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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初中地理学科教学与考试指导意见

一、课程理念、教育教学原则

1.落实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

初中地理课程充分体现立德树人的育人目标，旨在使学生形成必备的基本地理

观念、意识和能力，能够经常关注地方、国家和全球的地理问题及可持续发展问题。

通过学习具有时代性和基础性的初中地理课程，提供未来公民必备的地理知识，增

强学生的地理学习能力和生存能力，具备家国情怀和世界眼光。关注人口、资源、

环境和区域发展等问题，以利于学生正确认识人地关系，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观念，

珍爱地球，善待环境。

2.学习对生活有用的地理。地理课程要提供给学生与其生活和周围世界密切相

关的地理知识，引导学生在生活中发现问题，理解其形成的地理背景，提升学生的

生活品味，增强学生的生存能力。

3.学习对终身发展有用的地理。引导学生从地理的视角，关注全球变化形势，

突出人口、资源、环境以及区域差异、国土整治、全球变化等内容。逐步形成人地

协调观和可持续发展观念，使所学内容不仅对学生现在的生活和学习有用，而且对

他们的终身学习和发展有用。

4.建构开放式地理课程。地理课程着眼于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充分重

视校外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形成学校与社会、家庭密切联系，教育资源共享的开

放性课程，着力拓宽学习空间，满足多样化的学习需求，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合作

交流、积极探究。

二、课程实施

（一）教学安排

7～8 年级地理课程内容分为四大部分：地球与地图、世界地理、中国地理、乡

土地理。为了体现地理课程的灵活性和选择性，课程标准对教学顺序不作规定。地

理教师可以自行选择授课的顺序。例如，可以先教授中国地理，也可以先教授世界

地理；地球与地图的知识可以集中学习，也可以分散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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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实施建议

地球与地图

（一）地球与地球仪

内容标准 学习要求 教学建议

1.地球的形状、大小与运动

●了解人类认

识地球形状的

过程。

1.了解地球的形状。

2．了解人类认识地球形状的

过程，树立勇于实践、勇于探

索的精神

1．运用直观教具、课件等媒体，帮助学

生认识地球的形状。

2．实例对比古今中外人类认识地球形状

的过程，帮助学生了解相关科学史，激发

学生的科学探究精神和克服困难的勇气。

●用平均半径、

赤道周长和表

面积描述地球

的大小

1．认识地球仪，记住地轴、

赤道、两极。

2．用平均半径、赤道周长和

表面积描述地球的大小。

1．运用地球仪，引导学生观察、认识地

球仪并记住地轴、赤道、两极。

2．运用直观教具、课件等媒体，帮助学

生用平均半径、赤道周长和表面积的数据

来描述地球的大小。

●用简单的方

法演示地球自

转和公转。

1．用简单的方法演示地球自

转和公转，记住地球自转、公

转的方向和周期。

2．掌握北半球夏至、冬至和

春分和秋分的日期，太阳直射

点的移动纬度范围及其规律。

1．运用地球仪、课件等等媒体，及生活

体验，帮助学生观察、理解地球自转、公

转轨道面，学会用地球仪演示地球的自转

和公转；记住地球自转、公转的方向和周

期。

2．运用地球仪、手电筒等媒体及“地球

公转示意图”，帮助学生掌握“二分二至”

的日期，理解太阳直射点移动的纬度范围

及其变化规律。

●用地理现象

说明地球的自

转和公转。

1．理解地球的自转产生的地

理现象：①昼夜交替；②日月

星辰的东升西落；③地方时的

差异；④太阳照射下物体影子

的日变化。

2．理解地球的公转产生的地

理现象：①地球上的五带；②

昼夜长短的季节变化；③太阳

照射下正午物体影子长短的

季节变化。

1．运用地球仪、手电筒、多媒体演示、

还可以联系生活实例，引导学生理解、并

能用下列地理事实说明地球的自转：①昼

夜交替；②日月星辰的东升西落；③地方

时的差异；④太阳照射下物体影子的日变

化。

2．运用地球仪、手电筒等媒体、还可以

联系生活实例，引导学生理解、并能用下

列地理事实说明地球的公转：①地球上的

五带；②昼夜长短的季节变化；③太阳照

射下正午物体影子长短的季节变化。

3．运用“地球五带示意图”等材料，引

导学生掌握地球五带的名称、范围及地理

现象。

2.地球仪

●运用地球仪， 1.运用地球仪，说出经线与纬 1.运用地球仪、经纬仪等教具，引导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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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出经线与纬

线、经度与纬度

的划分。

线、经度与纬度的划分。

2.掌握经纬线的基本特点；重

要的经纬线及其数值。

观察经纬线和经纬度的划分，理解经纬线

的特点。

2.运用实物教具和多媒体，帮助学生记住

重要的经纬线，如经线（0°、180°、20°

W、160°E）；纬线(赤道、回归线、极圈

和高中低纬度的分界线及其数值)；记住

南北半球、东西半球的划分界线，地球五

带划分界线及其数值。

3.引导学生动手尝试制作简易地球仪，理

解经纬网的相关知识。

●在地球仪上

确定某地点的

经纬度。

能够在地球仪上，确定某地点

的经纬度。

1.给出某地经纬度，让学生在地球仪上找

出相应的位置。

2.运用情境材料，帮助学生在地球仪上确

定某地点的经纬度。

3.根据要求，引导学生在经纬网地图上确

定某地点的经纬度。

(二)地图

内容标准 学习要求 教学建议

●在地图上辨别方

向，判读经纬度，

量算距离。

1．会在各类地图上辨别方

向。

2．能在经纬网地图上判读经

纬度。

3．会在地图上估算距离。

1．引导学生在一般的地图、有指向标地

图和有经纬网地图上辨别方向。

2．引导学生在除极地地图外的经纬网地

图上判读经纬度。

3．引导学生在比例尺地图上量算距离。

●在等高线地形图

上，识别山峰、山

脊、山谷，判读坡

的陡缓，估算海拔

与相对高度。

在等高线地形图上：

1．学会估算海拔与相对高度

2．学会识别山峰、山脊、山

谷，鞍部、陡崖等地形部位。

3．学会判读山坡的陡缓。

4.学会绘制地形剖面图。

1．运用等高线地形图（或分层设色地形

图）和地形剖面图，引导学生估算海拔

和相对高度。

2．运用地形模型、等高线地形图及景观

图片，引导学生识别山峰、山脊、山谷、

鞍部、陡崖，判读陡坡、缓坡。

3.引导学生学会绘制地形剖面图。

●在地形图上识别

五种主要的地形类

型。

学会在地形图上识别五种主

要地形类型。

1.运用比较法，辨识五种主要地形类型

的特点。

2．引导学生在地形图上判断五种主要的

地形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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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地理

(一)海洋和陆地

●根据需要选择常

用地图，查找所需

要的地理信息，养

成在日常生活中使

用地图的习惯。

1．了解不同比例尺地图所承

载信息的差异。

2．能根据所要查找的地理信

息的性质，选取比例尺适当

的专题地图。

3．学会用常用地图查找所需

要的地理信息，养成日常生

活中使用地图的习惯。

1．运用不同比例尺的地图，引导学生观

察、比较、归纳其承载信息量、范围的

差异。

2．运用图例和注记，引导学生查找所需

要的地理信息。

3．以生产、生活的事例，引导学生选取

比例尺适当的专题地图查找地理信息，

强化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的用图意识，形

成主动使用常用地图查找地理信息的习

惯。

●列举电子地图、

遥感图像等在生

产、生活中应用的

实例。

能列举电子地图、遥感图像

等在生产、生活中应用的实

例。

结合生产、生活实例，让学生说出电子

地图、遥感地图等在外出旅行、科研、

农业、工业、国防、防灾减灾等方面的

应用。

内容标准 学习要求 教学建议

1.海陆分布

●运用地图和数

据，说出地球表面

海、陆所占比例，

描述海陆分布特

点。

运用地图和数据，说出地球

表面海、陆所占比例，描述

海陆分布特点。

1.运用世界地图和数据，让学生说出地球

表面海、陆所占的比例。

2.运用地球仪、地图等，引导学生描述

海陆分布特点。

●运用世界地图说

出七大洲、四大洋

的地理分布。

1.识别大陆、岛屿、半岛。

2.记住七大洲、四大洋的名称

及其地理分布，大洲之间的

分界线。

1.用世界地图等资料，让学生识别大陆、

岛屿、半岛。

2.运用世界地图让学生说出七大洲、四大

洋的名称及其地理分布，大洲的分界线。

3.采用拼图、绘图等方法，加强学生的识

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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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气候

2.海陆变迁

●举例说明地球表

面海洋和陆地处在

不断的运动和变化

之中。

用例子说明海洋和陆地处在

不断的运动和变化中。

1.列举海陆变迁的实例，说明海洋和陆

地处在不断的运动和变化之中，并简要

分析海陆变迁的原因。

2.运用实例，引导学生说明地球表面海

洋和陆地处在不断的运动和变化之中，

培养学生初步形成海陆不断运动和变化

的科学观念及科学论证方法，提升学生

的科学探究水平。

●知道板块构造学

说的基本观点，说

出世界著名山系及

火山、地震分布与

板块运动的关系。

知道板块构造学说的基本观

点；说出六大板块的名称和

分布。

运用“六大板块分布示意图”、多媒体材

料等，引导学生说出六大板块的名称和

分布,知道板块构造学说的基本观点，帮

助学生了解相关科学史，激发学生的科

学兴趣、培养学生的科学研究方法。

说出世界著名山系及主要火

山地震带的名称及分布；说

出火山、地震分布与板块运

动的关系

运用“世界主要火山、地震及主要山系

的分布图”、“六大板块分布示意图”，引

导学生说出世界著名山系，主要火山、

地震带的名称及分布；说出火山、地震

分布与板块运动的关系。

内容标准 学习要求 教学建议

1.气候

●区分“天气”和

“气候”的概念，

并能正确运用。

区分“天气”和“气候”的

概念，并能正确运用。

运用生产、生活实例，引导学生归纳、

区分“天气”和“气候”的概念，并学

会正确运用。

●识别常用的天气

符号，能看懂简单

的天气图。

识别常用的天气符号，能看

懂简单的天气图。

1.通过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引导学生

识别常用天气符号，看懂简单天气图。

2.运用简单天气图，引导学生说出某地

某时的天气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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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实例说明人类

活动对空气质量的

影响。

用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

生活等实例，说明人类活动

的对空气质量的影响。

运用实例及多媒体，引导学生说明工业、

农业、交通运输业、生活等人类活动对

空气质量的影响，培养学生环境保护意

识。

2.气温与降水的分布

●阅读世界年平均

和 1 月、7 月平均气

温分布图，归纳世

界气温分布特点。

阅读世界年平均和 1 月、7

月平均气温分布图，归纳世

界气温分布特点。

1．运用实例，引导学生理解最高气温、

最低气温、平均气温、等温线等概念。

2.运用“世界年平均和 1月、7 月平均气

温分布图”，引导学生看懂图例，估算某

地气温值，比较两地气温差异，归纳世

界年平均气温分布规律。

●阅读世界年降水

量分布图，归纳世

界降水分布特点。

阅读世界年降水量分布图，

归纳世界降水分布特点。

运用“世界年平均降水量分布图”，引导

学生看懂图例，估算某地年降水量，比

较两地年降水量差异，归纳世界降水分

布特点。

●运用气温、降水

量资料，绘制气温

曲线图和降水量柱

状图，说出气温与

降水量随时间的变

化特点。

运用气温、降水量资料，绘

制气温曲线图和降水量柱状

图，说出气温与降水量随时

间的变化特点。

1.运用气温、降水量资料等，指导学生

学会绘制气温曲线和降水量柱状图。

2.运用“气温曲线和降水量柱状图（或

气候统计表）”，引导学生说出气温与降

水量随时间的变化特点，从气温和降水

两方面描述气候特征。

3.主要气候类型

●运用世界气候类

型分布图说出主要

气候类型的分布。

运用世界气候类型分布图说

出热带、亚热带、温带的主

要气候类型名称、分布、特

点。

运用“世界气候类型的分布图”，引导学

生从纬度位置（热带、温带、寒带地区）

和海陆位置（大陆东岸、西岸、内部）

区域地理相对位置等方面描述某气候类

型的分布，说出热带、亚热带、温带的

九种气候类型的名称和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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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居民
内容课标 学习要求 教学建议

1.人口与人种

●运用地图和其

他资料归纳世界

人口增长和分布

的特点。

1.了解不同历史时期世界

人口增长的特点。

2.了解自然增长率与出生

率、死亡率的关系。

3.了解世界人口增长的地

区差异。

4.简要分析影响世界人口

分布的因素，理解世界人口

分布的不平衡。

1．运用资料，引导学生归纳不同历史时期

世界人口增长的特点。

2．运用图表资料，让学生比较世界人口增

长的地区差异，简要分析其原因。

3．运用世界人口分布图，归纳世界人口的

空间分布特点。

4．选择典型案例，简要分析其人口稠密或

稀疏的主要原因。

●举例说明人口

数量过多对环境

及社会、经济的影

响。

1．了解人口数量过多对环

境及社会、经济的影响。

2．了解认识人口增长过快

或过慢带来的问题。

3．认识人口问题，形成科

学的人口观。

1．列举实例或通过让学生收集材料、组织

辩论人口“多”或“少”的利弊等方法，让

学生认识人口的发展应与经济发展、自然环

境等相协调。

2．通过介绍各国不同类型人口问题及相应

的人口国策，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人口问题。

●举例说明纬度位

置、海陆分布、地

形等因素对气候的

影响。

举例说明纬度位置、海陆分

布、地形等因素对气候的影

响。

1.运用实例，引导学生说明纬度位置、

海陆分布、地形地势等对气候的影响。

2.运用案例分析，帮助学生理解并比较

影响两地气候差异的主要因素。

●举例说明气候对

生产和生活的影

响。

能结合实例，说明气候对生

产和生活的影响；

1.运用生产生活实例，引导学生根据某

地气候特征说明其对当地人类生产（农

业、工业、交通运输业等）与生活（服

饰、习俗、民居等）的影响（利弊两方

面的影响）。

2.运用实例，从时间、空间的气候差异

及气候异常变化等方面，说明气候对生

产和生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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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出世界三大

人种的特点，并在

地图上指出三大

人种的主要分布

地区。

1.记住世界三大人种的名

称，了解其体貌特点。

2.了解世界三大人种的主

要分布地区。

3．形成“人种是平等的”

的观念。

1．通过图片观察，对比体貌方面的特征来

引导学生说出三大人种的特点。

2．引导学生读图，指出某人种大范围集中

分布的地区，并归纳其分布特点。

3．通过阅读相关材料，使学生了解环境对

人种分布的影响。

4．列举实例，使学生形成“人种是平等的”

的观念。

2.语言和宗教

●运用地图说出

汉语、英语、法语、

俄语、西班牙语、

阿拉伯语的主要

分布地区。

1．记住世界上主要的六种

语言。

2．了解汉语、英语、法语、

俄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

的主要分布地区。

1．指导学生在地图上指出世界主要的六种

语言的主要分布地区。

2．引用数据或资料，引导学生说出世界上

使用范围最广的语言和使用人数最多的语

言。

●说出世界三大

宗教及其主要分

布地区。

1．记住世界三大宗教的名

称。

2．了解世界三大宗教的主

要分布地区、文化特点。

1．指导学生读图，说出三大宗教的主要分

布地区。

2．通过比较建筑风格、服饰差异等来认识

三大宗教。

3．运用地图和资料说出不同宗教信仰的文

化传统及其区域差异。

4．引导学生“尊重世界不同国家的宗教文

化”。

3.聚落

●运用图片描述

城市景观和乡村

景观的差别。

理解乡村和城市在生产方

式和景观上的差别。

1．通过收集和比较景观图，描述乡村和城

镇的差异。

2．通过图片展示，帮助学生了解乡村和城

市的居民在生产方式上的主要区别。

3．利用图片比较，介绍同一地区在不同时

期，乡村发展为城镇的过程。

●举例说出聚落

与自然环境的关

系。

1．了解聚落的概念。

2. 理解聚落的形成、发展、

分布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1．通过图片展示，帮助学生理解聚落概念。

2．通过图片对比，引导学生描述聚落的形

态特点。

3．利用图文资料列举实例，分析影响聚落

分布的自然因素。

●懂得保护世界

文化遗产的意义。

1．了解世界著名文化遗产。

2．理解保护世界文化遗产

的意义。

1．图片展示世界文化遗产中著名的传统聚

落，介绍其价值。

2．播放图片或视频，呈现不文明的、破坏

世界文化遗产的现象或行为，促进学生自我

反思，形成保护意识。

3．通过图文资料的介绍，让学生懂得保护

世界文化遗产的主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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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域发展差异

内容课标 学习要求 教学建议

●通过实例，认识

不同地域发展水平

存在差异。

1．了解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

家的概念。

2．了解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

家的划分标准是多因素综合

的结果。

3．运用数据和实例，认识发

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发展水

平的差异。

1．通过生产和图文资料的对比，展示发

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的差异。

2．通过实例，理解地域发展差异是由自

然条件差异、开发历史的早晚、经济水

平和社会发展水平等多方面差异造成

的。

●运用地图归纳发

展中国家与发达国

家的分布特点。

1．学会观察地图并描述发展

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主要集中

分布的位置。

2．归纳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

家的分布特点。

3．了解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

衡不是绝对的，而是变化。

1. 指导学生阅读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

家分布图，描述两类国家的分布位置。

2. 指导学生运用地图归纳发展中国家

与发达国家的分布特点。

3.通过案例介绍，让学生了解地区间经

济发展不平衡不是绝对的，而是变化的，

有些发展中国家在某方面的发展超越了

发达国家，增强学生热爱祖国、建设祖

国的信念。

●用实例说明加强

国际经济合作的重

要性。

1．了解国际经济合作的背

景。

2．理解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

性。

3.了解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经

济合作，对世界经济增长所

作出的巨大贡献。

1．以跨国公司的生产为例，介绍经济全

球化。

2、列举“南北对话”或“南南合作”案

例，了解国际经济合作。

3、列举全球性亟需缓解问题（如全球变

暖、臭氧空洞等），说明加强国际经济

合作的重要性。

（五）认识区域

内容课标 学习要求 教学建议

1.认识大洲

●运用地图等资料

简述某大洲的纬度

位置和海陆位置。

1.了解大洲的概念

2.了解按照地理方位，对大

洲进一步分区的方法。

3．学会从某大洲所处纬度范

围、主要温度带，与重要纬

线的位置关系来描述该大洲

的半球位置、纬度位置和范

围。

4．学会从某大洲相对于某个

大陆或大洋的位置关系（如

方位、距离等）来描述该大

洲海陆位置。

1．指导学生阅读大洲在世界的位置图，

简述某大洲的纬度位置和海陆位置，学

会迁移运用描述某一区域位置的方法。

2.运用地图等资料，让学生比较两个大

洲的位置和范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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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地图和其他

资料，归纳某大洲

地形、气候、水系

的特点，简要分析

其相互关系。

1.学会运用从地势（海拔、

倾斜状况、起伏状况）、地形

类型构成、地形分布状况方

面，来归纳某大洲的地形、

地势特征的方法

2.学会运用从气候的种类、

空间分布及其结构、气候突

出特征等方面，归纳某大洲

的气候特点的方法。

3.学会从长度、流向、水网

密度、分布形状（向心状、

放射状、树枝状等）、流域面

积、落差、河道宽窄深浅弯

曲状况等方面，归纳河流水

系特征的方法。(注意大洲和

某条河流的水系特点描述的

侧重点不同)

4.学会归纳某大洲的地形、

气候、水系的特点，分析和

理解其相互关系。

1.运用某大洲的地形图（地形剖面图）、

气候资料图、水系分布图和其他相关资

料，引导学生获取有效的地理信息，归

纳地形、气候、水系的特点；

2. 运用案例分析的教学方式，引导学生

综合分析某大洲的地形、气候、水系之

间的相互关系。

2.认识地区

●在地图上找出某

地区的位置、范围、

主要国家及其首

都，读图说出该地

区地理位置的特

点。

1 在地图中找出某地区的纬

度位置、相对位置、大致范

围以及主要国家和首都的方

法。

2．学会从纬度位置、相对位

置（大洲位置、海陆位置等）

总结出该某地区地理位置的

特点的方法，指出其在世界

交通位置中的重要性。

1．运用某地区地形图、在世界中位置图、

国家分布图等资料，引导学生读出该地

区的位置、范围、主要国家及首都；

2．引导学生读图说出某地区地理位置的

特点及其重要性。

●运用地形图和地

形剖面图，归纳某

地区地势及地形特

点，解释地形与当

地人类活动的关

系。

1．在地形图和地形剖面图上，

学会运用从地形类型及分

布、地势高低等方面，归纳

某地区地势和地形特点的方

法。

2．解释某地区地形地势特点

与人口分布、农业生产等方

面的关系。

1．运用某地区地形图和地形剖面图等资

料，引导学生归纳该地区地势和地形特

征。

2．运用案例分析法 ，引导学生学会解

释地形与当地人类活动的关系。

●运用图表说出某

地区气候的特点以

及气候对当地农业

1．在各类气候图表上，学会

运用从气候种类及其分布、

空间结构、水热要素等方面

1．运用某地区气候类型分布图、某典型

城市多年各月气温和降水量分布图，引

导学生从气候种类、空间分布、主要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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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和生活的影

响。

归纳某地区气候特点的方

法。

2．理解某地区气候特点对农

业类型、分布、收成等农业

生产方面，以及对人类饮食

习惯、民居、服饰等生活方

面的影响。

候类型水热时空组合特点等方面，归纳

该某地区气候特点；

2．运用案例分析的教学方式，引导学生

说出某地区气候特点对农业生产的影

响。

3 引导学生联系实际，从有利和不利方

面阐述气候对当地人类活动的影响，培

养学生辩证思维。

●运用地形图说明

某地区河流对城市

分布的影响。

1．通过阅读地形图，分析某

地区地形地势特点对河流流

向，河流特征的影响，理解

地形与河流分布的关系，河

流与城市分布的关系。

2．学会说出城市分布在河流

沿岸和河口三角洲的利弊条

件，理解河流对城市分布的

影响。

1．运用某地区地形、河流、城市分布图，

引导学生分析地形对河流流向、特征影

响，理解地形与河流分布关系，河流与

城市分布关系。

2．运用案例分析的教学方式，引导学生

说明某地区河流特点对城市分布的影

响。

3.教学中要引导学生联系实际，从有利

和不利方面阐述河流对城市分布的影

响，培养学生辩证思维。

●运用地图和其他

资料，指出某地区

对当地或世界经济

发展影响较大的一

种或几种自然资

源，说出其分布、

生产、出口等情况。

1.在地图和其他资料中，指出

某地区对当地或世界经济发

展影响较大自然资源的名称

和主要分布地区。

2.学会通过运用地图和资

料，归纳出这些自然资源的生

产、出口情况。

1．运用某地区自然资源分布图，引导学

生说出该地区较重要资源名称和主要分

布地区。

2．运用统计资料、具体数字、出口路线

图等引导学生归纳重要自然资源生产、

出口情况。

●举例说出某地区

发展旅游业的优

势。

理解某地区发展旅游业的优

势条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

行分析：自然环境、旅游资

源（自然或人文景观、民俗

等）、旅游基础设施、旅游客

源、交通、政策等方面。

1．结合某区域的具体案例，引导学生讨

论分析旅游业发展的区位条件。

2、收集某地区旅游的影像资料，丰富教

学内容和形式。

●运用资料描述某

地区富有地理特色

的文化习俗。

学会运用资料来描述某地区

衣食住行等风俗习惯，理解

该地区文化习俗与地理环境

的关系。

1.选择某地区有趣的有关文化风俗情景

材料、视频、照片等，引导学生描述该

地区文化习俗。

2.引导学生分析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关

系，并进行种族平等和尊重文化多样性

的教育。

●说出南、北极地

区自然环境的特殊

性，认识开展极地

科学考察和保护极

1.记住南、北极地区的范围、

自然环境特点，各自代表动

物的名称。

2.说出南、北极地区自然环境

1．运用南、北极地区冰雪世界的景观照

片引导学生总结出两地区自然环境的特

殊性，并通过列表归纳和比较两地区自

然环境特点上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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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环境的重要性。 的特殊性，并理解其含义。

3.认识极地考察和极地环境

保护的重要性，了解我国极

地科考站建设以及到南北极

考察时间并能简单分析原

因。

2．通过世界极地探险、中国极地科考基

地建设，极地地区资源分布、冰心探测

等资料引导学生认识极地考察重要性，

通过极地环境遭破坏、动物遭掠杀的照

片引导学生认识极地环境保护的重要

性。

3.认识国家

●在地图上指出某

国家地理位置、领

土组成和首都。

1.掌握从纬度位置、海陆位

置和半球位置等方面描述某

国家的地理位置的方法。

2.根据某国家的行政图，指

出其领土组成，了解该国的

首都名称及位置。

1．根据世界地图要求学生读取有效信

息，描述某国家地理位置。

2.提供某国家的行政图，由学生指出其

领土组成，说出该国的首都名称及位置。

●根据地图和其他

资料概括某国家自

然环境的基本特

点。

1．学会根据地图和其他资

料，概括某国家自然环境的

气候、地形、河流等基本特

点。

2.从气候类型及其种类、空

间分布、气候要素等方面概

括某国家的气候特征。

4．从地形类型、分布、海拔

高低及地表起伏状况等方面

概括地形地势特征。

5．从流量、汛期、含沙量、

结冰期等方面概括某国主要

河流的水文特征；从长度、

流向、支流数量等方面概括

主要河流的水系特征。

1.运用某国家的地形图、地形剖面图、

气候资料图、水系分布图和其他相关资

料，引导学生获取有效的地理信息，归

纳地形、气候、水文、水系的特点；

2.运用案例分析的教学方式，引导学生

综合分析某国家的地形、气候、水系之

间的相互关系。

●运用地图和其他

资料，联系某国家

自然条件特点，简

要分析该国因地制

宜发展经济的实

例。

运用地图和其他资料，在认识

某国自然环境特点的基础。

上，分析其工业或农业的分

布区、发展特点及成因，理

解如何因地制宜发展经济。

1.以某些国家的典型工业为例，运用地

图和其他资料，引导学生简要分析工业

区的分布与该国自然资源（矿产资源）

的特点和分布的关系，体会因地制宜发

展经济的重要性。

2.以某些国家的典型农业为例，运用地

图和其他资料，引导学生找出农业分布

与地形、降水分布、河湖分布的对应关

系，体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的重要性。

●用实例说明高新

技术产业对某国家

经济发展的作用。

1.了解高新技术产业的概

况。

2.结合某国实例，运用有关

资料，理解高新技术产业对

1.提供资料，引导学生感受高新技术产

业与传统工业的差异。

2.结合某国家实例，引导学生思考大力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作用，以及对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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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中国地理

疆域与人口
内容标准 学习要求 教学建议

1．疆域与行政区划

 运用地图说

出我国的地理位

置及其特点。

1.利用地图，说出我国地理位置

状况。

2.理解我国地理位置优越性。

1.引导学生学会描述一个区域或国家地

理位置的方法；

2.结合地图等资料，引导学生说出中国

的地理位置，归纳其特点；

3.用我国不同地区的生产、生活的情境

材料，引导学生推断我国地理位置的优

越性。

某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 的启示。

●举例说出某国家

在自然资源开发和

环境保护方面的经

验、教训。

1.以某国家的重要自然资源

为例，了解这种资源的开发

现状。

2.理解某国家开发自然资源

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及环

境保护方面的经验、教训，理

解协调资源开发与保护环境关系

的重要性。

1.以某国家的重要自然资源为例，提供

相关的图文资料，引导学生认识这种资

源的开发现状。

2.引导学生归纳某国家开发自然资源过

程中出现的问题，以及环境保护方面的

经验、教训，理解协调资源开发与保护

环境关系的重要性。

●根据地图归纳某

国家交通运输线路

分布的特点。

从地形、气候、资源、人口

分布等方面的地图，来归纳

某国的交通运输线路分布特

点的方法。

以某国家的主要交通运输线为例，提供

地图和资料，引导学生观察、比较该国

交通在不同地区的差异，启发学生思考

交通运输线路分布与自然环境、自然资

源、人口和经济之间的关系。

●根据地图和其他

资料说出某国家的

种族和人口(或民

族、宗教、语言)等

人文地理要素的特

点。

1.根据某国家的地图和其他资

料，了解该国种族构成和人

口、文化特点。

2.了解种族、人口和文化等人

文地理要素之间的相互影

响。

引导学生运用图文资料，说明某个国家

的重要人文地理特征，并结合该特征的

形成原因，认识种族和人口、文化等人

文地理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

●用实例说明某国

家自然环境对民俗

的影响。

从某国的气候、地形、河湖

等方面的自然环境特点，分

析并理解其对应的民俗特

征。

提供某国的气候、地形、河湖的地图及

相关资料，引导学生简要分析其对应的

民俗习惯。

●举例说出某国家

与其他国家在经

济、贸易、文化等

方面的联系。

1.在图文资料中，归纳总结

某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在经

济、贸易、文化等方面的联

系。

2.理解国际间经济文化交流

的重要性。

1.提供资料，引导学生联系实际说明该

国与其他国家在经济、贸易、文化等方

面的联系。

2.培养学生认识并理解国际间经济文化

交流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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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我国的

领土面积，在地

图上指出我国的

邻国和濒临的海

洋，认识我国既

是陆地大国，也

是海洋大国。

1．记住我国领土面积。

2．会在地图上指出我国疆域最

北、最南、最东、最西端的位置，

了解我国疆域范围。

3．会在地图上指出我国的邻国

4．会在地图上指出我国濒临的

海洋及重要的岛屿、半岛、海峡、

内海等，知道我国既是陆地大

国，也是海洋大国。

5．理解我国既是陆地大国，也

是海洋大国的优越性。

1．运用地图，结合我国东西、南北景

观图，引导学生记住我国“四至点”，

了解我国辽阔的疆域。

2．运用地图，引导学生找出我国濒临

的海洋、重要的岛屿等。

3．用地图等资料，让学生知道我国具

有漫长的陆上界线和海岸线、众多的邻

国，理解我国海陆兼备的优越性，渗透

国土知识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在我国政区

图上准确找出

34 个省级行政

区域单位，记住

它们的简称和行

政中心。

1．知道我国的三级行政区划。

2．记住我国 34个省级行政区域

单位名称、简称和行政中心，熟

悉各省区的位置。

1．结合日常生活实例，帮助学生了解

我国的三级行政区划。

2．通过拼图游戏等活动，引导学生多

角度记住我国 34 个省级行政区域单位

的分布、名称、简称和行政中心。

2．人口与民族

 运用有关数

据说明我国人口

增长趋势，理解

我国的人口国

策。

1．知道我国人口总数及在世界

中的位次。

2．能绘制人口增长曲线图说明

人口的变化特点。或利用相关数

据说明我国人口增长趋势。

4．理解我国人口国策。

1．用人口数据比较，引导学生说出我

国人口数量在世界中的位次。

2．用我国各年份人口数量统计数据，

指导学生绘制人口增长曲线图，说明我

国人口增长趋势。

3．通过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口变化

及其对生产、生活影响的相关材料，帮

助学生了解我国人口基本状况，理解我

国人口国策。

 运用中国人

口分布图描述我

国人口的分布特

点。

1．记住人口地理分界线。

2．利用地图描述我国人口分布

特点并简单分析其成因。

3．学会应用饼状图等资料分析

说明我国城镇和农村人口变化

情况。

1．用不同省份的面积、人口数据，让

学生计算人口密度，说明我国人口分布

差异。

2．运用中国人口分布图，引导学生记

住我国人口分界线，概括我国人口分布

的特点，简要分析其成因。

 运用中国民

族分布图说出我

国民族分布特

征。

1．知道我国共 56个民族。

2．利用地图说出我国民族分布

特征。

3．了解我国独特的民族风情。

4．理解我国民族政策。

1．用歌曲、视频、地图等资料，让学

生了解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感受我国各民族独特的民族风情。

2．用中国民族分布图等资料，引导学

生说出我国民族分布特征。

3．通过身边事例，引导学生了解地方

文化特色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知道我

国民族政策，树立正确的民族观。



15

自然环境与自然资源
内容标准 学习要求 教学建议

1.自然环境

 运用中国地形

图概括我国地

形、地势的主

要特征。

1．了解我国主要山脉及其走

向。

2．了解我国主要地形区（四

大高原、四大盆地、三大平

原和主要丘陵）。

3．了解我国地形类型构成特

点。

4．概括我国地形的主要特

征。

5．知道我国三级阶梯的分界

线、范围、大致海拔和主要

地形类型。

6．概括我国地势的主要特

征。

运用中国地形图等资料，引导学生：

1..记住我国主要山脉、主要地形区，说

出各主要地形单元的特点

2.说出我国地形类型构成特点。

3.记住我国三级阶梯的分界线、范围、大

致海拔和主要地形类型；概括我国地势、

地形特征。

4.从地形类型、地形分布、海拔高度、地

势起伏等地形地势特点，简要分析其对

农业、气候、河流的影响。

 运用资料说出

我国气候的主

要特征以及影

响我国气候的

主要因素。

1．了解我国冬夏气温分布特

点及温度带分布状况并简要

分析其主要影响因素。

2．了解我国年降水量时空分

布特点及干湿地区分布状

况，并简要分析其主要影响

因素。

3．理解我国不同温度带、干

湿地区对自然植被和农业生

产影响。

4．记住我国季风区与非季风

区的分界线，理解季风对我

国气候的影响。

5．概括我国气候的主要特

征。

1.运用图文资料，引导学生说出我国冬夏

气温、年降水空间分布特点，简要分析

其原因。

2.运用图文资料，引导学生说出我国温度

带、干湿地区分布及其对自然植被和农

业生产的影响。

3.运用图文资料，引导学生说出我国季风

区和非季风区分布，东部季风区降水季

节分配特点，简要分析冬、夏季风对我

国气候的影响。

4.归纳影响我国气候的主要因素。

 在地图上找出

我国主要的河流，

归纳我国外流河、

内流河的分布特

征。

1．了解我国主要河流，归纳

我国内、外流河的分布特征。

2．简要分析我国内、外流河

的主要水文特征。

1．运用地图，引导学生找出我国主要河

流，归纳我国内、外流河的分布特征。

2．阅读图文材料，引导学生比较内、外

流河水文特征，简要分析影响河流水文

特征的因素。

 运用地图和资

料，说出长江、黄

河的主要水文特征

以及对社会经济发

1．了解长江、黄河的河流概

况及各河段的主要水文特

征。

2．理解长江、黄河在水能、

1. 运用地图和资料，说出长江、黄河的

河流概况。

2.运用图文资料概括长江、黄河河流不同

河段的主要水文特征，简要分析河流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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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影响。 航运等方面的开发利用状

况。

3．知道长江、黄河存在的主

要问题与治理对策。

发利用的价值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

响。

3.用图文资料，引导学生了解长江、黄河

存在的主要问题与治理对策。

 了解我国是一

个自然灾害频繁发

生的国家。

1．了解影响我国自然灾害

的种类，关注寒潮、台风、

沙尘暴、旱涝、地震、泥石

流、滑坡等主要灾害及其造

成的危害。

2．了解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

频繁发生的国家，了解主要

灾害的防御措施，初步形成

防灾、减灾意识。

1.利用地图、新闻、视频等资料，让学

生了解旱涝灾害是影响我国最大的气象

灾害，理解我国旱涝灾害频繁发生的原

因。

2.利用阅读图文材料或时事新闻，让学

生了解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

国家，并初步形成防灾、减灾意识。

2．自然资源

 举例说明可再

生资源和非可

再生资源的区

别。

1．区别自然资源、可再生资

源和非可再生资源。

2．概括我国自然资源的特

点。

3．理解节约和保护自然资源

的重要性，养成节约和保护

自然资源的行为习惯。

1.结合学生身边的地理事象，引导学生

理解自然资源的概念，区分可再生资源

和非可再生资源。

2.用我国主要自然资源的总量、人均占

有量等图文资料，概括出我国自然资源

的特点。

3.用图文资料及学生身边事例，引导学

生养成节约习惯和形成保护自然资源的

意识。

 运用资料，说出

我国土地资源的主

要特点，理解我国

的土地国策。

1．了解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

国情。

2．理解我国主要土地类型的

分布状况，归纳我国土地资

源的主要特点。

3．理解珍惜和合理利用每一

寸土地的重要性。

1.运用比较法，引导学生了解我国“人

多地少”的基本国情。

2.用图文资料，引导学生说出我国耕地、

林地、草地主要分布的地形区，归纳我

国土地资源的主要特点。

3.用图文资料，引导学生了解土地资源

利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理解我国的土

地国策。

 运用资料说出

我国水资源时空分

布的特点及其对于

社会经济发展的影

响。

1．理解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

的特点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

的影响。

2．简要说明我国水资源时空

分布不均的原因及其解决措

施。

3．树立节约用水、保护水资

源的意识。

1.用图文资料，引导学生说出我国水资

源时空分布特点，说明原因及其解决措

施。

2.用图文材料，引导学生说出我国水资

源时空分布不均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

响。

3.通过学生身边事例或漫画等，引导学

生树立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的意识。

 结合实例说出

我国跨流域调水的

必要性。

1．了解南水北调跨流域调水

工程方案及其意义。

2．理解我国跨流域调水的必

要性。

1.利用图文资料，引导学生找出南水北

调的三线方案，分析南水北调工程的意

义。

2.运用资料，说明我国跨流域调水的必

要性。

经济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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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标准 学习要求 教学建议

1.经济发展

 运用资料

说出我国农业

分布特点，举

例说明因地制

宜发展农业的

必要性和科学

技术在发展农

业 中 的 重 要

性。

1.了解主要农业生产部门及

其分布。

2.理解我国主要粮食作物、

主要经济作物、主要牧区的

分布特点。

3.理解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的

必要性，初步形成可持续发

展观念。

4.理解科学技术在发展农业

中的重要性。

1.运用图文资料，引导学生说出我国种

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的分布区域，

归纳分布特点。

2.运用资料，引导学生简要分析农业分

布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理解因地制

宜发展农业的必要性。

3.运用实例，引导学生说明中国农业条

件的不断改善，理解科学技术在发展农

业中的重要性。

 运用资料

说出我国工业

分布特点，了

解我国高新技

术产业的发展

状况。

1．了解我国主要工业部门

及其分布，归纳其分布特点。

2．了解高新技术产业部门、

分布聚集区及其发展状况。

1.运用资料引导学生归纳中国工业的分

布特点，学会运用图文资料简要分析影

响工业分布的主要因素

2.运用阅读材料、结合社会实例，了解

主要的高新技术产业部门及我国发展的

状况

3. 运用图文资料，说出我国高新技术产

业带和密集区。

 比较不同

交通运输方式

的特点，初步

学会选择恰当

的交通运输方

式。

1.归纳现代主要交通运输方

式及其特点。

2.学会选择恰当的交通运输

方式

1 结合生活经验，说出现代交通运输方

式种类。

2.运用图表资料，在运速、运量、运价

和运距等方面比较各交通运输方式的一

般特点。

3．帮助学生运用所学各种交通运输方式

的特点以及客货运要求选择恰当的交通

运输方式。

 运用地图

说出我国铁路

干线的分布格

局。

1．了解我国主要铁路干线和

铁路枢纽及其分布。

2．归纳我国铁路干线的分布

格局

1.运用地图，引导学生找出我国主要铁

路干线和铁路枢纽。

2.根据地图信息归纳出我国铁路干线的

分布格局

2.文化特色

 举例说明

自然环境对我

国具有地方特

1.了解我国具有地方特色的

民族服饰、饮食、民居。

2.理解自然环境对我国具有

1．利用各种图片资料，知道我国具有地

方特色的民族服饰、饮食、民居及其特

点。

2．运用资料和多媒体课件，从气温、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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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服饰、饮

食、民居等的

影响。

地方特色的服饰、饮食、民

居等的影响，树立和谐发展

的人地观念。

水、地形等方面举例说明自然环境对服

饰、饮食、民居等的影响。

 结合有关

资料说明我国

地方文化特色

对旅游业发展

的影响。

理解我国地方文化特色对旅

游业发展的影响。

结合实例、阅读有关资料，说明我国地

方文化特色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

地域差异

内容标准 学习要求 教学建议

 在地图上

找出秦岭、淮

河，说明“秦

岭—淮河”一

线 的 地 理 意

义。

1.找出秦岭、淮河的位置。

2.理解“秦岭——淮河”一

线的地理意义。

1．运用地图，找出秦岭、淮河的地理位

置。

2．运用图片、视频等资料，引导学生学

会比较秦岭、淮河南北两侧自然环境、

地理景观和居民生产生活习惯等的差异

3．运用地图说明“秦岭—淮河”一线的

地理意义。

 在地图上

指 出 北 方 地

区、南方地区、

西北地区、青

藏地区四大地

理 单 元 的 范

围，比较它们

的自然地理差

异。

1.记住四大地理单元的地理

位置、分布范围。

2.掌握四大地理单元的主要

自然地理特征及其差异。

1.运用地图，引导学生指出四大地理单

元的位置、范围，明确其分界线。

2.运用地图，引导学生从位置、范围、

地形、气候、河流、植被、自然资源等

方面比较四大地理单元的自然地理差

异，掌握四大地理单元独具特色的自然

地理特征。

 用事例说

明四大地理单

元自然地理环

境对生产、生

活的影响。

1.了解我国四大地理单元自

然地理环境对衣、食、住、

行等生活方面的影响。

2.理解我国四大地理单元自

然地理环境对农业、工业、

服务业（包括交通运输等）、

聚落分布的影响。

1.结合图文材料等，引导学生说明我国

四大地理单元自然地理环境对农业、工

业、服务业（包括交通运输等）、聚落

分布的影响。

2.运用生活实例，引导学生说明我国四

大地理单元自然地理环境对衣、食、住、

行等生活方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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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区域
内容标准 学习要求 教学建议

1.位置与分布

 运用地图简要

评价某区域的

地理位置。

1.运用描述地理位置的方法

描述某地区的位置。

2.能根据所学地理知识对区

域的地理位置做出简要评价

1.运用某区域地图，引导学生运用地理

位置的描述方法，描述某区域的地理位

置，并对其进行评价。

2.引导学生归纳评价区域地理位置的思

路。

 在地形图上识

别某区域的主

要地形类型，

并描述区域的

地形特征。

1.结合区域地形图指出区域

内主要地形类型 。

2.能用简洁的语言概括区域

的地形特征。

结合某区域地形图，判断该区域的主要

地形类型；归纳并描述该区域的地形特

征。

 运用地图与气

候统计图表归

纳某区域的气

候特征。

1.学会阅读气候统计图表，

说出某区域的气温和降水特

点。

2．学会气候特征的描述方

法,即根据气温和降水特点

归纳某区域的气候特征。

运用地图和其他资料，以家乡或者其他

某区域为例，结合地图与气候统计图表,

引导学生说出某区域的气温和降水特

点，归纳气候特征。

 运用地图和其

他资料说出某

区域产业的结

构与产业布局

特点。

1．理解区域产业的结构，并

简单说明该结构形成的条

件。

2．能运用地图说出产业的空

间分布特点。

运用地图和其他资料，以家乡或者其他

某区域等为例，引导学生说出区域产业

结构和产业（工业、农业）的空间分布

特点，并简要分析其形成条件，并将其

方法运用于其他地区。

 运用地图和其

他资料归纳某

区域人口、城

市 的 分 布 特

点。

1．根据地图和资料，归纳人

口增长和分布的特点。

2．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影响区

域人口、城市分布的原因。

1. 运用地图和其他资料，归纳某区域人

口增长和分布的特点。

2. 运用地图和其他资料，归纳城市分布

特点

3. 运用地图和其他资料，简要说明人

口、城市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2.联系与差异

 举例说明某区

域内自然地理

要素的相互作

用 和 相 互 影

响。

能以某一区域为例，说明气

候、地形、河流等自然地理

要素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

响。

1．以某一区域为例，说出地理位置对自

然环境的影响，并说明自然地理要素的

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

2.学会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案例，解

释其他区域的同样问题。

 举例说出河流

在区域发展中

的作用。

从气候、地形等方面分析河

流特征，进而分析其在区域

发展中的作用。

以某大河为例，从河流水系、水文特点

分析河流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

用。

 运用资料比较

区域内的主要

地理差异。

1．用资料归纳总结区域内主

要自然地理差异。

2．运用资料归纳总结区域内

主要人文地理差异。

运用比较法，运用资料引导学生比较

区域内的主要地理差异（南北方地区或

其他区域的比较为例），并简要分析其产

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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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理解自然及人文地理差异

产生的原因。

 举例说出区际

联系对区域经

济 发 展 的 意

义。

1.以某一具体区际联系为

例，说明该联系对区域经济

发展的意义。

1．以某区域（如以家乡、长三角经济带、

港澳地区、珠三角地区等地）为例，说

出区际联系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

2．也可以以“西气东输”工程等案例，

说出该工程对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

意义。（或其他案例）

3.学会案例分析法的迁移运用。

 举例说明祖国

内地与香港、

澳门经济发展

的相互促进作

用。

1．举例说明港澳地区的位置

优势。

2．理解祖国内地和港澳地区

的经济合作、优势互补、互

惠互利。

1、搜集资料，说明港澳地区的位置优势。

2、运用图像、文字等资料，理解祖国内

地与港澳地区的经济联系。

 运用有关资料

分析说明外向

型经济对某区

域 发 展 的 影

响。

能借助有关资料，分析说明

外向型经济对区域经济、城

市与社会等发展的促进作

用。

运用图像资料，以家乡或其他地区的：

外向型工农业生产活动为例，分析外向

型经济对该地区 GDP 变化、城镇分布变

化和对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影响。

3.环境与发展

 根据资料，分

析某区域内存

在的自然灾害

与环境问题，

了解区域环境

保护与资源开

发利用的成功

经验。

1．了解某区域常见的自然灾

害和主要的环境问题。

2、简要分析某区域内自然灾

害和环境问题的形成原因。

3、了解某区域环境保护和资

源开发利用的成功经验，增

强防范自然灾害、保护环境

与资源的意识。

以某区域的自然灾害或环境问题为例，

运用图文资料引导学生分析区域自然灾

害或环境问题的形成原因，探究防治与

解决的措施。

 以 某 区 域 为

例，说明区域

发展对生活方

式和生活质量

的影响。

1．了解某区域的产业结构、

产业水平、城市发展等区域

的发展状况

2．联系实例说明区域发展对

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的影

响。

1.以某区域为例，运用资料统计图表等，

引导学生认识该区域的发展。

2.通过角色扮演、调查研究、辩论等活

动，指导学生讨论区域发展对生活方式

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运用资料说出

首都北京的自

然地理特点、

历史文化传统

和城市职能，

并举例说明其

城 市 建 设 成

就。

1.知道北京的地理位置。

2.说明北京的自然地理特

点。

3.了解北京的历史文化传

统，例如名胜古迹、传统民

居等、文化艺术等。

4.了解北京的城市职能及城

市建设成就。

1.运用地图和资料，引导学生说出北京

的地理位置、说明自然地理特点。

2.收集资料，让学生说出北京的文化传

统和城市职能。

3.举例说明北京城市建设成就。

 认识台湾省自

古以来一直是

祖国不可分割

1.了解台湾省的位置、范围，

认识台湾省自古以来一直是

祖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

1. 在地图上指出台湾省的位置和范围。

2．通过收集资料，让学生从地缘、血缘、

文缘、法缘、商缘等方面了解台湾与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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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圣领土；

在地图上指出

台湾省的位置

和范围，分析

其自然地理环

境和经济发展

特色。

2.理解台湾省自然地理环境

特点。

3.理解台湾省的工农业等的

发展状况，分析其经济发展

特色。

国大陆一水相连、血脉相亲的关系，增

强热爱祖国的情感。

3.运用地图等资料，引导学生分析台湾

的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特色，培养地理

综合思维能力。

 以 某 区 域 为

例，说明我国

西部开发的地

理条件以及保

护生态环境的

重要性

1. 以某区域为例，说明我国

西部开发的地理条件。

2. 以某区域为例，理解我国

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存在的问

题及其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

性

1. 从地图中了解我国西部的位置和范

围。

2. 结合地图及其所学的知识，以西部某

区域为例，说明我国西部开发的自然和

社会经济条件。

3. 结合地图及所学的知识，以西部某区

域为例，理解我国西部生态环境存在的

问题及其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4. 以西部某区域为例，归纳西部地区开

发的地理条件和生态环境问题，学会举

一反三，触类旁通。

三、考试评价

（一）日常学习评价

要关注过程性评价。注重评价形式的多样化和针对性 针对学生学习的心理特

征、学习形式和学习特点的差异以及各种评价方式的不足，评价应采取多种方式。

除了选用书面形式的测验、口头表达、描绘地图、绘制地理图表、读图分析等常见

评价形式，也要注意通过观察学生在讨论、实地观察与观测、调查、制作学具、探

究、课堂中的答问等活动中的表现来评价学生的学习。要重视学生的自评和互评。

评价结果建议采用评语和等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

（二）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要求

1.考试性质

初中地理学业水平考试是义务教育初中阶段的终结性省级考试，目的是全面、

准确地反映初中毕业生是否达到《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标准（2011 年版）》所规定的

学业水平。考试结果既是衡量学生是否达到毕业标准的主要依据，也是高中阶段学

校招生的重要依据。

2.命题依据

以《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标准（2011 年版）》为指导，以本指导意见为依据，结

合初中地理教学实际进行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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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命题原则

（1）导向性原则。坚持以学生为本，立足基础，注重能力培养，做到区域性、

综合性、思想性、生活性、实践性的统一，正确发挥考试的导向功能，转变教师的

教学方式和学生的学习方式，推动初中学校全面实施新课程、培养学生的学科素养、

创新精神。

（2）基础性原则。突出考查地理学科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注重学科基本思

想和学习方法的考核，考查初步应用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试题难易适当，

不出偏题和怪题。

（3）科学性原则。试题设计必须与考试大纲要求相一致，具有较高的信度、

效度。试卷结构合理，内容科学严谨，文字简洁、规范，答案准确合理。

4．考试范围

地球与地图、世界地理、中国地理、乡土地理。

5.内容目标

（1）目标要求

①知识考核目标与要求

知识目标 测试要求

了解 要求对地理基础知识的含义及其相关背景有初步的、感性的认识，

知道知识是什么，并能(或会)在有关的问题中识别它。

理解 对所学的地理基础知识、地理事物及现象有正确的理解，能够解释、

举例、推断，并能利用知识解释或说明问题。

应用 将所学的地理概念、原理运用于新情境中，建立不同情境下的合理

联系等。

②技能与能力考核目标与要求

技能与能力目标 测试要求

掌握和运用地理基

本技能、方法

能够阅读和运用图表获取地理信息；利用文字和绘制的图

表等形式表达地理信息；初步掌握所要求的地理实验、观

测、调查的基本方法。

地理记忆能力 对地理基础知识能再认、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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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空间思维能力 能运用地图进行地理事物的空间定位；指出或描述地理事

物的空间分布及其特点；阐明不同区域差异和区际联系。

地理逻辑思维能力 能用判断、归纳、比较、概括、分析等方法有逻辑地解答

问题。

创新意识和实践能

力

能发现问题，运用有关的知识和方法，提出解决问题的设

想。

③情感态度价值观考核目标与要求

(2)考试内容

第一部分 地理基础知识（地理记忆部分）

领

域
内 容

地

球

与

地

图

1.地球仪的基本要素：地轴、赤道、两极。

2.记住地球自转、公转运动的方向和周期。

3.北半球的夏至、冬至、春分和秋分的日期、太阳直射点的纬度、昼夜

长短。

4.纬线和经线的基本特点。

5.重要的地理经纬线及其数值。

6.地球五带的名称、范围及其地理现象。

7.高、中、低纬度的范围。

8.地形部位的名称：山顶（山峰）、山脊、山谷、鞍部、陡崖。

9.五种主要地形类型的名称和区别。

世

界

地

理

1.七大洲和四大洋名称、分布及大洲之间的界线。

2.世界著名山系及火山、地震带的名称和分布。

3.常见天气符号。

4.气温垂直递减率。

5.热带、亚热带、温带的九种气候类型名称、分布。

情感态度价

值观目标

测试要求

认同 学生完成由“知”到“信”的转化。在测试中表现为能够表达

感受、态度，并进行价值判断等。

领悟 具有稳定态度、一致行为和个性化的观念等。在测试中表现为

能结合实例运用正确的信念、价值观分析材料，得出结论，并

且能做到举一反三地加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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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世界三大人种、联合国的 6种工作语言、世界三大宗教的名称。

7.南、北极地区的大风、干旱等气候特征、自然资源、特有生物等。

8.俄罗斯、澳大利亚、美国、巴西、日本的地理位置、领土组成和首都。

中

国

地

理

1.我国疆域的最北、最南、最东、最西端的位置、领土面积、濒临的海

洋。

2.我国 34 个省级行政区域单位的名称、简称和行政中心。

3.人口分布特点，民族分布特点。

4.地势三级阶梯界线，主要山脉、四大高原、四大盆地、三大平原名称

及其分布。

5.我国季风区与非季风区的分界线。

6.长江、黄河、淮河、珠江、塔里木河、黑龙江名称和分布。

7.主要交通运输方式的名称、特点。

8.我国的土地国策。

9.秦岭—淮河一线地理意义。

10.我国四大地理单元的名称及其分布。

11.北京的经纬度及城市职能。

乡

土

地

理

1．福建省的邻省及濒临的海域、设区市名称及其分布。

2．主要山脉（武夷山，戴云山）、主要河流（闽江）。

第二部分 具体要求

一、地球与地图

（一）地球和地球仪

1．地球的形状、大小与运动

 了解人类认识地球形状的过程。

地球形状 人类认识地球形状的几个阶段

 用平均半径、赤道周长和表面积描述地球的大小。

 用简单的方法演示地球自转和公转。

地球自转和公转的轨道面、方向和周期 北半球的春分、秋分、冬至和夏

至的日期 太阳直射点移动的纬度范围及其规律

 用地理现象说明地球的自转和公转。

地球自转产生的地理现象：①昼夜更替；②日月星辰的东升西落；③地方

时的变化；④一天中物体影子长短的变化

地球公转产生的地理现象：①地球上的五带；②昼夜长短的季节变化；③

四季更替；④正午物体影子的方向和长短的季节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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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球仪

 运用地球仪，说出经线与纬线、经度与纬度的划分。

经线和纬线的基本特点 东、西经度和南、北纬度的划分 重要纬线

(赤道、回归线、极圈) 南、北半球的划分 高中低纬（度）的划分 地

球五带的划分及其地理现象 重要经线（0°、180°，20°W，160°E） 东、

西半球的划分

 在地球仪上确定某地点的经纬度。

在地球仪上判读、标注某地点的经纬度

（二）地图

 在地图上辨别方向，判读经纬度，量算距离。

 在等高线地形图上，识别山峰、山脊、山谷，判读坡的陡缓，估算海拔与

相对高度。

识别等高线地形图上的山峰（山顶）、山脊、山谷、鞍部和陡崖 判断

陡坡和缓坡 在等高线地形图（或分层设色地形图）和地形剖面图上估算海

拔和相对高度

 在地形图上识别五种主要的地形类型。

 根据需要选择常用地图，查找所需要的地理信息，养成在日常生活中使用

地图的习惯。

 列举电子地图、遥感图像等在生产、生活中应用的实例。

电子地图、遥感影像等在外出旅行、科研、农业、工业、国防、防灾救灾

等方面的应用

二、 世界地理

（一）海洋与陆地

1．海陆分布

 运用地图和数据，说出地球表面海、陆所占比例，描述海陆分布特点。

 运用世界地图说出七大洲、四大洋的分布。

大陆、岛屿、半岛的区别 七大洲和四大洋的名称、分布及大洲之间的

分界线

2．海陆变迁

 举例说明地球表面海洋和陆地处在不断的运动和变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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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证据说明地球表面海洋和陆地处在不断的运动和变化之中

 知道板块构造学说的基本观点，说出世界著名山系及火山、地震分布与板

块运动的关系。

板块构造学说的基本观点 六大板块的名称及其分布 世界著名山系

及火山、地震带的名称及其分布 火山、地震带的分布与板块运动的关系

（二）气候

1．天气

 区分“天气”和“气候”的概念，并能正确运用。

 识别常用天气符号，能看懂简单的天气图。

 用实例说明人类活动对空气质量的影响。

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生活等人类活动对空气质量的影响

2．气温与降水的分布

 阅读世界年平均和 1月、7月平均气温分布图，归纳世界气温分布特点。

 阅读世界年降水量分布图，归纳世界降水分布特点。

 运用气温、降水量资料，绘制气温曲线图和降水量柱状图，说出气温与降

水量随时间的变化特点。

3．主要气候类型

 运用世界气候类型分布图说出主要气候类型的分布。

热带、亚热带、温带的主要气候类型名称、区别、分布、特点

 举例说明纬度位置、海陆分布、地形等因素对气候的影响。

 举例说明气候对生产和生活的影响。

（三）居民

1．人口与人种

 运用地图和其他资料归纳世界人口增长和分布的特点。

世界人口增长的特点、世界人口分布特点及其原因 人口自然增长率和

人口密度的计算

 举例说明人口数量过多对环境及社会、经济的影响。

人口数量过多或过少对环境及社会、经济的影响

 说出世界三大人种的特点，并在地图上指出三大人种的主要分布地区。

三大人种的名称及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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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语言和宗教

 运用地图说出汉语、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的主要分布

地区。

 说出世界三大宗教及其主要分布地区。

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 世界三大宗教的主要分布地

区

3．聚落

 运用图片描述城市景观和乡村景观的差别。

城市与乡村（农村、牧村、渔村）在道路、交通、建筑、人口、经济活动、

环境问题等方面的差异

 举例说出聚落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聚落的分布位置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聚落的建筑特点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懂得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意义。

（四）地域发展差异

 通过实例，认识不同地域发展水平存在差异。

不同地域发展水平的主要差异体现在：人口、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比重；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生产发展水平、服务的社会化水平；居民生活水平（居住、

收入、消费、教育等）

 运用地图归纳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分布特点。

“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的含义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分布特点

 用实例说明加强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性。

我国经济的改革开放需要加强国际经济合作 经济全球化需要加强国际

经济合作

（五）认识区域

1．认识大洲

 运用地图等资料简述某大洲的纬度位置和海陆位置。

 运用地图和其他资料归，纳某大洲地形、气候、水系的特点，简要分析其

相互关系。

2．认识地区

 在地图上找出某地区的位置、范围、主要国家及其首都，读图说出该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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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的特点。

 运用地形图和地形剖面图，描述某地区地势及地形特点，解释地形与人类

活动的关系。

 运用图表说出某地区气候的特点以及气候对当地农业生产和生活的影响。

 运用地形图说明某地区河流对城市分布的影响。

 运用地图和其他资料，指出某地区对当地或世界经济发展影响较大的一种

或几种自然资源，说出其分布、生产、出口等情况。

 举例说出某地区发展旅游业的优势。

 运用资料描述某地区富有地理特色的文化习俗。

 说出南、北极地区自然环境的特殊性，认识开展极地科学考察和保护极地

环境的重要性。

3．认识国家

 在地图上指出某国家的地理位置、领土组成和首都。

 根据地图和其他资料，概括某国家自然环境的基本特点。

 运用地图和其他资料，联系某国家自然条件特点，简要分析该国因地制宜

发展经济的实例。

 用实例说明高新技术产业对某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

 举例说出某国家在自然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方面的经验、教训。

 根据地图归纳某国家交通运输线路分布的特点。

 根据地图和其他资料，说出某国家的种族和人口（或民族、宗教、语言）

等人文地理要素的特点。

 用实例说明某国家自然环境对民俗的影响。

 举例说出某国家与其他国家在经济、贸易、文化等方面的联系。

说明：

1.世界区域地理要求初步掌握学习和探究区域地理的基本方法。

2.亚洲；南、北极地区、东南亚、欧洲西部、中东（西亚）、南亚（印度）；俄罗

斯、澳大利亚、美国、巴西、日本为必学内容。

3.以某区域为例，在教学上要以教材的某区域为案例，不仅要掌握本区域的学习方

法，还要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不可以局限在本区域的内容和方法）。

三、中国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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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疆域与人口

1．疆域与行政区划

 运用地图，说出我国的地理位置及其特点。

我国的半球位置、纬度位置和海陆位置 我国地理位置特点及优越性

 记住我国的领土面积，在地图上指出我国的邻国和濒临的海洋，认识我国

既是陆地大国，也是海洋大国。

我国的四至点、领土面积 我国陆上邻国与隔海相望的国家 我国濒

临的海洋（四海一洋）、主要的岛屿、群岛、海峡和内海 我国的海岸线和

陆上国界线

 在我国政区图上准确找出 34 个省级行政区域单位，记住它们的简称和行政

中心。

我国基本的三级行政区划 34 个省级行政区域单位的分布、名称、简称、

行政中心

2．人口与民族

 运用有关数据说明我国人口增长趋势，理解我国的人口国策。

 运用中国人口分布图描述我国人口分布特点。

 运用中国民族分布图说出我国民族分布特征。

我国有地理特色的民族习俗和节日 我国民族分布特征

（二）自然环境与自然资源

1．自然环境

 运用中国地形图，概括我国地形、地势的主要特征。

我国地形类型构成特点 我国主要地形区的分布 我国地势三级阶梯

的分界线 我国地形地势的主要特征

 运用资料说出我国气候的主要特征以及影响我国气候的主要因素。

我国气温的分布特点及温度带 我国年降水量的分布及干湿状况 我

国气候的主要特征 影响我国气候的主要因素 我国主要气候类型的分布

 在地图上找出我国的主要河流，归纳我国外流河、内流河的分布特征。

我国主要的河流 河流的水文特征 我国外流河、内流河的分布特征

 运用地图和资料，说出长江、黄河的主要水文特征以及对社会经济发展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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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黄河的概况 长江、黄河的主要水文特征 不同河段的开发利

用、存在的突出问题及治理措施

 了解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国家。

我国主要的气象灾害及分布 我国主要的地质灾害及分布 主要的防

灾减灾措施

2．自然资源

 举例说明可再生资源和非可再生资源的区别。

自然资源的概念 区别可再生资源与非可再生资源 我国自然资源的

特点 节约和保护自然资源的行为方式

 运用资料，说出我国土地资源的主要特点，理解我国的土地国策。

我国土地资源主要特点 我国土地资源的利用类型及分布 我国的土

地国策

 运用资料说出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的特点及其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的特点及其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我国水资源

的利用与保护

 结合实例说出我国跨流域调水的必要性。

(三)经济与文化

1．经济发展

 运用资料说出我国农业分布特点，举例说明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的必要性和

科学技术在发展农业中的重要性。

 运用资料说出我国工业分布特点，了解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状况。

我国工业分布特点 高新技术产业部门 高新技术产业聚集区 我国

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状况

 比较不同交通运输方式的特点，初步学会选择恰当的交通运输方式。

 运用地图说出我国铁路干线的分布格局。

我国主要铁路干线和铁路枢纽 我国铁路干线的分布格局

2．文化特色

 举例说明自然环境对我国具有地方特色的服饰、饮食、民居等的影响。

我国具有地方特色的民族服饰、饮食 我国具有地方特色的民居（如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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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竹楼、黄土高原窑洞、内蒙古草原上的蒙古包等）及其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结合有关资料说明我国地方文化特色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

（四）地域差异

 在地图上找出秦岭、淮河，说明“秦岭—淮河”一线的地理意义。

 在地图上指出北方地区、南方地区、西北地区、青藏地区四大地理单元的

范围，比较它们的自然地理差异。

四大地理单元的位置、范围、主要自然地理特征 比较四大地理单元的

自然地理差异

 用事例说明四大地理单元自然地理环境对生产、生活的影响。

四大地理单元自然地理环境对农业、工业、服务业（包括交通运输等）、

人口与城市分布，饮食习惯、服饰、传统民居等的影响

（五）认识区域

1．位置与分布

 运用地图简要评价某区域的地理位置。

 在地形图上识别某区域的主要地形类型，并描述区域的地形特征。

从主要地形类型构成，地形分布状况，从海拔、倾斜状况及起伏状况描述

某区域的地形、地势特征

 运用地图与气候统计图表归纳某区域的气候特征。

 运用地图和其他资料说出某区域产业的结构与产业布局特点。

 运用地图和其他资料归纳某区域人口、城市的分布特点。

2．联系与差异

 举例说明某区域内自然地理要素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

识记自然地理要素的组成（气候、地形、河流与湖泊、植被、土壤等） 理

解自然地理的某一个或某几个要素变化引起其他要素的相应变化，自然地理要

素之间相互作用，对自然环境产生影响

 举例说出河流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

 运用资料比较区域内的主要地理差异。

主要从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地理差异等方面进行区域比较 自然地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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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包含自然地理位置、气候、地形、河流与湖泊、植被等各要素 社会经济

地理差异包含农业、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科技产业等

 举例说出区际联系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意义。

交通运输线、西气东输、南水北调等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意义

 举例说明祖国内地与香港、澳门经济发展的相互促进作用。

 运用有关资料分析说明外向型经济对某区域发展的影响。

3．环境与发展

 根据资料，分析某区域内存在的自然灾害与环境问题，了解区域环境保护

与资源开发利用的成功经验。

分析某区域内存在的自然灾害、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等环境问题 了解

区域环境保护与资源开发利用的成功经验

 以某区域为例，说明区域发展对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区域内产业结构变化、城市发展、经济文化水平的变化等方面反映一个区

域的发展 区域发展对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产生影响

 运用资料说出首都北京的自然地理特点、历史文化传统和城市职能，并举

例说明其城市建设成就。

 认识台湾省自古以来一直是祖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在地图上指出台湾

省的位置和范围，分析其自然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特色。

 以某区域为例，说明我国西部开发的地理条件以及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6.考试要求

(1)考试形式：闭卷、笔试；考试时间：60分钟；试卷满分为100分。

(2)试卷难度：根据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的性质合理安排试题难度结构进行命题。

(3)试卷结构：⒈题型分值比例⑴ 单项选择题50% ⑵ 非选择题50%

(4)内容分值比例 ①地球地图约15% ②世界地理约30% ③中国地理与乡土地理

共约55%

7.试题示例

http://www.baidu.com/s?wd=%E5%9F%8E%E5%B8%82%E5%8F%91%E5%B1%95&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d9ryRYuAc1m1bvnyNbnhcd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WcsnW03nWTdPWTdnHnknHRs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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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图 1示意某地地形剖面，由图可看出，

该地地势特点是 (难度:容易)

A．北高南低

B．南高北低

C．西高东低

D．东高西低

[答案] D

[说明] 该题考查的课程标准涉及 “运用地形剖面图，描述某一地区地势变化

特点”。题目考查的是地形剖面和地势等相关知识、获取地理信息的技能和读图析

图能力。题目创设了某地的地形剖面图及相关的图文情境，结合题意判断出该地的

地势特点。

例 2．图 2示意某市某年 2月 11～20 日气温的变化，以下 4个日期气温日较差

最大的是 (难度:容易)

A．12 日

B．14 日

C．16 日

D．18 日

[答案] D

[说明] 该题考查的课程标准涉及“运用气温、降水量资料，绘制气温曲线和

降水量柱状图，说出气温与降水量随时间的变化特点”。题目考查的是气温日较差

及统计图的相关知识、获取和解读信息的能力和计算技能。题目创设了某市气温变

化及相关的图文情境，根据所学的知识判断得出结论。

例 3．图 3示意内蒙古海拔大致相同区域的自治区植被景观分布，读图完成 4～

6题。 (难度:容易)

4．内蒙古自治区的植被变化从东往西大致是

A．森林→草原→荒漠

B．荒漠→森林→草原

C．森林→荒漠→草原

D．草原→森林→荒漠

图中的单位：米

图 1

图 2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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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据图推断内蒙古自治区年降水量的分布规律大致是

A．南多北少 B．西北多东南少

C．东多西少 D．西多东少

6．内蒙古自治区最主要的农业生产部门是

A．林业 B．牧业

C．种植业 D．渔业

[答案] A、C、B

[说明] 该题组考查的课程标准涉及“运用资料，说出我国土地资源的主要特

点，理解我国的土地国策”、“运用资料，说出我国气候的主要特征以及影响我国气

候的主要因素”、“用事例说明四大地理单元自然地理环境对生产、生活的影响”。

题组考查的是植被景观（土地资源利用）的空间分布、影响植被分布的主要因

素、我国降水量的空间分布规律以及自然地理环境对生产的影响等知识；主要考查

的是获取和解读地理信息的能力，归纳、分析解决地理问题的能力；考查的情感、

态度与价值观是人地关系、因地制宜的观念。

题组创设了植被景观分布的相关图文情境，根据所学的知识，归纳植被分布变

化的大致规律；分析影响植被分布规律的主要因素，并结合我国年降水量的空间分

布规律，推测该区域年降水量的分布规律；根据所学知识判断该区域内因地制宜发

展的农业部门。

例 4．图 4示意某山地的局部等高线分布，读图完成 7～8题。

7．若 AB 两地的图上距离为 4厘米，

其实地的水平距离是 （难度：容易）

A.100 米 B.200 米

C.300 米 D.400 米

8．AB 两地间建有空中索道，乘索道

从低处往高处的运行方向是 （难度：中

等）

A．由北向南

B．由西北向东南

C．由南向北

D．由东南向西北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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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B、C

[说明] 该题组考查的课程标准涉及“在地图上辨别方向，判断经纬度，量算

距离。”第 7题考查的是比例尺的相关知识、获取地理信息及地理计算的基本技能。

该题创设了某山地局部等高线分布的相关图文情境，根据 AB 的图上距离计算实地

的水平距离。

第 8题考查的是地图和等高线等相关知识、获取和解读地理信息及调用所学知

识进行分析判断的能力。题目创设了某山地局部等高线的分布及相关的图文情境，

通过河流流向或者地形部位判断 A、B 两地的地势高低，再通过指向标判断索道从

低向高行走的方向。

例 5. 小亮同学计划暑假从西宁乘火车到拉萨旅行，请帮助他完成旅游攻略。

信息准备：青藏高原素有“世界屋脊”之称，地高天寒，雪山连绵，牛羊成群，

青稞飘香。

物品准备：羽绒服、登山鞋、氧气袋、药品、照相机、铁路沿线景点分布示意

图（图 5）。

（1）西宁是 省的行政中心。小亮将乘坐火车沿 铁路行进，

沿途他可以游览全国最大的咸水湖泊 、拉萨著名的藏传佛教建筑

等旅游景点。（难度：中等）

（2）我国夏季平均温最低的高原是________，主要因为该高原的___________（难

度：容易）

（3）小亮在拉萨等图示地区旅行，根据自然环境特点需准备 等物品。

（写一种）（难度：容易）



36

（4）为保护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小亮在旅行途中应该注意的事项有 、

等。（难度：容易）

[答案]

（1）青海 青藏 青海湖 布达拉宫

（2）青藏高原 海拔高

（3）太阳镜（或太阳帽、防晒霜等防晒物品）

（4）不破坏植被，保护野生动物等（言之有理即可）

[说明] 该题考查的课程标准涉及“举例说明区域内自然地理要素的相互作用

和相互影响。”和“用事例说明四大地理单元（青藏地区）自然地理环境对生产、

生活的影响。”。该试题以“西宁乘火车到拉萨旅行”为情境，考查了区域的地理位

置、地形和气候两个自然地理要素之间的关系、自然环境对生活的影响等知识。第

（1）～（3）题考查了获取和解读地理信息及调用所学知识进行分析判断的能力，

第（4）题通过生态环境保护的事例考查了学生的可持续发展的地理观。该题创设

的情境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要求学生能用所学地理知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体现

了 “学习对终身发展有用的地理”、“学习对生活有用的地理”的新课程理念。

例 6．某中学地理兴趣小组拟探究的主题是“城市分布问题”。图 6、图 7分别

示意中南半岛主要城市分布、福建省主要城市分

布，读图完成下列问题。

（1）读图 6 完成下表：(难度:容易)

归纳：中南半岛城市大多分布在 附近。

（2）从图 7可看出福建省主要城市多

分布在________。(难度:中等)

（3）指出影响上述城市分布的有利条

件。(难度:较难)

有利条件：

A．沿海城市，对外交通便利；

B． ；

C． 。

首都 附近河流

河内 红河

①________ 湄公河

曼谷 ②________

图 6

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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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1）①万象 ②湄南河 河流（2）沿海、河流沿岸；（3）有利条件：B.

河流流经城市，为其提供充足的生产生活用水；C. 河流运输便利。（答案有理即可）

[说明] 该题考查的课程标准涉及“运用地形图说明某地区河流对城市分布的

影响”。题目考查的是地图知识、区域地形、河流等自然环境对城市分布的影响等

相关知识，考查的情感、态度、价值观是人地协调、因地制宜的观念。第（1）小

题考查的技能与能力是获取该区域城市分布等相关信息及归纳能力；第（2）小题

考查的是根据福建省主要城市分布进行归纳和逻辑推理的能力。第（3）小题考查

的能力是综合分析地形、河流等自然地理要素在地理环境形成中的作用以及对人类

活动的影响。题目创设了以探究活动的形式呈现图文情境，根据图文信息，分析得

出结论。

8．试卷题型参考

（该试卷题型仅供学校教学及复习参考，与省级统考试卷的题序安排、考试内容

等方面无对应关系）

一、单项选择题（每小题 2分，25 小题，共 50 分）

读图 1，完成 1～3题。

1．麦哲伦船队从西班牙出发，首先经过

A．印度洋 B．大西洋 C．太平洋 D．北冰洋

2．麦哲伦船队经过的地区有

A．西亚 B．中亚 C．东南亚 D．北美

3．1月份，好望角正处于

A．夏季 B．多雨 C．冷季 D．多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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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示意我省某市某时段天气周报手机截图。读图完成 4-5 题。

4．根据天气周报，人们出行最有可能使用雨具的是

A．星期一 B．星期二 C．星期三 D.星期四

5．截图中的天气状况，最有可能出现在

A.1 月 B．4 月 C.7 月 D.10 月

读图 3完成 6～7题。

6．图示期间福建省城镇人口数量

A．持续增长 B．持续减少

C．始终比农村多 D．始终比农村少

7．造成福建省城乡人口变化的最主要原

因是

A．城镇居民到乡村养老

B．城镇青年到乡村创业

C．农村老年人进城养老

D．农村青壮年进城务工

读图 4完成 8～9题。

8.“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的关键因素是

A.资源与土地 B.气候与地形

C.市场与交通 D.技术与人才

9．下列不属于．．．高新技术在生活中应用的是

A.电风扇 B.3D 打印机

C.汽车导航仪 D.智能扫地机器人

图 3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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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城楼坐北朝南（面朝正南方向）。寒假某日，城楼上红旗迎风飘扬，小玲兴

致勃勃地在城楼前拍照留念（图 5）。读图完成 10～12 题。

10．该日北京的昼夜长短情况是

A．昼长夜短 B．昼夜平分

C．昼短夜长 D．极夜

11．此时，天安门广场的风向大致是

A．西风 B．南风

C．东北风 D．西南风

12．根据人影朝向，推断拍照时的北京时 间

为

A．6∶00 左右 B．8∶00 左右

C．12∶00 左右 D．16∶00 左右

13.每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都在北京召开，体现的北京城市职能是

A.商业中心 B.旅游中心 C.经济中心 D.政治中心

2014 年 2 月 8 日，中国第四个南极科学考察站“泰山站”正式建成开站。读图

6、图6、7，完成 14～15题。

14．我国四个南极科学考察站

中没有极昼极夜现象的是

A．泰山站 B．昆仑站

C．中山站 D．长城站

15．泰山站主体为高脚式的灯

笼状建筑（如图 7），采用该式

建筑主要是

A．利于天文观测 B．防野生动物侵袭

C．防紫外线辐射 D．防暴雪掩埋

16．图 8漫画“祸从口出”反映的主要环境问题是

A．土地荒漠化

B．草场退化

C．全球变暖

D．水土流失

据我国位置及其影响的有关知识，回答 17～18 题。

17．下列地点位于中国境内的是

图 5

图 7

图 6

“祸从口出”

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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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7°E，9°S B．135°W，49°N

C．135°E，59°N D．118°E，26°N

18．据我国位置可知

A．东西时差小 B．寒带面积大

C．气候复杂多样 D．跨东西两半球

暑假小明乘列车到甘肃旅游。读图 9，完成 19～21 题。

19．小明发现，甘肃境内一路从东到西森林―草原―荒漠景观变化明显，其影响因

素是

A．纬度位置 B．地形因素

C．海陆位置 D．河流影响

20. 兰州―乌鲁木齐铁路线名称为

A．包兰线 B．兰新线

C．陇海线 D．青藏线

21. 小明推测，适宜在甘肃发展的经济部门是

①石油化工 ② 橡胶种植

③轮船制造 ④旅游业

A．①② B．②③

C．③④ D．①④

图 10 是我国四大地理区域略图，读图完成 22～23 题。

22．甲、乙区域的分界线大致为

A．400 毫米等降水量线

B．半湿润和半干旱分界线

C．亚热带和暖温带分界线

D．1月平均气温 10℃等温线

23．各区域与其特色景观的匹配，正确的是

A．甲区域——梯田 B．乙区域——蒙古包

C．丙区域——四合院 D．丁区域——坎儿井

图 11 是美国本土农业带分布图，读图完成 24～25 题。

24．图中面积最大的农业带是

A．亚热带作物带 B．棉花带

C.畜牧和灌溉农业 D．玉米带

25．该图可反映美国农业的

图 9

图 10

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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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地区生产专业化 B．生产过程机械化

C．生产科技化 D．产品高度商品化

二、非选择题（共 50 分）

26.图 12 是某地等高线地形图(单位：米)、图 13 是 CD 水坝图片，读图完成下列各

题。（8分)

（1）图中虚线所示的地形部位是 ____ ，清水河干流的大致流向是 。

（2）山峰 A 的海拔高度大约是__________。同学们发现 B 地杜鹃花正在怒放着，

而 A地杜鹃花仍含苞待放，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是___________。

（3）E、F两处坡度较缓的是______，判断理由是________ ____（2 分）。

（4）CD 处修有水库大坝。右图是水库放水时拍摄的人工瀑布景观，其拍摄地点可

能是甲、乙、丙三个地点中的 地。

27．图 14 为我国南方局部区域略图，图 15 为福建省略图，读图完成下列各题。（9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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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福建省东隔________海峡与台湾省相望，其西南相邻的省级行政区域的简称

是________。

（2）福建省最大的河流是__________。根据图中河流的流向，判断福建省的地势

特点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

（3）读图 15，福建省的城市大多分布在________________，主要原因是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福建吸引台商投资的优势条件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要求：至少列举一例） （2分）。

28．图 16 为我国年降水量分布图，读图表资料完成下列各题

（1）曲线Ⅰ为 毫米年等降水量线，此线

以西的土地利用类型以 为主，主要农业

生产部门为 业。

（ 2 ） 曲 线 Ⅱ 东 段 大 致 经 过

一线（地理分界线），该地理分界线以南耕地类型

以 为主，以北种植的主要粮食作物有 、玉米等。

（3）A、B、C三地农业种植结构与表 2 相符的是________，该地发展农业生产的

有利条件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 分）。（列举一例即可）

29．小华和小静暑假从西安出发沿图中线路旅行，读图 17、图 18，回答问题．（8

表 2 农作物种植比例

农作物名

称

所 占 比 例

（%）

水 稻 62

油 菜 30

蔬 菜 6

其 它 2

图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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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1）黄土高原的主要地表特征是_________，当地特色传统民居是_________．

（2）线路穿过我国地势第二、三级阶梯分界线_________山脉后，一路北上进入华

北平原。华北平原的形成与图中的______河有关，从黄土高原挟带的大量泥沙，在

下游沉积，使河床抬高，形成“_________河”。

（3）该线路经过的平原中被称为“黑土地”的是_________平原。

（4）沿途主要粮食作物是 ，一路向东北，作物熟制却从两年三熟变为一年

________熟．

30．图 19 为某岛地形图及甲乙两地气候资料。读图完成下列各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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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该岛地处东、西半球中的_________半球，大部分地区位于地球五带中的________带。

(2）甲地气候类型的名称是_________，乙地的气候特征是___________________。

(3）甲、乙两地中年降水量较大是_________，主要原因是__________________。

(4）该岛东、西两侧耕地面积较大的是＿侧，判断理由是_________________。

31.随着北极航道的开通，我国通往欧洲等地的航程及时间大大缩短。根据图文资

料，完成下列要求。（8分）

图 20 世界局部地区示意图

（1）填写下列地理事物的名称：甲__________ 洲，丙 __________洋。（2分）

（2）仿照图上所示的北极东北航道，请你设计图例并绘制永盛轮由鹿特丹返回

大连的传统航线。（2分）

（3）某轮船传统航线返航，在各港口停靠后感受到下列现象：

①白种人为主，居民多讲阿拉伯语； ②牛在市场自由行走，随意吃东西；

③佛塔林立，华人、华侨众多； ④许多国家使用统一货币欧元。

请将上述现象的代表序号填入表格中对应的方框内。（2分）

区 域 A B C D

现 象

（4）与传统航线相比，指出北极东北航道的优缺点。（2分）

（答二点给满分，有理即可酌情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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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一、单项选择题

1．B 2.C 3.A 4.C 5.C 6.A 7.D 8.D 9.A 10.C 11.C 12. C 13.D

14.D 15.D 16 .A 17.D 18.C` 19.C 20.B 21 D 22.C 23.D 24.C 25.A

二、非选择题

26．（8分）

（1）山脊 自西北向东南

（2）600-700 地形（海拔）

（3）F 等高线比较稀疏

（4）丙

27．（9分）

（1）台湾 粤

（2）闽江 西北高，东南低

（3）东部沿海 地形平坦 交通便利

（4）距离相近，文化相同，许多台胞的祖籍是福建等（2分）

28．（9分）

（1）400 草地 畜牧

（2）秦岭—淮河 水田 小麦

（3）A 年降水丰富、年均温高；雨热同期（2分）

29．（8 分）

（1）地表特征是沟壑纵横或千沟万壑 ，传统民居是窑洞

（2）太行 山脉，黄 河，“地上 河”

（3）东北 平原

（4）粮食作物是 小麦 ，一年一 熟

30.(8 分）

(I）东 热

(2）热带雨林气候 冬季炎热干燥，夏季高温多雨

(3）甲 甲地地处盛行风的迎风地带，降水较多

(4）西 西侧地形较平坦；灌溉水源充足

31. （8 分）（1）非 北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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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区 域 A B C D

现 象 ③ ② ① ④

（4）优点：用时短；经过国家少，较为安全。

缺点：路程长；有结冰期，通航时间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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