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新课标Ⅱ卷）地理
一、选择题：本题 11 小题，每题 4 分，满 44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
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1994 年，我国 M 公司（服装企业）在浙江温州成立，发展过程如图所示。据此完成下列问
题。

1.1996 年，M 公司关闭自有生产厂，主要是为了（
）
A.提高附加值
B.降低人工成本
C.缩小规模
D.加强合作
解析：本题掌握工业区位因素的相关知识。读图，M 公司在 1995 年多家生产工厂加盟，
1996 年关闭了自建工厂，主要是因为工业生产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公司走的是品牌加盟
的道路，降低人工成本是其主要目的，故 B 正确。
答案：B
2.M 公司依次将研发中心和总部迁入上海，主要是因为上海（
）
A.基础设施好
B.交通便利
C.销售市场大
D.信息通达
解析：本题掌握产业转移的相关知识。D 项，总部和研发中心的布局需要能够便利联系到
各个分工厂和下属企业，对信息的通达性要求较高，故 D 项正确。A 项总部和研发中心主
要布局在商业区，基础设施都比较完善，迁往上海并非考虑到其基础设施更好，故 A 项错
误。B 项、C 项，总部和研发中心的布局与市场和交通的关系不大，市场主要是门店需要考
虑的，交通主要是工厂需要考虑的，故 B 项、C 项均错误。
答案：D
3.从发展过程看，M 公司一直致力于（
）
A.打造自主品牌
B.扩大生产规模
C.产品款式多样
D.增强国际影响
解析：本题掌握商业区位条件的相关知识。结合材料，该公司自 1996 年起，陆续关闭自建
工厂，走品牌加盟的道路，即企业自身不进行任何服装的直接生产，产品都是由其他公司
生产的，故更多的生产企业能够加入到整个生产链之中，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故 B 正确。
答案：B
澳门丰岛以低矮的丘陵为主，现在的部分土地是历年填海而成的，如图示意澳门丰岛山乐
分布、街道格局及部分街道名称，据此完成下列问题。

4.由于填海造地，海岸线向海推移距离最长的地方位于澳门半岛的（
）
A.东北部
B.西北部
C.东南部
D.西南部
解析：本题掌握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相关知识。据图可知，澳门半岛的东南部原有的街道
距离现在的海岸线距离最远，有一片没有街道的空地，说明这部分土地是最近填海造陆新
造的，所以澳门半岛向海推移距离最长的地方位于澳门半岛的东南部，故 C 正确。
答案：C
5.澳门老城区少见自行车，原因可能是老城区街道（
）
A.狭窄
B.曲折
C.坡大
D.路面凹凸
解析：本题掌握交通影响因素的相关知识。自行车骑行需要平整的路面，结合材料分析，
澳门半岛地形以低矮的丘陵为主，说明城区道路可能崎岖不平，坡度大，故 C 正确。
答案：C
恩克斯堡岛（如图）是考察南极冰盖雪被、陆缘冰及海冰的理想之地。2017 年 2 月 7 日，
五星红旗在恩克斯堡岛上徐徐升起，我国第五个南极科学考察站选址奠基仪式正式举行。
据此完成下列问题。

6.2 月 7 号，当恩克斯堡岛正午时，北京时间约为（
）
A.2 月 7 日 9 时
B.2 月 7 日 15 时
C.2 月 7 日 17 时
D.2 月 8 日 7 时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时间的计算，根据经度数值的差进行计算即可，明确时间计算为“东
加西减”，经度相差 15°，时间相差 1 小时。
根据题干可知，图示为南半球，地球自转方向为顺时针，所以图中恩克斯堡岛大致位于
165°E；北京时间是 120°E 是地方时，两地相差 45°，时间相差 3 小时，北京位置靠西，
其时间晚，因此当恩克斯堡岛为 2 月 7 号正午 12 时时，北京时间=2 月 7 号 12 时-3 小时=2
月 7 号 9 时。
答案：A
7.五星红旗在恩克斯堡岛上迎风飘扬，检测红旗常年飘扬的主要方向是（
）
A.东北方向
B.西南方向
C.东南方向
D.西北方向
解析：本题以旗帜的飘扬为切入点，考查风带的方向，明确旗帜的飘扬方向和风向相反。
读图可知，图中恩克斯堡岛大致位于南纬 78°，处于极地东风带控制下，南半球的极地东
风带为东南风，所以旗帜向西北方向飘扬。
答案：D
8.对于极地科学考察而言，思克斯堡岛所在区域的优势在于（
）
A.生物类型多样
B.对全球变暖敏感
C.大气质量优良
D.人类活动影响少
解析：本题掌握有关区域优势的相关知识。抓材料中的关键：思克斯堡岛是考察南极冰盖
雪被、陆缘冰及海冰的理想之地，并针对极地科学考察而言，由此分析。根据材料这里纬
度高，气候寒冷，故生物类型较少，A 错；这里是考察南极冰盖雪被、陆缘冰及海冰的理
想之地，它对全球变暖比较敏感，一旦全球气候变暖，该地区冰盖雪被、陆缘冰及海冰就
会融化，故 B 正确；大气质量优良、人类活动较少，与极地科学考察的关系不大，故 CD 错。
答案：B
地处黄土高原的汾川河流城多年来植被覆盖率大幅度提高，2013 年 7 月，汾川河流城降水
异常增多，表一为当月 6 次降水过程的时长，降水重和汾川河流峰情况。第 5 次降水形成
的洪水含沙量低。第 6 次降水形成的洪水含沙量极高。据此完成下列问题。

表一
降水序号 降水历时（天） 降水量/mm 汾川河洪峰情况
1
2
53.0
无明显洪峰
2
4
80.3
无明显洪峰
3
5
100.1
无明显洪峰
4
2
73.2
无明显洪峰
3
5
2
90.7
洪峰流量 346m /s
3
6
2
54.4
洪峰流量 1750m /s
9.汾川河流域植被覆盖率大幅度提高能够（
）
A.减小降水变率
B.减少河水含沙量
C.增加降水量
D.加大河流径流量
解析：本题掌握植被的生态作用。植被覆盖率提高会导致下渗增加，地表径流减少，地下
径流增加。A 项、C 项，植被覆盖率与降水变率和降水量关系不大，故 A 项、C 项均错误。
B 项，植被覆盖率提高，水土流失减少，河水的含沙量减少，故 B 项正确。D 项，植被覆盖
率提高，下渗增加，地表径流减少，地下径流加大，汇入河流的径流减少，故 D 项错误。
答案：B
10.第五次降水产生洪峰原因是此次降水（
）
①历时长
②强度大
③下渗少
④植被截流少
A.①②
B.②③
C.③④
D.①④
解析：本题掌握水循环的相关知识。①项，对比六次降水，降水历时最长为第三次降水，
故①错误。②项，第五次降水的平均降水量在 45.35mm 左右，降水强度较大，易产生洪，
故②正确。③项，前四次降水使得土壤含水量趋于饱和，因此第五次下渗较少，地下径流
较少，地表径流增多，导致汇入河流的水量变大，故③正确。④项，由题可知，第五次降
水形成的洪水含沙量低，而第六次降水形成的洪水含沙量高，说明此次植被截流较多，故
④错误。综上所述，本题应选择②③，正确答案为 B。
答案：B
11.第 6 次降水产生的洪水含沙量极高，其泥沙主要源于（
）
A.河床
B.沟谷
C.裸露坡面
D.植被覆盖坡面
解析：本题掌握水土流失的相关知识。根据上表可知，前 4 次没有明显洪峰，后两次有洪
峰，由此分析。A 项，由于前几次降水无明显的洪峰，所以降水带走的泥沙以沉积作用为
主，淤积在河床，而第六次降水带来的洪峰流量大，把泥沙从河床带走，含沙量明显增多；
故 A 项正确。B 项、C 项，沟谷和裸露坡面，泥沙主要由前五次降水带走，第 6 次无明显影
响；故 B 项、C 项均错误。D 项，植被具有一定涵养水土能力，汇入河流泥沙较少。
答案：A
二、非选择题：46 分。
12.（24 分）阅读图文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数据中心是用特定设备在互联网上传输、存储数据信息的场所。数据中心的规模以设备运
行耗能的多少来衡量，规模越大，运营成本越高。2010 年之前我国的数据中心一般规模较
小，主要布局在东部沿海地区。2010 年之后，一些大规模的数据中心开始在中西部布局，
位于贵州省中部的贵安新区（国家级新区，位置见图），因气候凉爽、用电成本较低、自
然灾害少等优势，吸引了数十个大规模的数据中心在此集聚，快速发展成为我国南方最大
的数据中心基地。

(1)说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建设数据中心的优势。
解析：本题掌握工业区位因素的相关知识。东部地区 IT 产业的传统优势明显，起步时间早，
高新企业汇聚，使该地数据中心发展较快，且东部地区人口密度大，市场广阔，促进了数
据中心的发展；东部地区经济发达，资金充足，有力支持了数据中心的建立。
答案：优势：经济发达，产业众多；人才集聚，科技水平高；人口稠密，数据密集。
(2)分析数据中心在贵安新区集聚的有利条件与集聚发展的益处。
解析：有利条件从政策支持、气候、资源等方面分析；工业集聚的优势主要从降低成本、
协同管理、促进发展等方面进行解答。国家对贵安新区的数据中心发展给予了资金和政策
方面的大力支持；贵安新区位于云贵高原，海拔较高，气候凉爽；该地煤炭资源丰富，地
势起伏较大，水能资源丰富，所以电价较低。集聚发展可以共同基础设施，提高区域协作
水平，降低生产成本。
答案：有利条件：气候适宜、用电成本低廉、自然灾害少。
益处：产业集聚有利于数据分享；形成规模效应；公用设施、降低成本。
(3)如果把数据中心的数据比喻为“原料”，指出贵安新区利用这些原料可以发展的产业。
解析：以大数据产业本身为基础，促进当地市场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鼓励当地企业基
于数据开展运营模式和商业模式创新，充分利用数据优势发展。可以利用数据做网络营销、
电子商务、电子物流等。
答案：互联网电子商务；人工智能；云计算；电子物流。
(4)东部沿海地区的一些数据中心开始采取节能降耗措施。你认为目前贵安新区的数据中心
是否有必要这样做？请表明观点并解释原因。
解析：支持节能降耗主要从环境保护、改善气候条件、实现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作答。有必
要；因为节能降耗可以减少环境污染，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实现
可持续发展。
答案：有必要；大数据集聚耗能大、成本高，采取节能降耗有利于环境保护、符合可持续
发展要求；贵安新区发展迅速，发展成为南方最大数据中心基地，节能降耗措施势在必行。
13.（22 分）阅读图文资料，完成下列要求。
龙卷风是大气中强烈的涡旋现象，湿热气团强烈抬升，产生了携带正电荷的云团，一旦正
电荷在云团局部大量积聚，吸引携带负电荷的底面大气急速上升。在地面就形成小范围的
超强低气压，带动汇聚的气流高速旋转，形成龙卷风，如图示意美国本土龙卷风发生频次

的分布。在美国龙卷风多发区，活跃着“追风人”，他们寻找，追逐，拍摄龙卷风，为人
们提供龙卷风的相关信息。

(1)读图，指出龙卷风多发区湿热气团的主要源地，抬升的原因，以及气流发生旋转的原因。
解析：本题掌握常见的天气系统、自然灾害的相关知识。美国龙卷风的形成源地和过程是
由其地理位置和地势特征决定的。由图可知年龙卷风高发频率为中部偏西部，可知其主要
源地为中低纬度大西洋洋面。龙卷风是大气中强烈的涡旋现象，是湿热气团强烈抬升后发
育而成，抬升主要是受山地的影响。由于美国东西两侧为山脉，海拔高，所以飓风只能沿
中部地区行进，又因为中部为大平原，北部较高，南部较低，会抬升。又因为中部平原地
带一方面有来自南部的暖湿气流，一方面受北部的寒冷气流，两者在美国中部地区交汇，
形成锋面上升，因此气流抬升。
发生原因：龙卷风为低压气旋，中心气压地，四周气压高，气流由四周向中间辐合，在北
半球受地转偏向力的影响下向右偏转而旋转。
答案：主要源地：中低纬大西洋洋面；
抬升的原因：美国东西两侧为山脉，海拔高，中部大平原，北部较高，南部较低，受地形
抬升作用；中部平原地带一方面有来自南部的暖湿气流，另一方面有北部的寒冷气流，两
者在美国中部地区交汇，形成锋面上升，因此气流抬升；
发生旋转的原因：受地转偏向力的影响，北半球向右偏转。
(2)分析美国中部平原在龙卷风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解析：龙卷风的行进路线及其形成后大破坏力受地形的影响。
中部为平原地形，对于龙卷风行进的阻碍作用较弱，会加大风力，加快风速。美国东西两
侧为山地，中部为平原，中部平原为峡谷效应，对于龙卷风的形成有加强效应，加大了风
力。中部为平原地带，来自墨西哥湾的暖湿气流和来自北冰洋的寒冷气流交汇，温差大，
气流对流运动强烈，加大了风力。
答案：作用：中部为平原地形，风力较大，风速较快；美国东西两侧为山地，中部为平原，
受狭管效应影响，风力大；中部为平原地带，来自墨西哥湾的暖湿气流和来自北冰洋的寒
冷气流交汇，温差大，气流对流运动强烈，风力大。
(3)解释美国中部平原龙卷风春季高发的原因。
解析：美国主要位于中纬度地区，春季气温回升快，风力大。春季受海陆热力性质差异影
响，陆地升温较快，为低气压，海洋升温慢，形成高气压，风由海洋吹向陆地。春季受太
阳直射点的北移，受副热带高压控制，来自海洋的暖湿气流和来自陆地的寒冷气流交汇相
遇，对流强烈，形成龙卷风。
答案：原因：春季陆地升温较快，为低气压，海洋升温慢，形成高气压；来自海洋的暖湿
气流和来自陆地的寒冷气流交汇相遇，对流强烈，形成龙卷风。
(4)说明龙卷风被人们高度关注的理由。
解析：说明龙卷风被人们高度关注的理由。龙卷风破坏力极强，时间短暂，范围较小，但
对于美国造成较大的影响，但是目前对于龙卷风的研究资料较少，为了收集一手资料，很

多人关注龙卷风；龙卷风作为一种气象灾害，十分壮观，也是众多摄影爱好者拍摄的题材
之一，因此受到人们关注。
答案：理由：龙卷风破坏力强，带来的危害巨大；龙卷风作为一种气象灾害，发生时场面
较为壮观，也是众多摄影爱好者拍摄的题材之一，因此受到人们关注。
14.（10 分）我国某地的“佛手山药”有三百多年的种植历史，2009 年国家农产品地理标
态认证。“佛手山药”形如手掌，品质优良，咔道鲜美，营养丰富，过去，因深藏于大山
之中，加之外形不规则，皮薄、贮存期短，长距离运输容易损坏或变质，“佛手山药”鲜
为人知。近年来，当地政府依托“佛手山药”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带领农民走上脱贫致富
之路。
(1)简述依托“佛手山药”发展乡村旅游带来的效益。
解析：旅游效益主要从经济和社会两方面来分析。从经济效益来说，带动佛手山药种植业
的发展，形成当地特色产业，拉动当地经济的发展；从社会效益来说，可以促进当地人口
就业。
答案：促进种植规模扩大，形成特色观光农业，增强吸引力，增加旅游收入；带动相关产
业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利于基础没施的完善，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
(2)设计两项依托“佛手山药”开展的旅游项目。
解析：依托佛手山药，可以设计挖掘山药，体验农民劳作；设计一些和佛手山药相关的一
些摄影题材和摄影路线，吸引摄影爱好者摄影，提高佛手山药的知名度；开发佛手山药美
食等这样一些旅游项目。
答案：农家乐旅游：游客全家一起挖、清洗山药，动手做当地的特色山药菜品或农副产品，
体验乡村劳作，尤其是让小孩锻炼做家务的能力，体验生活。
特色摄影游：设计一些和佛手山药相关的一些摄影题材和摄影路线，吸引摄影爱好者摄影，
提高佛手山药的品牌知名度。
特色美食品尝：组织游客参观山药从原料到产品的加工过程，并且参与其中的某些环节，
并且品尝美食，体验其中乐趣。
15.素有“华北之肾”之称的白洋淀具有重要的生态服务价值。白洋淀分布广泛的芦苇，曾
是当地居民收入的重要支撑。但前些年由于其经济价值减弱，居民管护芦苇的积极性下降，
大量芦苇弃收，出现了芦苇倒伏水中的现象。雄安新区设立后，管委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建设雄安新区，一定要把白洋淀修复好、保护好”的指示精神，高度重视白洋
淀的生态环境保护，积极推行芦苇的资源化综合利用，大大提高了当地居民管护，收割芦
苇的积极性。
(1)指出芦苇对白洋淀生态功能的作用。
解析：芦苇根系发达，有利于保持水土，防风固沙；芦苇有利于吸收土壤盐分，改良盐碱
地，枯枝落叶腐烂后转化为肥料，提升土壤肥力；芦苇通过蒸腾作用，增加空气湿度，起
到净化空气的作用；芦苇能够吸收水中的各类污染物质，能够净化水质。
答案：增加空气湿度，调节局部小气候；芦苇对污染物抗性强，有一定的分解净化能力，
能够维持白洋淀的水质；有发达的地下茎和迅速扩张的能力，促淤防蚀，防洪固堤；抑制
藻类生长；可以为各类野生动物的栖息提供条件，有利于维护生态多样性。
(2)说明当地居民积极管护、收割芦苇对白洋淀生态环境保护的意义。
解析：减少倒伏芦苇对水体环境的破坏，发挥芦苇对水体环境的积极作用；减少芦苇过度
生长对其他生物生存空间的挤占，维护生物多样性，促进生态平衡。
答案：防止芦苇腐烂产生淤泥，使白洋淀沼泽化，白洋淀退化；及时收割防止腐烂，导致
淀内水体污染水质下降；芦苇倒挂，会在水中腐烂，造成水体富营养化，及时收割可促进
芦苇更新，提高芦苇净化水质的能力；更有利于维护生物多样性，促进生态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