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第三中学高考模拟地理
一、本卷共 11 小题，每小题 4 分，共 44 分。在每个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符
合题目题意的。
读中国四个区域土地利用转换图表(表 1)，回答 1-3 小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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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国四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图表（单位(10 hm )）
（标注：a 表示 1980-2000 年
b 表示 2000-2010 年）
1.据图判断甲、乙、丙、丁对应地区排序正确的是（ ）
A.东北—西北—长三角—华北
B.华北—东北—长三角—西北
C.东北—华北—西北—长三角
D. 长三角—华北—东北—西北
2.与甲地区旱田改水田的原因最不相关的是（
A.气候变暖
B.农田水利设施的完善
C.市场扩大
D.劳动力丰富

）

3.引起丁地土地利用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
A.农民工返乡建设新农村
B.城市化、工业化水平高
C.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
D.国家的政策优势
解析：第一题由题干信息，结合表格，甲地土地面积巨大，并且是既有旱地也有水田，这与
我国东北的情况是一致的，而华北的水田比重要小得多（基本没有）而长三角地区旱地要少
得多，由此排除 B、D，西北地区气候干旱耕地比重小而林草地比重大，这与丙的结构是一
致的，故排除 A，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速度快建设用地多增加快与丁结构及变化一
致故选 C；第二题气候的变暖使得我国东北地区一些纬度更高的地区能够种植需要热量较多
的水稻，市场的扩大，使农民种植水稻有着更高的利润，水利条件的改善是种植水稻由可能
变为现实，而东北地区在我国各地区而言是一个人口相对较少的地区，故选 D；第三题丁地
变化最大的是由其他土地转变为建设用地，说明该地城市化、工业和水平高，选 B。
答案：1.C 2.D 3.B
图 1 为世界某区域甲地的一个居住小区图片，图 2 为该区域等温线示意图，回答 4-6 小题。

4.据图判断 a、b、c、d 四条等温线数值排序正确的是（
A.a>b>c>d
B.a>b=d>c
C.a=b>d>c
D.a>d>b>c
5.甲地区与乙地区相比（
A.降水较少
B.年较差较大
C.冬季更为寒冷
D.周围地势起伏较大

）

）

6.当全球新旧两天比为 3：1 时，其后 3 小时图一中房屋的影子转向及长短变化将是（ ）
A.逆时针 变短
B.逆时针 变长
C.顺时针 变短
D.顺时针 变长
解析：图 2 中，第四题，气温的变化要受到太阳辐射（纬度变化）
、地形变化的影响，由此
确定气温 a＞b,可排除 C 项，C 介于 b、d 之间，根据等值线变化规律可知三者之间应有其中
两个数值相等，由此排除 A、D，c 处为河流发源地，地势高，气温低，故选 B。第五题，甲
地位于黑海沿岸受海洋影响更大，且冬季位于盛行西风的迎风位置，故降水要多，冬季较温
暖，使得气温年较差较小，故排除 A、B、C，同时甲地比乙地等温线密集，说明气温差变化
大，则地势变化大，故选 D。第六题，在一天中太阳东升西落，在直射点以北地区正午时太
阳位于正南位置，一天中物体影子的方向是呈顺时针方向运动，故排除 A、B 项，当全球新
旧两天比为 3：1 时，新旧一天得分界是 90°W，即 90°W 为 0 时，此时甲地为（40°E）的
地方时 8 时 40 分，在正午以前，此时太阳高度在变大而影子在变短，故选 C。
答案：4.B 5.D 6.C
在中国最美乡村---江西婺（wu） 源，有一古村落地形外貌竟然酷似耐克的标志，人们戏称
之为“耐克村落”
。其房屋坐落在海拔 500 米的山崖，梯田环绕，祖辈起就在屋顶上用竹匾(一
种器具)晾晒作物。每当日上山头，老式民居与晒架上丰收成果组成一幅古村秋画，这就是
闻名遐迩的“篁(huang)岭晒秋”
。根据材料和图示，回答 7—9 题。

7.形成“篁岭晒秋”现象的主要原因是（
A.阳光充足
B.地形崎岖
C.河网密布
D.动植物资源丰富

）

8.下列农产品最不可能出现在当地居民房顶和晒架上的是（
A.油菜籽
B.茶叶
C.稻谷
D.剑麻

）

9.每年春季，婺源漫山遍野花团锦簇，美不胜收。此时到这里旅游，游客最需要准备的物品
是（ ）
A.防雨物品
B.防晒物品
C.防寒衣物
D.薄衣短衫
解析：由题干信息，结合示意图，第七题，知道该地地形崎岖，平地少使得当地居民在晾晒
农作物是要借助一些工具（竹匾进行）故选 B；第八题，江西是亚热带气候，而剑麻是一种
热带经济作物，故当地不可能晾晒剑麻，选 D；春季江西开始进入雨季，游客准备好雨具是
需需要的，故选 A。
答案：7. B 8. D 9. A
图 5 是亚洲部分国家每年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蓝水足迹(工业消耗的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水
量)和灰水足迹(发展工业而污染的水资源量)。据此读图 5 完成 10—11 题。

10.下列有关国家与工业产生的水足迹的描述,符合图示的是 （
A.发达国家的灰水足迹比重很小
B.水足迹和工业发达程度呈正相关
C.水足迹与人口数量呈正相关
D.日本灰水足迹比重大于印度

）

11.各国为降低工业产生的灰水足迹比重应采取的正确措施有 （ ）
①优化工业产业结构
②增加河水和地下水的开采,加大蓝水足迹比重
③改进生产工艺，提高水资源利用率
④加大技术投入,提高污水处理效率
A.①②
B.①③
C.①④
D.②④
解析：第十题，由题干信息，结合示意图，印尼人口众多但水足迹并不大，可排除 C，日本
的灰水足迹比重要大于印度，可排除 A、B，故选 D；第十一题，降低灰水足迹其实就是采取
措施降低或减少污水排放，而不是减少用水量，故排除 A、D，选 C。
答案：10. D 11.C
二、非选择题
12.读图和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世界某区域图，左侧为甲地景观图。

材料二：图中甲处除了零星生长在沙丘脚下和岩石中的一些仙人掌和沙棘外，难以再看到绿
色，只有一片片沙漠和奇形怪状的白色和红色岩石。这不免让人想起月亮表面，这片土地就
是举世闻名的“月亮谷”
。
(1)比较分析材料一图 中 A、B 两段河流在流量、汛期上的差异。（12 分）
解析：A 河段位于内陆降水少，有沼泽的调节，因此 A 河段径流量少，汛期晚。
答案：A 河段径流量小于 B 河段（2 分）
，因为 A 河段距海较远(或 B 河段距海较近)（2 分），
A 河段降水量较少(或 B 河段降水量较多)（2 分）
。A 河段汛期洪峰滞后于 B 河段（2 分），A
河段有沼泽（2 分）
，沼泽有调蓄水源功能（2 分）
。
(2)分析材料二中月亮谷自然景观的形成过程。
（12 分）
解析：干旱是形成月亮谷自然景观的根本原因，要从气候干旱开始、结合降水、风化、风力
侵蚀植等情况进行分析。
答案：地处内陆（2 分）
，同时西风背风坡（2 分）
，降水少，气候干旱（2 分）
，蒸发旺盛，
风力作用强（2 分）
，所以形成植被稀疏（2 分），沙漠广布（2 分），风力地貌广布的景观（2
分）
。
（7 选 6，计 12 分）
13.古人云“国无三年之储谓国非其国”即一个国家的存粮若不够吃三年就不能称其为国家
了。可谓谁拥有粮仓，谁就拥有天下。读我国部分古代重要粮仓分布图，回答问题。

(1)我国古代重要粮仓主要分布在华北地区，南方地区虽为鱼米之乡但重要粮仓较少，请分
析原因。
（14 分）
(2)现代中国，粮仓可谓遍地开花。有人认为东北将成为“中国粮仓”
，还有人认为鱼米之乡
的南方才可继续担当“中国粮仓”大任。请你就南方可担当“中国粮仓”大任这个角度，说
明你的理由。
（8 分）
解析：比较中国古今粮仓南北方差异的形成要从粮食的生产、消费、储存的角度进行分析。
答案：(1)古代华北地区古都多，国家安全角度粮仓离都城近或城市多（2 分）
，人口密集（2
分）
，市场需求旺盛（2 分）
，交通便利（2 分），南方地形比较复杂（2 分），距离市场远（2
分）
，气候湿热不易储存（2 分）
。
(2)南方：亚热带季风气候、光热水丰富（2 分），一年两到三熟、产量高（2 分），劳动力丰
富（2 分）
，水稻为主要粮食作物，单产高（2 分）
，或临近广阔市场（2 分）
。
选做部分地理选考题
14.【旅游地理】读材料，完成下列问题（10 分）
中央电视台美食栏目《舌尖上的中国》曾介绍，南岭美食自成一派，如“清炒蕨菜——蕨菜
是最为普遍的野菜”
；
“石头猪肉——精干瘦小、脾气执拗的山猪”；
“米味十足肠粉——本地
的好水、靓米”
；
“紫苏爆炒螺蛳 ——奇香紫苏叶去螺蛳腥味”等。

(1)请结合材料分析“南岭美食自成一派”的地理原因。（6 分）
解析：南岭美食的形成要从这里的食材丰富（与气候、地形、水源的关系）以及独特的烹饪

方面进行分析。
答案：①气候温暖湿润，生物品种多，山区有可供人们享用的野生植物和野生动物资源；
②河湖多，高山泉水多，水量大，有水生动植物；③ 无工业污染，纯天然食材；
④山区交通不便，与外界交流少、烹饪手法质朴天然自成一派。（4 选 3，计 6 分）
(2)在南岭诸省区境内旅游一般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是什么？说明判断理由。
（4 分）
解析：南岭诸省区地形崎岖交通不便，最主要的交通方式应是公路运输，其交通工具就是汽
车。
答案：汽车（2 分）喀斯特地貌、丹霞地貌广布，地表崎岖不平，公路建设投资省，建设难
度小（2 分）
；公路运输的灵活性更强，符合旅从速、游从悠的特征。
（2 分）。
（3 选 2，计 4
分）
15.【自然灾害】2014 年 4 月 18 日当地时间 6 点 45 分，珠穆朗玛峰尼泊尔一条登山线路发
生雪崩，13 人遇难多人失踪，这是珠峰迄今最严重登山事故。尼泊尔发言人说，遇难者多为向导，
他们在为即将到来的登山旺季做线路准备。雪崩是登山最大的威胁，而春季发生的概率大且
破坏力强，他提醒登山爱好者注意安全，量力而行。

读图并结合材料，总结珠峰春季雪崩多发的形成原因。（10 分）
解析：雪崩发生在喜马拉雅山的南坡、春季多发生，要从南坡的雪量大、升温快、冰川沿山
坡下滑方面分析。
答案：南坡位于迎风坡，降雪量大（2 分）山顶永久性积雪多（2 分），春季气温回暖导致
表层雪融化（2 分），雪水渗入积雪和山坡之间形成积雪与岩石间的滑动面（2 分），地形
起伏大积雪下滑造成雪崩。（2 分）。
16.【环境保护】下图为天津市政府在滨海新区倾力打造的生态新城循环模式图，读图说明
污水处理厂的运行过程并总结该循环模式的综合效益。（10 分）

解析：(1)污染治理过程要按示意图的顺序解析说明。(2)产生的效益要包括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及生态效益。
答案：(1)吸收各类污水，化工污水、混合污水、生活污水（2 分）,净化处理后供给景观用
水，为再生水厂提供原料或污泥用于新能源制造（2 分）
。
(2)经济效益：实现了水资源的循环利用，节约用水或提供清洁能源，缓解能源紧张（2 分）
。
生态效益：增加了水体面积，改善了局部气候或减少废弃物的排放（2 分）
社会效益：扩大就业或促进区域经济发展（2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