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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二上学期期中地理易错题

下图为“中国政区图”。读图，完成下面小题。1

A. 地跨热带、北温带、北寒带 B. 位于东半球，南临印度洋

C. 海陆兼备的半岛国家 D. 既是陆地大国，又是海洋大国

下列关于我国位置和疆域的描述，正确的是（1）

A. 东沙群岛 B. 西沙群岛 C. 南沙群岛 D. 中沙群岛

我国领土最南端的曾母暗沙位于南海的（2）

A. 江西省、山东省、湖南省、浙江省 B. 云南省、河北省、湖北省、湖南省

C. 云南省、陕西省、湖南省、江西省 D. 云南省、山西省、湖南省、江西省

几位老同学相聚，都想以家乡风味来招待大家，老王说：“去云腾酒家”；老李说：“去晋风饭店”；

老张说：“去湘妹子餐厅”；老吴说：“还是去食赣家吧”。请问他们的家乡分别是哪些省级行政区

2

A.

B.

C.

D.

下列关于我国地理位置及优越性的叙述，正确的是

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既有利于陆上经贸，也有利于发展海洋事业

我国东临太平洋，东部广大地区雨量丰沛，均位于湿润区

我国大部分地区位于热带，热量充足，有利于农业生产

我国南北跨纬度大，为发展农业提供了有利条件

3

根据下列各省轮廓图判断，位于黄土高原地区的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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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下图为“中国人口密度分布图”。读图，回答问题。5

A. 渤海 B. 黄海 C. 东海 D. 南海

图中没有标注的我国临海是（1）

A.

B.

C.

D.

关于我国人口分布特点，下列表述正确的是

我国人口分界线为秦岭——淮河一线

南部人口稀疏，北部人口稠密

人口分界线以东人口稠密，以西人口稀少

人口分布均匀，南北差异小

（2）

A. 人口将实现快速增长 B. 未来劳动力数量增加

C. 人口向其他省市流动 D. 青少年教育压力减小

2016 年 4 月，黑龙江省推出地方性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少数民族、边境城市人口

等六种情形下可生育三胎。此条例可能给此省带来的主要影响是

（3）

结合表和图“每10万人拥有的大学文化程度人口数量”，完成下列各题。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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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①②③ B. ②③④ C. ①②④ D. ①③④

表中数据说明我国目前的人口特点是

①人口基数大

②老龄化进程加快

③城镇人口比重增加

④人口平均增长率上升

（1）

A. 劳动力不足 B. 社会养老负担加重

C. 医疗保障需求突出 D. 男女比例失调

关于老龄化进程加快带来的问题，下列叙述错误的是（2）

A. 控制了人口的增长速度 B. 调整了人口的性别比例

C. 提高了人口的受教育程度 D. 增加了人口的增长比率

图中数据说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3）

A. 取消计划生育 B. 减少老年人口数量

C. 降低人口增长率 D. 优化人口结构

“国家从2016年开始提倡一对夫妻可生育两个子女”，实行该政策的目的是（4）

A. 蒙古族摔跤 B. 朝鲜族秋千 C. 壮族高跷球 D. 高山族杆球

同学们到广西桂林旅游，可能看到下图中体现当地风俗活动的活动是7

关于我国民族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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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我国有55个少数民族 B. 壮族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

C. 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西南、西北和东北地区 D. 汉族在全国各地分布比较均匀

中央气象台2018年12月9日发布寒潮蓝色预警，受新一股冷空气影响，预计未来三天我国中东部

地区将自北向南出现大风降温天气。下图为中国天气网发布的“秋裤预警地图”。读下图，完成下

面小题。

9

A. 刮起强劲的西北风 B. 吹来湿润的东南风

C. 出现大范围的雾霾 D. 农田开始播种

寒潮来袭期间，我国北方地区（1）

A. 哈尔滨 B. 北京 C. 上海 D. 拉萨

“不穿秋裤则 die”的城市有（2）

A. ①② B. ②④ C. ③④ D. ①④

与图中秋裤分割线吻合的地理分界线是

①1 月 0℃等温线

②地势第二、三阶梯分界线

③人口地理界线

④湿润区与半湿润区分界线

（3）

A. 冬季南北温差大 B. 气温从北向南递减

C. 夏季东西温差大 D. 气温从西北向东南递减

“秋裤预警地图”反映我国（4）

和同纬度的长江中下游平原相比，四川盆地却“不带走一条秋裤”，主要是因为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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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身居内陆 B. 海拔低 C. 四周环山 D. 多大风

下图为“我国一月平均气温分布图”。读图，完成下面小题。10

A. 东西走向 B. 南北走向 C. 东北-西南走向 D. 西北-东南走向

图中D山脉的走向大致是（1）

A. 青藏高原 B.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C. 云贵高原 D. 黑龙江省

我国一月最冷的地方位于（2）

A. 32℃ B. 24℃ C. 12℃ D. 40℃

海口市与北京市的一月均温相差约（3）

A. 纬度位置 B. 海陆位置 C. 地形 D. 人类活动

我国东部地区，1月等温线走向大致呈东西方向延伸，说明影响我国冬季气温分布规律的

主要因素是

（4）

A.

B.

C.

D.

我国地势西高东低，对气候、河流、交通等影响很大，下列说法与之不符的是

有利于海洋湿润气流深入内地，形成丰沛的降水

使许多大河向东流，沟通东西水路交通，方便沿海与内地的经济联系

河流的巨大落差，为开发利用水能资源提供了方便

使我国成为一个以山地为主的国家

11

A. 大兴安岭—阴山—贺兰山—祁连山 B. 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峰山

我国地势第二、三级阶梯的分界线是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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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横断山脉 D. 大兴安岭—阴山—贺兰山—巴颜喀拉山

2019年1月初二年级开展了研学之旅，四条线路分别前往腾冲（25°N，98°E）、西双版纳

（21°N，100°E）、广州（23°N，113°E）、深圳（22°N，114°E）四城市、天坑望远镜

（26°N，107°E）这五个不同的地区，小苏选择了前往乙地，她的爸爸此时正在山西省甲地开

会。图甲为中国区域图，据此回答下面问题。

13

甲图中甲乙丙丁四个地点中，根据所给经纬度判断，图中            地是天坑望远镜，位

于            省，简称            。

（1）

乙图是沿甲地到乙地绘制的地形剖面图，剖面图是沿着            至            方向绘制的，依

次穿过了            、            两条长河。乙图中①是            （山脉名称）），②

是            （地形区名称）。

（2）

从甲地到丙地的年降水量变化特点是            ，导致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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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苏为了准备此次考察，特意查询了乙地的自然环境特征，罗列了相关情况，请找出错误

语句：            （填写序号）

（4）

A.

B.

C.

D.

下列诗句蕴含的地理知识，正确的是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纬度越高，气温越低，花开越晚

“北国正冰封，南天春意浓”——我国夏季南北气温差异大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长江上游落差小，水流平缓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深居内陆，距海远，夏季风难以到达

14

A. 北多南少 B. 西多东少 C. 东南多西北少 D. 东北多西南少

深秋时节，金色胡杨把塔里木河两岸装点得如诗如画，如下图所示。胡杨，维吾尔语叫“托克拉

克”，意为“最美丽的树”，它有惊人的抗干旱、御风沙能力。胡杨生长的地区是年降水量小于

50mm的西北地区，远低于东南沿海地区，说明我国的降水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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