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海南卷）地理
一、本卷共 20 小题，每小题 3 分。
煤炭占我国能源生产和消费的比例长期在 60%以上。近年来，为化解煤炭产能过剩和石油
主要依赖进口等问题，我国大力发展煤制油技术和产业，成功解决了煤制油过程中高耗水、
高污染和转换效率低等问题。目前已在内蒙古、山西、宁夏、陕西、新疆、贵州等地布局
了一批煤制油企业，规划 2020 年之前形成 3000 万吨/年的产能。据此完成下列问题。
1.我国煤制油企业布局的区位指向是（
）
A.市场
B.原料
C.交通
D.劳动力
解析：根据题干可知，我国目前布局的煤制油企业主要位于内蒙古、山西、宁夏、陕西、
新疆、贵州等地，这些省区是我国煤炭储量和产量较大的区域，因此煤制油企业布局的区
位指向是原料，属于原料导向性工业。
答案：B
2.在地表水匮乏地区，煤制油企业长期用水宜采用的方式是（
）
A.循环用水
B.开发地下水
C.远程调水
D.建地下水窖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循环用水，可以节约用水，提高水资源利用
率，是煤制油企业长期用水宜采用的方式，故 A 正确；开发地下水、远程调水、建地下水
窖都不如循环用水符合可持续发展，故 BCD 错。
答案：A
3.发展煤制油产业，可以（
）
A.解决我国能源不足的问题
B.减少我国对新能源开发的压力
C.促进我国煤炭产业的绿色转型升级
D.增强我国主导国际石油市场的能力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煤制油产业优势的相关知识。发展煤制油产业，能缓解我国能源不足
的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故 A 错；随着经济和技术发展，我国在不断开发利用新能源，
故 B 错；发展煤制油产业，能促进我国煤炭产业的绿色转型升级，故 C 对；我国不主导国
际石油市场，故 D 错。
答案：C
某单中心城市，各方向发展比较均衡，城市中心附近人口和产业分布过于集中，交通拥堵，
人居环境较差。图示意该城市某个方向的土地价格（P）变化。据此完成下列问题。

4.为优化城市中心附近的功能布局，在城市更新改造过程中，甲地宜增建（
A.公园
B.工业园区

）

C.住宅
D.物流园区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城市功能区的相关知识。根据上图可知，甲处于商业区和居住区的过
渡带，为提高城市中心的环境质量，故甲地应该增加生态绿化用地，故 A 正确。
答案：A
5.乙地附近比例最大的用地类型可能是（
）
A.仓储用地
B.公共绿地
C.工业用地
D.居住用地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城市功能区的相关知识。城市中住宅区是城市中最广泛的功能区，根
据上图可知，乙处于中间位置，距离城市中心距离适中，故应该是居民区，故 D 对。
答案：D
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地处我国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区，森林覆盖率高，是传统的“木
匠之乡”。2008 年后，大批在沿海务工的南康木匠返乡开办家具企业，木材从东南亚进口，
产品面向中低端市场，销往全国各地。2016 年，南康已有家具企业 7500 多家，从业人员
40 多万人，产值达 1010 亿元。据此完成下列问题。
6.南康木匠大批返乡开办家具企业的主要原因是（
）
A.南康资金雄厚
B.沿海地区产业转型升级
C.南康木材丰富
D.沿海地区家具需求上升
解析：根据题干可知，2008 年后，大批在沿海务工的南康木匠返乡开办家具企业，木材从
东南亚进口，产品面向中低端市场，销往全国各地，所以影响南康木匠大批返乡开办家具
企业的主要原因不是原料、市场、劳动力、资金等，所以只能是沿海地区产业转型升级，
导致原有产业转移。
答案：B
7.目前，南康家具产业提高市场竞争力的最有效措施是（
）
A.增加木材进口
B.挖掘本地市场
C.加大宣传力度
D.组建企业集团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工业发展的措施，可以借助意大利新兴工业区的模式。A、增加木材进
口不能提高市场竞争力，不符合题意。B、该地是木匠之乡，说明南康家具历史悠久，本地
市场很小，不符合题意。C、从题干可知，该地被称为“木匠之乡”，名声早已名扬四海，
不需要加大宣传力度，不符合题意。D、从题干可知，2016 年，南康已有家具企业 7500 多
家，从业人员 40 多万人，所以要组建企业集团，为企业服务，获得规模效益，故正确。
答案：D
荷兰位于欧洲西部，利用温室无土栽培方式种植花卉、蔬菜，技术先进。山东某蔬菜生产
企业在荷兰投资兴建蔬菜生产基地，同样采用温室种植。据此完成下列问题。
8.荷兰吸引山东蔬菜生产企业投资兴建蔬菜生产基地的优势条件是（
）
A.生产技术先进
B.交通运输便捷
C.自然条件优越
D.生产成本低廉
解析：A、根据材料“利用温室无土栽培方式种植花卉、蔬菜，技术先进”说明荷兰的区位
优势为生产技术先进，故正确。B、我国山东省交通便利，因此在交通上荷兰无明显优势，

不符合题意。C、荷兰纬度较山东高，因此自然条件优越不符合事实，不符合题意。D、荷
兰为发达国家，和荷兰相比，山东的生产成本更低，不符合题意。
答案：A
9.山东蔬菜生产企业在荷兰兴建蔬菜生产基地的根本目的是（
）
A.满足国内需求
B.拓展国际市场
C.提高研发水平
D.增强国际影响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影响农业的因素。A、如果为了满足国内市场，最好在本国范围内发展，
交通便利，科技市场，不符合题意。B、山东蔬菜生产企业在荷兰兴建蔬菜生产基地的根本
目的是拓展国际市场，故正确。C、蔬菜的种植主要靠传统经验，高新技术的研发需求少，
不符合题意。D、蔬菜对于国家的影响小，所以山东蔬菜生产企业在荷兰兴建蔬菜生产基地
的根本目的不是增强国际影响，不符合题意。
答案：B
常住人口是指居住在某地一定时间（半年以上）的人口。安徽省 2017 年常住人口达
6254.8 万人，比上年增加 59.3 万人。2001﹣2017 年安徽省常住人口年增长率如图所示，
同期该省人口自然增长率保持在 0.6%-0.7%。据此完成下列问题。

10.2005 年和 2010 年该省常住人口大量减少，表明该省当年（
）
A.外出求学人数剧增
B.外出务工人员激增
C.外出旅游人数剧增
D.外来务工人员剧减
解析：本题根据给出的安徽省常住人口以及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图表数据为背景材料考查学
生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的主要考查程度。解答本题要根据人口数据以及区域特征进行分
析。安徽省位于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人们为了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外出务工，
根据图表数据可以看出 2005 年和 2010 年该省常住人口大量减少，可分析出主要是因为该
省当年外出务工人数激增所导致。A、C 不可能导致常住人口大量减少，D 项会导致人口大
量增加，因此 A、C、D 不符合题意。
答案：B
11.2013 年后该省（
）
A.人口出生率大幅提高
B.劳动力缺口逐渐缩小
C.人口回流现象渐明显
D.老龄化问题得到解决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人口增长模式的主要特点及地区分布。由题中图可以直接看出，2013
年后该省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升高，且维持较高水平，人口回流现象渐明显。
答案：C

图示意海南岛的位置。读图，完成下列问题。

12.1 月 1 日，当海口正午时，地球上进入新年的区域面积与地球总面积的比例（

）

A.等于
B.多于

少于

C.等于
D.多于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时间的计算，明确将全球分为两个日期的分界线是 0 时线和 180°经
线，从 0 时线向右到 180°之间为新的一天，向左为旧的一天。当海口正午时，说明
110°E 的地方时为 12 时，则 70°W 为 0 时，为新旧日期的分界线，即从 70°W 向东到 180°
之间为新的一天，其经度占 250°，则地球上进入新年的区域面积与地球总面积的比例是
250：360=25：36，多于 2/3。
答案：D
13.1 月 1 日，与海口相比，三亚（
）
A.白昼更长
B.正午太阳更低
C.日出方位更偏南
D.正午时刻更早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地球运动的意义，主要考查太阳直射点的移动对于昼夜长短随纬度变
化的规律。1 月 1 日，太阳直射南半球，北半球昼短夜长，纬度越高白昼越短，纬度越低
白昼越长；与海口向北，三亚纬度低，所以三亚白昼更长。
答案：A
如图为某区域的地质剖面图。该区域由地表平坦的 X 区和地表略有起伏的 Y 区组成。X 区
的玄武岩岩层较厚，Y 区的玄武岩岩层较薄。据此完成下列问题。

14.导致该区域分异为 X 区和 Y 区的主要原因是（
A.流水侵蚀

）

B.岩层褶皱
C.风沙侵蚀
D.岩层断裂
解析：根据岩层的分布可知，图中先受外力形成沉积岩，然后发生断层，岩层发生错位，
形成 X 区和 Y 区，其力量来自于地球内部，属于内力作用。A、流水侵蚀属于外力作用，不
符合题意。B、图中岩层具有层理构造，为沉积岩而不是褶皱，不符合题意。C、风沙侵蚀
所以外力作用，不符合题意。D、图中 X 区和 Y 区是岩石发生断层形成的，故正确。
答案：D
15.X 区和 Y 区的玄武岩厚度存在差异是因为（
）
A.喷发物质差异
B.冷凝环境差异
C.外力侵蚀差异
D.地壳运动差异
解析：读图可知，图中岩石先是线形成沉积岩，后发生断裂产生位移，形成断层。所以 X
区和 Y 区的玄武岩厚度应该相差不大。二者均位于岩石表层，所以二者厚度存在差异是因
为受到外力的侵蚀作用。A、玄武岩均是有岩浆喷发而成，物质基本上无差异，不符合题意。
B、岩浆冷却凝固只是气温的变化，薄厚差别不大，不符合题意。C、受外力的侵蚀作用，
侵蚀强烈的薄，侵蚀轻的厚，故正确。D、根据沉积岩的分布可知，该地地壳运动基本上无
差异，不符合题意。
答案：C
历史上，黄河输沙量居世界大河之冠。近几十年来，我国重点开展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综合
治理，并在黄河上修建水库，使下游年均来沙量大幅减少。治理前后黄河下游来沙量的变
化充分反映了“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据此完成下列问题。
16.在黄土高原治理中植树种草的主要目的是（
）
①固定表土
②减少径流
③沉积泥沙
④降低风速
A.①②
B.②③
C.③④
D.①④
解析：本题以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及其治理为背景考查水土流失发生的原因及其治理措施。
黄土高原土质疏松，植被破坏，土壤裸露，一遇暴雨，水土流失严重，为了治理黄土高原
的水土流失，首先要植树种草，恢复植被，主要目的是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即①②正确。
答案：A
17.修建水库不仅可以拦截泥沙，还可以放水冲沙，以减少下游河床淤积。冲沙效果最佳的
水库放水方式是（
）
A.洪水期持续放水
B.枯水期持续放水
C.洪水期集中放水
D.枯水期集中放水
解析：本题以黄河调水调沙为背景材料主要考查水库的功能之一是调水调沙。修建水库的
作用很多，其中之一就是调水冲沙。冲沙效果最佳的放水方式是枯水期集中放水，因为河
流域进入汛期以前，水库下游水位较低，大量的水库水放入河流，河流下游水位抬高，流
速加快就可把大量的河底泥沙带走，流到海洋。使下游河床降低。
答案：D

18.“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蕴涵的地理原理主要是（
）
A.水循环与水平衡原理
B.陆地水体相互转化原理
C.地理环境整体性原理
D.地理环境地域分异原理
解析：“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主要说明各地理要素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
的有机整体，一变导致万变，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体现了地理环境整体性原理。
答案：C
如图示意我国近海海面年蒸发量的分布。部分海域蒸发强烈，出现了年蒸发量大于 2000 毫
米的高值区。据此完成下列问题。

19.形成年蒸发量高值区的原因是该海域（
）
A.海水流动快
B.有暖流经过
C.太阳辐射强
D.靠近陆地
解析：影响蒸发的因素主要包括大气温度、湿度、风速以及蒸发面积等。据图并结合我国
近海洋流流向和性质可知，高值区所处海区有日本暖流流经，水温较高，蒸发旺盛，故 B
正确。海水流动速度对蒸发量的影响无法判断；图中年蒸发量等值线不存在自南向北递减
的规律，因此受太阳辐射影响不大；高值区并不靠近大陆。故 A、C、D 错误。
答案：B
20.年蒸发量高值区海域冬季海面蒸发更强，最主要的原因是该海域冬季（
）
A.降水少
B.辐射强
C.海气温差大
D.风力强
解析：影响蒸发的因素主要包括大气温度、湿度、风速以及蒸发面积等。读图可知，年蒸
发量高值区位于东海附近海域，东海海域冬季降水较渤海、黄海海域多；太阳辐射强度比
其南部的南海海域小，受冬季风影响，风力应比渤海、黄海海域弱，因此排除 A、B、D 选
项，则 C 观点正确。
答案：C

二、本卷包括必考题和选考题两部分。第 21-22 题为必考题，每个试题考生都必须作答。
第 23-24 题为选考题，考生根据要求作答。
21.（20 分）阅读图文资料，完成下列要求。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我国对如图所示区域的水土流失进行了大规模治理，重点实施了退
耕还林（草）等生物治理措施。在年降水量大于 400 毫米的地区，林草植被得到较好恢复。
在年降水量小于 400 毫米的地区（地表 1 米以下一般存在含水量极低的干土层），人工连
片种植的树木普遍生长不良，树干弯曲，根基不稳，枝叶稀疏，总也长不大，被当地人称
为“小老头树”。

(1)分析当地出现“小老头树”的环境条件。
解析：根据材料可知，“小老头树”在年降水量低于 400mm，地表 1 米以下一般存在含水
量极低的干土层，当地水资源缺乏，风力大。
答案：降水量少（低于 400 毫米），地下水位低，树木生长所需水分不足；地表 1 米以下
存在干土层，影响树木根系发育和下扎；风大，易动摇树木根系。
(2)分析在降水量 400 毫米以下区域植树造林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不良结果。
解析：在降水量 400 毫米以下区域植树造林容易造成树木生长不良，造成大面积的“小老
头树”，植被的水土保持能力下降，树的根吸收更多的地下水，导致该地地下水位下降，
水资源更加短缺，气候更加干燥。
答案：树木生长不良（形成“小老头树”）；树木（“小老头树”）影响林下草本植物的
生长，植被防止水土流失的功能减弱（不利于当地自然植被的恢复）；树木（“小老头
树”）会蒸腾更多水分，树木根系吸水会使地下土层更干，导致区域环境更干燥。
(3)说明“小老头树”现象对于生态建设的启示。
解析：从循环自然规律、保护生态环境分析。从当地气候条件出发，因地制宜，循环自然
规律，保护生态环境。
答案：在生态建设过程中，应尊重自然规律，因地制宜（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在生态
脆弱地区，应减少人工干预。
22.（10 分）阅读图文资料，完成下列要求。
图示意我国某地区主要交通线和城镇的分布。

从地表形态影响的角度，概括甲乙两地间主要交通线的分布特点并简析原因。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交通线分布特征及原因的相关知识。根据上图可知，该地有铁路、高
速公路，基本上与河流平行，由此分析。分布特点：根据上图可知，甲乙两地间主要交通
线基本上沿着 500m 等高线分布。

原因：该地南部为山地，地势起伏大，北部为河流，地形比较平坦，沿着山麓修建交通线，
工程量小，而且能依靠河流供水，这里地质灾害也比较少。
答案：分布特点：（主要交通线）基本上沿山麓等高线（河谷平原与山地的过渡地带）分
布。
原因：南部为山地，北部为河流。沿山麓等高线修建交通线，工程量较小；（沿河谷平原
与山地的过渡地带，）既避洪水，又减少地质灾害威胁。
请考生从 23-24 题中任选一题作答。如果多做，则按所做的第一题计分。
[选修 3：旅游地理]（10 分）
23.（10 分）“候鸟式”养老旅游是老年人随着季节变化而转换居住地的一种休闲生活方
式。近年来，我国北方老年人冬季赴海南岛养老旅游的数量大增。
分析海南岛冬季吸引我国北方老年人养老旅游的原因。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海南岛旅游业发展原因的相关知识。海南岛是热带气候，冬季气温高，
景观优美，北方则是冰天雪地；海南岛旅游资源丰富多样，海滨风光优美，冬季北方景色
单一；海南岛旅游基础设施完善，旅游接待能力强；海南岛冬季空气比北方好，清新。
答案：海南岛纬度低，冬季温暖湿润，而我国北方冬季气候寒冷干燥；海南岛常年空气清
新，北方冬季空气污染相对较重；海南岛阳光、沙滩、海水、椰树林等热带滨海风光优美、
景色怡人，而北方冬季景色相对单调。
[选修 6：环境保护]（10 分）
24.“装配式”建筑方式类似于“搭积木”一样建造房子，即将梁、柱、墙板、阳台、楼梯
等部件（部品）设计成一系列的模块，在工厂里制作好，然后运到建筑施工现场进行拼装。
而传统建筑施工中，则是把钢筋、水泥、沙石、混凝土等建筑材料直接运至建筑现场进行
施工。
从环境保护角度，说明采用“装配式”建筑方式的优点。
解析：本题以“装配式”建筑为切入点，考查其建筑方式的优点。
根据题干可知，“装配式”建筑方式将梁、柱、墙板、阳台、楼梯等部件或者部品设计成
一系列的模块，在工厂里制作，所以在工厂里进行集中生产建筑的部件（部品），可减少
灰尘和废水的排放，降低噪声污染，有利于降低能耗；在工厂里制作部件可减少现场施工
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废弃物，进而减少废弃物对周边土地的占用和污染；在工厂里制作部件
的废弃物有可能作为原料再投入，节约建设成本和资源，有利于可持续发展；部件运到建
筑施工现场再组装，在运输装卸的过程中，散落少，污染小，减轻污染和施工时间。
答案：在工厂里进行集中生产建筑的部件（部品），可减少扬（灰）尘和废水排放，降低
噪声污染，降低能耗；可减少现场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废弃物，以及减少废弃物对周边
土地的占用；运输装卸过程中，散落少，污染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