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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 1：地球自转的地理意义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1.昼夜交替：判断晨昏线

自转法 顺着地球的自转方向，由夜进入昼的为晨线，由昼进入夜的为昏线

时间法 赤道上地方时为 6时的是晨线，为 18 时的是昏线

方位法 夜半球东侧为晨线，西侧为昏线；昼半球东侧为昏线，西侧是晨线

2.地方时和区时计算

某地地方时＝已知地方时±两地时差

两地时差＝（两地经度差÷15°）小时

3.地转偏向力：顺着物体前进的方向，北半球右偏，南半球左偏，赤道上无

偏向力，纬度越高偏转越大。

考点 2：大气的物质组成及垂直分布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大气的物质组成

大气成分 作用

干洁空气

氮气 蛋白质主要成分

氧气 呼吸作用

二氧化碳 光合作用原料、保温作用

臭氧 吸收紫外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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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水汽 成云致雨、保温作用

尘埃 成云致雨

垂直分布

大气

层

分布范围 特征 对人类生活的影

响

对 流

层

0~12km 随着高度的增

高 而 降 低

-6.5℃/1000m

厚度因纬度和

季节的不同而

不同（夏厚冬

薄）

对

流

运

动

显

著

水汽、尘埃最集

中，天气变化显

著

平 流

层

对流层之上

至 50~60km

随着高度的增

高而升高

水平运动

臭氧层在 20~30km

处

臭氧层吸紫外线

晴朗利高空飞行

中 间

层

平流层顶部

至 80千米

气温随高度的

增加而降低

高空对流运动

热 层

（ 电

离

层）

中间层顶部

至 800千米

气温随高度的

增加而增加

大部分分子以离子

态存在，可以反射无

线电波

反射无线电波，

无线电短波通

讯，有极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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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 逸

层

800 千米以

上

空气很稀薄，常有大气粒子散逸到星

际空间

考点 3：大气受热过程示意图及环节

【考查题型】单选题、简答题、材料分析题

【考查内容】

（1）地面是近地面大气主要的直接热源；太阳是近地面大气的根本热源。

（2）两个重要的作用：保温作用和削弱作用。

（3）在农业中的应用：利用温室大棚生产反季节蔬菜；利用烟雾防霜冻；果园中铺沙

或鹅卵石，不但能防止土壤水分蒸发，还能增加昼夜温差，有利于水果的糖分积累等。

考点 4：等压线的运用

【考查题型】单选题、材料分析题

【考查内容】

1.判读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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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判读南北半球：风向在水平气压梯度力的右侧为北半球；风向在水平气压

梯度力的左侧为南半球；

3.判断季节：夏季大陆内部一般为低压；冬季大陆内部一般为高压。

4.判断天气状况：由高纬吹向低纬的风——寒冷干燥；由低纬吹向高纬的风

——温暖湿润；低压系统——多为阴雨天气；高压系统——多为晴朗天气；

5.判断下垫面的性质：①判断陆地（裸地）与海洋（绿地）：夏季，等压面

下凹者为陆地（裸地）、上凸者为海洋（绿地）；冬季，等压面下凹者为海洋（绿

地）、上凸者为陆地（裸地）；②判断城区与郊区：等压面下凹者为城区、上凸

者为郊区；

6.判断近地面天气状况和气温日较差：等压面下凹，多阴雨天气，日较差较

小；等压面上凸，多晴朗天气，日较差较大。

考点 5：全球气候分布及对应的自然带

【考查题型】单选题、材料分析题

【考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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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 6：地形特征的描述

【考查题型】材料分析题

【考查内容】

(1)地形类型多样或单一，由 XX、XX组成，以 XX为主；

(2)主要地形类型的分布，XX在哪儿；

(3)地势起伏大（小），地势 XX高 XX低；

(4)特殊地貌（如：喀斯特地貌、冰川地貌、火山、海岸线等）。

考点 7：地质年代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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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 8：洋流及其对地理环境的影响

【考查题型】单选题、材料分析题

【考查内容】

洋流：暖流、寒流、风海流、密度流、补偿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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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流分布规律

洋流对地理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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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境 类

型

影响 举例

气候

高低纬度水域热量运输和交

换，调解全球热量分布

北大西洋暖流：影响西欧的温带

海洋性气候

暖流，增温增湿；寒流，降温

减湿

副热带大陆西岸寒流沿岸为荒漠

气候

海 洋 生

物

寒暖流交汇：饵料丰富 北海道渔场、纽芬兰渔场、北海

渔场

上升流：深层营养物质到表层 秘鲁渔场

海 洋 污

染

加速净化，污染范围扩大 油船泄漏，陆地近海污染

海 洋 航

行

影响航行速度，进而时间和经济

效益

顺加逆减

考点 9：垂直地域分异规律

【考查题型】单选题、材料分析题

【考查内容】

海拔的变化，导致水热状况的差异。引起自然景观随海拔的变化呈现出垂直

分布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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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带：指山地地形中山麓（就是山脚）所在地方的自然带类型

（2）雪线：是永久冰雪带的下界。其海拔高度受气温与降水的共同影响。

一般气温高的山地雪线也高，而降水多的山地雪线又低。

考点 10：非地带性分异

【考查题型】单选题、材料分析题

【考查内容】

特殊现象 成因

天山、昆仑山山麓的

绿洲
高山冰雪融水使其地表水或地下水丰富

印度同纬度比我国

气温高
高山屏障（喜马拉雅山阻挡了南下的寒冷气流）

南半球缺失亚寒带

针叶林带和苔原带
南半球同纬度是广阔的海洋

亚寒带针叶林在大

陆东岸偏南的原因

大陆东岸为寒流，而西岸为暖流；东岸受到来自大

陆内部风的影响，西岸则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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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海洋性气候比

北美洲面积大

1.欧洲山脉点大多为东西走向，湿润气流可以深入

欧洲大陆；

2.西岸受北大西洋暖流影响。

巴西东南沿海、澳大

利亚东北、马达加斯加

岛东部热带雨林气候

1.地形是山地，在东南信风的迎风坡；

2.附近有暖流流经，起到增温加湿的作用。

赤道附近东非高原

呈现出热带疏林草原

带

东非高原海拔高、气温低、降水少

温带沙漠（塔克拉玛

干）形成的原因

深居内陆，地处温带，盛行西风、降水稀少，蒸发

旺盛等影响。

热带沙漠（撒哈拉）

形成原因

终年受副高或信风影响，降水稀少，蒸发旺盛等因

素。

智利沙漠南北狭长

1.安第斯山脉直逼西海岸，使得热带沙漠气候难以

进入到内部；

2.受秘鲁寒流影响，使得热带沙漠气候一直向北延

伸。

考点 11：人口迁移及其影响因素

【考查题型】单选题、材料分析题

【考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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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 12：城市功能分区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交通通达度差异和各项功能活动付租能力的不同是促使城市功能区形成的

主要经济因素，图解分析如下：

（1）距市中心远近→地租差异→功能区的划分

（2）交通通达度不同→地租差异→功能区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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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 13：城市的分布特点

【考查题型】单选题、材料分析题

【考查内容】

沿铁路线分布（如郑州）,沿海岸线分布(如日本),沿河流分布(如长江附近),沿湖泊分布(如

太湖附近)，沿河谷分布（如西藏）等。

就组团状况:分布较均匀/分布较分散/分布较密集。

形成城市群就分布形状而言：成条带状,成环状,成棋盘状等。

答题时,可结合这几个情况一起来答。比如:该图的城市分布均匀/不均匀，大体上沿 XX

河成条带状分布等。

考点 14：农业区位因素

【考查题型】单选题、材料分析题

【考查内容】

（一）自然条件

影响农业生产布局的自然条件主要有气候，地形、水源、生物、土壤等方面。

1.气候因素

气候条件是自然条件的重要内容，包括热量、光照、水分和空气（包括二氧

化碳）等。

2.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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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包括海拔高度、地势起伏、地面坡度等方面。从宏观角度看，坡

度大于 25° 时不利于农业生产，但借助地形因素可形成垂直农业。不同地形条

件发展不同的农业类型，平原适宜种植业，山地、丘陵适宜林牧业生产。

3.生物土壤因素

土壤肥力、厚度和质地影响农作物产量；土壤酸碱度则会影响农作物种类。

4.典型农作物生长条件分析

（二）社会经济条件

社会经济条件包括劳动力、市场、交通、国家政策和措施、城市和工业的发

展与分布、原有农业基础等。

（三）技术条件

冷藏、良种、农业机械等

考点 15：农业区位理论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德国农业经济学家杜能在 1826年出版的《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之关系》

一书，首次系统地阐述了农业区位理论的思想，其定了农业区位理论的基础。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D%9C%E8%83%BD/331080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6%9C%E4%B8%9A%E5%8C%BA%E4%BD%8D%E7%90%86%E8%AE%BA/12716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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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 16：工业区位因素工业地域的形成

【考查题型】单选题、材料分析题

【考查内容】

工业生产的一般过程：投入土地、劳动力、资金、能源、水源、原料、零部

件。产出产品及废气、废水、废渣等废弃物。影响工业生产和分布的因素就是工

业的区位因素。

工业主要区位因素：

1.自然因素：土地、原料、能源（动力）、水源、环境等；

2.社会经济因素：劳动力、市场、交通运输、政策、科技等。

考点 17：几种交通运输方式的比较

【考查题型】单选、材料分析题

【考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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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运输、公路运输、水路运输、航空运输、管道运输是主要的交通运输方式。

方

式
优点 缺点

铁

路

运量大，速度快，运费较低，受

自然因素影响小，连续性好

造价高；耗金属材料，占地面积

广，短途运输成本高

公

路

发展快，应用广，机动灵活，装

卸方便，对自然条件适应性强

运量小，耗能多，成本高，运费

较贵

水

路

历史悠久，运量大，投资少，成

本低

速度慢，灵活性和连续性差，受

自然条件影响大

航

空
速度快、效率高

运量小，能耗大，运费高；投资

大，技术要求严格

管

道

损耗小，连续性强，安全性能高，

管理方便，运量大
设备投资大，灵活性差

考点 18：地理信息技术的区别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项目 遥感（RS） 全球定位系统（GPS） 地理信息系统（GIS）

概念 利用一定的技术装备

在航天器或航天器上

对地物进行感知

利用卫星在全球范围

内实时进行导航、定位

的系统

专门处理地理空间数

据的计算机系统

特点 探测范围大、获得资

料速度快、受地面限

全能型、全球性、全天

候、连续性和实时性

图形化、可视化、及

时更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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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 19：著名的地理学家

【考查题型】单选题、材料分析题

【考查内容】

（1）阿尔弗雷德·魏格纳生于柏林，德国气象学家、地球物理学家，被称为“大

陆漂移学说之父”。

（2）李特尔，德国地理学家。近代地理学创建人之一。生于奎德林堡，卒于柏

林。德国第一个地理学讲座教授和柏林地理学会创建人。最早阐述了人地关系和地理

学的综合性、统一性，奠定了人文地理学的基础。代表作《地理学地理对人类素质和

历史的关系》。

（3）亚历山大·冯·洪堡，德国人，与李特尔同为近代地理学的主要创建人。

是著名的德国自然科学家、自然地理学家，近代气候学、植物地理学、地球物理学的

创始人之一；涉猎科目很广，特别是生物学与地质学。是世界第一个大学地理系-柏

林大学地理系的第一任系主任。代表作《宇宙》。

考点 20：地理常用的教学方法的特点

【考查题型】简答题、材料分析题

【考查内容】

制少、获取信息大、

应用广

应用 资源调查、灾害监测、

环境监测等

军事、交通、旅游探险、

紧急救援等方面

测绘、资源管理、环

境保护、城乡规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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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讲授法：教师容易控制教学进程，能够使学生在较短时间内获得大量

系统的科学知识。但是讲授法有一定局限性，如果在运用时不能唤起学生的注意

和兴趣，又不能启发学生的思维和想象，极易形成注入式教学。

（2）谈话法：沟通师生教与学的中介；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必要手段；实现教学理

论指导教学实践的基本途径。但是其耗时长，结果难以做出定量分析，特别是在自由

回答的项目上，答案多种多样，可比性较差，难以用定量分析手段进行分析。

（3）“纲要信号”图示法：这些信号形象、直观，充分地利用了形象思维、

事象联想以及视觉记忆等人类思维和记忆所具有的特点，因此教学效果明显。但

是同时对老师和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要求较高。

考点 21：中学地理教育中的大、中比例尺的划分

【考查题型】单选、材料分析题

【考查内容】

按照地图学的划分：

大比例尺地形图是指比例尺为 1:1 万到 l:10 万(含 1:10 万)之间的各种比例尺地形图；中

比例尺地形图是指比例尺为 1:10 万到 1:50 万之间的各种比例尺地形图。

考点 22：高中地理核心素养

【考查题型】简答题、材料分析题

【考查内容】

（1）人地协调观

人地协调观是地理学和地理教育的核心观念，指人们对人类与地理环境之间形成协调关

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认识、理解和判断。学生建立人地协调观，就能够正确认识地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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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类活动的影响，以及人类活动影响环境的不同方式、强度和后果；能够理解人们对人地

关系认识的阶段性表现及其原因；能够结合现实中出现的人地矛盾的实例，分析原因，提出

改进建议。

（2）综合思维

综合思维是地理学基本的思维方法，指人们具备的全面、系统、动态地认识地理事物和

现象的思维品质与能力。学生运用综合思维方法，就能够从多个维度对地理事物和现象进行

分析，认识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其发生、

发展和演化的过程，从而较全面地观察、分析和认识不同地方或区域的地理环境特点，并且

能够辩证地看待现实生活中的地理问题。

（3）区域认知

区域认知是地理学基本的认知方法，指人们具备的对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特点、问题进

行分析、解释、预测的方法和能力。学生掌握区域认知方法，就能够形成从区域的视角认识

地理现象的意识与习惯，运用区域综合分析、区域比较等方式，来认识区域特征和区域人地

关系问题，形成因地制宜进行区域开发的观念。

（4）地理实践力

地理实践力是指人们在地理户外考察、社会调查、模拟实验等地理实践活动中所具备的

行动能力和品质。学生具备地理实践力，就能够运用适当的地理工具完成既定的实践活动，

对地理探究活动充满兴趣与激情，并会用地理眼光认识和欣赏地理环境。

考点 23：高中地理课程性质

【考查题型】简答题

【考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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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理学是研究地理环境以及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科学，具有综合性和区域

性的特点。

（2）地理学兼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性质，在现代科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于

解决当代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问题，建设美丽中国，维护全球生态安全具有重要作用。

（3）高中地理课程是义务教育地理课程相衔接的一门基础学科课程，其内容反映地理

学的本质，体现地理学的基本思想和方法。

（4）地理课程旨在使学生具备人地协调观、综合思维、区域认知、地理实践力等地理

学科核心素养。学会从地理视角认识和欣赏自然与人文环境，懂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道理，

提高生活品味和精神境界。为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奠定基础。

考点 24：地理特色的教学方法

【考查题型】简答题、材料分析题

【考查内容】

案例分析法

（1）概念：教师基于一定的教学目标，以案例为基本教学材料，将学生引

入教育实践的情景中，组织、引导学生进行学习、研究，从而培养能力的一种教

学方法。

（2）步骤：

a.呈现地理案例；

b.分析和讨论地理案例；

c.总结和评价地理案例；

d.迁移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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