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教师资格统考《地理学科知识与能力（高中）》模拟

试卷一【答案】

参考答案及解析

一、 单项 选择 题(本大 题共 25 小题 ，每 小题 2 分， 共 50 分 )

1.【答案 】B。解析 ：根据 图中 等值 线的 数值 及分 布分 析 ，四地 沙暴

日数 分别 为： 甲 10～20 天， 乙为 20～ 30 天， 丙为 10～20 天， 丁 为

10 天以 下。 所以 正确 的是 甲 <乙， 丙 >丁。 故选 B。

2.【答 案】 C。解 析： 根据 等值 线的 分布 分析 ，丁 地沙 暴日 数为 10

天以 下，比周 围地 区少 ，是因 为其 西北 有贺 兰山 ，而沙 暴多 由干 燥的 西

北风 引起 ，丁 地受 山地 阻碍 ，大 风日 数少 。故 选 C。

3.【答案 】C。解析 ：根据 题干 可知 ，L 纬线 的昼 长为 8 个小 时 ，则

该纬 线的 日出 时间 为 8 点， 日落 时间 为 16 点， 说明 赤道 上 6 点时 ， M

地为 8 点。晨线 与赤 道的 交点 为 Q，Q 日落 时间 为 18 点 ，则此 时 M 点

位 20:00。

4.【答 案】 B。解 析： 若 L 位于 中纬 地区 ， L、 K 所包 围的 面积 (阴影

部分 )达到 最大 时， 说明 北极 圈及 其以 北出 现极 夜现 象， 则澳 大利 亚西

北草 原葱 绿。

5.【答案 】C。解析 ：构成 黄山 山体 的花 岗岩 ，其成 因类 型属 于侵 入

型岩 浆岩 ，C 对。喷出 型岩 浆岩 是玄 武岩 ，不是 花岗 岩 ，A 错。沉积 岩 、

变质 岩都 不是 花岗 岩， B、D 错。

6.【答案 】D。解析 ：黄山 冬春 季节 多云 雾 ，主要 原因 是黄 山山 高谷

深，植被 茂密 ，空气 湿度 大，① 对。雾是 水汽 遇冷 凝结 形成 ，黄山 温泉



蒸发 量大 ，温度 高，不是 成雾 原因 ，②错 。冬春 季节 黄山 冷空 气活 动频

繁，水汽 易凝 结成 雾 ，③对 。黄山 地区 植被 覆盖 率高 ，空气 中的 凝结 核

少， ④错。 所以 D 对。

7.【 答案 】A。解析 ：仔细 读图 ，里斯 本与 雅典 均为 地中 海气 候 ，受

沿岸 加那 利寒 流的 影响 ，里斯 本的 气温 较低 ，A 对 ，C 错;受西 风的 影响

较大 ，里斯 本的 降水 更多 ，B 错 ;里斯 本的 降水 更多 ，温差 更小 ，海洋 性

特征 更明 显， D 错。

8.【 答案 】B。解析 ：里斯 本和 雅典 均位 于沿 海地 区 ，纬度 相当 ，里

斯本 位于 大西 洋沿 岸， 受盛 行西 风影 响大 ，年 降水 量比 雅典 更丰 富， B

对。

9.【答案 】C。解析 ：根据 材料 中的 降水 量和 蒸发 量数 值 ，该地 区应

位于 我国 西北 干旱 区。春季 有季 节性 积雪 融水 补给 ，不是 最干 燥的 季节 ，

A 错。降水 在夏 季较 多，B 错 。秋季 气温 较高 ，降水 少，蒸发 多 ，最干

旱， C 对。 冬季 气温 低， 蒸发 弱， D 错。

10.【答案 】A。解析 ：根据 资料 可以 判断 该地 区位 于我 国西 北地 区 ，

河流 有季 节性 积雪 融水 补给 ，A 对。冬季 有较 长时 间的 断流 ，春季 有积

雪融 水补 给河 流， B 错 。径流 量总 量小 ， 季节 变化 幅度 小，C 错。 夏季

有夏 汛， 春季 积雪 逐渐 融化 ，蒸 发量 大， 没有 形成 汛期 ， D 错。

11.【答 案】 B。解 析： 从图 是信 息可 以看 出， 大气 圈、 生物 圈、 水

圈、土壤 圈 、岩石 圈等 各个 圈层 都有 碳元 素的 存在 。所以“B.地理 环境

中碳 循环 可跨 越不 同圈 层界 限 ” 正确 。



12.【答 案】 D。解 析： 地球 上的 水循 环有 大循 环和 小循 环之 分， 图

中显 示的 是大 循环 。图 中的 N 环节 叫水 的蒸 发环 节， M 是水 的运 输环

节， Q 是水 的降 水环 节， L 是水 的径 流环 节。 对水 循环 的影 响主 要在 L

环节 。进 行修 建水 库和 跨流 域调 水工 程是 人类 活动 对水 循环 的主 要影

响。 所以 只有 “D.修建 水库 可以 调节 环节 L 的水 量季 节变 化” 正确 。

13.【答 案】 C。解 析： 读图 ，借 车数 量大 于还 车数 量时 ，租 赁服 务

点自 行车 数量 持续 减少 。反之 租赁 点自 行车 数量 持续 增多 。根据 图中 借

车、 还车 数量 曲线 分析 ，10 时-11 时， 借车 数量 大于 还车 数量 ，所 以

11 时数 量更 少， A 错。 11 时 -12 时还 车数 量大 于借 车数 量， 租赁 点车

数量 增加 ，12 时比 11 时多 ， B 错。 同理 ，14 时后 借车 数量 大于 还车

数量 ，所 以 14 时〉 15 时， C 对。 17 时少 于 18 时车 的数 量， D 错。

14.【答 案】 A。解 析： 根据 该服 务点 的借 车、 还车 时间 ，正 是景 区

内往 返时 间，最可 能位 于该 市的 风景 区，A 对 。工业 区 、住宅 区、仓储

区应 是上 下班 时间 ，借、还车 数量 最多 ，上班 期间 不会 有大 量借 车、还

车现 象， B、C、D 错。

15.【答 案】 D。解 析： 根据 材料 ，该 城市 有 2000 多年 的历 史， 被

誉为“南船 北马 ，七省 通衢 ”。读图 ，该城 市位 于河 流沿 岸，形成 的主

导区 位因 素是 水运 ，D 对。 地形 、气 候不 是主 导因 素， A、B 错。 铁路

交通 是后 来兴 建的 ，不 是形 成的 原因 ， C 错。

16.【答 案】 B。解 析： 在当 时条 件下 ，铁 路线 穿过 城区 设计 成高 路

基或 公路 涵洞 的形 式，考虑 的主 要因 素是 形成 立体 交通 ，对城 市交 通干



扰小 ，B 对。 设计 不能 防城 市内 涝， A 错。 阻止 行人 穿行 ，夯 实地 基 ，

防止 地面 沉降 不是 设计 形式 的主 要原 因， C、D 错。

17.【答案 】D。解析 ：兰新 高铁 在新 疆境 内 65%的路 段建 有防 护墙 、

地上 隧道 等防 护工 程， 因为 高铁 穿过 干旱 区或 沙漠 地区 ，多 风沙 灾害 ，

风沙 能够 侵蚀 或掩 埋铁 轨，所以 其主 要作 用是 防风 沙，D 对。沿线 降水

少，A 错。冻土 少 ，B 错。建设 防护 墙 、地上 隧道 工程 的地 区，地形 起

伏小 ，滑 坡灾 害少 ，C 错。

18.【答案 】B。解析 ：读图 ，图中 有围 湖造 田 ，应是 南方 水乡 地区 。

水土 流失 严重 ，说明 该地 降水 多，地形 起伏 大 。粮食 不足 ，可能 是丘 陵

山地 区。所以 图中 所示 地区 是江 南丘 陵地 区的 景观 。与西 塞山 前白 鹭飞 ，

桃花 流水 鳜鱼 肥景 观相 符合 ，B 对 。忽如 一夜 春风 来，千树 万树 梨花 开 。

天苍 苍，野茫 茫，风吹 草低 见牛 羊 。天上 无飞 鸟，地上 不长 草 ，千里 无

人烟 ，风 吹石 头跑 描写 的是 北方 干旱 区景 观， A、 C、 D 错。

19.【答 案】 C。解 析： 当今 的发 展要 处理 好社 会经 济与 生态 环境 之

间的 关系 ，实现 人与 环境 的协 调发 展 ，这突 出体 现了 可持 续发 展的 持续

性原 则， C 对。 没有 明确 体现 共同 性原 则、 公平 性原 则、 整体 性原 则 ，

A、 B、D 错。

20.【答 案】 D。解 析： 读图 ，图 中显 示了 iPad 生产 配件 在全 球范

围内 选择 区位 ，在不 同工 厂或 地区 生产 不同 配件 ，体现 了工 业分 散现 象 ，

D 对， C 错。 材料 中没 有产 业转 移现 象、 产业 升级 现象 A、 B 错。

21.【答案 】C。解析 ：iPad 产品 在中 国大 陆组 装主 要是 因为 我国 大

陆拥 有廉 价的 劳动 力， C 对。 根据 图中 信息 ，产 品设 计、 运输 、订 单 、



销售 等环 节中 国无 一掌 握。 产品 市场 面向 全球 ，交 通运 输以 空运 为主 ，

A、B 错 。教育 的发 展使 劳动 力素 质提 高 ，但 iPad 产品 组装 属于 劳动 力

指向 型， 不是 技术 指向 型， D 错。

22.【答 案】 A。解 析： 河流 搬运 能力 指的 是搬 运各 种物 质总 量的 能

力。

23.【答案 】B。解析 ：在产 业发 展过 程中 ，一般 要 经过 三个“浪潮 ”：

进口 浪潮 ，国内 生产 浪潮 以及 出口 浪潮 。第一 只雁 是进 口浪 潮 ，第二 只

雁是 进口 所引 发的 国内 生产 浪潮 ，第三 只雁 是国 内生 产所 引致 的出 口浪

潮。

24.【答 案】 A。解 析： 羊背 石也 叫“ 羊额 石” 。是 由冰 蚀作 用形 成

的石 质小 丘，特别 在大 陆冰 川作 用区 ，石质 小丘 往往 与石 质洼 地、湖盆

相伴 分布 ，成群 地匍 匐于 地表 ，犹如 羊群 伏在 地面 上一 样，故称 羊背 石 。

25.【答 案】 C。解 析： 毛管 水是 土壤 中移 动较 快而 又易 被植 物吸 收

和利 用的 水分 ，养 分在 土壤 中的 迁移 和转 化， 与毛 管水 密切 相关 。

二、 简答 题(本大 题共 2 小题 ，每 题 12 分， 共 24 分)

26.【参 考答 案】

注重 学习 过程 评价 和学 习结 果评 价的 结合 可以 从以 下几 方面 理解 ：

(1)评价 目标 多元 化 。随着 我国 新课 程的 推广 ，人们 对地 理评 价的 认

识正 在发 生很 大的 变化 ，以前 仅仅 以落 实双 基为 目标 ，现在 地理 学习 评

价应 在知 识与 技能 评价 的基 础上 ，关注 学生 价值 判断 能力 、理性 思考 能

力、分析 问题 解决 问题 的能 力及 社会 责任 感的 评价 ，对学 生进 行全 方位

的关 注和 评价 。



(2)评价 手段 多样 化 。地理 学习 的评 价类 型多 种多 样 ，不同 的评 价有

不同 的适 用范 围，有的 适用 于评 价学 生学 习过 程中 的表 现 ，有的 适用 于

评价 地理 知识 与技 能的 掌握 程度 ，有的 则在 学生 的情 感态 度价 值观 方面

有独 到的 价值 ，所以 新课 程标 准提 倡对 学生 进行 地理 学习 评价 时 ，要实

事求 是，从实 际出 发，选择 和运 用合 适的 评价 手段 ，充分 发挥 各种 评价

手段 的优 势， 取长 补短 。

(3)评价 机制 过程 性 。重视 反应 学生 发展 状况 的过 程性 评价 ，要求 在

地理 学习 评价 中不 仅要 重视 评价 结果 ，也要 重视 评价 过程 ，关注 学生 在

学习 过程 中的 发展 状况 ，关 注学 生在 学习 过程 中的 感悟 和体 验。

总之 ，注 重地 理学 习评 价三 方面 的结 合， 即形 成性 评价 和终 结性 评

价相 结合 ，定性 评价 与定 量评 价相 结合 ，反思 性评 价与 鼓励 性评 价相 结

合。

27.【参 考答 案】

地球 绕日 公转 的特 点：



公转 方向 ：围绕 太阳 自西 向东 转 (与自 转方 向一 样)。从天 北极 俯视 看

地球 公转 方向 为逆 时针 ;而从 天南 极俯 视地 球公 转方 向为 顺时 针。

公转 轨道 ：近 似正 圆的 椭圆 轨道 ，太 阳位 于其 中一 个焦 点上 。

公转 时间 ：地 球绕 日公 转一 周需 用 365 天 6 小时 9 分 10 秒， 即 1

个恒 星年 。

公转 速度 ：1 月份 为近 日点 ，公 转速 度最 快 ;7 月份 为远 日点 ，公 转

速度 最慢 。

三、 材料 分析 题(共 3 题， 第 28 题 16 分， 29 题 16 分， 30 题 20

分， 共 52 分 )

28.【答 案】

(1)地势 西高 东低 (或地 形平 坦);地堑 式构 造平 原关 中平 原位 于陕 北

高原 与秦 岭山 脉之 间，受构 造运 动影 响，断裂 下陷 ，形成 东西 向的 裂谷

渭河 及其 两侧 支流 携带 大量 泥沙 填充 淤积 而成 。

(2)三门 峡水 电站 的建 设 ，使关 中平 原地 下水 位上 升 ，蒸发 加剧 ，造

成大 面积 地区 土壤 次生 盐碱 化水 库水 位上 升 ，使渭 河水 面落 差减 小造 成

渭河 流速 减缓 由于 渭河 流速 减缓 ，使泥 沙沉 积作 用加 快泥 沙大 量沉 积使

河床 不断 抬升 ，形 成地 上河 。

(3)泾河 流经 黄土 高原 ，水 土流 失严 重 ;泾河 含沙 量大 ，水 色成 黄色 ;

渭河 流经 关中 平原 ;河流 含沙 量较 小， 水色 较清 。

29.【参 考答 案】

(1)上述 材料 中运 用区 域比 较的 方法 ，但比 较的 要素 并不 明确 ，不妨

在收 集资 料前 让学 生先 分析 影响 区域 经济 发展 的因 素 ，确定 其中 影响 最



为明 显的 因素 进行 对比 ;然后 分两 组收 集有 关新 疆地 区和 长江 三角 洲地

区经 济发 展中 优势 与不 足的 资料 ，而组 内可 根据 之前 确定 的影 响经 济发

展的 不同 的自 然和 人文 地理 要素 。如 自然 条件 (地形 、气 候、 水源 等)、

自然 资源 、工农 业基 础等 ，分别 收集 材料 ，最后 分析 汇总 。这种 更加 具

体的 指导 ，既可 以面 向全 体学 生 ，又可 以使 学生 的比 较探 究的 活动 开展

的更 顺利 。

(2)区域 差异 的比 较一 定要 针对 教学 内容 确定 恰当 的比 较对 象 ，才能

发挥 其最 大的 教学 价值 。区域 比较 法是 地理 教学 中经 常使 用的 一种 思维

方式 和学 习方 法。恰到 好处 的区 域比 较对 于引 导学 生进 入深 层次 地理 问

题的 思考 提供 了背 景。区域 比较 应用 的关 键是 需要 选择 合适 的区 域地 理

要素 进行 比较 。由于 区域 比较 法往 往涉 及两 个或 者以 上的 区域 ，而且 无

论实 在空 间上 还是 在时 间上 都可 以进 行比 较 (即纵 向比 较和 横向 比较 )，

更可 以进 行较 复杂 的综 合比 较 。所以 ，提供 的资 料最 好能 比较 具体 和多

样， 需要 考虑 学生 的知 识背 景是 否具 备。 如果 学生 缺少 某些 背景 知识 ，

学习 活动 不易 顺利 展开 。教师 可使 用多 种方 式 ，如事 先介 绍一 下基 础知

识、 发动 学生 查找 资料 ，帮 助学 生解 决背 景知 识问 题。

30.【参 考答 案】

(1)在实 际操 作中 ，如果 准备 不全 ，可能 会遇 到很 多问 题 。①遇到 制

作山 体模 型的 时间 把握 不准 。课堂 中制 作山 体模 型 ，难度 较大 ，需要 的

时间 较长 ，至 少需 要 30 分钟 甚至 更多 的时 间， 很难 完成 这节 课的 既定

目标 。② 课堂 制作 山体 模型 的材 料选 择不 恰当 。橡 皮泥 的可 塑性 很高 ，

用橡 皮泥 制作 的山 体模 型很 难拆 装 ，不利 于画 图。说明 材料 的选 择不 恰



当。③ 追求 形式 ，舍本 逐末 。课堂 实践 活动 形式 是好 的 ，但要 用在 需要

的地 方，让它 发挥 出最 佳效 果 。这节 课的 重难 点不 是如 何制 作山 体模 型 ，

而是 怎么 样利 用模 型将 立体 图转 化成 平面 的等 高线 地形 图 。本节 课的 设

计明 显偏 离了 教学 重点 ，只 追求 形式 ，没 能达 到较 好的 效果 。

(2)可以 作如 下调 整 ： ①选择 各色 的塑 料泡 沫作 为模 型的 材料 ，用

不同 颜色 的塑 料泡 沫制 作成 不同 高度 的地 层， 组合 成完 整的 山体 模型 ，

便于 拆装 ，更 有利 于画 图使 用。 ②将制 作模 型这 一环 节改 到课 下完 成 ，

老师 提前 在课 堂上 展示 制作 好的 模型 ，鼓励 学生 课下 模仿 制作 ，并将 制

作好 的模 型在 上课 之前 带来 ，利用 模型 画平 面图 ，来突 破本 节课 的难 点 ，

这样 教学 效果 会更 好。

四、 教学 设计 题(本大 题 1 小题 ， 24 分)

31.【参 考答 案】

(1)知识 点： ① 交通 条件 对聚 落空 间形 态的 影响 。

②交通 线的 发展 会带 动聚 落空 间形 态的 变化 。

(2)教学 过程 设计 要点 ： ①交通 条件 对聚 落空 间形 态的 影响

教师 展示“株洲 市城 市略 图 ”和“日本 筑波 略图 ”(通过 两幅 图 ，帮

助学 生理 解“ 聚落 空间 形态 沿交 通线 扩展 ”的含 义 )。

看图 说明 ：株 洲市 是沿 着铁 路线 发展 起来 的， 是个 典型 的 “ 火车 拉

来的 城市 ”;日本 筑波 科技 城是 沿着 一条 长达 9 千米 的中 轴路 发展 起来

的。

总结 ：聚 落空 间形 态往 往沿 交通 干线 扩展 ，交 通干 线成 为聚 落的 主

要发 展轴 。可以 看出 ，交通 条件 对聚 落空 间形 态的 影响 很大 。阅读 扩展



材料 ：案例 1《 嘉兴 聚落 形态 的变 化》，分析 说明 嘉兴 在不 同时 期，其

聚落 空间 形态 沿交 通线 而扩 展。

②交通 线的 发展 会带 动聚 落空 间形 态的 变化 案例 2《大 运河 沿岸 城

市的 兴衰 》随着 大运 河的 开凿 、通航 和我 国南 北方 贸易 活动 的日 渐频 繁 ，

扬州 、济宁 等运 河城 市得 到了 充分 的发 展 ，扬州 还很 长的 一段 历史 时期

内成 为我 国商 业贸 易最 繁荣 的城 市 。后来 ，大运 河的 淤塞 、海上 运输 的

发展 和京 沪铁 路的 建成 ，扬州 、济宁 等城 市发 展缓 慢 ，而京 沪铁 路沿 线

和沿 海城 市迅 速发 展。分析 材料 ：交通 线的 发展 会带 动聚 落空 间形 态的

变化 。一个 地区 主要 交通 线发 生变 化 ，会引 起该 地区 聚落 空间 形态 的变

化。 调查 活动 ：结 合课 文内 容， 安排 课外 活动 (网上 查询 宝鸡 地区 的地

图， 就地 图中 主要 的交 通线 内容 走访 当地 交通 、政 府部 门或 者访 问长

辈)。

调查 宝鸡 地区 交通 运输 布局 发生 过哪 些变 化， 对本 市的 聚落 形态 有

什么 影响 ?并用 图或 者文 字表 达出 来。

以上就是全国教师资格统考《地理学科知识与能力（高中）》模拟试卷

一的参考答案及解析，想获取更多免费备考资料可关注福建教师资格网

（http://www.fjjszg.cn/）或关注公众号：福建省教师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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