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年河北省衡水中学高考模拟地理
一、选择题
嫦娥三号月球探测器于北京时间 2013 年 12 月 14 日 21 时 11 分在月球虹湾区成功着陆。它
携带的“玉兔”月球车到达月球后，很容易“感冒”
（不能正常工作）
，月夜需转入休眠状态，
月午将转入最小工作模式“午休”
。回答下面各题。
1.当我国的月球探测器登陆时，下列说法可信的是（ ）
A.地球的公转线速度较慢
B.北印度洋海水自西向东流
C.伦敦的日影朝向东北
'

D.悉尼(33 55 s)的正午太阳高度达到一年中的最大值
解析：嫦娥三号月球探测器于北京时间 2013 年 12 月 14 日 21 时 11 分在月球虹湾区成功着
陆时，太阳公转到近日点附近，地球公转线速度应该较快，A 选项错；此时为北半球的冬季，
北印度洋盛行东北季风，海水应自东向西流，选项 B 错；此时伦敦时间是 13 时 11 分，太阳
直射点在伦敦的西南方，伦敦的日影朝向东北，选项 C 正确；悉尼(33°55′s)的正午太阳
高度达到一年中的最大值时应为太阳直射南回归线的冬至日时，即 12 月 22 日，选项 D 错。
答案：C
2.“玉兔”此工作模式的原因是（ ）
A.月球距太阳近
B.月球表面昼夜温差大
C.月球的公转周期短（27. 32 日）
D.太阳活动的周期性变化
解析：由于月球的自转周期和公转周期相同，月球上的一天相当于地球上约 28 天，所以月
球的白昼、夜晚时间都长；又因月球表面没有大气层，也就没有了白天的削弱作用和夜晚的
保温作用；再加上月面物质的热容量和导热率很低，因而月球表面昼夜的温差很大。白天，
在阳光垂直照射的地方温度高达 127℃；夜晚，温度可降低到零下 183℃。所以玉兔白天温
度过高时要“午休”
，夜晚温度过低时要“休眠”。选项 B 正确。
答案：B
中新网 2013 年 11 月 13 日电截至目前，超强台风“海燕”在菲律宾已造成 2275 人死亡，80
人失踪，约 60 万人无家可归。
“海燕”在我国沿海登陆后，也给我国南方多地带来了大到暴
雨。下图为“海燕”中心位置移动经纬度示意图。读图完成下列各题。

3.台风“海燕”在我国登陆后移动方向大致为（

）

A.由正西转向西北
B.由东南向西北
C.由西北转向东北
D.由西南向东北
解析：从 4 号到 12 号期间由第一幅图可知该台风中心一直向北移动；由第二幅图资料可知
该台风中心 11 号以前向西移动，而后又向东移动，综合以上两点，可知台风“海燕”在我
国登陆后的移动方向大致是先向西北而后东北。选项 C 正确。
答案：C
4.11 月 11 日，我国广西北海市(109°E，21°N)的风向主要为（ ）
A.东南风
B.西北风
C.西南风
D.东北风
解析：由图形可知，11 月 11 日台风中心在（100°E；22°N），我国广西北海市（109°E；
21°N）位于台风中心的东南方向，其风向主要为东南风。选项 A 正确。
答案：A
读我国某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和人口迁移率(净迁入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随时间变化曲线
图，回答下列各题。

5.该地区人口增长率最高的时期是（ ）
A.①
B.②
C.③
D.④
解析：一个地区人口的增长率等于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与人口的机械增长率之和。由图形信息
可知，①时期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与机械增长率之和最大，所以该地区人口增长率最高的时期
是应是①，选项 A 正确。
答案：A
6.③时期以后人口迁移率下降的原因最有可能是（
A.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
B.生态环境恶化
C.技术人才外流
D.本地人口大量外迁

）

解析：③时期以后人口迁移率下降，说明该地人口迁入量减少，是由于产业升级，劳动密集

型产业向外转出，不需要太多廉价劳动力，导致迁入的人口数量大为缩减，选项 A 正确。
答案：A
1 楼养鱼，2 楼养猪，12 楼种植西红柿……垂直农业是指在城市的多层建筑物里模拟农业环
境，通过垂直农场的自循环体系生产农副产品，为社区居民就近提供新鲜食物的农业生产方
式。读图，回答下列各题。

7.垂直农业由概念走向实际关键因素是（ ）
A.粮食需求
B.气候变化
C.技术水平
D.劳动力数量
解析：垂直农业也叫垂直农耕，是为了研究未来农业发展面临的人口压力及资源匮乏问题所
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其主要任务在于解决资源与空间的充分利用，以及单位面积产量的最大
化发挥，所形成的一种农业耕作方式。最大的障碍是水和能源这两个必要条件的来源问题。
“垂直农业”需要有完善的城市污水循环利用和能源供应系统作为配套。所以垂直农业由概
念走向实际关键在于技术水平的提高。选项 C 正确。
答案：C
8.垂直农业的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有（ ）
①对谷物生产带来较大冲击
②减轻农业生产的能源消耗
③规避灾害，有利于农产品的稳定供应
④节约耕地，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
A.①③
B.②③
C.②④
D.③④
解析： 垂直农业主要生产农副产品，对谷物生产不会带来较大冲击，故①说法不正确，垂
直农场形成自循环体系，资源能源得到循环再利用，可以减轻农业生产的能源消耗，故②说
法正确，发展这种垂直农业，增强了农业生产对地理环境的适应性，减弱了自然环境对农业
生产的影响，有利于规避灾害，有利于农产品的稳定供应，故③说法正确，发展垂直农业，
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可以节约耕地，但是生产过程中需要投入较高的技术，而且是在城市生
产，土地租金较高，所以农产品生产成本会有所增加，故④说法错误，所以答案选 B。
答案：B
德邦物流是国家 4A 级企业，主营国内公路零担运输业务，服务网络遍及全国。读德邦公司

运输流程图，回答下列各题。

9.德邦公司快速发展，得益于购物方式的变化。有关网购说法错误的是（ ）
A.商品质量更好
B.选择机会多
C.更加便捷
D.成本更低
解析：网购的优点为：1.可以在家“逛商店”
，订货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2.获得较大量
的商品信息，可以买到当地没有的商品；3.网上支付较传统拿现金支付更加安全可避免现金
丢失或遭到抢劫；4.从订货、买货到货物上门无需亲临现场既省时，又省力；5.由于网上商
品省去租店面、招雇员及储存保管等一系列费用，总的来说其价格较一般商场的同类商品更
物美价廉。6.可以保护个人隐私，很多人喜欢在网上购买成人用品，去实体店购买显得尴尬
难堪。而商品的质量高低，只与生产企业有关，与消费者的购物方式无关。选项 A 正确。
答案：A
10.为促进德邦公司健康发展，应当（ ）
①扩大网上营业厅数量
②加快物流基础设施建设
③提高商品质量
④推进物流服务标准化建设
A.①③
B.②③
C.②④
D.③④
解析：对于一公司企业的健康发展来说，质量是第一位的。既包括产品本身的质量，又包括
销售、流通和售后等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中的服务质量。只有这些质量提高了，才能获得消费
者的青睐，企业才能健康发展。选项 D 正确。
答案：D
11.江西省三清山是一个具有世界性价值的花岗岩微地貌天然博物馆。下图为其著名旅游景
观“司春女神”照片，海拔为 1000～1500 米之间。读图，回答下各题。

三清山所在地区的花岗岩从形成到出露所经历的地质过程依次是 （ ）
A.岩浆侵入—地壳抬升—风化剥蚀—侵蚀搬运
B.地壳抬升—侵蚀搬运—岩浆侵入—风化剥蚀
C.侵蚀搬运—岩浆侵入—地壳抬升—固结成岩
D.固结成岩—风化侵蚀—侵蚀搬运—地壳抬升
解析：由题干材料可知：江西三清山主要座落在花岗岩侵入体上，这说明该地区的花岗岩从
形成到出露所经历的地质过程首先是地质历史上的岩石形成，即岩浆上涌侵入到地壳上部，
形成侵入型岩浆岩（即花岗岩侵入体）；后来发生地壳上升运动，花岗岩出露地表；然后受
到外力的风化、侵蚀、搬运等外力作用而成。选项 A 正确。
答案：A
二、综合题。
11．
（26 分）阅读下列材料及图表，完成有关问题。
材料一：土壤侵蚀与年降水量关系（图 13）、土壤侵蚀与森林覆盖率关系（图 14）
。

材料二：黄土高原降水分布（图 15）和图 15 中乙所在省北部某县某年的经济结构表（表 2）
。

(1)结合图 14，分析说明图 13 中土壤侵蚀与年降水量之间的关联性。
（6 分）
解析：本题以黄土高原的土壤侵蚀和治理为背景，考查考生对自然地理环境整体性和差异性

的原理的理解能力和应用能力。
直接根据图 A 土壤侵蚀随降水量的变化分段分析，并注意结合图 B 信息。
答案：降水量小于 450mm 时，森林覆盖率低，土壤侵蚀强度随降水量的增加快速增强；年降
水量大于 450mm 时，森林覆盖率会随降水量的增加剧增，土壤侵蚀强度随降水量的增加而迅
速减弱；降水量大于 600mm 时，森林覆盖率高，土壤侵蚀强度变化不大。
(2)结合材料二，分析说明该县可能存在的环境问题。
（10 分）
解析：结合该县的降水量分布，该县位于陕西省北部，位于我国东部季风区，而由经济结构
表反映该县第一产业比重高，其中又以种植业为主，故会出现过度开垦、过度放牧等不合理
的人类活动，破坏当地植被，而造成水土流失严重；工业中以重工业为主，则可能导致环境
污染严重。
答案：该县第一产业比重过高，且种植业和畜牧业比重偏高，会出现过度开垦、过度放牧等
现象，造成水土流失加重。该县重工业比重高，如果在开发利用中不注重环境保护，就会导
致水土流失加重和环境污染等问题。
(3)有关学者提出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两种治理方案：
方案Ⅰ：以工程措施如修建梯田、修建淤地坝为主；同时种植低矮的灌木和恢复草坡。
方案Ⅱ：以植被措施为侵蚀治理的主要措施；但必须与梯田、淤地等工程措施相结合。
请你在图 15 的甲、乙两地区中任选一地，选择该地合理的水土流失治理方案。并阐明选择
方案的理由。
（10 分）
解析：回答本问要与第(1)小题相结合。甲地降水量大于 450mm，因此应采取植树造林为主
的治理方案，在坡度较大的沟坡应采取相应的工程措施。乙地年降水量小于 450mm，由于森
林覆盖率与土壤侵蚀强度成正比，因此采取工程性措施效果好一些，同时种植低矮的灌木和
恢复草地可以防治水土流失。
答案：甲地选择方案二。理由：甲地年降水量超过 450mm，提高森林覆盖率，能降低土壤侵
蚀强度。在降水量较大地区恢复植被比较容易；但在坡度较大的沟坡应采取相应的工程措施。
乙地选择方案一。理由：乙地年降水量小于 450mm，森林覆盖率与土壤侵蚀强度成正比，工
程性措施效果更好；降水较少，种植低矮的灌木和恢复草地治理水土流失效果更好。
13.2016 年 8 月 5 日至 8 月 21 日，第 31 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将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
读下图及相关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20 分）

材料一 巴西政府规定，自 2008 年 1 月开始，强制性要求燃料销售商在柴油燃料中搀杂 2%
的生物柴油（主要以蓖麻、大豆等原料制成）
，到 2013 年 1 月该搀杂比例将提高至 5%。
(1)2010 年，中国和巴西签订协议，共同出资在里约热内卢附近建设一家年产 500 万吨钢铁
的大型钢铁厂，所产钢材主要用于巴西汽车制造、造船、石油开采等行业，部分输往中国。
简述该钢铁厂区位选择的有利条件。
（6 分）
解析：根据图中信息，可知在里约热内卢建钢铁厂具有临近铁矿石产地，所产钢材主要用于
巴西本国行业，销售市场广阔，里约热内卢的港口城市，交通运输方便，位于巴西经济发达
东南地区，社会协作条件良好，基础设施较完善，工人素质较高。
答案：临近铁矿石产地（离煤炭产地较近）；位于产品的销售市场；社会协作条件良好，基
础设施较完善，工人素质较高；位于大城市的港口附近，交通运输方便。
(2)结合资料一及图乙，说出可再生能源在巴西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简要说明政府强制
性提高生物柴油比重的意义。
（6 分）
解析：巴西的能源利用结构中生物能和水能属于可再生能源。提高生物能比重主要为了减少
矿物燃料的燃烧，利于改善能源消费结构，利于减轻大气污染。
答案：45.4%
减少对石油资源（矿物能源）的依赖，促进能源消费结构多元化，减轻对
环境的污染。
(3)圣保罗的城市发展经历了“三步曲”：第一步，建市阶段。由于这里气候条件适宜，村落
不断扩大。1836 年，人口大约 2 万多；第二步，咖啡繁荣阶段。随着咖啡种植园兴起，这
里修建了通往沿海和内地的铁路。城市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和扩建。1900 年人口约 24 万；
第三步，工业化阶段。咖啡生产和贸易积累了大量财富，圣保罗规模进一步扩大。城市发展
和经济繁荣吸引了大批农村人口，城市化速度加快，成为全国最大的城市，人口超过 1600
万。
归纳圣保罗城市化发展的特点，并分析各阶段城市发展的主要原因。（8 分）
解析：在城市发展的首先由于适宜气候等自然条件，吸引人口的集聚；而后当地热带农业咖
啡种植园兴起，贸易和交通发展，使城市规模进一步扩大；最后由于工业化发展，吸引了大
量农村劳动力，使城市化速度加快发展。
答案：城市化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工业化阶段，城市人口迅猛增长）
。第一步：自然条件（尤
其气候条件）适宜，吸引居住。第二步：热带农业咖啡种植园兴起，贸易和交通发展，城市
规模扩大。第三步：工业化发展，吸引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城市化速度加快。
14.（环境保护）
（10 分）
近段时间，随着我国环保部门大气污染政策的相继出台，目前，全国多地环保部门相继把严
打炭烧烤纳入大气污染治理的重点之一。环保部关于细颗粒物污染防治的相关草案，建议“在
人口稠密的大型城市，应通过立法予以禁止露天炭烧烤”
。现在，北京、江苏等地就已经开
始禁止露天炭烧烤，违者将面临高额罚款。

说明露天炭烧烤对生态环境产生哪些危害，并分析解决问题的措施。（10 分）
解析：炭烧烤的繁盛造成的危害主要是：由于木炭或焦炭的燃料的燃烧，会产生大量的煤烟、
煤渣、煤灰，对空气产生严重的环境污染；烧烤烟气中的一氧化碳、氮氧化物等气体，在体
内蓄积，易诱发癌变以及食品原料的卫生安全难以保障势必会影响公众的身体健康；同时木
材的大量使用会破坏森林资源，增大二氧化碳浓度，增强温室效应。具体的解决措施：对中
心城、郊区城区和新城等城市化地区的经营性露天烧烤重点区域进行取缔；加以引导规范，
改良或更换烧烤器具，逐步取代老式烧烤炉；加强食品的监督和管理，加大治理力度等。
答案：危害：①污染环境。露天烧烤使用的燃料多为木炭或焦炭，会产生大量的煤烟、煤渣、
煤灰，对空气产生严重污染。
②危害健康。烧烤烟气中的物质有一氧化碳、氮氧化物等，在体内蓄积，易诱发癌变。
③卫生问题。原料绝大部分未经卫生部门检疫，清洁条件差等，食品安全难以保障。
④破坏森林资源，降低“大自然调度室”能力。
解决措施：
①取缔中心城、郊区城区和新城等城市化地区的经营性露天烧烤；
②对烧烤器具实行改良或更换，逐步取代老式烧烤炉；
③加强食品的监督和管理，加大治理力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