[试题分析]：第一问，根据图甲从整体周期性变化和具体活跃期两个角度来描述。第二问，结

合图乙中地震带的分布和甘肃省河东、河西两大区域的地理环境差异及材料二进行分析。 

 

44.污染途径：施放农药时直接污染土壤；农药进入大气后，通过大气降水污染土壤；农作物吸

收还田后污染土壤。 

措施：减少有害农药的使用，多使用生物方法控制农业病害，多使用低残留、易降解的农药。 

[试题分析]本题根据给出的图来分析其污染途径，并据此推断采取措施。中学联盟 gzlm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