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名校 2021—2022 学年假期汇编试题

高一地理参考答案（二）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24 个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48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
一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答案】1．D 2．C 3．A
【解析】1．流星是流星体与大气摩擦之后的结果，而月球没有大气层，所以不会观赏到流星
雨，D 说法错误。流星体是太阳系内颗粒状的碎片，其尺度可以小至沙尘，大至巨砾；更大的
则被称为小行星，更小的则是星际尘埃，A 说法正确。流星雨进入大气层内部和地球表面，不
在宇宙空间范围之内，不属于天体，BC 说法正确。故本题选 D。
2．流星体发光发热是流星体与地球大气摩擦生热燃烧的结果，C 正确，BD 错误。只有恒星
可以发光发热，A 错误。故本题选 C。
3．英仙座流星雨的成因与彗星有关，彗星是由冰块和沙石组成的球体，当彗星接近太阳时，
彗星会因太阳的热力而使表面物质升华，这些升华的物质就是日后的流星体，A 正确，B 错误。
彗星属于围绕太阳公转的天体，而流星体属于小天体，C 错误。当地球运行的轨道与彗星轨道
相交时，流星体受地球引力影响，会闯入地球大气层并且燃烧，而燃烧时所产生的的火焰亮光，
就是人们看到的流星雨，D 错误。故本题选 A。
【答案】4．C 5．D
【解析】4．太阳能热水器利用条件最优的地区应为太阳辐射总量最多的地区，最差的地区应
为太阳辐射总量较贫乏的地区。据图可知，青藏高原年太阳辐射总量最多，因此拉萨太阳能热
水器利用条件最优；四川盆地年太阳辐射总量最少，因此重庆太阳能热水器利用条件最差。故
选 C。
5．据图可知，甲地处青藏高原，乙地处内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太阳年辐射总量丰富是因海拔
高，空气稀薄，大气削弱作用弱，且晴天多，日照时间长；内蒙古高原太阳年辐射总量丰富是
因地处西北内陆地区，水汽少，晴天多，日照时间长，太阳辐射强。因此两地的共同原因是晴
天多，日照时间长，D 正确。甲地位于青藏高原，高寒是主要气候特征，不是气候干旱，A 错
误；乙地纬度较高，太阳高度角小，B 错误；甲地海拔高，空气稀薄，但乙地不具备该特点，
C 错误。故选 D。
【答案】6．B 7．B
【解析】6．读图可知，帽天山化石群中的古生物化石为纳罗虫化石，属于海洋无脊椎动物，
繁盛于古生代，所以帽天山化石群中的古生物主要出现在古生代，而非前寒武纪、中生代或新
生代，B 正确，ACD 错误。所以选 B。
7．注意材料信息“元谋土林属于地质新生代砂砾黏土沉积岩”可知，元谋土林沙砾粘土沉积岩
的形成时期为新生代。地球上重要的金属矿产成矿时期，如金、铁、镍、铬等主要形成于前寒
武纪，不属于新生代，A 错误；第三纪晚期，出现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属于新生代，B 正确；
主要的煤炭成矿时期为古生代，C 错误；泛大陆形成于晚古生代，解体于中生代，D 错误。所
以选 B。
【答案】8．C 9．B 10．C
【解析】8．根据湖陆热力性质的差异，白天陆地增温快，气压低，湖泊增温慢，气压高，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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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风由湖泊吹向陆地，为湖风，夜晚相反，吹陆风，C 正确，ABD 错误，所以选 C。
9．纳木错湖陆风强度最大的季节，应为湖陆热力性质的差异最大的季节，纳木错夏季水量最
大，湖陆热力性质的差异最大，夏季湖陆风强度最大，B 正确，ACD 错误，所以选 B。
10．纳木错湖的主要补给水源为高山冰雪融水，全球变暖，冰川融化加剧，入湖水量增多，导
致纳木错湖泊面积增大，C 正确；气候变冷，高山冰雪融水量减少，湖泊补给水量减少，湖泊
面积减小，BD 错误；气候变暖，湖泊蒸发加剧，本会使湖泊面积呈缩小趋势，但补给量大于
蒸发量，湖泊面积总体还是变大，A 错误，所以选 C。
【答案】11．C 12．B
【解析】11．根据材料，该地“岩层坚硬不透水”，故当该地森林覆盖率增加后，水分下渗改变
不大，A 错；森林的增加使蒸腾作用增强，大气中水汽含量增大，可能会导致降水量增加，不
会导致降水量的急剧减少，B 错，C 对；森林可以保持水土，拦截水体，减少地表径流，D 错。
据此分析本题选 C。
12．从水循环角度看，该地修建梯田主要是对地表的改变，故修建梯田后所产生的影响主要是
对水循环的陆上环节产生影响，如梯田减缓坡度，使径流不畅，故修梯田可以减缓地表径流，
B 对；该地“岩层坚硬不透水”，故修梯田不能增加地下径流，C 错；相比森林，修梯田并没有
增加植被覆盖率，不会增加植物蒸腾，A 错；梯田是对地表的改变，水汽输送发生在大气中，
故修梯田不会减少水汽输送，D 错。据此分析本题选 B。
【答案】13．B 14．C
【解析】13．由图分析可知，①圈层是水圈，②圈层是大气圈，③圈层是生物圈，④圈层是岩
石圈。风、云、雨、雪等天气现象发生在大气圈，即图中②圈层。故 B 项正确。
14．植被属于生物圈，即图中③圈层，土壤位于岩石圈表层。故 C 项正确。
【答案】15．B 16．D
【解析】15．由所学知识可知，水平气压梯度力与等压线垂直，并由高压指向低压，所以 Q
为水平气压梯度力，B 正确。图示风向向右偏，且斜穿等压线，判断为近地面的风，P 为风向，
A 错误。摩擦力方向与风向相反，N 为摩擦力，受下垫面等因素影响，既影响风速也影响风向，
C 错误。 地转偏向力与风向垂直，M 为地转偏向力，地转偏向力只改变风向，不改变风速，
D 错误。故选 B。
16．由上题分析可知，Q 为水平气压梯度力，P 为风向，N 为摩擦力，M 为地转偏向力；甲处
为海洋，摩擦力小，等压线比乙处密集，水平气压梯度力大，PQ 之间的夹角增大，QN 之间
的夹角变小，B 错误，D 正确。地转偏向力与风向垂直，PM 之间的夹角不变，A 错误。摩擦
力方向与风向相反，MN 之间的夹角不变，C 错误。故选 D。
【答案】17．C 18．C 19．A
【解析】17．读图可知，同纬度海水温度西低东高，A 错误。高纬度东部海区海水温度较高，
不易结冰，B 错误。西部海水等温线密集，东部稀疏，可知西部海水温差大于东部，C 正确。
由南向北海水温度递减变化西部大，东部小，D 错误。故选 C。
18．读图可知，甲海区水温低，乙海区水温高。甲海区受寒流影响，乙海区受暖流影响，故甲
海区水温低于乙海区，C 正确。甲乙两处的纬度相近，A 错误。海陆位置、盛行风向不是主导
因素，B、D 错误。故选 C。
19．读图可知，甲海区纬度高，水温低；丙海区纬度低，水温高，A 正确。甲丙两处均位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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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东岸，B 错误。盛行风向、洋流性质不是主导因素，C、D 错误。故选 A。
【答案】20．B 21．C 22．D
【解析】20．读图可知，该区域位于黄海，夏季海水多年平均透明度等值线由东南向西北逐渐
减小，主要是受黄海暖流流经，对周围水质起到净化作用。甲位于黄海暖流流经的区域，水质
比周围要好，透明度高，B 正确，ACD 错误。故选 B。
21．乙位于长江入海口附近，冬季时，长江流域处于枯水期，河流携带泥沙减少，河流水质较
清，乙处海水透明度上升，数值为 1 的等值线将会西移动，C 正确，ABD 错误。故选 C。
22．渤海为内海，水体较封闭，与外海水体交换能力差，决定了它自净能力有限；“环渤海经
济圈”经济快速增长，周围地区人类活动强度高，向渤海排放的污染物多，加上流入渤海的黄
河、海河、辽河等河流含沙量大，造成渤海透明度最低，②③④正确；渤海纬度高，水温较图
示纬度较低海域低，表层浮游生物密度较小，①错误。故选 D。
【答案】23．A 24．C
【解析】23．选项中四种土壤分别分布在我国的东北地区、南方丘陵地区、南方水稻种植区和
青藏高原高寒气候区。土壤有机质主要来自植物的枯枝落叶，高温多雨的气候会快速分解和淋
失有机质，故土壤肥力的高低主要与植被覆盖率和气候有关。我国东北地区和南方地区植被覆
盖率都较高，土壤有机质来源较多，但南方地区与东北地区相比，气温高，降水多，土壤有机
质的积累不如东北地区多。故 BC 错，A 正确；干旱严寒地区植被较少，土壤发育程度低，有
机质含量少，D 错。所以本题选 A。
24．土壤是指陆地表层具有一定肥力，能够生长植物的疏松表层。岩石发育为土壤需要经过外
力的风化作用形成成土母质，并有生物提供有机质，从而排除 A、B 选项。题中指出“年幼”
土壤，主要指土壤发育的初期，土壤中的养分较少，肥力较低。高等植物的生长要求的肥力条
件较高，难以在岩石表面上直接生长，而苔藓类等低等生物生长对养分要求较不高，岩石表面
及风化物中，只有少量的营养物质，只能满足苔藓类生物生长的需要，苔藓类的生物活动不仅
会促进岩石的风化，还可以为成土母质提供一定的有机质，促进土壤向成熟方向发展，所以在
岩石表面苔藓类等低等生物的出现是成土过程开始的标志，高等植物的生长，是成熟土壤形成
的标志，故 C 选项正确，D 选项错误。所以本题选 C。
二、综合题（共 52 分）
25．
【答案】
（1）短波 长波
（2）太阳辐射 地面辐射 大气逆辐射
（3）大气中水汽含量增加，吸收红外线长波辐射的能力增强，吸收的地面辐射增加，大气逆
辐射增强。
（4）大棚里昼夜温差小，营养物质积累少，蔬菜质量差。
【解析】
（1）太阳辐射为短波辐射，穿透能力强，因此对于太阳辐射来说，塑料大棚和玻璃几乎是透
明的，可以大部分进入温室。地面辐射和大气辐射为长波辐射，长波辐射穿透能力差，
因此对长波辐射来说，塑料大棚和玻璃是不透明的。
（2）图中①由太阳射向地面，表示太阳辐射；②箭头由地面指向大气，表示地面辐射；③箭
头由大气指向地面，表示大气逆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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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大棚里洒水，可增加空气中水汽含量，水汽可吸收地面长波辐射；夜间水汽吸收地面
辐射多，大气逆射作用强，保温作用强，大棚内夜间温度不至于太低。
（4）大棚里夜间保温作用强，夜里的温度较自然状态下高，因此大棚里昼夜温差小，不利于
营养物质的积累，蔬菜品质略逊于自然状态下生产的蔬菜。
26．
【答案】
（1）千沟万壑，支离破碎 A
（2）④ 风力侵蚀 风力搬运
（3）C 喀斯特 流水溶蚀 土层薄、土壤贫瘠 易水土流失产生石漠化
【解析】
（1）读图①沟壑纵横，支离破碎，该地貌景观在黄土高原常见，为典型的流水侵蚀地貌，图
示 A 地位于黄土高原区。
（2）根据乙同学的描述“飞沙走石、成群结队的沙砾”等应该分布在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图
示④，沙漠广布，多风力地貌；“魔鬼城”为风力侵蚀作用形成的，沙尘暴为大风将携带
地面沙砾应为风力搬运作用。
（3）照片③是喀斯特地貌，位于我国的西南地区，在图中的 C 地，主要是流水侵蚀地貌。流
水对土壤表层的冲刷导致土层变薄，土壤贫瘠，容易水土流失产生石漠化。
27．
【答案】
（1）季节差异：春季（气温回升）枝芽萌发，新叶飘绿；夏季（高温多雨）树木生长旺盛，
枝繁叶茂（郁郁葱葱）；秋季（气温下降）树叶变色（金黄色、红色等），树木开始落叶；
冬季（受冬季风影响，气温较低）树叶大多落尽，只剩下树枝和树干。（4 分）
原因：气候四季分明，森林植被为温带落叶阔叶林。（2 分）
（2）赞成。理由：（落叶、荒草是秋季自然景观的一部分）可优化公园景区秋季休闲和旅游环
境，延长秋景欣赏时间，满足市民与游客需求，增加游客量（体现公共场所功能）；减
少园林工人清扫工作量，减少管理和运营成本；利于保持土壤湿度，增加土壤有机质，
减少扬尘；为一些动物提供栖息越冬场所等。
不赞成。理由：秋季风大，天气干燥，落叶、荒草如不及时清理容易引发火灾；落叶和
荒草随风飘扬，影响环境整洁，不利于健康；落叶和荒草腐败后易滋生病虫害等。（6 分）
【解析】
（1）北京为温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发育的植被为温带落叶阔叶林，据此结合材料及所学
知识从春、夏、秋、冬四季说明其森林景观特征。
2
（ ）从优化公园景区休闲和旅游环境、减少管理和运营成本、保护生态环境及为动物提供栖
息场所等方面说明赞成理由。反对的原因则从引发火灾、不利于环境整治、滋生病虫害
等方面进行说明。
28．
【答案】
（1）东部 南部 （4 分）
（2）季风气候显著，夏秋季受锋面雨带和热带气旋的影响，夏秋季节降水较多，易发生洪涝
灾害。（4 分）
（3）①加强气象监测，提高预报的准确率；②加强防洪工程措施（兴建水库、修筑堤坝、疏
浚河道、开辟分洪区等）； ③加强防洪非工程措施（增强人们防灾减灾意识，建立防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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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灾管理体制等）。（6 分）
【解析】
（1）读图结合暴雨洪水灾害严重区的分布可知，我国暴雨和特大暴雨主要分布东部地区和南
部地区。
（2）注意关键词“气候原因”。我国受季风气候影响显著，夏秋季受锋面雨带的影响，降水多
且集中。加之东南沿海地区夏秋季还会受台风的影响，台风也会带来丰富的台风雨，加
剧了洪涝灾害。
（3）针对洪涝灾害所采取的措施，可从工程措施、非工程措施等角度分析作答。工程措施如
兴建水库，加大对洪水的调蓄能力，修筑加固堤坝，借助堤坝提高抗洪能力。疏浚河道，
增强河流的泄洪能力，或开辟分洪区，降低洪水的威胁。非工程措施如加大宣传，提高
人们的防灾减灾意识。政府建立防灾减灾管理体制和应急预案，提高抗洪的应急能力。
还可以加强对暴雨天气的监测预报，提高监测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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