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年级地理（下）参考答案

七年级地理（下）形成性练习（一）

一、选择题

1—5CACDC 6—10CAADC 11—15CCBCA 16—20DCCBA
二、读图题

21.（1）乌拉尔山脉 大高加索山脉 昆仑山脉 喜马拉雅山脉 鄂毕河 叶尼塞河 勒

拿河 黄河 长江 恒河 湄公河

（2）d、e、g f a、b、c
（3）中南 印度 阿拉伯 东南亚 南亚 西亚

（4）西西伯利亚平原、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5）青藏高原 死海

（6）地势中部高，四周低；地势起伏很大；地形以高原山地为主。

22.（1）极地 热带雨林 纬度位置

（2）温带季风 温带大陆性 海陆位置

（3）亚热带季风 I 热带沙漠

（4）高原山地 青藏高原

（5）温带大陆性 D
（6）夏 东南风 太平 西南风 印度

（7）雨热同期 洪涝和干旱

七年级地理（下）形成性练习（二）

一、选择题

1—5BACBA 6—10DDCAC 11—15BBADD 16—20CBABC
二、读图题

21援（1）东亚 南亚 东南亚 地形平坦，气候适宜，土壤肥沃，工农业基础好

（2）中国 日本 印度 印度尼西亚

（3）纬度高，气候寒冷 气候干旱，降水稀少

22.（1）中国、古印度、古巴比伦

（2）幼发拉底 底格里斯 黄河 长江

（3）热带沙漠气候、地中海气候。

（4）D
（5）B

七年级地理（下）形成性练习（三）

一、选择题

1—5 BACBD 6—10BCCDB 11—15BADCB 16—20CADBD

2021-2022 学年第二学期孝义形成性练习

1



二、读图题

21援（1）印度洋 太平洋 马六甲海峡 苏门答腊岛 马来半岛

（2）缅甸 泰国 老挝 越南 柬埔寨 马来西亚

（3）橡胶 椰子

（4）石油 锡

22.（1）老挝 缅甸

（2）发展中 水稻

（3）老挝 柬埔寨

（4）全年高温 降水分旱雨两季，降水的季节变化大

（5）旅游 航运

23.（1）海 河

（2）赤道 马六甲

（3）东北 东南

七年级地理（下）形成性练习（四）

一、选择题

1—5 CDABC 6—10 ABADB 11—15 ACBDC 16—20BCBDA
二、读图题

21援（1）阿拉伯海 红海 地中海 黑海 里海 沙特阿拉伯 伊朗 伊拉克

（2）苏伊士运河 大西 印度

（3）波斯湾 霍尔木兹海峡

（4）美国 西欧 日本 中国

（5）好望 马六甲 直布罗陀海峡

22援（1）大西洋 印度洋 地中海 乞力马扎罗山 马达加斯加岛 撒哈拉沙漠 尼罗河

（2）赤道 热

（3）刚果 热带雨林气候 全年高温多雨

（4）热带沙漠 热带草原 全年气温高，降水明显分为旱雨两季

七年级地理（下）形成性练习（五）

一、选择题

1—5ADBCD 6—10CACDA 11—15DDDBA 16—20DBABB
二、读图题

21援（1）冰岛 大不列颠岛 北海 黑海 莱茵河 多瑙河 斯堪的纳维亚山脉 阿尔卑

斯山脉 直布罗陀海峡

（2）伊比利亚半岛 意大利 亚平宁半岛 地中海

（3）希腊 地中海

（4）温带海洋性 全年温和湿润

22援（1）欧洲 北美洲 亚洲 北冰洋 太平洋 大西洋

（2）北极圈 黄河站

（3）白令海峡 格陵兰

23援（1）南美洲 大洋洲 太平洋 大西洋 印度洋

（2）长城站 中山站 G、H
（3）冬季。因为北半球的冬季为南半球的夏季，白昼时间长，气温相对较高，便于科学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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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级地理（下）形成性练习（六）

一、选择题

1—5ADAAB 6—10CCCAD 11—15CDBBD 16—20CDACC
二、读图题

21援（1）中南半岛 热带季风 水稻 东南亚

（2）高原山地 青藏高原 喜马拉雅山脉

（3）鄂毕河 南 北 北冰

（4）西亚 波斯湾及其沿岸地区 霍尔木兹海峡 苏伊士运河

（5）地中海 海水淡化 要重视农业科学研究（发展科学技术）。（答案合理即可给分）

22.（1）原因是非洲大部分位于南北回归线之间，位于五带中的热带。分布最广的是热带草原

气候，特点是全年高温，降水明显分为干湿两季。

（2）埃塞俄比亚高原。

（3）南非 黄金 铜矿之国

（4）D
（5）南南合作

（6）尼罗河 D 主要原因是流经热带雨林气候区，地处刚果盆地。

23援（1）南极圈 南美洲 德雷克

（2）近距离了解企鹅 参观我国科学考察站（长城站）

（3）此期间为南极地区的暖季，气温相对较高；极昼现象，昼较长，游览时间长。

（4）为应对冰面反射的大量眩光，需携带太阳镜；为应对低温，需携带极地御寒保暖装备；为

防紫外线晒伤皮肤，需携带防晒霜；为防止走失迷路，需携带通讯器材，便于应急联络。（答案合理

即可给分）

24援（1）北京 淤
（2）里海 阿拉伯半岛 红海

（3）刚果盆地 热带雨林 全年高温多雨

（4）热带草原 夏

（5）D
七年级地理（下）期中检测卷（一）

一、选择题

1—5BDCDC 6—10ACADB 11—15DCBDA 16—20BCDBC
二、读图题

21援（1）地中海 红海 马达加斯加 阿拉伯

（2）赤道穿过撒哈拉以南非洲中部，北回归线穿过其北部，南回归线穿过其南部；大部分位于

热带地区（低纬度地区）。

（3）南半球 东半球 北

（4）C
（5）赞比亚：丰富的铜矿资源，廉价的劳动力。

中国：雄厚的资金，先进的技术。

（6）赞比亚：人们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了收入水平，增加了财政税收，带动了当地经济

的发展。

中国：获得丰富的铜矿石，增强中国企业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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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援（1）平原 欧元

（2）发达 淤 葡萄牙 法国

（3）大西 地中 直布罗陀

（4）于 B
（5）夏季 英国全年温和湿润，阴雨天气多；西班牙南部属于地中海气候，夏季炎热，降水稀

少，此期间可享受阳光明媚的地中海沙滩。

23援（1）北温 热 东临大西洋，西临太平洋 西高东低 安第斯 高原 平原

（2）苏伊士 巴拿马

（3）马来 热带雨林 赤道

（4）巴西高原 青藏高原 D
七年级地理（下）期中检测卷（二）

一、选择题

1—5BCADA 6—10CADAB 11—15CABCD 16—20CBCBD
二、读图题

21援（1）太平洋。南极地区主要位于南极圈以南。

（2）南极半岛；南极大陆沿海（纬度相对较低）地区。

（3）12 月至次年 2 月。正值南半球夏季，南极大陆气温较高。

（4）海平面上升；沿海地区海拔较低的区域可能被淹没；威胁南极企鹅等生物的生存。

22援（1）跨热带、北温带、北寒带（跨高中低纬度），跨纬度广。

（2）鄂毕河自南向北注入北冰洋；长江自西向东注入太平洋；恒河自北向南（自西北向东南）

注入印度洋。

（3）亚洲地势中部高、四周低；河流从中部呈放射状向四周分流。

（4）全年气温较高，4耀10 月降水多，11 月耀次年 3 月降水少（降水分为旱雨两季）。4耀10 月气

温高，降水丰富（雨热同期），有利于水稻的生长。

23援（1）非洲东临印度洋，西临大西洋，北隔地中海与欧洲相望，东北隔苏伊士运河与亚洲相

望。

（2）东部和南部（东南部）。河流多，灌溉水源充足；铁路、公路、港口等交通运输便利，利于出

口。

（3）长期遭受战乱，经济发展缓慢；工业基础薄弱，经济以农业为主，以初级农产品出口为主，

经济效益低。

（4）可可种植和出口经济效益较低，扩大可可种植面积将进一步压缩粮食的种植面积，加剧

粮食短缺。

七年级地理（下）期中检测卷（三）

一、选择题

1—5BCDAA 6—10CACDB 11—15DCBBD 16—20CDCCB
二、读图题

圆员援（1）地处亚洲、欧洲、非洲的交界地带；沟通了大西洋和印度洋；位于阿拉伯海、红海、地中

海、黑海和里海之间。

（2）沿河流（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分布。因为河流沿岸地形平坦；土壤肥沃；农业灌溉便

利。

（3）石油主要分布于波斯湾及其沿岸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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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石油及石化工业是沙特阿拉伯的支柱产业，沙特阿拉伯对石油产业高度依赖，经济结构

单一；石油价格降低，会使沙特阿拉伯经济收入减少，经济下滑。

圆圆援（1）欧洲西部主要位于中纬度、北温带；东南亚主要位于低纬度、热带。

（2）英国和印度尼西亚。

（3）地势南北高，中部低；地形以平原为主。

（4）马来群岛大部分月份气温在 21益耀26益；年降水量约 2200㎜，适合胡椒生长。

圆猿援（1）复杂多样 温带大陆性 东部 南部

（2）印度 热带季风 西南

（3）海陆位置 地形因素 纬度位置

（4）高 低 多

七年级地理（下）形成性练习（七）

一、选择题

1—5BADCC 6—10ADCBD 11—15CADBA 16—20BABCC
二、读图题

21援（1）鄂毕河 叶尼塞河 勒拿河 自南向北 北冰

（2）贝加尔湖 摩尔曼斯克

（3）乌拉尔山脉 西西伯利亚 东欧

（4）核 航天 民用 新西伯利亚工业区

（5）莫斯科 红场 克里姆林宫

（6）纬度高，气温低，热量不足，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

22援（1）南亚 喜马拉雅 恒河 德干 印度

（2）西南 印度 雨

（3）新德里 孟买 这里接近棉花产区，便于棉花就近加工，而且孟买是印度最大的海港，

也便于棉花制成品的出口

（4）加尔各答 麻 信息技术

（5）水稻 小麦 棉花、黄麻、茶叶、甘蔗

七年级地理（下）形成性练习（八）

一、选择题

1—5BDCAA 6—10CBCAD 11—15ABDCC 16—20BADDC
二、读图题

21援（1）北海道岛 本州岛 四国岛 九州岛

（2）太平洋 日本海

（3）朝鲜 韩国

（4）东京 关东

（5）富士山 亚欧 太平洋

22援（1）太平洋沿岸与濑户内海沿岸 京滨工业区 名古屋工业区 阪神工业区 濑户内

海工业区

（2）东南亚 巴西 澳大利亚

（3）日本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众多的优良港口、先进的科学技术等。

23援（1）大分水 新西兰 塔斯马尼亚 墨累 澳大利亚大（大自流） 太平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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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热带沙漠气候 地中海气候 亚热带湿润气候

（3）悉尼 悉尼歌剧院

（源）坐在矿车上的国家

七年级地理（下）形成性练习（九）

一、选择题

1—5BACAB 6—10DCDBB 11—15ACBCA 16—20DBBAC
二、读图题

21援（1）落基山脉 阿巴拉契亚山脉 密西西比河 太平洋 大西洋 墨西哥湾

（2）苏必利尔湖 淡水

（3）东北 底特律 休斯敦 洛杉矶

（4）纽约 华盛顿 旧金山 硅谷

（5）东北部 这里适宜牧草生长，而且这里城市密集，人口较多，奶制品的需求量大

22援（1）南美 南 热 亚马孙 巴西

（2）巴西利亚 里约热内卢 圣保罗

（3）伊泰普 巴拉那 巴拉圭

（4）咖啡 甘蔗 柑橘

（5）东南沿海 这里是热带雨林气候，闷热潮湿，病菌极易滋生，不适宜人类生存

23.（1）科迪勒拉 自西向东

（2）全年高温多雨

（3）低平 大

（4）大西洋 大 流经多个城市，人口较稠密

七年级地理（下）形成性练习（十）

一、选择题

1—5CDACA 6—10BADBB 11—15ABADA 16—20CDCBA
二、读图题

21援（1）赤道 刚果 马来 巴西

（2）稀疏 印第安人

（3）巴西利亚 巴西高原 圣保罗

（4）生物多样性减少，吸收的二氧化碳气体减少，可能加剧全球气候变暖。

22援（1）东亚 北温 北海道岛 本州岛 四国岛 九州岛

（2）日本位于亚欧板块和太平洋板块的交界处，地壳运动比较活跃。

（3）A
（4）D
23援（1）南非 黄金

（2）日本 本州岛 处在亚欧板块与太平洋板块的交界处

（3）英国 英国是温带海洋性气候，全年温和湿润。

（4）发达

（5）俄罗斯 莫斯科 温带大陆性 核 航天

（6）巴西 热 亚马孙

（7）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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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级地理（下）期末检测卷（一）

一、选择题

1—5CDACB 6—10DCACB 11—15BADBC 16—20CADDB
二、读图题

21援（1）南美 西 太平 安第斯 南极

（2）南回归线穿过北部，跨热带和南温带；热量充足。

（3）3 地中海

（4）B
（5）智利车厘子味道鲜美，品质优良；价格较低；与北半球水果上市期错开（反季节销售）；我

国消费水平提高，需求量大。（任答两点即可）

22援（1）太平 莫斯科 铁路运输

（2）鄂毕河 西西伯利亚平原

（3）C
（4）伏尔加河流域内人口数量多；伏尔加河为人们生产生活提供了丰富的水资源、便利的航

运条件；流域内资源丰富，工农业发达；是俄罗斯文明发展的摇篮。（任答三点即可）

（5）优势条件：面积广大；自然资源丰富。

劣势条件：气候严寒；冻土广布；地形崎岖。

（6）欧洲 亚洲 缓解迁入地劳动力短缺状况；有利于资源开发

23援（1）大洋 堪培拉 发达 国土的东南部沿海地区

（2）中西 东

（3）铁矿资源丰富，分布集中；矿山接近大型矿石输出港；距离东亚市场较近。（任答两点即

可）

（4）夏季炎热干燥，冬季温和湿润（多雨） 盂

七年级地理（下）期末检测卷（二）

一、选择题

1—5DACCA 6—10BADBC 11—15DCABC 16—20CACAB
二、读图题

21援（1）位于南美洲，东临大西洋。

（2）淤地。临海，热带雨林气候，全年高温多雨，适合巴西红木的生长。

（3）主要分布在东南部沿海地区。沿海交通便利；地形平坦；气候条件适宜；开发历史较早；等

等。

（4）禁止砍伐天然红木；人工种植红木。

22.（1）日本地处亚欧板块与太平洋板块交界处，地壳运动活跃，多火山、地震。

（2）影响因素：纬度位置 风向：东南季风 来源地：太平洋

（3）中国。海运（航运）、空运（航空）。原因：日本为岛国，四周环海。

（4）石油资源。波斯湾寅霍尔木兹海峡寅阿拉伯海（印度洋）寅马六甲海峡寅太平洋寅日本

（按顺序写出霍尔木兹海峡、阿拉伯海（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太平洋）。

23援（1）北半球，东半球；北温带（中纬度地区）；位于非洲西北角（北部），西临大西洋，北临地

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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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拉巴特。伊斯兰教。

（3）主要分布于西部地区（沿河、沿海分布）。地形平坦，沿海海运便利。

（4）丰富的磷酸盐矿；距离法国和西班牙较近；海运便利。

七年级地理（下）期末检测卷（三）

一、选择题

1—5ACDBB 6—10DACBC 11—15DCBAD 16—20CBACB
二、读图题

21援（1）南亚 恒河

（2）气候炎热，食欲不振，食洋葱可提高食欲；热带气候，洋葱高产，价格低廉

（3）热带季风 旱季 雨季 西南 干旱 洪涝

（4）加强水利工程建设（修建水库，雨季蓄水，便于旱季灌溉，修建排水设施，便于雨季排水）；

改善仓储和运输条件，减少破损、干枯。（表述合理即可酌情给分）

22援（1）加拿大 太平洋 华盛顿

（2）农业生产土地面积广大（中部平原面积广大）；农业专业化程度高；机械化程度高；人均粮

食多。（任答两点即可）

（3）美国对咖啡的需求量大；咖啡属于热带作物，美国大部分地处北温带，不适宜种植咖啡。

（4）高新技术产业。高等院校众多，人才多；鼓励科技创新；临海交通便捷（任答两点即可）。

23援（1）南美 葡萄牙

（2）亚马孙河 热带雨林 气候湿热，需防暑、防病菌、防蚊虫叮咬

（3）保护热带雨林及雨林区生物

（4）东南部地区。人口密集，工农业发达，电力需求量大。

（5）带动了中国电力设备、技术和经验的出口；为巴西创造就业机会；实现了中巴双方合作共

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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