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山东省泰安市高三第二次模拟考试文综地理
一、选择题。
欧盟是全球彩电的重要市场。自 1998 年欧盟开始对中国 CRT 彩电征收 44.6％的反倾销关
税，到 2005 年中国本土对欧盟市场已无 CRT 彩电产品出口。该年，四川长虹公司在捷克设
立长虹欧洲电器有限公司并于 2007 年建成投产，这是中国家电企业在欧洲自主投资的第一
个海外彩电生产基地。凭借信息化、智能化管理战略和本地员工参与管理的本地化经营理
念，长虹欧洲生产的彩电成功进入捷克、法国和德国等欧盟市场。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1.四川长虹公司在捷克投资建设生产基地的主要目的是（
）
A.扩大生产规模
B.避开贸易壁垒
C.提升科技水平
D.缩短运输时间
解析：本题组考查工业区位因素。根据材料信息，自 1998 年欧盟开始对中国 CRT 彩电征收
44.6%的反倾销关税，由于关税额巨大，导致企业利润减少，公司设置欧盟所在国可以避开
贸易壁垒，提高利润，据此选 B。
答案：B
2.作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长虹欧洲电器有限公司面临的不利因素主要是（
）
A.资金投入不足
B.市场竞争激烈
C.人工成本较高
D.产业基础薄弱
解析：作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由于欧盟国家较发达，工资水平高，人工成本高，成为
长虹欧洲电器有限公司面临的不利因素，选 C。
答案：C
3.长虹欧洲电器有限公司遵循本地化经营理念可以（
）
A.降低生产成本
B.避免劳务纷争
C.合理利用原料
D.减少沟通障碍
解析：长虹欧洲电器有限公司遵循本地化经营理念可以减少沟通障碍，顺利打入欧盟市场，
选 D。
答案：D
纳木错（图 a）位于藏北高原，每年 12 月至次年 4 月湖面封冻，冰面厚达 2m。7 月，某科
考队前往纳木错考察湖泊水温的垂直变化。图 b 示意科考队员绘制的某观测点 7 月水温垂
直变化。读图完成下面小题。

4.图 b 示意的水文观测点是图 a 中的（
A.甲

）

B.乙
C.丙
D.丁
解析：由图可知，图 b 示意的水文观测点水深大于 90 米，根据图 a，甲、乙、丙、丁四地，
只有乙地水深超过了 90 米，据此选 B。
答案：B
5.图 b 中 7 月水温从表层到水深 15m 处变化小的原因主要是（
）
A.光照强烈且水质好
B.蒸发消耗表层热量
C.地表径流汇入量大
D.表层受风力影响小
解析：由图可知，表层到水深 15 米处水温几乎一致，说明受热均匀，热量接近，湖水表层
气温变化受外界影响较大，该种分布说明表层到水深 15 米处光照强烈且水质好，受热情况
接近，据此选 A。
答案：A
6.推断纳木错水温垂直变化最小的时段是（
）
A.1 月中旬
B.3 月中旬
C.5 月中旬
D.7 月中旬
解析：纳木错湖冬春表层封冻，AB 错。5 月湖面应该刚解冻不久，水温上升不多，与湖水
深处水温相差不大，7 月水温最高，水温垂直差异大，据此选 C。
答案：C
季风指数是季风现象明显程度的量值，其大小反映一个地区季风环流的强弱程度。下图示
意我国东部地区 1880~2000 年的夏季风指数（a）和冬季风指数（b）距平（距平是某一系
列数值中的某一个数值与平均值的差）值曲线。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7.1970-1980 年期间，与多年平均状况相比（
）
A.东北地区冻土厚度偏薄
B.华北地区植物发芽较晚
C.西北地区天山雪线偏高
D.南方冻雨频次偏低
解析：季风指数是季风现象明显程度的量值，数值大小表示一个地区季风环流强弱。1960
—1970 年期间，与多年平均状况相比冬季风指数距平为正值，说明冬季风势力强，东北地
区冻土厚度偏厚，A 错。冬季风势力强，气温低，华北地区植物发芽较晚，B 对。西北地区
天山雪线偏低，C 错。南方冻雨频次偏高，D 错。
答案：B

8.下列年份，我国江淮地区伏旱期不明显的是（
）
A.1890 年
B.1920 年
C.1940 年
D.1960 年
解析：我国江淮地区伏旱期不明显，说明夏季风势力较弱，夏季风指数距平值为负值。势
力最弱的年份是 1890 年，距平为负值，且差值大，A 对。1920 年、1940 年、1960 年夏季
风指数距平是正值，夏季风势力强，B、C、D 错。
答案：A
9.与 1900 年相比，1920 年黄河三角洲（
）
A.泥沙沉积量小，海岸线前移速度快
B.泥沙沉积量小，海岸线前移速度慢
C.泥沙沉积量大，海岸线前移速度慢
D.泥沙沉积量大，海岸线前移速度快
解析：根据图示夏季风指数距平，1900 年距平为负值，夏季风势力弱，降水少，径流量小，
携带泥沙少，沉积量小。1920 年距平为正值，夏季风势力强，降水量大，径流量大，侵蚀
能力强，携带泥沙多，黄河三角洲泥沙沉积量大，海岸线前移速度快，A 对。B、C、D 错。
答案：D
随着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伴随的局部收缩现象逐渐引起社会的关
注。从城镇发展要素的集聚与流动出发，结合经济、人口与用地三个维度，可将城镇发展
分为持续增长、转型增长、潜在收缩、显著收缩四种类型（如图所示，图中虚线为原有水
平，实线阴影为现发展水平）。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10.图中所示城镇发展类型中，表示潜在收缩型的是（
）
A.甲
B.乙
C.丙
D.丁
解析：图甲人口维度处于收缩，经济发展不再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是转型增长型；图乙
人口维度和用地维度处于增长，但经济维度处于收缩，是潜在收缩型；图丙经济维度和人
口维度处于收缩，用地维度依然保持增加态势，是显著收缩型；图丁经济、人口和用地三
个维度同时增长，而且各维度相互之间呈现的良性循环，是持续增长型。选 A 正确。

答案：B
11.图中丁类型城市往往（
）
A.吸引人口大量迁入
B.土地空置现象突出
C.土地利用效率下降
D.以传统制造业为主
解析：图丁是经济、人口和用地三个维度同时增长，是持续增长型；要保持经济持续发展，
需吸引资金和劳动力大量流入，推动城镇土地利用效率。选 A 正确。
答案：A
二、综合题。
12.阅读图文资料，回答下列问题。
中央谷地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中部的断裂陷落带（位置见下图），位于海岸山脉与内华达
山脉之间，为南北狭长的冲积平原。谷地北部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760mm，南部只有
200~400mm，部分地区不到 100mm；各地内 3／4 的降水量集中于 12 月至次年 4 月的冬春两
季。南方的耕地占了全谷地的 2／3，而北方的水资源占了全谷地的 2／3。原来，中央谷地
只能作为畜牧用地，随着加州水道系统的共建。中央谷地成为美国重要的水果和蔬菜生产
基地。

(1)说出中央谷地水资源季节分配的差异并分析原因。
解析：结合该地经纬度和海陆位置可知，该地为地中海气候，该类气候降水集中于冬季，
其降水多少与西风影响时间长短有关。北部地区受西风影响时间较长，降水较多；南部地
区西风影响时间短，纬度较低，蒸发较大，作物需水多，用水量大，这些都导致南部地区
水资源较少。
答案：夏秋季水资源短缺，冬春季水资源较丰富。
中央谷地为地中海气候，夏秋季受副热带高气压带控制，炎热干燥，蒸发旺盛，此时正值
作物生长旺季，需水量大；冬春季受西风带控制，温和多雨；此时作物生长需水量少。
(2)分析加州水道系统建设的不利条件。
解析：加州水道属于跨流域调水，工程不利条件应充分考虑区域的自然环境特征，分析地
形、地质、气候、饮水区的水量等条件可能对工程量大小、水源、输水过程中的损耗等的
影响，如引水区降水不充沛，水量较小；引水线路所经地区，地质条件复杂，难度高工程
量大；线路较长，输水过程中水量损失较大等。
答案：引水区降水不充沛。水量较小；引水线路所经地区，地质条件复杂，难度高工程量
大；线路较长，输水过程中水量损失（蒸发、渗漏等）较大。
(3)说明加州水道系统对南部农业发展的有利影响。
解析：南部地区水资源较少，是受水区，因此工程对该地农业的影响可从缓解农业缺水状
况以及优化农业生产结构等方面分析。

答案：缓解南部缺水状况，增加农业灌溉用水，（使其光热资源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优
化农业生产结构，增加蔬菜水果产量，促进农业发展。
(4)若中央谷地大力发展水果和蔬菜生产，你是否赞成，请说明理由。
解析：该小题为开放性题目，支持何种观点都应表明态度并提供有力论据。如果赞同，则
从该地大力发展水果和蔬菜生产的有利条件和其带来的经济效益方面说明理由；如果反对，
可从该地大力发展水果和蔬菜生产可能造成水资源更为短缺及生态负面影响方面分析。
答案：赞成。理由：当地生产的水果、蔬菜品质好；临近美国太平洋沿岸城市带消费市场
广阔。
不赞成。理由：夏季降水少，蒸发旺盛，大力发展水果、蔬菜生产将加剧水资源短缺。可
能导致土壤盐碱化。
13.阅读图文资料，回答下列问题。
研究风沙流，对防治流沙扩张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某地区沙漠化严重，某科考队研究该地
区的风沙流时发现：随着粒径的增大，沙粒运动方式依次为悬移、跃移和蠕移（下图）；
沙粒绝大部分集中在距沙床面 10 厘米的高度内，沙粒粒径及移动高度随风速的增大而增大；
输沙量与风速、下垫面密切相关（下图）。该地区在机械固沙（采用麦草扎设草方格沙障）
的基础上配合生物固沙（在草方格中种草），防治流沙扩张效果显著，距沙床面 10 厘米的
高度内输沙量趋近于 0。

(1)简述风速从 16 米／秒增至 20 米／秒时，该地区戈壁风沙流发生的变化。
解析：随风速的变化，该地区戈壁风沙流发生的变化可因从输沙量、沙粒粒径、输沙量随
高度的变化及最大输沙量的位置分析。
答案：输沙量总量增加；沙粒粒径变大；0-2 厘米高度内输沙量减小,2-10 厘米高度内输沙
量增加；最大输沙量出现的高度上移。
(2)判断风速在 16～20 米／秒时，该地区戈壁 0~10 厘米高度内沙粒最主要的运动方式，并
说明理由。
解析：由图可知，风速 16~20 米/秒时，戈壁以风力侵蚀和搬运为主，多为粒径较大的沙粒，
不易悬移；0-1 厘米高度内输沙量较小，蠕移比重较低，故结合图示，风速 16~20 米/秒时，
该地区戈壁 0~10 厘米高度内沙粒最主要的运动方式为跃移。
答案：跃移。原因：0~2 厘米和 7~10 厘米高度内输沙量较小，蠕移和悬移比重较低。2-7
厘米高度内输沙量最大，以跃移为主。
(3)分析防治流沙扩张时种草比种树效果好的原因。
解析：与植树相比，种草比种树耗水少且易成活，且地面密植度较高，维护成本低，不易
造成地下水位下降问题，且图中显示，风沙集中在距沙床面 0-10 厘米高度内，草的高度足
以防风阻沙，据此该地多种草防沙。
答案：风沙集中在距沙床面 0~10 厘米高度内，草的高度足以防风阻沙；草的生长耗水量较
小，成活率较高，维护成本低；种草不易造成地下水位下降问题。
(4)该地区采用机械与生物固沙后输沙量锐减，简析其原因。

解析：沙障和植被覆盖地表，增大地表粗糙度，近地面风力锐减；根系固沙，土壤湿度增
加，起沙阻力增大。
答案：沙障和植被覆盖地表，增大地表粗糙度，近地面风力锐减；根系固沙，机械阻沙，
土壤湿度增加，紧实度增加，起沙阻力增大。
14.[地理——选修 3：旅游地理]
休闲农业是利用农业景观资源和农业生产条件，发展观光、休闲、旅游的一种新型农业生
产经营形态，以服务城市人口为目标。下图为 2008~2012 年我国休闲农业增长情况统计图。

分析我国休闲农业迅速发展的原因及其对乡村发展的促进作用。
解析：整体分析：旅游业发展，要从资金、时间、旅游意愿等角度分析。现代旅游发展，
促进了基础设施、收入、文化交流等发展，促进经济发展。
旅游业发展，要从资金、时间、旅游意愿等角度分析。我国经济发展快，城市居民收入增
加。生产力水平提高，闲暇时间增多。城市居民追求高品质生活，休闲农业活动多样、有
特色，对游客吸引力大。现代旅游发展，促进了基础设施、收入、文化交流等发展。休闲
农业发展，有利于改善乡村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增加当地居民经济收入。促进当地产业
结构优化，缓解土地压力。促进文化交流，改变生活方式。
答案：原因：城市居民收入增加；闲暇时间增多；城市居民追求高品质生活，休闲农业活
动多样、有特色，对游客吸引力大。
作用：改善乡村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增加当地居民经济收入；促进当地产业结构优化，
缓解土地压力；促进文化交流，改变生活方式。
15.[地理——选修 6：环境保护]
下图示意 2008～2017 年某地区四种公路交通工具的碳排放量。

概括该地区公路交通碳排放量变化的主要特征，并提出为控制该地区二氧化碳排放量应采
取的合理措施。
解析：由图可知，该地区公路客运交通碳排放总量逐年增加。而在各种公路交通碳排放量
中，由于家庭轿车增长速度快，数量大，私人汽车产生的碳排放量占比最高。对此现象必

须节能减排，措施主要是发展科技，提高燃油效率；采用清洁能源，大力发展公交；优化
线路，积极宣传居民的碳减排责任，提倡绿色出行等。
答案：主要特征：该地区公路客运交通碳排放总量逐年增加；在公路交通碳排放量中，私
人汽车产生的碳排放量占比最高，且排放量逐年增加。
措施：控制私人汽车总量和增长速度，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发展相关技术，提高燃油效率；
推广新能源和生物燃料；加强交通建设，优化交通线路，缓解交通拥堵；积极宣传居民的
碳减排责任，提倡绿色出行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