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教师资格统考《地理学科知识与能力（初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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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解析 ：图中 等高 距为 5 米，东南 角地 势最 低，海拔 为

20 到 25 米之 间 ;东北 角地 势最 高， 海拔 为 80 到 85 米之 间， 故两 地的

相对 高度 为 55 到 65 米之 间， 但不 会是 55 米或 65 米， 故 C 项正 确。

2.【答案 】C。解析 ：图中 ③ 附近 河段 等高 线密 集，表明 该处 坡度 大 ，

河水 流速 快。 故选 C。

3.【答 案】 B。解 析： 图中 有两 处适 合建 水库 ，一 处是 30 米等 高线

所形 成的 口袋 形地 形，但该 处设 计的 坝高 达不 到 13 米 ，故应 选另 一处 。

另一 处为 50 米等 高线 所形 成的 口袋 形地 形，此处 建坝 坝顶 海拔 可为 55

米， 坝底 海拔 可在 40～ 45 米， 坝高 在 10～ 15 米， 符合 要求 。对 照比

例尺 ，55 米等 高线 距离 最近 处约 为 40 米， B 项正 确。

4.【答案 】C。解析 ：读图 ，①城市 一年 有两 次立 杆无 影 ，说明 有两

次太 阳直 射现 象。 一次 是 2 月 5 日， 则另 一次 的日 期应 关于 12 月 22

日对 称， 即在 12 月 22 日前 45 天左 右， 大致 是 11 月 7 日 ，C 对。 A、

B、D 错。

5.【答案 】B。解析 ：读图 ，1 月份 ，①地河 流进 入汛 期 ，②地是 地

中海 气候 ，此时 正值 夏季 ，是枯 水期 ，A 错。7 月份 ，① 地盛 行东 南风 ，

②地受 西风 带影 响 ，盛行 西北 风，B 对。①地为 热带 草原 带 ，②地为 亚



热带 常绿 硬叶 林带 ，C 错 。② 地沿 岸气 候受 寒流 影响 ，① 地不 受寒 流影

响， D 错。

6.【答 案】 B。解 析： 比较 图中 1、 7 月气 温曲 线相 对位 置可 知， 1

月均 温高 于 7 月均 温， 说明 该大 陆位 于南 半球 ，故 排除 选项 D;在大 陆

西部 距海 岸 200km 左右 的位 置， 全年 气温 比同 纬度 其它 地区 低， 说明

这里 的海 拔高 ，图 中显 示由 山麓 到山 顶的 温差 大约 20℃ ，该 大陆 西部

有海 拔 3000 米以 上的 高大 山脉 ;根据 各大 洲的 地形 特点 可知 ，南半 球西

部有 高大 山脉 的大 陆只 有南 美大 陆， 故选 项 B 正确 。

7.【答案 】D。解析 ：图示 区域 位于 34° S 纬线 大陆 附近 ;结合 图形 可

知山 脉西 侧 5～ 10 月降 水量 多，即冬 季降 水多 ，应该 为地 中海 气候 ，是

由于 来自 太平 洋的 西风 带带 来丰 沛水 汽形 成的 ;山脉 东侧 11～4 月降 水

量较 多，即夏 季降 水多 ，属于 亚热 带季 风性 湿润 气候 ，是由 于来 自大 西

洋的 湿润 气流 造成 的;纬度 位置 主要 影响 气温 ，与降 水量 关系 不大 ;地形 、

洋流 对降 水影 响较 小，所以 造成 该大 陆东 、西两 岸降 水季 节分 配差 异的

主要 因素 是大 气环 流， 故选 项 D 正确 。

8.【答案 】C。解析 ：读图 ，图示 花岗 岩切 断了 石灰 岩，说明 形成 晚

于石 灰岩 ，A 错。 乙山 为褶 皱构 造的 背斜 结构 ，是 褶皱 山， 背斜 山， B

错。甲处 的岩 层向 下凹 ，位于 向斜 的槽 部 ，C 对 。地形 起伏 和缓 ，主要

为海 拔低 的高 原， D 错。

9.【答案 】D。解析 ：在野 外考 察时 ，判断 丙断 层的 依据 是丙 处有 断

层破 碎带 ，② 对。图中 ，没有 断层 面发 育的 陡崖 ，① 错。图中 断层 两侧



岩层 错开 ，③对 。图中 相对 下沉 的岩 体在 地表 并不 低洼 ，没有 形成 低地 ，

④错。 D 对。

10.【答 案】 C。解 析： ②位于 地中 海沿 岸， 为地 中海 气候 ，该 气候

下的 典型 植被 是亚 热带 常绿 硬叶 林。

11.【答 案】 D。解 析： ① -② -③ 植被 的变 化主 要是 纬度 变化 ，受 热

量的 影响 ;③-④ -⑤ 植被 的变 化主 要是 水分 条件 的影 响 ;高山 植物 的垂 直

变化 是山 地垂 直地 带性 的表 现 ;⑤ 处深 居大 陆内 部， 气候 干旱 ，降 水稀

少， 植被 种类 贫乏 ，结 构简 单， 生态 系统 脆弱 。

12.【答 案】 B。解 析： 根据 材料 ，“ 黑灯 工厂 ”的生 产过 程主 要是

机器 人替 代人 工操 作，所以 最适 宜技 术指 向型 工业 ，B 对 。原料 指向 型

工业 、廉价 劳力 指向 型工 业 、市场 指向 型工 业都 需要 劳动 力较 多 ，不适

宜关 灯生 产， A、 C、 D 错。

13.【答 案】 A。解 析： “黑灯 工厂 ” 的推 广普 及将 加快 发达 国家 再

工业 化进 程，A 对。不能 减少 发展 中国 家能 源消 费量 ，B 错。与促 进世

界经 济体 之间 的联 系无 关， C 错。 可能 会加 大区 域间 经济 发展 的差 异 ，

D 错。

14.【答案 】C。解析 ：最有 可能 首先 实施“单独 两胎 ”政策 的省 区 ，

应是 0-14 岁儿 童比 重最 低， 人口 老龄 化比 重最 高的 省区 。读 图， 根据

图例 ，人 口老 龄化 比重 最高 ，人 口自 然增 长率 最低 的是 丙省 区， C 对 。

15.【答 案】 C。解 析： 该服 务包 含了 追踪 和查 询两 种功 能， 分别 具

有这 两种 功能 的地 理信 息技 术是 GPS 和 GIS。



16.【答 案】 B。解 析： 环境 承载 力受 到资 源、 科技 等因 素的 影响 ，

从图 中可 以看 出，该地 环境 承载 力最 大值 为 6000 人 ，这是 考虑 到影 响

环境 承载 力的 各种 因素 而做 出的 估计 数值 ;t2 时期 ，该 地人 口数 量和 环

境承 载力 均得 到提 高，据此 推测 环境 承载 力的 提高 主要 得益 于农 业生 产

力的 发展 ;t3 时期 ，该岛 实际 人口 超出 环境 承载 力 ，环境 恶化 ;t4 时期 该

岛实 际人 口接 近环 境承 载力 ，环 境质 量较 t1 时期 差。

17.【答案 】D。解析 ：环境 承载 力受 到资 源、科技 、对外 开放 程度 、

消费 水平 等因 素影 响;一个 地区 的人 口数 量变 化受 到环 境承 载力 的制 约 ;

环境 承载 力是 一个 地区 环境 持续 供养 人口 的能 力 ，是维 持人 类与 自然 环

境和 谐发 展的 底线 。

18.【答 案】 B。解 析： 根据 图中 经纬 度或 海陆 轮廓 可知 ，图 示国 家

为马 达加 斯加 ，属于 发展 中国 家 。①地属 于热 带草 原气 候区 ，该地 地广

人稀 ，草 原广 阔， 适合 发展 大牧 场放 牧业 。

19.【答 案】 C。② 地是 热带 雨林 气候 ，与 印度 尼西 亚水 稻种 植业 区

的气 候类 型相 同， 其水 稻种 植经 验适 合该 地借 鉴。

20.【答 案】 A。该 国是 发展 中国 家， 农业 技术 水平 低， 发展 高效 农

业首 先需 要解 决科 技投 入问 题。

21.【答 案】 B。本 题主 要考 查自 然资 源的 分布 。结 合经 纬度 可知 该

区域 位于 热带 沙漠 气候 区， 水资 源短 缺。

22.【答 案】 D。解 析： 本题 主要 考察 城市 的发 展条 件， 作为 首都 的

城市 ，职 能多 ，能 够带 动区 域经 济的 发展 ，是 区域 的经 济中 心。



23.【答 案】 C。解 析： 在城 市的 周围 ，将 形成 以不 同农 作物 为主 的

依次 排列 的同 心圆 结构 ;随着 种植 作物 的不 同， 农业 形态 也发 生变 化，

从而 产生 各种 不同 的农 业组 织形 式 ，即以 城市 为中 心，由里 向外 依次 为

自由 式农 业、 林业 、轮 作式 农业 、谷 草式 农业 、三 圃式 农业 、畜 牧业 。

这样 的同 心圆 结构 ，即杜 能圈 。其中 ，自由 式农 业圈 为距 离城 市最 近的

农业 地带 ，主要 种植 或生 产易 腐难 运的 作物 或产 品 ，如需 要新 鲜时 消费

的蔬 菜、 不便 运输 的果 品(如草 莓等 )、鲜 奶、 花卉 等。 所以 ，蔬 菜、 花

卉等 农业 分布 在自 由农 作带 。

24.【答 案】 D。解 析： 流水 作用 、重 力作 用、 潜蚀 和风 蚀均 为黄 土

地貌 的外 动力 ，而 流水 作用 居首 位。

25.【答案 】A。解析 ：根据 题意“土壤 成土 母质 ”;土壤 的成 土母 质

来源 于岩 石形 成的 风化 物，气候 影响 岩石 的物 理和 化学 风化 过程 ，因此

是其 形成 的主 导因 素。

二、 简答 题(本大 题共 2 小题 ，每 题 12 分， 共 24 分)

26.【参 考答 案】

(1)根据 不同 的地 理主 题和 知识 属性 ，进行 多种 教学 方法 的组 合 ，突

出一 两种 主要 的教 学方 法，并辅 以多 种方 法的 交替 使用 ，有利 于保 持地

理学 习注 意力 ，减轻 学习 负担 ，提高 学习 效率 。如选 择地 图教 学法 、“模

拟旅 游”教学 法 、学科 联系 教学 法等 进行 组合 ，还可 以借 助多 媒体 、网

络等 现代 化教 学手 段不 断创 新更 适应 教学 的方 法。

(2)应坚 持启 发式 教学 原则 ，提倡 探究 式学 习 ，培养 学生 的探 究意 识 ，

引导 和鼓 励学 生独 立思 考、自主 学习 ，体验 解决 地理 问题 的过 程，逐步



掌握 分析 和解 决地 理问 题的 方法 。例如 ，可以 用问 题解 决方 式进 行经 纬

网内 容的 教学 ：将学 习内 容转 化为 类似“设计 出行 路线 ”“救援 ”的任

务，提出 完成 任务 过程 中可 能遇 到的“问题 ”，通过 理解 、分析 ，解决

这些 “问题 ” 。

27.【参 考答 案】

探究 一： 地球 ?水球 ?

教师 在在 黑板 上面 展示 全球 地图 ，并 且展 示地 球仪

【教 师设 问】 ：1.观察 地图 和地 球仪 ，地 球上 的水 域面 积大 还是 陆

地面 积大 ?

2.陆地 和水 域面 积比 例大 概是 多少 ?

3.水域 和陆 地在 地球 仪上 的分 布有 哪些 特点 呢 ?

4.我们 把地 球的 名称 改成 “水球 ” 好不 好?为什 么 ?

【学 生】 学生 根据 老师 的问 题讨 论交 流， 然后 小组 代表 发言 分享 自

己的 观点 。

【教 师总 结】 略

探究 二： 认识 大洲 和大 洋

【活 动设 置一 】： 我是 小小 旅行 家

【教 师任 务分 配】 ：1.大洲 的概 念。

2.全球 大洲 的名 称及 其名 称的 由来 和代 表的 意义 。

3.说出 最大 的大 洲和 最小 的大 洲。

4.画出 大洲 的轮 廓简 图。

5.找出 大洲 的界 限



【活 动设 置二 】： 我是 小小 航海 家。

【教 师任 务分 配】 ：1.大洋 的概 念， 海和 洋是 什么 关系 ?

2.四大 洋的 名称

3.四大 洋的 面积 大小 排序

4.全球 四大 洋的 特点

【教 师】 归纳 总结 补充 。

拼图 游戏 竞赛 ：教 师提 供七 大洲 和四 大洋 的分 散的 版块 图。 把同 学

们分 成四 个小 组，看哪 个小 组能 够在 最短 时间 内拼 出一 幅完 全正 确的 世

界轮 廓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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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答 案】

(1)技术 。

(2)④ 。理 由： 位于 流经 城市 的河 流上 游， 水质 好。

(3)不合 理 。钢铁 厂会 污染 大气 ，应布 局在 盛行 风的 下风 地带 ;图示 区

域盛 行东 南风 ，③ 处位 于盛 行风 的上 风地 带，在 ③处布 局钢 铁厂 会对 城

区造 成严 重的 大气 污染 。

29.【参 考答 案】

(1)① 李老 师在 授课 过程 中调 动了 学生 的积 极性 ，通过 游戏 活动 进行

天气 预报 的播 报让 学生 变被 动学 习为 主动 学习 ，变 机械 记忆 为理 解记

忆。



②同时 在教 学过 程中 让学 生根 据看 到的 天气 符号 发挥 想象 力， 思考

为什 么每 种天 气用 特定 的符 号这 一措 施拓 展了 学生 的思 维空 间 ，丰富 了

学生 的想 象。

③通过 游戏 活动 的方 式寓 学于 嬉， 增强 的课 堂的 灵活 性， 同时 又加

深了 学生 对知 识掌 握，这种 教学 方式 形象 、生动 、直观 、符合 新课 标中

教学 内容 的多 样性 的原 则。

④教师 通过 天气 预报 员的 选秀 活动 在游 戏活 动中 设置 奖励 机制 ，符

合新 课标 中对 学生 行为 评价 的要 求 ，这一 措施 也是 对学 生学 习的 一种 激

励。

(2)采用 角色 扮演 法 ，将每 一个 学生 扮演 为不 同的 天气 符号 ，让其 在

动画 显示 天气 现象 时， 说出 “自己 ” 的特 点， 并在 黑板 上画 出“ 自己 ”

的样 子。

通过 角色 扮演 法可 以调 动每 个学 生的 学习 积极 性， 使每 个学 生都 成

为学 习的 主人 ，通过 角色 扮演 可以 加强 学生 教材 内容 的理 解和 掌握 ，促

进学 生的 成长 与发 展。

30.【参 考答 案】

(1)① 教学 结构 符合 认知 规律 。李老 师在 讲授“四大 地理 区域 的划 分 ”

是的 教学 结构 为感 受区 域存 在 -感受 区域 差异 -区域 划分 -比较 区域 间差

异，符合 学生 的认 知规 律 ，通过 循序 渐进 的教 学，使课 堂更 为连 贯流 畅 。

②采用 自主 探究 法教 学 。在学 习中 国的 四大 区域 及其 划分 依据 时候 。

摒弃 了传 统的 讲授 法，而是 让学 生根 据自 己的 理解 划分 区域 ，然后 展示

作品 ，并且 对作 品的 划分 依据 进行 解说 ，最后 再根 据学 生的 理解 进行 点



拨和 总结 。采用 探究 法教 学能 够培 养学 生用 地理 术语 表达 地理 观点 的能

力。

③采用 直观 法教 学。 在学 习区 域的 有关 概念 的时 候， 先让 学生 通过

“在信 封上 写邮 政编 码 、打长 途电 话拨 区号 ”的方 式感 知区 域 ，然后 通

过呈 现东 北、海南 、新疆 等地 区图 片来 感受 区域 的差 异 ，激发 学生 学习

兴趣 。

④采用 温故 知新 的教 学方 法。 在学 习 “划 ”区域 的时 候， 没有 直接

把不 同区 域的 名称 直接 告诉 学生 ，而是 先让 学生 回忆 八年 级上 册学 习的

中国 地理 的总 论， 根据 不同 的要 素来 划分 区域 ，加 深学 生对 区域 理解 ，

为后 面学 生动 手“ 划” 区域 奠定 基础 。

符合 新课 标的 教学 理念 。填 写邮 政编 码、 呈现 海南 岛热 带风 光等 ，

引用 生活 中的 一些 现象 ，体 现了 学习 对生 活有 用的 地理 的新 课改 理念 。

整堂 课以 探究 教学 为主 ，体现 了新 课标 倡导 的重 视对 地理 问题 的探 究的

基本 理念 。

(2)优点 ：结课 形式 新颖 。摒弃 了传 统的 老师 总结 的方 式 ，呈现 钢琴

曲、自然 景观 和人 文景 观图 片等 ，可以 提高 学生 学习 地理 的兴 趣 。激发

学生 热爱 祖国 的情 怀。

缺点 ：

①缺乏 对知 识的 检测 。仅 仅呈 现一 些零 碎的 图片 ，只 是对 知识 简单

的重 复，缺乏 学生 的发 言和 互动 ，无法 检测 学生 对知 识掌 握程 度 ，反馈

性不 够。



②缺乏 培养 地理 思维 ，课 堂不 够开 放。 课堂 的结 束不 代表 地理 学习

的结 束，应该 利用 结课 环节 ，提出 一些 开放 性 、发散 性的 问题 ，把地 理

学习 延伸 到课 外， 构建 开放 地理 课堂 ，真 正学 以致 用。

四、 教学 设计 题(本大 题包 括 1 小题 ，共 24 分)

31.【参 考答 案】

(1)三维 目标 ：

知识 与技 能： 1.读图 说出 黄土 高原 的位 置和 范围 ;

2.了解 黄土 高原 上黄 土物 质的 “风城 说 ”;

3.认识 黄土 高原 的水 土流 失严 重性 。

过程 与方 法： 通过 读图 分析 造成 黄土 高原 水土 流失 严重 的原 因， 并

讨论 由此 导致 的严 重后 果，进一 步培 养读 图能 力以 及分 析 、归纳 和整 理

知识 的能 力。

情感 态度 价值 观： 培养 正确 的人 地观 念， 认识 到区 域发 展与 生态 环

境保 护的 辩证 关系 。树 立保 护环 境的 良好 意识 。

重点 难点 ：

【重 点】 1.黄土 高原 的位 置和 范围 。

2.黄土 高原 水土 流失 的原 因、 危害 。

3.黄土 高原 水土 保持 的措 施。

【难 点】 黄土 高原 水土 流失 严重 的原 因和 水土 保持 措施 。

(2)【导 入新 课】

多媒 体播 放黄 土高 原的 景观 图片 ，并 同时 播放 信天 游《 黄土 高坡 》

作为 背景 音乐 。听着 信天 游那 高亢 嘹亮 的歌 曲 ，仿佛 将我 们带 到了 黄土



高原 那片 神秘 而独 特的 区域 ，今天 就让 我们 一起 来学 习世 界最 大的 黄土

堆积 区─ ─ 黄土 高原 。

【设 计意 图】 通过 创设 情境 ，把 学生 带入 到黄 土高 原独 特的 自然 景

观和 浓郁 的黄 土风 情中 ，激 发学 生的 学习 兴趣 。

【讲 授新 课】

一、 文明 的摇 篮

教师 活动 ：展 示黄 土高 原在 全国 的位 置图 。请 学生 描述 黄土 高原 的

地表 形态 。让 学生 看图 说出 黄土 高原 的范 围以 及所 跨的 省区 。

学生 活动 ：回 答问 题， 并且 读图 分析 黄土 高原 的范 围

地表 形态 ：千 沟万 壑， 支离 破碎 。

范围 ：黄 土高 原东 起太 行山 ，西 至乌 鞘岭 ，北 连内 蒙古 高原 ，南 抵

秦岭 。所 跨主 要的 省区 有山 西省 、陕 西省 、甘 肃省 、宁 夏回 族自 治区 。

【设 计意 图】 在图 中明 确黄 土高 原的 位置 范围 以及 所跨 省区 ，在 培

养了 学生 的读 图能 力的 同时 又为 后面 分析 黄土 高原 的水 土流 失奠 定基

础。

二、 风吹 来的 黄土

多媒 体展 示：黄土 高原 是世 界上 最大 的黄 土堆 积区 ，海拔 1000-2000

米，除石 质山 体外 ，地表 覆盖 着深 厚的 黄土 。那么 黄土 高原 这么 多的 黄

土究 竟是 怎么 来的 呢?

学生 小组 活动 ：将本 小节 知识 设计 成一 场辩 论 (一组 为风 成说 ，另一

组为 水成 说)。学 生为 观众 评委 ，赞 成哪 一种 说法 并说 明持 这种 意见 的

原因 ，得 票多 的为 优胜 组。



【设 计意 图】 关于 黄土 高原 的成 因， 设计 成开 放式 的教 学模 式， 目

的是 充分 调动 学生 的思 维，让其 发表 自已 的观 点，给学 生一 个能 张扬 个

性、 展示 自已 的舞 台， 并使 知识 点具 有生 发性 。

三、 严重 的水 土流 失

播放 录像 ：《 黄土 高原 的水 土流 失》 。

通过 以往 知识 的学 习，我们 知道 高原 的特 点是 边缘 陡峭 、内部 平坦 ，

但黄 土高 原的 地表 却是 千沟 万壑 、支离 破碎 的样 子 。造成 这种 状况 的主

要原 因是 什么 ?(学生 ：水土 流失 )那造 成黄 土高 原水 土流 失严 重的 主要 原

因有 哪些 呢?

教师 活动 ：设 计如 下的 生活 例子 ，将 植被 覆盖 率不 同的 两盆 花浇 满

水后 倾倒 ，观察 流出 的水 的浑 浊度 ，用以 探索 植被 覆盖 与水 土流 失的 关

系。

【设 计意 图】 创设 情境 提出 问题 ，引 起对 黄土 高原 生态 环境 问题 的

思考 。通过 让学 生联 系生 活实 际例 子来 寻找 、探究 ，在不 断的 探索 交流

中提 高学 生分 析问 题的 能力 。

教师 活动 ：水 土流 失严 重的 原因 有哪 些， 哪些 是自 然原 因， 哪些 是

人为 原因 ?

学生 活动 ：根 据现 有知 识， 思考 并回 答 --土壤 、植 被、 降水 这些 方

面造 成的 水土 流失 是自 然原 因 ，人类 生产 活动 造成 的水 土流 失是 人为 原

因。



【设 计意 图】 通过 让学 生模 拟实 验和 阅读 图文 资料 ，分 析黄 土高 原

水土 流失 的自 然原 因及 其危 害 ，进而 认识 区域 内自 然地 理要 素的 相互 作

用和 相互 影响 。

四、 水土 保持

【设 计意 图】 先让 学生 发表 自己 的看 法， 然后 教师 谈看 法。 目的 是

引导 学生 树立 正确 的人 地观 念。

【巩 固提 升】 黄土 高原 要保 持水 土， 必须 退耕 还林 还草 ，那 是不 是

所有 的土 地都 要退 耕还 林还 草呢 ?让学 生做 课后 题， 分组 讨论 ，分 为正

反双 方进 行辩 论， 然后 教师 对学 生的 辩论 进行 评价 总结 。

在课 程的 最后 教师 带领 学生 对所 学知 识进 行总 结， 并布 置作 业。

以上就是全国教师资格统考《地理学科知识与能力（初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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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