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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地理知识

第一章 中国地理

一、自然状况

1、地理位置

我国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东、南面对海洋，西、北深入亚欧大陆，是一个海陆兼备的国家。

我国陆地领土面积大约为 960 万平方千米，仅次于俄罗斯、加拿大，位居世界第三位。

我国的陆地边界全长约为 2.28 万千米，东邻朝鲜，南邻越南、老挝、缅甸，西南和西部与印度、不丹、

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接壤，东北和北部与俄罗斯、蒙古为邻，西北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为邻。中国领土的四端：北起漠河以北的黑龙江江心；南到南沙群岛的曾母暗沙；西起帕米尔

高原；东至黑龙江、乌苏里江汇合处。

我国内海和边海的水域面积约 470 多万平方千米。海域分布有大小岛屿 7600 个，其中台湾岛最大，面

积 35798 平方千米。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以及文莱等国，与我国隔海相望。

2、地形特征

我国的地形主要有三个特征：

（1）地形多种多样

（2）山区面积广大

中国山区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 2/3，这是中国地形的又一显著特征。

（3）地势西高东低

呈阶梯状分布地势是地表高低起伏的总趋势。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大致呈阶梯状分布。地势的第一级

阶梯是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 4000 米以上。其北部与东部边缘分布有昆仑山脉、祁连山脉、横断山脉，是

地势一、二级阶梯的分界线。地势的第二级阶梯上分布着大型的盆地和高原。平均海拔在 1000—2000 米之

间，其东面的大兴安岭、太行山脉、巫山、雪峰山是地势二、三级阶梯的分界线。地势的第三级阶梯上分

布着广阔的平原，问有丘陵和低山，海拔多在 500 米以下。

四大高原 特点

青藏高原
面积大，地势高，多雪山冰川，高原上多大山，青藏高原是中国面积最大的高原，也是

世界上最高的高原。

内蒙古高原 地势起伏和缓、山脉少，为中国第二大高原，平均海拔 1000 米。

黄土高原
海拔 1000〜2000 米，地表覆盖着深厚的黄土，地表破碎，沟壑纵横，植被少，水土流

失严重。

云贵高原
地势崎岖不平，海拔 1000〜2000 米，多峡谷，多小型山间盆地（坝子）。石灰岩分布

广，多典型的喀斯特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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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盆地 地理位置 特点

塔里木盆地
位于新疆南部，天山与昆仑山

之间。

世界第一大内陆盆地，盆地中部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中

国最大的沙漠。

准格尔盆地
位于新疆北部，天山与阿尔泰

山之间。

为中国第二大盆地，多风蚀地貌（景点如“魔鬼城”—

—雅丹地貌，是对极端干旱区经过亿万年风蚀而形成的

地貌的统称）。

柴达木盆地
位于青海省西北部，阿尔金

山、祁连山和昆仑山之间。

中国地势最高的盆地，是盐的世界（东南部多盐湖沼泽）

有丰富的石油、煤及多种金属矿藏，如冷湖的石油、鱼

卡的煤、锡铁山的铅锌矿等，有“聚宝盆”的美称。

四川盆地 四川省内 紫色盆地

三大平原 特点

东北平原

中国最大的平原，广泛分布着肥沃的黑土，由辽河、松花江冲积而成，全境属温带季风

气候，沈阳是东北平原最大的城市，东北平原由辽河平原、松嫩平原、三江平原三部分

构成。

华北平原
中国第二大平原，地表平坦，交通便利，经济发达，由黄河、淮河、海河冲积而成，全

境属温带季风气候，北京是华北平原最大的城市。

长江中下游

平原

地势低平，河网纵横，湖荡密布，有“水乡泽国”之称，由长江冲积而成，全境属亚热

带季风气候，上海是长江中下游平原最大的城市，长江中下游平原由太湖平原、江淮平

原、鄱阳湖平原、洞庭湖平原、江汉平原五部分构成。

三山五岳 特点

黄山
明朝徐霞客赞叹黄山“薄海内外之名山，无如徽之黄山。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

后人引申为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

庐山 素有“匡庐奇秀甲天下”之美誉。

雁荡山 以山水奇秀闻名，素有“海上名山、寰中绝胜”之誉。

泰山 山东省，特色“雄”，是“五岳”之首，有“天下第一山”之美誉。

华山 陕西省，特色“险”，“自古华山一条路”。

嵩山
河南省，特色“峻”，《诗经》有“嵩高惟岳，峻极于天”的名句，位于“天地之中”，

历史建筑群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衡山 湖南衡阳市，特色“秀”。

恒山 山西大同，特色“奇”。

3、河流与湖泊

（1）河流

长江：中国第一大河，是亚洲最长的河流，世界第三长河（仅次于非洲的尼罗河与南美洲的亚马孙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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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源于青海省西南部、青藏高原上的唐古拉山脉各拉丹冬峰，流经 1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依次为：

青海、四川、西藏、云南、 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流入东海。

黄河：中国第二长河，由于河流中段流经中国黄土高原地区，因此挟带了大量 的泥沙，所以它也被称

为世界上含沙量最多的河流，发源于青海省青藏高原的巴颜喀拉山北麓，流经 9 个省（自治区），依次为：

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山东。流入渤海。

珠江：又叫珠江河、粤江，中国境内第四长河，按年流量为中国第二大河，发源于云贵高原乌蒙山系

马雄山，流经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湖南、江西 6 个省（自治区）和越南的北部。在下游从八个入海

口注入南海珠江流域旅游资源丰富，著名的黄果树瀑布、桂林山水都在珠江流域。

京杭运河：南起余杭（今杭州），北到涿郡（今北京），途经今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四省及天津、

北京两市，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约 1797 公里，对中国南北地区之间的经

济、文化发展与交流，特别是对沿线地区工农业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在“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中，

被用作长江水源北上的输水渠道。

（2）湖泊

中国湖泊众多，共有 24800 多个，其中面积在 1 平方千米以上的天然湖泊就有 2800 多个。湖泊数量虽

然很多，但在地区分布上很不均匀。总的来说，东部季风区，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分布着中国最大的

淡水湖群；西部以青藏高原湖泊较为集中，多为内陆咸水湖。

外流区域的湖泊都与外流河相通，湖水能流进也能排出，含盐分少，称为淡水湖，也称排水湖。中国

著名的淡水湖有鄱阳湖、洞庭湖、太湖、洪泽湖、巢湖等。

内流区域的湖泊大多为内流河的归宿，湖水只能流进，不能流出，又因蒸发旺盛，盐分较多，形成咸

水湖，也称非排水湖，如中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以及海拔较高的纳木错湖等。

4、气候特征

中国的气候具有以下两个显著特征：

（1）气候复杂多样

中国幅员辽阔，跨纬度较广，距海远近差距较大，加之地势高低不同，地形类型及山脉走向多样，因

而气温降水的组合多种多样，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气候。从气候类型上看，东部属季风气候（又可分为亚热

带季风气候、温带季风气候和热带季风气候），西北部属温带大陆性气候，青藏高原属高寒气候。

（2）季风气候显著

中围的气候具有夏季高温多雨、冬季寒冷少雨、高温期与多雨期一致的季风气候特征。由于中国位于

世界最大的大陆——亚欧大陆东部，又在世界最大的大洋——太平洋西岸，西南距印度洋也较近，因此气

候受大陆、大洋的影响非常显著。冬季盛行从大陆吹向海洋的偏北风，夏季盛行从海洋吹向陆地的偏南风。

冬季风产生于亚洲内陆，性质寒冷、干燥，在其影响下，中国大部地区冬季普遍降水少，气温低，北方更

为突出。夏季风来自东南面的太平洋和西南面的印度洋，性质温暖、湿润，在其影响下，降水普遍增多，

雨热同季。中国受冬、夏季风交替影响的地区广。是世界上季风最典型、季风气候最显著的地区。和世界

同纬度的其他地区相比，中国冬季气温偏低，而夏季气温又偏高，气温年较差大，降水集中于夏季，这些

又是大陆性气候的特征。因此中国的季风气候，大陆性较强，也称作大陆性季风气候。

复杂多样的气候，使世界上大多数农作物和动植物都能在中国找到适宜生长的地方，使中国农作物与

动植物资源都非常丰富。中国季风气候显著的特征，也为中国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因夏季气温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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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量条件优越，这使许多对热量条件需求较高的农作物在中国种植范围的纬度远比世界上其他同纬度国家

的偏高。夏季多雨，高温期与多雨期一致，有利于农作物生长发育，例如，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气候温暖

湿润，物产富饶，是亚热带季风气候，而与之同纬度的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等地却多呈干旱、半干旱的

荒漠景观。

中国气候虽然有许多方面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但也有不利的方面，中国灾害性天气频繁多发。对中

国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也常常造成不利的影响，其中旱灾、洪灾、寒潮、台风等是对中国影响较大的主要

灾害性天气。中国的旱涝灾害平均每年发生一次，北方以旱灾居多，南方则旱涝灾害均有发生。在夏秋季

节，中国东南沿海常常受到热带风暴——台风的侵袭。台风（热带风暴发展到特别强烈时称为台风）以 6

—9 月最为频繁。在中国的秋冬季节，来自蒙古、西伯利亚的冷空气不断南下，冷空气特别强烈时，气温骤

降，出现寒潮。寒潮可造成低温、大风、沙暴、霜冻等灾害。

二、资源概况

1、土地资源

中国土地资源有四个基本特点：绝对数量大，人均占有少；类型复杂多样，耕地比重小；利用情况复

杂，生产力地区差异明显；地区分布不均，保护和开发问题突出。

（1）绝对数量大、人均占有少；

（2）类型复杂多样，耕地比重小；

（3）利用情况复杂，生产力地区差异明显；

（4）地区分布不均，保护和开发问题突出。

2、水资源

珠江流域人均水资源最多，人均径流量约 4000 立方米。长江流域稍高于全国平均数，约为 2300～2500

立方米。海滦河流域是全国水资源最紧张的地区，人均径流量不足 250 立方米。

中国水资源的分布情况是南多北少，而耕地的分布却是南少北多。比如，中国小麦、棉花的集中产区

——华北平原，耕地面积约占全国的 40％，而水资源只占全国的 6％左右。水、土资源配合欠佳的状况，

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北方地区缺水的程度。

中国水能资源蕴藏量达 6.8 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位。其中，70％分布在西南四省、市和西藏自治区，

其中以长江水系为最多，其次为雅鲁藏布江水系。黄河水系和珠江水系也有较大的水能蕴藏量。目前，已

开发利用的地区，集中在长江、黄河和珠江的上游。

3、生物资源

中国幅员广阔，地形复杂，气候多样，植被种类丰富，分布错综复杂。中国是世界上动物资源最为丰

富的国家之一。据统计，全国陆栖脊椎动物约有 2070 种，占世界陆栖脊椎动物的 9.8％。其中鸟类 1170 多

种、兽类 400 多种、两栖类 184 种，分别占世界同类动物的 13.5％、11.3％和 7.3％。

4、矿产资源

中国幅员广大，地质条件多样，矿产资源丰富，有矿产 171 种。已探明储量的有 157 种。其中钨、锑、

稀土、钼、钒和钛等的探明储量居世界首位。煤、铁、铅、锌、铜、银、汞、锡、镍、磷灰石、石棉等的

储量均居世界前列。中国矿产资源分布的主要特点是，地区分布不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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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海洋资源

我国的海洋资源极其丰富，包括生物资源、矿产资源、化学资源和动力资源。我国濒临渤海、黄海、

东海和南海四大自然海区，总面积达 473 万多平方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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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世界地理

一、四大洋

1、太平洋

（1）属性

世界上最大的洋：从美洲西岸一直延伸到亚洲和大洋洲的东岸。

世界上最深的洋： 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深达 11034 米。同时是岛屿、海湾、海沟和火山地震分布最多

的海洋。

（2）地理位置

西南以塔斯马尼亚岛东南角至南极大陆的经线与印度洋分界。

东南以通过南美洲最南端的合恩角的经线与大西洋分界。

北经白令海峡与北冰洋连接。

东经巴拿马运河、麦哲伦海峡、德雷克海峡沟通大西洋。

西经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通印度洋。

2、大西洋

（1）属性

世界第二大洋

（2）地理位置

北以冰岛一法罗岛海丘和威维尔•汤姆森海岭与北冰洋分界。

南临南极洲，并与太平洋、印度洋南部水域相通。

西南以通过南美洲最南端合恩角的经线同太平洋分界。

东南以通过南非厄加勒斯角的经线同印度洋分界。

西部通过南、北美洲之间的巴拿马运河等与太平洋沟通。

东部经欧洲和非洲之间的直布罗陀海峡通过地中海，以及亚洲和非洲之间的苏伊士运河与印度洋的附

属海红海沟通。

3、印度洋

（1）属性

世界上第三大洋，大部分在南半球。

（2）地理位置

东南以通过塔斯马尼亚岛东南角至南 极大陆的经线与太平洋联结。

4、北冰洋

（1）属性

又称北极海，是世界最小最浅以及最冷的大洋。大致以北极圈为中心，位于地球的最北端，被亚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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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和北美大陆环抱着。

（2）地理位置

在亚洲与北美洲之间有白令海峡通太平洋。

在欧洲与北美洲之间以冰岛一法罗海丘等与大西洋分界。

有丹麦海峡及北美洲东北部的史密斯海峡与大西洋相通。

二、七大洲

名称 特点 国家代表

亚洲
面积最大，为世界第一大洲（占全球陆地

面积的三分之一），人口居世界第一位
代表性国家如中国、日本、印度等

非洲 面积世界第二，人口居世界第二位 代表性国家如埃及、南非、苏丹等

北美洲 面积世界第三，人口居世界第四位
最主要的两个国家——美国和加拿大均为发达

国家

南美洲 面积世界第四，人口居世界第五位
代表性国家如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秘鲁、巴

西、智利、阿根廷等

南极洲 面积世界第五

欧洲
面积世界第六，人口居世界第三位，是人

口密度最大的洲

代表性国家如英国、德国、法国、瑞士、意大

利等

大洋洲
世界上面积最小的一个洲，是除南极洲外

人口最少的洲
代表性国家如澳大利亚、新西兰、斐济等

三、奥运会

1、奥运会格言、精神

奥林匹克格言亦称奥林匹克口号。奥林匹克运动有一句著名的格言：更快、更高、更强。

《奥林匹克宪章》指出，奥林匹克精神就是相互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精神。

2、奥运会宣誓

宣誓活动是承袭古奥委会的习俗，于 1920 年第七届奥运会实施，目前已成开幕仪式之一。宣誓由主办

国的一名运动员和一名裁判员分别进行。奥运史上第一位宣誓者，为比利时击剑选手波恩。

3、奥运会会歌

1896 年第一届奥运会开幕时，曾演奏一首优美的古典管弦乐，当时称为奥林匹克圣歌。这支乐曲就是

由希腊人塞玛拉斯作曲，派勒玛作词，当时被人们称为“奥林匹克圣歌”的曲子。奥运会 1950 年以后，有

人建议另作新曲，但几经尝试，都不如原有的好。于是，1958 年国际奥委会在东京召开会议时，确认第一

届演奏的管弦乐为永久的“奥林匹克会歌”。

4、奥运会举办周期

https://baike.so.com/doc/6148168-6361353.html
https://baike.so.com/doc/6413541-66272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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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会每四年一届，会期不超过 16 天，分为夏季奥运会(奥运会)、夏季残奥会、冬季奥运会(冬奥会)、

冬季残奥会、夏季青年奥运会(青奥会)、冬季青年奥运会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特奥会)。

5、五环旗

奥林匹克五环上面从左到右为蓝、黑、红，下面从左到右为黄、绿，共 5 种颜色。1979 年，国际奥委

会出版的《奥林匹克评论》中指出：五环象征五大洲的团结，全世界的运动员以公正、坦率的比赛和友好

的精神在奥运会上相见。

奥运五环是一个整体，亚洲是黄色的，非洲是黑色的，欧洲是蓝色的，美洲是红色的，大洋洲是绿色

的。

四、世界之“最”

世界最大的岛屿是格陵兰岛，位于加拿大东北方向，属于丹麦。

世界上最大的群岛由印度尼西亚 13000 多个岛屿和菲律宾约 7000 个岛屿组成，称为马来群岛。

中国最大的岛屿是我国宝岛台湾岛。

海洋、海、洋：海洋是地球上广大而连续分布的咸水体的总称，也是海和洋的统称，约占地球表面积

的 71%。海洋的中心主体部分称为洋，边缘附属部分称为海。海与洋之间彼此连通，共同组成世界统一的海

洋整体。

世界最大的海是珊瑚海(位于澳大利亚东边，也是最深的海)。

俄罗斯境内的贝加尔湖是世界上最深的湖泊。

死海是世界上陆地最低点。

里海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湖泊。

苏必利尔湖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

世界面积最小的海马尔马拉海(位于土耳其附近)。

中国面积最大的海是南海(也是我国最深的海)。

中国面积最小的海是渤海(还有的海是东海、黄海)。

世界最长的海峡是莫桑比克海峡(非洲的莫桑比克)。

世界最宽最深的海峡是德雷克海峡(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

中国最大的海峡是台湾海峡。

世界最长的河是尼罗河、排在后面的分别是亚马逊河、长江。

湖——陆地表面比较宽阔的洼地积水而成的水体，可分为淡水湖、咸水湖、盐湖等。

世界最大的湖是里海。

世界最小的湖是本溪湖(位于辽宁)。

世界上最大的盆地是刚果盆地。

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沙漠是撒哈拉沙漠。

世界上最大的高原是巴西高原。

http://www.so.com/s?q=%E4%BA%9A%E6%B4%B2&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9%BB%84%E8%89%B2&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9%BB%91%E8%89%B2&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8%93%9D%E8%89%B2&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7%BA%A2%E8%89%B2&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7%BB%BF%E8%89%B2&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7%BB%BF%E8%89%B2&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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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亚洲

亚洲是世界第一洲，位于东半球的东北部，面积约 4400万平方千米，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 1／3。 亚

洲东临太平洋，北临北冰洋，南临印度洋，西临地中海和黑海。东部和东南部岛屿环列，自北而南有千岛

群岛、库页岛、日本群岛、台湾岛和菲律宾群岛。南部有三大半岛，自东而西是中南半岛、印度半岛和阿

拉伯半岛。东南和南部海面还有许多岛屿如马来群岛。

亚洲地形以高原和山地为主，约占全洲面积 3／4，青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雄踞中部，向西有伊朗高原，

向南有德干高原，向北有蒙古高原。著名的大山脉有喜马拉雅山脉、昆仑山脉、天山山脉、阿尔泰山脉和

兴都库什山脉，分布在青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的外围。平原多分布在大河的中下游及沿海。亚洲地势起伏

很大，有世界最高的珠穆朗玛峰和世界最低的死海洼地，整个地势为中部高，逐步向四周倾斜的形势。

亚洲的大河主要发源于中部的山地和高原，呈放射状向四周奔流，注入北冰洋的大河有鄂毕河、叶尼

塞河和勒拿河，注人太平洋的河流有黑龙江、黄河、长江和湄公河，注入印度洋的河流有恒河、印度河等。

著名的湖泊有：里海是世界上最大的咸水湖；贝加尔湖是世界上最深的湖泊；死海是世界上最咸的咸

水湖，也是世界上最低的湖泊。

亚洲的气候复杂多样，季风气候十分显著。主要气候类型的分布：东部为温带季风气候和亚热带季风

气候；南部为热带季风气候和热带雨林气候；中部和西部为温带大陆性气侯；西南部为热带沙漠气候和地

中海式气候；北部为亚寒带针叶林气候和极地气候。青藏高原和高山地区为高寒气候及垂直气候带.

亚洲有 48个国家和地区，按地理方位，分为东亚、东南亚、南亚和西亚、中亚和北亚。

六、非洲

非洲位于亚洲的西南面，欧洲的南面；东临印度洋及红海，西面和北面临大西洋和地中海。非洲为世

界第二大洲。

非洲海岸平直，西面的几内亚湾是非洲最大的海湾，东南面的马达加斯加岛是非洲最大的岛屿，东南

的索马里半岛有“非洲之角”之称。非洲地形以高原为主，有“高原大陆”之称，东部和南部分布着埃塞

俄比亚高原、东非高原和南非高原。山脉有阿特拉斯山和德拉肯斯堡山分布在西北部和东南部，非洲最高

峰是乞力马扎罗山。纵贯东非高原和埃塞俄比亚高原的东非裂谷带经红海延伸到亚洲的约旦地沟，长约 6000

千米，带内多连串湖泊和火山、地震，东非裂谷带有陆地表面“最大伤疤” 之称。北非分布着面积达 770

万平方千米的撒哈拉大沙漠。非洲有“热带大陆”之称。

非洲有尼罗河、刚果河、尼日尔河和赞比西河四大河流，尼罗河全长 6600多千米是世界上流程最长的

河流。维多利亚湖是非洲最大的淡水湖。

非洲有“富饶大陆”的称号，非洲的矿产种类多，储量大，南部非洲盛产黄金和金刚石，撒哈拉区和

几内亚湾沿岩盛产石油，扎伊尔与赞比亚毗邻处有举世闻名的“铜带”，阿特拉斯区是世界最大的磷酸盐

蕴藏区，非洲还是热带作物咖啡、椰枣、油棕和香蕉的故乡。

非洲还是黑人的故乡，主要分布在撒哈拉沙漠以南，沙漠以北是阿拉伯人的聚居地，在南部非洲有欧

洲移民的后裔。



让学习更快乐 让考试更简单

11

非洲现在 56个国家和地区，按照地理方位，把非洲分为北非、西非、中非、东非和南非五部分

七、欧洲

位于亚洲西面，北临北冰洋，西临大西洋，南临地中海，是欧亚大陆西部向大西洋伸出的一个大半岛。

欧洲海岸曲折多港湾，主要内海有南部的里海、爱琴海、亚得里亚海和北部的波罗的海；主要海峡有

西南端的直布罗陀海峡和西部的英吉利海峡。

欧洲主要半岛有北部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南部的巴尔干半岛、亚平宁半岛和伊比利 亚半岛；主要岛

屿有大西洋中的大不列颠岛、爱尔兰岛和冰岛，南部的西西里岛和撒丁岛。地中海是世界上最大的内海，

直布罗陀海峡是欧非两洲的分界线

欧洲的地形以平原为主，占全洲面积的 2／3，阿尔卑山是欧洲南面的年轻褶皱山系。欧洲有以斯堪的

纳维亚半岛为中心的大陆冰川和阿尔卑斯山脉为中心的山岳冰川，冰川地形广布。

欧洲的气候温和湿润，西欧为典型的温带海洋气候，向东过渡为温带大陆性气候，南欧典型的地中海

式气候，北冰洋沿岸为苔原气候。

欧洲河网稠密，水量丰富，伏尔加河是欧洲最长的河流；多瑙河是欧洲第二大河，也是欧洲流经国家

最多的一条国际河流，具有重要的航运价值。

欧洲的居民绝大部分属白色人种，语言属印欧语系，分拉丁语、日耳曼语、斯拉夫语三个语族。欧洲

经济共同体是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组成的一个政治和经济联盟。目前已有 12个国家参加。欧洲是世界上

人口稠密、城市人口比重大、人口增长率低的一洲。

八、北美洲

北美洲位于西半球的北部。西临太平洋，东临大西洋，北临北冰洋，西北隔白令海峡与亚洲相望，东

北隔丹麦海峡、格陵兰海与欧洲相望，南以巴拿马运河同南美洲分界，范围主要包括北美大陆、中美地峡

（地峡是连接两块较大陆地或较大陆地与半岛间的狭窄地带）、西印度群岛，为世界第三大洲。

北美洲海岸曲折，多岛屿、半岛与海湾。格陵兰岛是世界第一大岛，东南部的西印度群岛环绕形成的

加勒比海是大西洋经巴拿马运河通往太平洋的要道。

北美洲的地形明显地分为三个南北纵列带：西部是高大的科迪勒拉山系，中部是广阔的平原，东部为

低缓的高地。北美洲的气候以温带大陆性气候为主，东西两岸的气候有明显的差异性：太平洋沿岸为温带

海洋性气候；南部为地中海式气候；墨西哥湾沿岸为亚热带湿润气候；中美地峡及印度洋群岛为热带雨林

和热带草原气候；北冰洋沿岸为极地气候。寒潮与大西洋上的飓风是北美洲的灾害性天气。

北美有广阔的温带草原和温带森林。中部平原有苏必利尔湖、密歇根湖、休伦湖、安大略湖、伊利湖

五大湖，是世界最大的淡水湖群。发源于美国北部的密西西比河是北美洲最长的河流。

北美洲有三亿六千多万人口，种族成份复杂，有白、黄、黑三大人种，也有混血人种。白人占 80％以

上，印第安人是北美的原有居民，欧洲殖民者到达之后，对印第安人进行屠

杀，现在仅有几十万人。北部寒冷地区住着因纽特人，南部中美洲以黑人和混血人种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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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南美洲

南美洲位于西半球南部，西临太平洋，东临大西洋，北临加勒比海，西北角与中美地峡相连，南隔德

雷克海峡同南极洲相望。

南美洲海岸线较平直，只有西南部一小段曲折，麦哲伦海峡将人地岛同南美大陆隔开。

南美洲包括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圭亚那、苏里南、厄瓜多尔、秘鲁、巴西、玻利维亚、智利、巴拉

圭、乌拉圭、阿根廷等 12个国家和地区。

南美洲的山地和平原、高原纵向分布，西侧是高耸的安第斯山脉，山脉以东有广阔的冲积平原和古老

的波状高原用间分布，巴西高原是世界最大的高原。亚马逊河是世界上流域面积最广、流量最大的河流。

亚马逊平原是世界最大的热带雨林气候区。

南美洲矿产资源丰富。委内瑞拉西北部的马拉开波盆地石油储量丰富。巴西高原的铁、锰，安第斯山

区的铜储量丰富。圭亚那高原的铝土产量居世界前列。

南美洲的水力资源丰富，蕴藏量占世界总量 20％。南美洲是天然橡胶、可可、金鸡纳的故乡。

南美洲的土著居民是印第安人。居民是由混血种人、印第安人、黑种人和白种人构成。南美洲许多国

家积极发展民族经济，一些主要国家已达到中等发达水平，但各国之间发展不平衡。

十、大洋洲

大洋洲介于亚洲和南极洲之间，西南临印度洋，东面同南、南北美洲遥遥相对。

大洋洲包括澳大利亚大陆、塔斯马尼亚岛、新西兰南北二岛、新几内亚岛以及散布在太平洋上的波利

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美拉尼西亚三大群岛，共一万多个岛屿。许多岛屿在国际交通上具有重要地位。

大洋洲的岛屿按成因分大陆岛、火山岛和珊瑚岛三类。太平洋岛屿的森林茂密，出产椰子、甘蔗。菠萝等

热带经济作物。矿产有磷、镍、铬、金等。

大洋洲陆地总面积 897万平方千米，是世界上最小的一个洲，人口共 2700万，除南极洲外是世界人口

最少的一个洲。 大洋洲有 14 个独立国家，其余十几个地区尚在美、英、法等国的管辖之下。在地理上划

分为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几内亚、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六区。

十一、南极洲

冰原大陆。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生物资源。人类对南极洲科学考察的意义。长城站、中山站。保护南极

环境的意义。南极洲几乎全部在南极圈内，是南极大陆与附近岛屿的合称，四周被太平洋、大西洋、印度

洋所包围。是世界各洲中最高的一洲，是世界上最高的大陆，平均海拔 2350 米，大部分地方覆盖很厚的冰

层，因此，被称为“冰雪大陆”。南极洲气候的特征：酷寒、烈风、暴雪。有极昼。极夜、极光现象。动

物有海狮。海豚、海豹、鲸、企鹅等。

南极洲无定居居民，仅有一些来自其它大陆的科学考察人员和捕掠队。我国于 1985 年和 1989 年先后

建立了长城站和中山站两个科学考察站，1959 年 12 月，澳大利亚、阿根廷等 12 个国家签订了《南极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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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要内容是：南极洲仅用于和平目的，保证在南极进行科学考察自由，促进科学考察中国际合作，禁止

进行一切军事活动和任何核爆炸或处理放射性废物，冻结对南极领土要求等。我国于 1983 年正式加人。

长城站：中国南极长城站是中国在南极建立的第一个科学考察站。中国为对南极地区进行科学考察而

在南极洲设立的常年性科学考察站。建于 1984 年 12 月 31 日，1985 年 2 月 20 日建成。以世界著名的中国

长城命名，国家主席江泽民于 1997 年 12 月 30 日题写了站名。

中国南极科考站目前总共有四个，分别是 中国南极长城站、中国南极中山站、中国南极昆仑站和新建

的中国南极泰山站 。

http://baike.baidu.com/view/6189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2371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20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8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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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自然灾害

一、地震

地球内部缓慢积累的能量突然释放引起的地球表层的振动叫地震。由于地球不断运动和变化，地壳的

不同部位受到挤压、拉伸、旋扭等力的作用，逐渐积累了能量，在某些脆弱部位，岩层就容易突然破裂，

引起断裂、错动，于是就引发了地震。

震级是指地震的大小，是表征地震强弱的量度，是以地震仪测定的每次地震活动释放的能量多少来确

定的。同样大小的地震，造成的破坏不一定相同；同一次地震，在不同的地方造成的破坏也不一样。为了

衡量地震的破坏程度，科学家又“制作”了另一把“尺子”一一地震烈度。地震的划分通常是用里氏震级

来表示.地震释放出来的能量越大,震级越高，震级每增加一级,能量约增加 30 倍。

通常划分标准如下：

微震：3 级以下的地震。有感地震：3-5 级称有感地震。

破坏性地震：5级以上称破坏性地震.。

二、火山

火山喷发，是一种奇特的地质现象，是地壳运动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地球内部热能在地表的一种最

强烈的显示，是岩浆等喷出物在短时间内从火山口向地表的释放。危害：火山泥石流、熔浆流等。有活火

山、死火山和休眠火山之分。

三、泥石流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

体滑坡并挟带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

主要危害：冲毁城镇乡村等，造成人畜伤亡，破坏房屋及其他工程设施，破坏农作物、林木及耕地；

有时甚至游塞河道，阻断航运，引起水灾等。

泥石流经常发生在峡谷地区和地震火山多发区，在暴雨期具有群发性。它是一股泥石洪流，瞬间爆发，

是山区最严重的自然灾害。

我国有泥石流沟 1 万多条，其中大多数分布在西藏、四川、云南、甘肃，多是雨水泥石流，青藏高原

则多是冰雪泥石流。

四、海啸

海啸，是由海底地震、火山爆发、海底滑坡或气象变化产生的破坏性海浪。例如，当地震发生于海底，

因地震波的动力而引起海水剧烈地起伏，形成强大的波浪，并向前推进，到达海岸浅水地带时，可产生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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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巨大能量的“水墙”，将沿海地带一一淹没。

全球有记载的破坏性海啸大约有 260 次，发生在环太平洋地区的地震海啸就占了约 80%；而日本列岛及

附近海域又占太平洋地震海啸的 60%左右——日本是全球发生地震海啸最多并且受灾最严重的国家。

五、霾

霾，也称阴霾、灰霾，是指原因不明的大量烟、尘等微粒悬浮而形成的大气浑浊现象。随着中国社会

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城市受雾霾影响，尤其是特大城市。

霾的形成有三方面的因素：①水平方向静风现象的增多，不利于大气污染物向城区外围扩展稀释，并

容易在城区内积累高浓度污染；②垂直方向出现高空比低空气温更高的逆温现象，导致污染物停留，不能

及时排放出去；③排放的污染物和城市 悬浮物大量增加，直接导致了能见度降低，使得整个城市看起来灰

蒙蒙一片。

危害：①影响身体健康；②影响交通安全；③影响区域气候等。

PM2.5 又称细颗粒物，指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小于或等于 2.5 微米的颗粒物。细颗粒物能较长时间悬浮

于空气中，其在空气中含量浓度越高，就代表空气污染越严重。细颗粒物对人体健康的危害要更大，因为

直径越小，进入呼吸道的部位越深 (直径 10 微米的颗粒物通常沉积在上呼吸道、2 微米米以下的可深入细

支气管和肺泡）。细颗粒物进入人体的肺泡后，直接影响肺的通气功能，使机体容易处在缺氧状态。

六、温室效应

温室效应，是指透 射阳光的密闭空间 由于与外界缺乏热交换而形成的保温效应。主要由于现代化工

业社会过多燃烧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产生的废气和大量排放的汽车尾气中含有的二氧化碳气体进入大气，

太阳辐射主要是短波辐射，而地面辐射和大气辐射则是长波辐射。大气对长波辐射的吸收力较强，对短波

辐射的吸收力较弱。太阳短波辐射可以透过大气射入地面，而地面增温后放出的长波辐射却被大气中的二

氧化碳等物质吸收，造成大气变暖。

七、酸雨

酸雨，又称酸性沉降，是指 pH 值小于 5.6 的雨、雪、雾、雹等大气降水。酸雨主要是人为地向大气中

排放大量酸性物质所造成的。中国的酸雨主要是因大量燃烧含硫量高的煤而形成的，多为硫酸雨，少部分

为硝酸雨硫酸和硝酸是酸雨的主要成分，雨、雪等在形成和降落过程中，吸收并溶解了空气中的二氧化硫、

氮氧化合物等酸性物质，形成 pH 值低于 5.6 的酸性降水。

八、臭氧破坏

臭氧层破坏，指大气层的平流层中臭 氧浓度相对较高的部分遭到破坏。空调冰箱的制冷剂——氟利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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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氯甲烷的商标名称）；氟氯甲烷是氯氟烃的一种，氯氟烃是一组由氯、氟及碳组成的卤代烷。臭氧层

的主要作用是吸收短波紫外线，氯氟烃释放到大气中，上升到高空时会分解出氯原子，一个氯原子可以分

解上万个臭氧分子，导致高空中由臭氧分子组成的臭氧层变薄，出现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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