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安徽省中考真题地理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2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40 分。每小题只有一个选项符合题意。）
2018 年 3 月 5 日第十三届全国两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逢日出时部分代表参加了天安门
广场的升国旗仪式。每天，天安门广场庄严肃穆的升国旗仪式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民
群众。据此，完成下列问题。
1.两会代表参加升国旗仪式时，发现每天的升旗时间是不同的，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
（
）
A.地球自转
B.地球公转
C.地形地势
D.海水运动
解析：本题考查地球的运动及特点。每天的升旗时间不同说明昼夜长短在不断变化，产生
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地球的公转运动。
答案：B
2.下列诗句中，描写两会期间长江中下游地区季节景象的是（
）
A.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B.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C.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D.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
解析：考查不同地区的自然景观。两会期间是在 3 月份，诗句中的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
江水绿如蓝应该是描写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故 C 符合题意。
答案：C
某校学生开展地理研学活动，对附近某山进行野外实践考察。读图该地等高线地形图，完
成下列问题。

3.关于图中说法正确的是（
）
A.A 处的地形部位是山脊
B.图中河流自西南向东北流
C.C 点与山顶 B 的相对高度约 260 米
D.从 C 点爬到山顶 B 比从 D 点容易
解析：本题考查了等高线地形图的判读。读图可知，A 处的地形部位是等高线向海拔高处
凸为山谷，故 A 错误；根据指向标判断，图中河流自东北向西南流，故 B 错误；C 点海拔
为 100 米，山顶 B 海拔为 250—300 米，二者的相对高度约 150—200 米，故 C 错误；从 C
点到山顶等高线稀疏，坡度较缓，容易攀登；从 B 点到 D 等高线密集，坡度较陡，不容易
攀登，故 D 正确。
答案：D

4.王庄与李村图上直线距离为 3 厘米，则实地距离为（
）
A.60 米
B.600 米
C.6000 米
D.600000 米
解析：本题考查比例尺的计算。根据数字式比例尺 1：200000 得知，图上 1 厘米代表实地
距离 2000 米，王庄与李村图上直线距离为 3 厘米，则实地距离为 6000 米。
答案：C
天气、气候与人类活动息息相关，如一些特色民居往往与当地的气候关系密切。如图为北
欧某地的民居，该民居多用松木作为主要建筑材料，屋顶坡度大。据此，完成下列问题。

5.北欧民居的建筑特色反映当地的气候特点是（
）
A.湿润多雪
B.低温少雨
C.高温多雨
D.寒冷干燥
解析：本题考查我国不同地区的特色民居。从图中看出，北欧民居多用松木作为主要建筑
材料，说明森林资源丰富，该地气候湿润；民居屋顶坡度大，说明北欧地区冬季多雪，屋
脊坡度大是为了使积雪迅速滑落。
答案：A
6.读懂天气预报是人类生产生活的一项必备技能。下列天气符号代表的天气与我们的生产
生活组合合理的是（
）
A.

—高空作业

B.

—减少出行

C.

—播种小麦

D.
—晾晒衣服
解析：本题考查了常用的天气符号。A 表示的是雷雨的天气符号，雷雨天气高空作业容易
雷击，选项错误；B 表示的是沙尘暴的天气符号，应减少出行，选项正确；C 表示的是中雪
的天气符号，大雪天气气温较低，不适合播种小麦，选项错误；D 表示的是大雨的天气符
号，不利于晾晒衣服，选项错误。
答案：B
如图 1 为甲乙两国轮廓图，图 2 为“某品牌手机关联企业的分布图”。图中甲国作为发达
国家、乙国作为“金砖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读图，完成
下列问题。

7.甲国手机关联企业的分布说明（
）
A.各国经济发展的保守思维
B.各国科技的独立发展
C.影响本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D.推动经济发展全球化
解析：本题考查国际合作的相关知识点。从甲国手机关联企业的分布图中看出，某手机主
要由美国、日本、菲律宾等国家共同制造，这种现象说明了国际经济合作，势必推动经济
发展全球化。
答案：D
8.下列是描述不同国家的地理知识卡片，描述乙国地理特征的卡片序号是（
）
①独占一块大陆，相对孤立，生物古老特有
②信息技术发展早，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迅速
③混血种人数量多，有“咖啡王国”的美誉
④自然资源丰富，自给程度高，重工业发达
⑤面积最大的热带雨林，全球环境效应显著
A.①③
B.③⑤
C.②③
D.①④
解析：本题考查巴西的特点。读图可知，乙国为巴西，巴西盛产咖啡，成为世界上的“咖
啡王国”，巴西最显著的人口特征是混血种人数量多；亚马孙河平原有面积最大的热带雨
林，对全球环境效应显著。
答案：B
北极地区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独特的自然坏境，是科学研究的天然实验室。2017 年 7 月
20 日我国“雪龙”号首次环北冰洋航行，开展第八次北极科学考察。如图为一幅公益海报
“流浪于人类居住地的海豹”图。据此，完成下列问题。

9.此次科考在环北冰洋航行期间，科考队员可能看到（
A.浮冰
B.大堡礁

）

C.企鹅
D.橡胶树
解析：本题考查南极地区的景观特点。环北冰洋航行会看到浮冰，大堡礁位于澳大利亚，
企鹅位于南极地区，橡胶树分布在热带地区，故 A 正确。
答案：A
10.北极地区与南极地区的自然环境相比，北极地区（
）
A.年平均气温低
B.淡水资源丰富
C.生命活动活跃
D.对气候变化不敏感
解析：本题考查南极地区和北极地区的差异。北极地区与南极地区的自然环境相比，北极
地区年平均气温高，淡水资源少，生命活动活跃，对气候变化敏感，南极地区无常住居民，
北极地区有常住居民，故 C 正确。
答案：C
读图“我国四个省级行政区域轮廓图及流经河流图”，完成下列问题。

11.图中临海的省级行政区域是（
）
A.①
B.②
C.③
D.④
解析：本题考查我国省区的轮廓及临海。读图分析可知，①为云南省，②为广东省，③为
湖北省，④为黑龙江省。我国临海的省区有 14 个，自北向南依次为：辽宁、河北、天津、
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台湾、广东、香港、澳门、海南、广西。
答案：B
12.四个省级行政区域的简称及流经河流对应正确的是（
）
A.①—云—黄河
B.②—粤—闽江
C.③—鄂—长江
D.④—黑—淮河
解析：本题考查我国省区的轮廓及简称。依据省区轮廓，读图分析可知，①为云南省省，
简称云或滇，河流是长江；②为广东省，简称粤，河流是珠江；③为湖北省，简称鄂，河
流是长江；④为黑龙江省，简称黑，河流是黑龙江。
答案：C
读“中国四大地理区域分布图”，完成下列问题。

13.我国幅员辽阔，陆地总面积约 960 万平方千米，领海宽度为（
）
A.12 海里
B.37 海里
C.200 海里
D.300 海里
解析：本题考查我国的领海宽度。我国幅员辽阔，陆地总面积约 960 万平方千米，管辖的
海域面积约为 300 万平方千米，领海宽度是 12 海里。
答案：A
14.甲是我国内海之一的（
）
A.琼州海峡
B.黄海
C.台湾海峡
D.渤海
解析：本题考查我国的内海。依据位置，读图分析可知，图中甲位于雷州半岛和海南岛之
间，为琼州海峡，是我国的内海之一。
答案：A
15.与秦岭—淮河线大致吻合的是（
）
A.400 毫米年降水量
B.亚热带与中温带的分界线
C.1 月 0℃等温线
D.半湿润地区与半干旱地区的分界线
解析：记忆秦岭—淮河南北两侧的地理差异可以采用比较法。秦岭、淮河一线是我国四大
区域中，南方地区与北方地区的分界线；一月份 0℃等温线通过的地方；800mm 等降水量线
通过的地方；温度带中，暖温带与亚热带分界线；干湿地区中，湿润区与半湿润区分界线；
温带季风气候与亚热带季风气候分界线；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与温带落叶阔叶林的分界线；
耕地中水田和旱地的分界线等。
答案：C
16.我国疆域辽阔，南北气候差异显著。冬季，西沙群岛天气炎热、树木葱郁，黑龙江沿岸
却冰天雪地、银装素裹。造成两地景观差异的最主要因素是（
）
A.地形
B.海陆位置
C.经度位置
D.纬度位置

解析：本题考查我国的纬度位置对气候的影响。北方纬度高，南方纬度低，冬季北方正午
太阳高度小且白天短，获得太阳辐射热量少，气温低；冬季南方正午太阳高度较大且白天
较长，获得太阳辐射热量多，气温较高。北方离冬季风的源地近，受冬季风的影响大，气
温急剧下降，冬季风加剧了北方的严寒；南方离冬季风的源地远，冬季风在南下过程中受
重重山岭特别是东西走向的山脉的阻挡，到达南方时势力很弱或已不能影响南方，南方气
温较高。所以冬季，当西沙群岛天气炎热、树木葱郁时，黑龙江沿岸却冰天雪地、银装素
裹，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我国南北跨纬度较大。
答案：D
2017 年 12 月 6 日，西成高铁正式开通运营，西安到成都列车远行时间由 16 小时缩短至 3
小时。读“西成高铁路线示意图”，完成下列问题。

17.西成高铁建设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障碍有（
）
①沙漠和戈壁广布
②冰川广布，冻土深厚
③地形复杂，起伏较大
④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解析：本题考查西成高铁的概况。西成高铁从北向南依次穿越了渭河平原、秦岭山脉、大
巴山脉、四川盆地，在建设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困难是地形复杂，起伏较大；滑坡、泥石流
等自然灾害多发；凿隧道、建桥梁，增加资金和技术难度；山区材料运输困难等。西成高
铁不经过沙漠和戈壁，冰川广布、冻土深厚位于青藏地区。
答案：D
18.西成高铁运营后（
）
A.票价较低，低收入阶层易接受
B.受雨雪雾等影响大，不可以全天候运行
C.满足沿线地区客货运输的需求
D.促进地区间经济与人员交流，拉动经济增长
解析：本题考查西成高铁概况。读图分析可知，西成高铁运营后票价较高，低收入阶层不
易接受，该高铁主要是针对沿线地区客运的需求，受雨雪雾等影响不大，可以全天候运行；
西成高铁运营后可以促进地区间经济与人员交流，拉动经济增长。
答案：D
众多的“驴友”游遍大江南北，感受祖国锦绣山河。他们在网上发微博，分享沿途见闻。
读“驴友”提供的旅行路线图，完成下列问题。

19.四条旅行路线中，跨越我国地势三级阶梯的是（
）
A.路线 1
B.路线 2
C.路线 3
D.路线 4
解析：本题考查我国地势阶梯的划分。读图可得，路线Ⅰ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到达西藏自
治区，跨越我国地势第二阶梯和第一阶梯，故 A 不符合题意；路线 2 自西向东经过青藏高
原、黄土高原，最后到达江苏省的连云港，该路线经过我国地势的三级阶梯，故 B 符合题
意；路线 3 自北向南自内蒙古高原到达海南岛，经过我国地势的第二阶梯和第三阶梯，故
C 不符合题意；路线 4 自北向南主要经过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东南丘
陵、珠江三角洲，该路线位于我国地势的第三级阶梯，故 D 不符合题意。
答案：B
20.“驴友”在沿线旅行过程中，最不可能看到的景象是（
）
A.路线 1：风光美丽的阿尔泰山、气势雄伟的布达拉宫
B.路线 2：巍峨高大的昆仑山脉、麦浪滚滚的华北平原
C.路线 3：沃野千里的东北平原、好客敬酒的藏族人民
D.路线 4：森林茂密的大兴安岭，小桥流水的江南人家
解析：考查不同地区的自然景观。从图上来看，线路 3 没有经过东北地区，故看不到沃野
千里的东北平原，ABD 叙述都是正确的。
答案：C
二、综合题（本大题共 3 小题，共 60 分。）
21.（20 分）随着“一带一路”倡议逐步落实，沿线众多国家的命运更紧密地交织在了一
起，每天有大量人员和物资往返于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其中往来最频繁的区域，就
是东南亚地区。读图 1 东南亚简图、图 2“曼谷气温曲线和降水柱状图”，完成下列问题。

(1)东南亚地处亚洲和_____、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十字路口”，图中①_____海峡
是其“咽喉要道”，图中河流②是_____，依据该河的流向判断，中南半岛的_____部地势
较高。
解析：读图分析可知：东南亚地处亚洲和大洋洲、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十字路
口”，图中①马六甲海峡是其“咽喉要道”，地理位置重要；图中河流②是湄公河，依据
该河的流向判断，中南半岛的北部地势较高。
答案：大洋洲 马六甲 湄公河 北
(2)曼谷是_____的首都，据“曼谷气温曲线和降水柱状图”，曼谷属于_____气候，同学们
考试期间（6 月下旬）该地处于_____季。
解析：曼谷是泰国的首都，据“曼谷气温曲线和降水柱状图”，曼谷属于热带季风气候，
全年高温，降水分雨旱两季，同学们考试期间（6 月下旬）该地处于雨季。
答案：泰国 热带季风 雨
(3)来自中国电商网站的采购员来到曼谷郊区的一家工厂，确认一批发往中国的货物包裹，
请你猜测包裹里装的可能是__________，从曼谷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说明你的判断依据
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一批发往中国的货物包裹，包裹里装的可能是稻米或乳胶枕等，因为泰国位于热带，
气候具有全年高温、降水丰沛的特征，有利于水稻或天然橡胶等热带经济作物的生长，泰
国是世界重要的稻米出口国，是世界最大的天然橡胶出产国。
答案：稻米或乳胶枕等 泰国位于热带，气候具有全年高温、降水丰沛的特征，有利于水
稻或天然橡胶等热带经济作物的生长
(4)一位合肥游客 2018 年春节期间去曼谷旅游。下表列出了他旅游过程中的一些做法，请
在合理选项处（只有一处）打勾“√”。
1
携带太阳镜、防晒霜
3
到曼谷后手表拨快 1 小时
2
携带羽绒服
4
在曼谷参观麦加大清真寺
解析：春节期间去曼谷旅游，因为泰国属于热带季风气候，全年高温，因此需要携带太阳
镜、防晒霜，不需要携带羽绒服；麦加大清真寺位于沙特阿拉伯；曼谷位于东七区，到曼
谷后手表拨慢 1 小时。
答案：1√。
22.（20 分）阅读图文材料，完成下列问题。
材料一：十九大报告倡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
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材料二：黄河流域的生态治理成效显著。近期，《暸望》杂志报道：自 2000 年以来，黄河
泥沙含量锐减，悄然出现变清态势。从呼和浩特河口村到郑州桃花峪，黄河中游，已然一
河清水；直到开封以下，黄河才呈浅黄色。在非汛期，黄河 80%以上的河段是清的。
材料三：如图为“长江与黄河水系示意图”。

(1)长江发源于唐古拉山脉，最终从上海市注入_____海，长江是我国巨大的“水能宝库”。
从上、中、下游来看，水能资源最丰富的是_____。图中①代表世界上最大的_____水利枢
纽。
解析：读图分析可知：长江发源于唐古拉山脉，干流先后流经青海、西藏等 11 个省级行政
区域单位，最终从上海市注入东海，长江是我国巨大的“水能宝库”。从上、中、下游来
看，水能资源最丰富的是上游。图中①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
答案：东 上游 三峡
(2)黄河流域是我国的能源基地，上游突出的是水能，中游突出的是_____（矿产），下游
突出的是石油。黄河在桃花峪以下无支流注入，其原因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在
黄河上游干旱的宁夏和内蒙古境内，塑造了宁夏平原与②_____平原，这里由于引黄灌溉便
利，所以农业较发达。
解析：黄河流域是我国的能源基地，上游突出的是水能，中游突出的是煤炭，下游突出的
是石油。黄河在桃花峪以下无支流注入，其原因是黄河流经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流
经下游平原时，泥沙大量淤积，河床不断抬高，形成地上河。在黄河上游干旱的宁夏和内
蒙古境内，塑造了宁夏平原与②河套平原，这里由于引黄灌溉便利，所以农业较发达。
答案：煤炭 泥沙大量淤积，河床不断抬高，桃花峪以下是地上河 河套
(3)根据材料一，从地理角度分析建设长江经济带应注意的问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从地理角度看，建设长江经济带应注意的问题是保护长江流域生态，保护长江的水
质，保护长江水生生物，保护长江流域的人文古迹等。
答案：保护长江流域生态，保护长江的水质，保护长江水生生物，保护长江流域的人文古
迹等
(4)根据材料二，说出黄河变清的主要人为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黄河变清的主要人为原因是：黄河干支流上众多水库的蓄水拦沙；黄土高原地区在
国家政策的扶持下大面积退耕还林还草等减少了水土流失；随着经济发展，生活在黄土高
原地区的部分居民外迁，减轻了环境压力；工程建设注重环保等，使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得
到很好的治理，流入黄河的泥沙减少。
答案：黄河干支流上众多水库的蓄水拦沙；黄土高原地区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大面积退耕
还林还草等减少了水土流失；随着经济发展，生活在黄土高原地区的部分居民外迁，减轻
了环境压力；工程建设注重环保等，使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得到很好的治理，流入黄河的泥
沙减少。
23.（20 分）阅读图文材料，完成下列问题。
材料一：漫长的历史岁月，丰富的文化积淀，北京留下了无数名胜古迹。新中国成立以后，
以北京为首都，北京成为中国政治、文化和对外交流的中心。随着经济的繁荣和城市规模
的扩大，北京面临着许多发展中的问题，如水资源匮乏等。

材料二：2018 年 2 月 25 日，在韩国平昌冬奥会闭幕式上的“北京八分钟”表演中，24 台
控制着“冰屏”的人工智能机器人与 24 名轮滑演员，配合地面投影，不断变幻曼妙舞姿，
惊艳世界（如图）。

材料三：“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定于 2019 年 4 月 29 日至 10 月 7 日在北京举行，主
题是“绿色生活 美丽家园”。
(1)北京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_____是具有全国影响的大剧种，被誉为中国的“国粹”。
北京在城市建设中，特别重视保护有代表性的四合院和胡同，是为了传承_____。请列举一
处北京的世界文化遗产_____。
解析：北京是我国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京剧是具有全国影响的大剧种，被誉
为中国的“国粹”。北京在城市建设中，特别重视保护有代表性的四合院和胡同，是为了
传承传统文化。北京的世界文化遗产有：故宫、长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天坛、顾
和园和十三陵等。
答案：京剧 传统文化 故宫
(2)“北京八分钟”的精彩呈现，预示着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将有大量的__________产业的
投入或参与，体现出北京在世界级大都市建设中的新成就。
解析：北京是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最早的基地，“北京八分钟”的精彩呈现，预示着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将有大量的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或参与，这也体现出北京在世界级大都
市建设中的新成就。
答案：高新科技
(3)分析北京水资源匮乏的主要原因。列举可采取的解决措施。
解析：北京水资源匮乏的主要原因：降水季节分配不均，全年降水集中于夏季；温带季风
气候，属于半湿润地区，径流量不足；人口众多，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少；经济发达，需水
量大；供水源水量不足；可采取的解决措施：节约用水，合理用水，防止水污染；跨流域
调水；修建水库；控制人口规模，高耗水企业迁出北京。
答案：原因：降水季节分配不均，全年降水集中于夏季；温带季风气候，属于半湿润地区，
径流量不足；人口众多，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少；经济发达，需水量大；供水源水量不足；
措施：节约用水，合理用水，防止水污染；跨流域调水；修建水库；控制人口规模高耗水
企业迁出北京
(4)北京人为了“绿色生活 美丽家园”，“从我做起”能做出的贡献是什么？
解析：北京人为了建设“绿色生活 美丽家园”，“从我做起”能做出的贡献是：节约用水，
合理用水，防止水污染；植树造林，种花种草；保护环境：不乱扔垃圾，少开私家车（绿
色出行）等；做义务保洁员、做义务交通员等；做文明人，做文明事。
答案：节约用水，合理用水，防止水污染；植树造林，种花种草；保护环境；不乱扔垃圾；
少开私家车（绿色出行）等；做义务保洁员、做义务交通员等；做文明人，做文明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