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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地理考点整理

考向一：旅游资源的类型和价值

【命题解读】

1.考向：以某类普通地理事物入题，考查区域旅游资源的独特性，探究或评价某地旅游资源

所具备的价值。

2.特点：①试题的难度较小，所答以列举为主，得分易。②命题选材重视那些独特性的旅游

资源。实质是对旅游资源质量的评价。

【应对策略】

1.源生活：生活处处皆地理。可以列举生活中的某类地理事物，讨论其所拥有的旅游资源。

2.用所学：以所学旅游资源的价值来归类分析。①美学价值——观赏性；②科学价值——可

供研究；③历史文化价值——历史流传、纪念意义；④经济价值——（生活）体验性、参与

性等。如具独有特色的独有类，美学价值的欣赏类，具纪念意义的历史文化类，具参与过程

的体验类等等。

（2019 年新课标全国卷Ⅲ） [地理——选修 3：旅游地理]

越后妻有地区位于日本本州岛中北部，冬季多大雪。由于地处偏远，该地区越来越多的

年轻人涌入大都市，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乡村日渐衰败。为改变这一状况，该地区于 2000

年开始举办“大地艺术祭”活动。该活动以弃耕的农田、闲置的农舍和校舍以及山地为舞台，

以艺术作品的形式展现当地传统文化。该活动使越后妻有地区逐渐成为日本知名的旅游地。

图 8为永久保留的“大地艺术祭”经典作品——《梯田》。

指出越后妻有地区举办“大地艺术祭”活动的旅游价值，并说明能够永久保留在田野上

的艺术作品的特点。

考向二：旅游资源的成因分析

1.考向：以特殊的旅游景观为背景，考查区域旅游资源的成因。

2.特点：结合自然地理环境要素进行考察，对区域特征分析能力要求较高，考察主题多为地

质地貌资源。

【应对策略】运用自然地理学知识进行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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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海南卷】

日本岐阜县白川乡的合掌村，被誉为“日本传 统 风 味

十足的美丽乡村”。该村坐落在海拔较高的山地中， 冬 季 多

暴雪。村中的“合掌屋”（图 9）最早建于 300 年前， 屋 顶 坡

度达 60°,状如双手合掌，因此得名。合掌屋全部采 用 当 地

木材建造，这种传统保留至今。合掌屋与穿插其间 的 花 草

植物、小溪流水，水田水车等，构成了具有较高审 美 价 值

的乡村景现。

分析合掌村独特旅游景观的形成与自然环境的 关 系 。

（10 分）

考向三：旅游资源的保护

【命题解读】

1.考向：（1）结合区域自然条件，探析某类旅游资源保护较好的原因。

（2）结合区域环境特征，探究有效保护旅游资源的措施。

2.特点：此类试题，旅游地理为表，区域地理特征分析为里。

【应对策略】

1.探原因：潮湿易霉变。

干燥的环境利于保存→所处位置、地形→气候特点（干湿）→是否利于保存。

2.提措施：原则：促进当地旅游业健康、持续发展。

措施：①控规模——不超载； ②重管理——勿破坏； ③强检测——及时修；

④靠技术——多媒体展示； ⑤多宣传——提高保护意识。

(2017·北京高考)

博物馆是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的文化符号，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联合国规定每年

的 5 月 18 日是国际博物馆日。 北京故宫博物院是在明清两代皇宫及其收藏的基础上建立起

来的综合性博物馆，建筑艺术精湛，是中国最大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

阐述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主要旅游价值，列举故宫博物院在对公众开放游览方面应采取的

环境保护措施。

考向四：出游前的准备

【命题解读】考向：以旅游者为主体，考查出游前需要做的准备工作。

【应对策略】1.搜集资料，了解旅游资源；2.选择旅游时间；3.确定旅游地点；4.设计旅游

线路；5.设计体验活动；6.选择交通运输方式；7.了解可能遇到的风险和需要携带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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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新课标全国卷 2】

茶花古道是以茶、马为主要商品，以马帮为主要运输方式的古代商道。该商道分布在滇、

川、藏等地区，沿途穿越高山、峡谷、密林。暑期一群旅游爱好者计划沿茶马古道，靠站徒

步古道游，体验马帮文化。

从文化体验角度，指出他们应做的前期准备。（10 分）

考向五：旅游时间的确定和选择

【命题解读】以旅游者为主体，考查旅游时间的选择。

【应对策略】结合旅游者和旅游资源的季节性进行分析。

例题 腾格里沙漠，中国第四大沙漠。位于阿拉善地区东南部，面积约 4.27 万平方公

里，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西南部和甘肃省中部边境。南越长城，东抵贺兰山，西至

雅布赖山。腾格里沙漠中分布着数百个存留数千万年的原生态湖泊。湛蓝天空下，大漠浩瀚、

苍凉、雄浑，千里起伏连绵的沙丘如同凝固的波浪一样高低错落，柔美的线条显现出它的非

凡韵致。气候属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近年来沙漠徒步探险旅游成为“驴友”们最热衷的

方式。

请指出游客前往腾格里沙漠徒步探险旅游的最合适季节并阐明理由。简要说明出发前需

要准备的物品。

考向六：旅游方式（交通运输方式）的选择

【命题解读】

1.考向：结合旅游地的特点、所处位置等信息，考查对旅游方式的合理选择及分析评价能力。

2.特点：此类试题，旅游地理为表，交通方式的选择为里。

【应对策略】

1.针对分析：①旅游地距离——远飞近车；

②旅游地特点——沿途观赏类适合徒步、自驾游等；

③经济条件——飞机贵，火车廉；

④时间条件——时间充足慢行、时间少快观。

2.坚持原则：快捷、安全、方便、绿色、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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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新课标全国卷Ⅱ】

九黄机场位于四川省松潘县川主寺镇(下图),距九寨沟和黄龙景区分别为 88 千米和 43 千米,

目前已开通成都、重庆、西安、上海、北京、杭州、广州等地至九黄机场的多条航线,近年来

九黄机场旅客年吞吐量维持在 170 万人次左右,远超设计能力。

分析我国东部地区赴九寨 沟、

黄龙旅游的游客多数乘飞机抵 达

的原因。

考向七：旅游风险防范和携带物品

【命题解读】

1.考向：以某些特殊的或近年新出现的旅游地、旅游方式等入题，考查旅游前的准备、旅游

中的注意事项及需要防范的各类风险。

2.特点：此类试题，旅游地理为表，区域自然地理特征分析为里。

【应对策略】

1.区域分析：首先依据试题提供的图表、文字等信息，确定区域的位置、地形、气候等信息，

再针对性的进行准备。

2.分类总结：别走丢——方向（地图、定位）。

①雨林探险类——热、虫、雨、晒等；

②沙漠越野类——水、热、晒；

③高山峻岭类——寒、雪、氧、紫外；

④峡谷探险、河流溯源类——洪水、泥石流；

⑤雪山、极地类：寒、雪。

【2017·新课标全国卷ⅠⅠⅠ】

负地形是指从地面向下发育的地形，发育程度越高，高差越大，重庆武陵地处乌江下游，

其喀斯特景观以负地形（峡谷、溶洞、竖井等）高度发育著称，2007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请指出武陵喀斯特景观特点对旅游活动的不利影响，并提出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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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向八：旅游基础设施与接待能力

【2016·海南卷】

乌斯怀亚是世界上距离南极洲最近的

港口城市，人口规模小。市内店铺多为饭

店，餐馆和酒吧，旅店规模不大，收费较

高。图 6示意乌斯怀亚的位置。

分析乌斯怀亚旅店规模不大，收费较高的

原因。

考向九：旅游客源地的定位

【命题解读】

1.考向：如何结合旅游地的位置、价值及区域经济的发展情况，科学合理的定位客源地。

2.特点：考查内容较为综合。基于但高于旅游资源的价值评价。

【应对策略】

1.以质论价：质量越高，客源地定位越远、越大，反之则越小、越近。

2.调动所学：①资源价值——价值越高，吸引力越大，半径越大（远）；②集群组合——集群

状况、组合状况越好，吸引半径越远；③客源市场——区域经济越发达，旅游消费能力越高，

旅游的可能越高；④位置交通——交通越方便，吸引半径越大；⑤品牌影响——相信品牌的

力量。

【2016·新课标全国卷Ⅲ】

香榧是一种名贵干果,因其原产区和主产区在浙江诸暨东北部的枫桥地区(位置见下图),

又称枫桥香榧。这里打造香榧森林公园,每年夏季以举办“香榧节”为契机,吸引杭州、绍兴、

宁波等城市的游客。

分析枫桥地区借香榧发展旅游业,把客源地定位在周边城市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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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向十：旅游资源开发与评价

【命题解读】

1.考向：以某旅游地、旅游资源入题，考查对区域资源开发条件的评价。

2.特点：善于选取新颖的、独特的旅游资源、旅游现象入题。

【应对策略】

1.套用模板：

①旅游资源——资源价值，集群状况（种类、数量）、地域组合（质量、独特、与其它区域有

互补性）

②位置交通——区域位置、交通条件

③客源市场——客源地经济、市场距离

④基础设施——公共设施、配套设施、接待能力

⑤环境承载力

2. 拓展提高：旅游资源开发的原则:①可持续发展原则——生态、经济、社会共赢；②协调

原则——理性开发；③美观原则——基础，发现美、展示美、创造美；④市场原则——经济

可行性；⑤特色原则——特色已成为旅游景点生存与发展的第一生命力；⑥文化原则——文

化是旅游资源开发的灵魂，挖掘文化内涵、提升文化品位。

【2016·新课标全国卷Ⅰ】

莫干山近年以“民宿”开发而蜚声中外。“民宿”是指利用农民空闲房屋,为消费者提供

配套乡野休闲、养生的新型酒店模式。莫干山民宿旅游起步于 2007 年,受政府政策鼓励,逐步

形成了以吸引高消费人群为主体的旅游目的地。某民宿经营者说:“目前来乡里居住及游玩的

多数来自大城市,以家庭及情侣为主,他们不仅来吃农家饭,还喜欢和我们聊天,喜欢下田上山

体验农活。”2015 年,莫干山已有民宿 200 多家,年营业收入达 1.7 亿元,下图示意莫干山的位

置。

分析莫干山民宿旅游快速发展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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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新课标全国卷Ⅰ）[地理——选修 3：旅游地理]

安仁古镇位于成都市大邑县境内，地处成都平原西部，距成都市区 39 千米，距大邑县城 8.5

千米。古镇内现有保存完好的民国时期公馆 27 座、现代博物馆 30 余座，在全国同类小镇中

首屈一指，素有“中国博物馆小镇”之称。近年来，安仁古镇开展了以博物馆为特色的观光

旅游，游客人数逐年增加，但同时也存在游客很少留宿古镇的现象。

简述游客在安仁古镇很少留宿的主要原因，并为当地吸引游客留宿古镇提出合理建议。

考向十一： 旅游产业的发展

【命题解读】

1.考向：①探究某地旅游产业发展（快、慢）的原因；

②提出促进某地旅游业发展的措施；

③某地旅游业发展方式、措施评价等开放性考查。

2.特点：善于选取新颖的、独特的旅游资源、旅游现象入题。

【应对策略】

1.剖析快慢：①价值挖掘力度；②品牌推广力度；③完善设施程度；④服务水平；⑤集群构

建情况。

2.提出措施：①挖掘价值；②打响知名度（品牌）；③提升质量；③提升基础设施；④提升接

待能力；⑤组合、集群式开发。

3.科学评价：可持续发展：①经济——增收；②社会——就业；③生态——绿色环保。

4.特色战略：发展特色旅游业就是要向旅游者推出特色旅游品牌、旅游商品和服务,通过游、

购、行、食、住、娱等六要素的组合,创综合效益,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构造特色鲜明

的区域旅游框架,就是要重点培育自己的特色产品、特色品牌,突出自己的优势,形成有竞争力

和生命力的特色旅游经济。尤其要作好特(特色产品、特色风情、特色服务、特色购物、特色

饮食)、新(新经历、新感受、低价位)、奇(奇异之景、奇特景观、更土人情、宗教信仰)文章。

（河南省开封市 2019 届高三第三次模拟）（地理—选修 3:旅游地理）

抖音是指时长在一分钟内，用户可在社交平台上实时分享的视频形式。位于西安城墙脚下的

永兴防“摔碗酒”是被抖音捧红的众多“网红”景点之一。“摔碗酒”配上一曲欢快又洗脑的

《西安人的歌)，在网上迅速蹿红，吸引八方“抖友”纷纷前来“打卡”。其他抖音“网红”

景点还有重庆的“轻轨穿楼”、厦门鼓浪屿的“土耳其冰淇琳”和青海茶卡盐湖的“天空之镜”

等。这些地方都借助抖音平台形成了滚雪球式的疯狂传播。

抖音已成为许多旅游景点向外推介的形式之一，试分析其原因并提出“网红景点”持久“保

鲜”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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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汉中市 2019-2020 学年高三第六次质量检测）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根据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的数据,体育旅游在 2018 年增长了 14%,在现有食、住、行、游、购、

娱 6 大旅游基本消费要素基础上,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也充分体现了旅游产业新需求的

消费特征。体育旅游类型多样,如:高尔夫、网球、海钓、体育健身、运动处方、潜水、马术、

滑雪、球类、骑行、冰雪类、走跑类运动、户外探险、徒步穿越、登山、攀岩攀冰、跳伞滑

翔类等。旅游消费需求结构日益呈现高级化趋势,旅游产业与体育产业围绕这些新消费需求而

进行深度产业融合发展的态势,进一步促进旅游消费结构从低层次的观光需求向高层次的体

验性休闲度假需求转型升级。

试分析与传统观光型旅游相比,发展体育旅游能明显带动的行业。

考向十二：旅游的作用/旅游与区域发展

【2017·新课标全国卷 1】

近年来，我国许多传统古村落被开发成旅游观光地。一些古村落的村民仍留在村内，如

“中国最具旅游价值古村落”之一的桂林江头洲村，至今仍完整地保存着明清时期的建筑格

局（图 7），依然有百余户村民生活在村中，坚守着那份宁静与质朴。

分析村民生活在村中对促进当地旅游业健康发展的作用。

河北省石家庄市 2018 届高三毕业班教学质量检测文综地理试题

碛口古镇位于晋西吕梁山西麓，黄河之滨，临县之南端，是一座风貌完整、文化内涵丰富

的古镇，清代时号称晋陕大峡谷黄河沿岸第一镇，因渡口而兴，因现代交通替代黄河水运而

衰。碛口古镇是晋商发祥地之一，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世界百大濒危文化遗址”。近年

来，碛口古镇积极发展体验旅游，即游客可体验纤夫拉船、放河灯、放筏等与渡口有关的活

动，体验晋商时代的盐业、油、棉、麻等商品买卖活动，体验黄土高原特色小吃的制作和农

事活动，体验两黄（黄河、黄土高原）特色节日庆祝活动等。

说明碛口古镇发展体验旅游对当地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