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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的成功源于今日的努力，明日的梦想从今日起航。

———安徽省舒城县千人桥中学高二六班 ! 李荣荣

命题研究与备考策略

人文地理涉及人类的经济活动、社会活动、文化活动等各方面，而各种人类活动

与地理环境之间，各种人类活动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所以高考这部分内容不仅体现对

人文地理知识的考查，更侧重考查考生用人文地理观点方法分析评价区域人文地理

现象，解决区域实际问题的能力。

一、近三年人文地理高考命题热点

年份 试卷 考查的主干知识 分值

"##$ 年

全国卷!
我国农作物的分布 %
城市的区位因素与我国铁路主干线 "#

全国卷"

产业的转移 %
农产品及国际贸易 &"
缅甸迁都 "#
铁路线的区位因素 ’

四川卷

区域农业的特点分析 (
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 &"
工业区位分析 %
工业区的比较分析、旅游地的评价 &)
城市带形成的主要区位因素 &#

北京卷

交通、农业、工业、村落的区位分析 "*
我国人口迁移的特点 (
区域环境问题分析 $
文化的空间扩散及其意义 &#
土地利用类型判断 +

天津卷

水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大型水利工程对环境的影响 %
渔业生产的因素分析、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及评价 &%
城市发展的区位、城市功能区的布局 &$
交通运输的特点、旅游资源的评价 &$
主要国家人口分布的特点及成因分析 $

!



命运总是把握在自己手中，只要我们奋斗不息，一定可以达到胜利的终点。

———广东省化州市第七中学高三 !" 班 # 李冰

$%%& 年 重庆卷

农业发展的条件分析、农作物的分布 $%
不同区域人文地理特征的对比分析 !$
人口再生产类型及特点 ’
区域环境问题及成因 &

$%%( 年

全国卷!
工业的区位分析 ’
资源的合理利用 )

全国卷"
人口再生产的类型 ’
农业的区位因素 $*
交通线的作用、不同运输方式的比较 !&

全国卷#
国际贸易 ’
城市的区位因素 !*
农业的发展条件与可持续性问题 $%

$%%* 年

全国卷!
文化源地与传播 ’
工业的区位分析 $’
农业活动与环境 $!

全国卷"

交通运输及其发展 !$
协调人地关系的途径 ’
旅游资源（世界遗产） $
能源问题 ’

全国卷#

聚落、工业的合理布局 ’
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 ’
美国农业 !(
人类活动与土地利用 &
工业区位分析 &

# # 由上表不难发现，人文地理部分的试题题型以综合题为主，能力立意明显，往往

结合实际，着眼于图表资料的分析综合与评价能力，运用学科术语进行表达等能力的

考查。从得分情况来看，一般得分率较低，主要原因在于问答题答题不完整，“ 点”答

不全，表述较罗嗦，没有条理，甚至答题中出现答非所问的情况。

$%%& 年高考试题有以下特点：

（一）突出基础的考查

以全国卷!为例，选择题主要考查了农业生产、能源消费结构；"& 题考查了重大

生态环境问题———沙尘暴知识；") 题考查城市的区位因素。试题以基本的学科知识

为命题素材，紧扣教材，匠心独具，突出地理主干知识和基本能力的考查。

（二）主要以图表为载体

地理学科的特点决定了地理图表分析是地理高考永恒的主题。历年高考地理试

题充分利用地理图像和图表等，呈现丰富的地理信息，体现鲜明的学科特色，$%%& 年

!



人在高三，心不由己，学习就是我们的全部。

———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海景路 ! 号一门 "#$ 房% 陈燕萍

全国卷 & 地理试题共有 ’ 幅地理图表。无图不成题已成为地理高考命题的基本趋

向。(##) 年试题尤其突出了考生能力的考查，特别是对获取和解读信地理息能力的

考查更明显。高考试题中出现的图像，往往不是重复课本上原有的图像，常采用变式

图和叠加图，体现了高考以考查能力为主的指导思想。没有一道地理试题来自课本，

但是只要具有一定的基本知识，通过图中的信息获取、解读或通过文图转换进行观

察、对比、分析，都能够得出结论。以全国卷!为例，第 $ * ( 题，依据粮食作物的播种

面积判断粮食作物的种类和产区；第 "+ 题，依据中国清代通商口岸分布图分析说明

铁路线的分布，城市与交通的区位条件等都有突出的空间性，使地理规律、地理原理

和地理特征较好地落实到了具体的区域之中。

（三）以热点问题为切入点

(##) 年的高考没有回避地理高考的热点问题，但选材更讲究，注意问题介入的

隐蔽性。以全国卷 & 为例，$、( 题考查的是农业问题这一热点。+ 题从现实生活的日

食入手，关心生活中的地理问题，虽然题较难，但立意新颖。") 题生态问题是一个永

恒的热点，如 (##, 年小流域水土流失的治理，(##) 年的沙尘暴。全国卷"主要涉及

到缅甸迁都、青藏铁路建设等热点。综观 (##) 高考地理试题可以看出，热点问题重

视隐性介入，重视基础知识的应用，热点问题只是外壳，学科基础知识的考查才是试

题的本质。

二、命题趋向预测
（一）通过学科内综合，实现人文地理知识与能力的考查。高考中不会仅仅考查

人文地理，因为人文地理是建立在自然地理基础之上，注重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的结

合更能体现学科的价值所在，因此，命题的趋势是把人文地理落实到具体的区域，从

区域自然要素的变化引申到人文地理的考查。具体命题思路是以具体区域为平台，

综合考查有关地图、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知识与能力。这一命题趋向贯穿于近几

年各地高考试题之中，也使得人文地理的考查内容自然、真实、具体、鲜活，具有十足

的地理味道，#) 年全国卷"第 "- 题就是证明。

（二）通过各类地理统计图表的定量分析，获得人文地理定性结论，以实现其知

识能力的考查。具体命题思路是试题提供了人文地理相关的统计数据，并以各种各

样的图表方式展示相关信息，提供科学定量分析的依据，要求得出相关结论。这一命

题趋势使得人文地理的考查内容科学、严谨，符合人文地理研究的内在规律。

（三）以人文地理关联线索及结构图示为平台，以若干选项为填充因子，综合考

查系统分析自然和人文地理事物逻辑关系的能力。这一命题趋向使得人文地理考查

内容突出地理理性的、动态的、严谨的思维过程，大大地减少了考生机械答题的书写

过程。

（四）通过逐层设问，最终在人文地理试题中渗透地理价值观念，以实现人文地

理知识与能力及价值观念的考查。具体命题思路是人文地理一般性设问之后，提升

问题高度，从人地关系以及可持续发展角度再次切入，以考查考生思考某区域环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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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在左手，朋友是右手，未来才会变得有看头。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隆岗南村七幢 !"! 室# 魏彩虹

护、资源开发、经济发展等关键问题的综合水准。这一命题趋向往往是以设问难度较

大，立意新，人文地理思想层次高，观念与知识的能力结合紧密为特点。

三、复习建议及应试对策
地理学科高考主要选取能反映学科分析研究方法和面貌的内容为素材，立足于

考查地理学科的基本知识、原理和规律，特别强调学习地理的基本意识是空间概念的

建立和区域特征的认识。人文地理注重一个“精”字，要精确掌握高中人文地理的一

些基本原理。

（一）从概念与原理入手，建立人文地理知识结构

人文地理概念众多，核心概念主要包括产业结构、工业布局、农业布局、农业结

构、传统农业、现代农业、传统工业、科学技术、交通枢纽、邮电通信、人口增长、人口迁

移、人口素质、城市化、聚落、可持续发展、环境问题、国土整治、文化、文化景观、文化

传播、旅游活动、政治多极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综合国力、区域、国家、国

际组织、经济组织等。以这些概念为基础建立概念群体系，是建立人文地理知识结构

的重要前提。

人文地理理论性强，主要原理包括农业区位选择原理、工业区位选择原理、交通

选线与布点原理、城市化过程与城市合理布局原理、人口再生产原理、文化发展与传

播原理、旅游欣赏与旅游资源开发原理、区域合作与竞争关系原理、环境变化与可持

续发展原理、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相互作用原理，等等。理解、掌握和运用这些规律

原理对人文地理学习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人文地理以人地关系为主线，内容上主要分为“人类的空间活动与地理环境”和

“人类社会面临的地理问题及解决途径”两大类。融合人文地理的基本概念和主要

原理，可构建下列知识结构图：

（二）学会区位分析

人文地理的核心是区位分析，其分析的基本思路可归纳为下表：

人类空间活动 自然区位因素 社会经济区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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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有天星真颜色，花开时节送喜讯。

———河南省内黄县第二高中高三! 苌水英

农业（ 农业部门、农业地

域类型）

地 形、气 候、土

壤、水源
市场、交通、劳动力、技术、政策

工业（ 工业部门、工业地

域）

土 地、水 源、矿

藏

原料、动力、市场、交通、劳动力、

技术、信息通讯、政策、国防、环

境

交通（交通线、交通点）
地 形、地 质、气

候、水文、资源

经济与经济腹地、技术、基础设

施、政治、军事、城市、人口

商业（ 商业中心、商业网

点）
地形 商品生产能力、市场、交通、技术

城市（ 城市的形成、发展

及城市功能区布局）

地 形、气 候、河

流、资源

交通、政治、军事、宗教、科技、旅

游

旅游（旅游点、旅游区）
自 然 景 观 的 游

览价值

人文 景 观 的 游 览 价 值、市 场 距

离、交通、地区接待能力、环境承

载量

地缘政治（ 国家、区域组

织）

地理位置、土地

面积、资源

劳动力、经济、科技、民族、宗教、

军事、内政与外交

! ! 在进行区位分析时，需要注意以下四个原则：

（"）全面性原则。分析、评价一地的区位因素时，一定要有综合的思维和全面的

眼光。以农业区位为例，考虑任一农业部门或地域的区位布局因素，既要考虑到自然

因素，又要考虑到人文因素，其中自然因素有地形、气候、水源、土壤等方面，人文因素

有政策、市场、交通、科技等方面，以这样一个模式去指导我们思考问题，才会分析得

比较全面。在评价一地的区位因素时，则要求从优势条件和限制性因素两个方面进

行评价。

（#）主导性原则。针对具体区域进行评价时，不能也不必面面俱到，关键要针对

区域特点抓主导因素，抓住了主导因素，也就回答了问题的实质。要避免“ 胡子眉毛

一把抓”，盲目多写，不着边际，不知所云。

（$）动态性原则。区位因素都处在发展变化之中。除了静态地从综合、主导方面

分析区位因素外，更要侧重从发展变化角度进行分析、评价。例如，某个工业地域的

繁荣、衰落等皆由工业区位因素的发展变化而引起。因此，对某一个工业地域进行评

价，寻找其衰落或繁荣的原因，以及在此基础上预测未来发展的方向和寻找综合整治

的措施，往往是根据区位因素的相互联系下的发展变化进行综合分析的。

（%）地域性原则。区位分析总是要落实到一个区域上，因此要养成区域思维的习

惯，要主动结合热点区域，从各个角度进行分析。

（三）学会反思人地关系现状，促进可持续发展

人文地理强调反思和评价能力，要求我们能对人类的行为进行分析评价。例如：

!



我要用让上帝都无可奈何的执著去拼搏高考。

———河南省上蔡一高三三班! 齐方方

反 正

围湖造田、毁林开荒、毁草开荒、垦荒

扩种、破坏湿地

生态退耕（退耕还林、退耕还草、退耕还

湖）、植树种草、水土保持、保护湿地

滥采资源能源、占用耕地、未经论证

兴修大型工程、破坏性旅游

合理开采资源能源、保护耕地、科学建

设工程、生态旅游

人口过快增长、城区发展重工业、片

面追求经济利益、技术落后

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限制污

染工业、重视环保、重视技术创新

! ! 可持续发展的判断标志有三个方面：经济发展；良好的生态环境；资源的可持续

利用。在分析经济发展时，要注意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四）科学训练，规范答题

选取高考原题和好的模拟试题进行训练，通过人文地理的案例分析，做到举一反

三、触类旁通。农业、工业、商业、城市等布局的基本原理需要灵活运用，即要求思路

完整，分析全面，又要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防止生搬硬套。

高考要求同学们准确使用地理术语答题，紧扣题意，条理性和逻辑性强。因此，我们

要结合经典试题的解题训练，培养语言表达的逻辑一致性和准确性。在遇到考查发散思

维，答案不唯一的半开放式试题时，要注意思维的周密性和多角度回答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