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年级地理（下）参考答案

八年级地理（下）形成性练习（一）

一、选择题

1—5 DCABC 6—10BBDCC 11—15DAADB 16—20BCBDD
二、读图题

21.（1）西北地区 北方地区 南方地区 青藏地区

（2）高原 地形 高寒 4000 世界屋脊

（3）昆仑山脉 东西走向

（4）秦岭—淮河一线 地理意义：淤大致与 1 月 0益等温线一致。于大致与 800㎜年等降水

量线一致。盂我国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的分界线。榆我国暖温带和亚热带的分界线。虞我国湿润

区与半湿润区的分界线。愚我国河流有无结冰现象的分界线。舆我国水田与旱地的分界线。

22援（1）准噶尔盆地 塔里木盆地 内蒙古高原 天山山脉 大兴安岭

（2）内蒙古自治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 甘肃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3）二 高原 盆地

（4）温带大陆性 逐渐减少 海陆位置

（5）森林 草原 荒漠 畜牧业 绿洲农业

2猿.（1）青藏 一 高原 山地

（2）昆仑山脉 雅鲁藏布江

（3）牦牛 布达拉宫

（4）淤海拔高，空气稀薄，气压低，缺氧，容易造成游客体力消耗大。

于空气稀薄，太阳辐射强。

盂高原上气温日较差大，早晚气温较低。

八年级地理（下）形成性练习（二）

一、选择题

1—5DADCB 6—10CBACC 11—15CABCD 16—20BDCDC
二、选择题

21.（1）北方地区 南方地区

（2）B
（3）岭角（脚）山花盛开 盖为高寒所勒（约束）耳 地形因素

（4）于
（5）淤有（较长） 于无 盂小 榆大 虞冬季气温的差异 愚气候

202员-202圆 学年第二学期孝义形成性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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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4 4 2 水分和热量

（2）由左到右依次为：光照 水分 水分

（3）热量 纬度 地势

八年级地理（下）形成性练习（三）

一、选择题

1—5ABDBC 6—10ACDCA 11—15ADABC 16—20ABCDB
二、读图题

21.（1）黑龙江省 吉林省 辽宁省 北方地区

（2）三江平原 长白山脉 黑龙江 渤海 朝鲜

（3）春小麦 玉米 大豆 甜菜 一年一熟

（4）东北平原面积广大，粮食产量高，粮食消费量小，有大量余粮可供销售。

（5）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加工 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丰富

22援（1）黑龙江 吉林 辽宁 渤海 朝鲜

（2）大兴安岭 小兴安岭 长白山

（3）黑龙江 乌苏里江 松花江

（4）黑龙江 哈尔滨 松嫩 辽河

23.（1）朝鲜 俄罗斯

（2）松嫩平原 甜菜

（3）A
（4）煤、铁等矿产资源丰富；铁路、公路等交通运输便利；人口稠密，劳动力丰富；等等。

八年级地理（下）形成性练习（四）

一、选择题

1—5DBBAD 6—10ABBBD 11—15ACBCD 16—20BCA悦A
二、读图题

21.（1）长城 秦岭 太行山 乌鞘岭 季风

（2）山西省 陕西省 汾河

（3）煤炭 大同煤田

（4）越往河流下游，河流的含沙量和输沙量均增大。

（5）植被特征：地表光秃裸露，缺少植被保护。

降水特征：降水集中在 7、8 月份，多暴雨。

土质特征：黄土结构疏松，多孔隙和垂直方向裂隙；许多物质易溶于水。

人类活动：过度放牧。

结论：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

（6）限制人口过快增长；禁止滥垦乱伐；植树造林，恢复植被；修建梯田；打坝於地；等等。

22援（1）阳泉煤田 神府煤田 大同煤田

（2）汾河 渭河

（3）长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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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山西 陕西 内蒙古 乌金三角 山西省

（5）旅游业

八年级地理（下）形成性练习（五）

一、选择题

1—5CBBDC 6—10BDCAA 11—15CBCBA 16—20BBDCD
二、读图题

21援（1）黄海 东海 崇明岛 舟山岛 上海 杭州 南京

（2）长江 沿海

（3）上海 长江 辐射带动

（4）太湖 洪水 水污染

（5）黄浦 京沪 沪杭 浦东

22援（1）成都 宝成线

（2）天然气 煤炭 铁矿（盐矿）

（3）绵阳

（4）四川 秋冬

23援（1）南方 亚热带季风

（2）成渝 长江三角洲 （长）江

（3）重庆市 上海市

（4）江苏 A
（5）煤炭、铁矿等矿产资源丰富；铁路、公路等交通运输网稠密，交通运输便利

（6）天府之国 水运 资金（技术、人才）

八年级地理（下）形成性练习（六）

一、选择题

1—5BAAAC 6—10ACADD 11—15 DCCBD 16—20DABAC
二、读图题

21援（1）秦岭—淮河

（2）干旱

（3）特点：分布稀疏、多内流河。原因：降水稀少、气候干旱。

（4）C
（5）乙
22援（1）水源 水运

（2）上海 亚热带季风 夏季炎热，冬季温和，降水丰沛

（3）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

（4）地势低平；湖泊众多；土壤肥沃；热量充足，雨热同期。

23援（1）高寒

（2）雅鲁藏布江

（3）牦牛 布达拉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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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秦岭 信天游 窑洞 冬暖夏凉、节省建筑材料

（5）原因：地形崎岖，土质疏松，过度开垦和过度放牧，导致植被受到破坏，夏季暴雨集中，大

量表土被水冲走。

治理措施：从生物措施、工程措施、农业措施等方面回答即可。

八年级地理（下）期中检测卷（一）

一、选择题

1—5BDCAB 6—10ABBDC 11—15DCAAC 16—20DADAC
二、读图题

21援（1）四川盆地、长江中下游平原。

（2）上游：重庆、成都。中游：武汉。下游：南京、杭州、上海。

（3）长江航运发达；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等交通便捷。

（4）提供信息、技术、资金、管理经验等。

22.（1）西北地区。淤大兴安岭、于昆仑山脉。

（2）森林、草原、荒漠。自东向西，距离海洋越来越远，海洋水汽难以到达，降水量越来越少。

（3）荒漠植被。该区域降水稀少，发达的根系有利于从深层土壤中吸收水分。

（4）发展节水农业（喷灌、滴灌等）；因地制宜发展畜牧业；种植耐旱经济作物等。（任答两点即

可）

23援（1）陆上与俄罗斯、蒙古、朝鲜相邻，利于发展边境贸易；濒临渤海、黄海，海运便利；与韩

国、日本隔海相望，利于贸易往来。

（2）人均耕地面积大；黑土地，土壤肥沃；生长周期长，昼夜温差大，稻米品质优良。（任答两点

即可）

（3）所处地区纬度较高，冬季气温低，持续时间长（寒冷漫长），施工困难。（任答一点）

（4）缓解我国东部地区能源短缺；改善东部地区的大气环境。

八年级地理（下）期中检测卷（二）

一、选择题

1—5DABCC 6—10BACBD 11—15CBADA 16—20ADBBC
二、读图题

21援（1）黄土高原北起长城，南达秦岭，东至太行山，西抵乌鞘岭（长城以南，秦岭以北，太行山

以西，乌鞘岭以东）

（2）千沟万壑 山西省 陕西省

（3）于 淤 盂
（4）拦沙：沟区拦蓄泥沙，有效减少了流入河道的泥沙；泥沙在沟内淤积成小平原，增加了耕

地面积。

拦水：有效滞洪，减少了汛期洪水灾害；淤地坝涵养了水源，为坝内农田提供了充足的水源。

22援（1）青藏地区 一 青海省 西藏自治区

（2）昆仑山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西北地区

（3）青藏铁路 拉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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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源地无污染，水质纯净；富含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水质优；在水源地零距离封装，保

证水质。（任答两点即可）

（5）靠近优质水源地；靠近青藏铁路，运输便利；当地劳动力成本较低。（任答两点即可）

（6）增加了就业机会；提高了收入水平；增加了政府税收；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等等。（任答

两点即可）

23援（1）松花江 嫩江 温带季风 一年一熟

（2）地形平坦；夏季温暖湿润，雨热同期；河流众多，水源充足；黑土地土壤肥沃；人均耕地面

积大。

（3）西北地区 少 黄河水

（4）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及京津地区。人口、城市、工业发展迅速，占用耕地日益增多，人均耕

地面积小。

（5）跨区域从高余粮地区调入粮食；发展农业科技，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八年级地理（下）期中检测卷（三）

一、选择题

1—5BCADA 6—10BCACD 11—15ABACD 16—20CDBDC
二、读图题

21援（1）海 （长）江 虞 于
（2）上 成都 重庆

（3）地势平坦，以平原为主 榆 上海 提供就业岗位；资金、技术的支持；先进的管理经验

等（任答两点即可）

22援（1）陕西省 黄土高原

（2）年降水量约 500 毫米；降水集中在 6耀9 月（5耀10 月），降水的季节变化大。

（3）春季。原因：大风天气多；降水少；黄土土质疏松；地表植被稀疏；易起风沙。

（4）当地开垦荒地、过度放牧、砍伐树木作薪柴，导致地表植被破坏；遇到大雨，地表缺乏植被

的保护，大量表土被水冲刷。

（5）流入黄河的泥沙量减少；降水量增大；生态环境得到恢复。

23援（1）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

（2）湿润区、半湿润区。原因：纬度高，气温较低，蒸发较弱；距海近，降水较多，降水量大于蒸

发量，气候较为湿润。

（3）纬度高，冰雪资源丰富；冬季寒冷漫长，游玩时间长。

（4）位于中国边境，与俄罗斯接壤，利于进行边境贸易活动。

八年级地理（下）形成性练习（七）

一、选择题

1—5CBCDC 6—10BCDBC 11—15DCAAC 16—20ACBAD
二、读图题

21援（1）116毅E 40毅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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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河北 天津

（3）黄 渤

（4）北方 华北平原 暖温 温带季风 寒冷干燥 炎热多雨

22援（1）二 西北

（2）乌鲁木齐 吐鲁番 塔里木 胡杨林 高山冰雪融水

（3）蒙古 哈萨克斯坦 西藏自治区 青海省 青藏

（4）阿尔泰山脉 天山山脉 昆仑山脉 准噶尔盆地 塔里木盆地 三山夹两盆

（5）绿洲农业 小麦（玉米） 甜菜（长绒棉）

（6）陇海—兰新 阿拉山口

八年级地理（下）形成性练习（八）

一、选择题

1—5CBADB 6—10ACCAC 11—15CBADA 16—20DCBAB
二、读图题

21援（1）东海 南海 太平洋 台湾海峡 福建省

（2）台北 基隆 高雄

（3）台湾 澎湖列岛 钓鱼岛 汉 福建 广东 高山

（4）玉山 山地 2/3 水稻

（5）中南 亚热 热

（6）三通

22援（1）香港 澳门 深圳 珠海 广州 南海 珠江口

（2）金融 出口加工 旅游博彩业

（3）C
（4）香港与祖国内地的经济合作密切。祖国内地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而香港拥

有雄厚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二者优势互补，互惠互利，促使香港经济迅速发展。

八年级地理（下）形成性练习（九）

一、选择题

1—5CCABB 6—10CBADB 11—15BDDDD 16—20ADBCA
二、读图题

21援（1）116毅E 40毅N
（2）华北平原 温带季风气候

（3）A
（4）文化

（5）水资源短缺。节约用水，一水多用；防治水污染；南水北调；等等。

22援（1）黄土 沟壑纵横

（2）三山夹两盆。

（3）西气东输能够使新疆的天然气资源得到大规模开发，增加西部当地的财政收入，带动其

他相关行业发展，增加西部地区的就业机会，西气东输工程能够缓解东部地区的能源短缺问题，

改善环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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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环境污染、土地沙漠化。

（5）为周边农产品销售提供市场，对周边企业生产或城市建设提供资金、技术等支持。

八年级地理（下）形成性练习（十）

一、选择题

1—5CBCBB 6—10AABCA 11—15DBAAC 16—20BABCB
二、读图题

21援（1）北部湾 澜沧江 缅甸 老挝 四川省 贵州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2）湄公河

（3）云南 西双版纳 北回归线 热 景洪

（4）傣 孔雀

（5）C
22援（1）甘肃 亚 欧

（2）降水稀少，气候干旱 绿洲 祁连

（3）兰新线

（4）敦煌 嘉峪关 酒泉

23.（1）云南省 D
（2）快 自北向南 北高南低

（3）气候：西双版纳全年高温，降水较多，符合普洱茶喜温暖潮湿的特点。地形：普洱茶生长在

海拔 1000~2100 米的山地，西双版纳地处云贵高原上，位于我国第二级阶梯上，与普洱茶生长所

需的地形条件相似。

（4）经济水平（科技水平）

（5）海拔高，气温低（地质灾害严重，地形复杂等）。

八年级地理（下）期末检测卷（一）

一、选择题

1—5DBAAC 6—10ADACB 11—15BDADC 16—20BCACA
二、读图题

21.（1）天山山脉。高山冰川积雪融水。

（2）分布在盆地边缘（绿洲上），沿河流分布。

（3）温带大陆性气候。有利条件：夏季气温高，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不利条件：降水稀少。

（4）减少了劳动力投入，提高了劳动效率，扩大了种植规模等。

22.（1）河北省、天津市。渤海。

（2）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

（3）首钢因奥运转身，迁离北京，缓解了北京市环境污染及水资源消耗；首钢又因冬奥蜕变，

建立了滑雪大跳台，推动了北京市文化体育的发展。（表达合理即可酌情给分）

（4）充分利用钢铁生产余热淡化海水，提高了资源利用率；可以向北京及周边城市供水，有利

于缓解北京及周边地区（华北地区）水资源短缺状况。

23.（1）第二级阶梯。内蒙古自治区、陕西省、河北省、河南省。

（2）汾河。自北向南（自东北向西南）。

（3）东西高，中部低；北高南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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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云冈石窟、平遥古城、五台山佛教建筑群。

八年级地理（下）期末检测卷（二）

一、选择题

1—5DCBAD 6—10ACBDB 11—15ABCDC 16—20ABCBC
二、读图题

21援（1）辽宁 湿地

（2）9 粳稻 一 长

（3）678（680） 辽河

（4）除杂草，吃害虫，粪便肥田 C
22援（1）西北 昆仑 祁连 大兴安岭

（2）降水稀少（年降水量少于 400mm）；河流稀少；沙漠（荒漠）广布；以畜牧业为主；种植业以

灌溉农业为主。（任答两点即可）

（3）甲：（黄）河水 乙：祁连山（高山）冰雪融水

（4）AB
（5）劳动力不足 机械化采摘（合理即可得分）

23援（1）人口密集，生活用水量大；工农业耗水量大；水污染和浪费现象严重。

（2）官厅 黄土高原 华北平原

（3）中 C
（4）温带季风 少 快

（5）水 煤炭 电力

八年级地理（下）期末检测卷（三）

一、选择题

1—5ABACD 6—10DABBC 11—15ADCBD 16—20DDCDA
二、读图题

21援（1）湖北省 南方地区

（2）黑龙江。平原地形，地势平坦；河流多，灌溉水源充足；夏季气温高，降水多（雨热同期）；黑

土地，土壤肥沃。

（3）位于我国中部，地理位置优越；水陆交通发达；光电子信息产业发达，科技力量雄厚；高等

院校多，人才多；发展历史悠久。

22援（1）三山夹两盆 天山 塔里木

（2）距海远，深居大陆内部；有高大山脉的阻挡，海洋水汽难以到达。

（3）种植业（种植棉花、雪梨）；畜牧业（饲养新疆细毛羊）。

（4）细毛羊、雪梨等。为当地提供就业岗位；提高了农民收入。

23援（1）广东省 福建省 台北

（2）北回归线穿过台湾岛中南部，台湾岛跨热带和亚热带（北温带）；海南岛全部位于北回归

线以南，纬度位置更低，全部位于热带。

（3）特点：沿海呈环状分布。原因：沿海地势低平；人口、城市分布密集。

（4）纬度低，热量充足，育苗可繁育 2 至 3 代；距海近，降水丰富。

（5）水果之乡；东方甜岛（海上米仓、天然植物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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