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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一 外国科技发展成就

※相对论的妙解※

有一次，群众包围了从德国移居美国的科学家爱因斯坦的家，要求他用最简单的

话解释清楚他的“相对论”。据说当时全世界只有几个顶级的科学家看得懂 “相对

论”的相关著作。爱因斯坦走出家门，对大家说：“比方这么说——你同你最亲的人

坐在火炉边，一个钟头过去了，你觉得好像只过了 5 分钟！反过来，你一个人孤孤单

单地坐在热气逼人的火炉边，只过了 5 分钟，但你却像坐了一个小时。——唔，这就

是相对论！”

考 点 梳 理

一、18 世纪之前的科技成就

（一）天文学革命

1．尼古拉·哥白尼（波兰）1543 年发表《天体运行论》，提出日心说（太阳中心说）。

2．布鲁诺（意大利）捍卫和发展了哥白尼的日心说，提出宇宙是无限的。

3．开普勒（德国）发现行星运动三大定律（轨道定律、面积定律和周期定律）。

【经典真题 1】（单选题）（2017 年四川）

以科学挑战神学，用“日心说”推翻“地心说”的科学家是（ ）

A．托勒密 B．哥伦布 C．哥白尼 D．伽利略

【经典真题 2】（单选题）（2016 年江西）

著名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哥白尼是（ ）

A．意大利人 B．德国人 C．波兰人 D．法国人

【经典真题 3】（单选题）（2014 年辽宁）

发现行星运动定律的天文学家是（ ）

A．伽利略 B．开普勒 C．哥白尼 D．托勒密

（二）经典力学

1．伽利略（意大利）创立了经典力学，代表作有《两种新科学的对话》，被誉为“近代力学之父”“近代

科学之父”。

（1）提出自由落体定律；

（2）发明了第一架天文望远镜；

（3）重视实验和数学工具的做法，标志着近代科学的出现。

2．牛顿对经典力学进行综合：

（1）发现三大运动定律（第一运动定律、第二运动定律、第三运动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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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相关著作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687 年）。

【经典真题 1】（单选题）（2016 年江西）

以下关于伽利略的表述错误的是（ ）

A．伽利略发明了天文望远镜，用大量天文观测事实论证了哥白尼日心地动说

B．伽利略开创了实验力学，标志着科学实验方法的诞生

C．伽利略发现自由落体定律

D．伽利略倡导归纳法，成为近代科学的主要方法

【经典真题 2】（判断题）（2018 年山西）

牛顿三大运动定律包括万有引力定律。（ ）

（三）化学

波义耳（英国），创立化学学科，代表作品为《怀疑派化学家》（1661 年），明确了元素概念。同时他也

被公认为化学定性分析方法的奠基人。

【经典真题】（单选题）（2016 年江西）

被公认为化学定性分析方法的奠基人是（ ）

A．道尔顿 B．门捷列夫 C．波义耳 D．阿伏伽德罗

二、三次科技革命

（一）第一次科技革命

※时间：18 世纪六十年代至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

※标志：“珍妮机”的发明。

※进入时代：蒸汽时代。

※主要成就：

1．1765 年，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纱机，标志工业革命的开端。

2．1785 年，瓦特改良蒸汽机，人类进入“蒸汽时代”。

3．1807 年，富尔顿发明以蒸汽机为动力的轮船。

4．1814 年，斯蒂芬森（史蒂芬孙）发明了第一台蒸汽机车。

5．1830 年，英国的地质学家赖尔提出地质渐变理论。

6．拉瓦锡于 1777 年发表《燃烧概论》一文，提出了燃烧氧化学说，被誉为“化学之父”。

7．门捷列夫发现了元素周期律。

8．1831 年英国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于 1834 年又提出电解定律。

9．1838~1839 年间，德国的施莱登和施旺提出细胞学说。

10．1859 年，英国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奠定了进化论的基础。

11．1865 年，孟德尔发现遗传规律。

【经典真题 1】（单选题）（2018 年山西）

第一个发现并建立了元素周期表的科学家是（ ）

A．达尔文 B．诺贝尔 C．爱因斯坦 D．门捷列夫

【经典真题 2】（多选题）（2018 年河南）

第一次工业革命是指 18 世纪 60 年代从英国发起的技术革命，它开创了以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的时代。开启

了人类的第一次“技术爆炸”。以下科技成就中，属于第一次科技革命成果的有（ ）

A．蒸汽机车 B．珍妮纺纱机 C．水力织布机 D．白炽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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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真题 3】（单选题）（2015 年辽宁）

科学揭示燃烧现象的是（ ）

A．哥白尼 B．牛顿 C．爱迪生 D．拉瓦锡

（二）第二次科技革命

※时间：19 世纪六七十年代至 20 世纪初

※标志：电力的广泛应用、内燃机的发明和新交通工具的发明应用。

※进入时代：电气时代。

※主要成就：

1．1864 年，麦克斯韦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1888 年，赫兹发现了电磁波。

2．1866 年，德国人西门子制成发电机。

3．1870 年，比利时人格拉姆发明电动机，人类跨入电气时代。

4．1876 年，美国发明家贝尔发明了电话。

5．1879 年，美国发明家爱迪生发明了白炽灯。

6．19 世纪 80 年代，德国人卡尔·本茨制造出第一辆由内燃机驱动的汽车。

7．1896 年，意大利人马可尼发明无线电报。

8．1898 年，居里夫妇发现放射性元素镭和钋。

9．1900 年，普朗克提出量子概念，他是量子力学的重要创始人之一。

10．1903 年，美国人莱特兄弟造出了世界上第一架飞机并试飞成功。

11．1906 年，加拿大发明家雷金纳德·费森登首次成功使用无线电广播。

12．1905~1915 年，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带来了物理学的巨大变革。

13．1912 年，魏格纳写成《海陆的起源》一书，提出了大陆漂移说。

14．1928 年，弗莱明研制的青霉素，开创医学新纪元。

【知识拓展】细胞学说、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生物进化论被称为 19 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

【经典真题 1】（多选题）（2018 年山西）

下列属于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科技成就的有（ ）

A．蒸汽机的广泛使用 B．内燃机的发明

C．电力的广泛使用 D．电话的发明

【经典真题 2】（单选题）（2016 年江西）

在量子理论发展过程中，最早提出能量子假说的是德国物理学家（ ）

A．爱因斯坦 B．海森堡 C．玻尔 D．普朗克

【经典真题 3】（多选题）（2018 年湖南）

下列科学家与其主要成就的对应，正确的有（ ）

A．爱因斯坦——建立了经典力学体系

B．牛顿——提出了量子力学理论

C．达尔文——提出了生物进化论

D．居里夫人——发现了放射性元素镭

【经典真题 4】（多选题）（2016 年四川）

19 世纪的三大自然科学发现包括（ ）。

A．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 B．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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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电磁理论 D．细胞学说

（三）第三次科技革命

※时间：兴起于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

※标志：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

※进入时代：信息时代。

※主要成就：

1．1942 年，在意大利科学家费米领导下设计和建造的第一座核反应堆在美国成功运行，这标志着原子能

时代的开始。

2．1945 年，美国在新墨西哥州爆炸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

3．1946 年，美国制造出第一台通用计算机。

4．1953 年，生物学家沃森和克里克发现了 DNA 的双螺旋结构。

5．1954 年，苏联建成并正式启用世界上第一座核电站，这是人类和平利用核能的开始。

6．1957 年，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7．1961 年，苏联成功发射世界上第一艘载人宇宙飞船“东方号”，加加林成为人类遨游太空的第一人。

8．1969 年，美国“阿波罗 11 号”飞船成功登月，阿姆斯特朗成为人类登月的第一人。

【经典真题 1】（单选题）（2015 年天津）

三次工业革命的标志特征依次为（ ）

A．电气化、信息化、数字化 B．信息化、机械化、电气化

C．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 D．机械化、电气化、数字化

【经典真题 2】（判断题）（2016 年湖南）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经历了三次科技革命，其标志分别是蒸汽机的发明、电力的发明、电子计算机的发

明和原子能的发明和使用。（ ）

【经典真题 3】（单选题）（2015 年山西）

世界上第一颗被正式送入轨道的人造卫星是由（ ）发射的。

A．美国 B．苏联 C．中国 D．英国

专题二 中国古代科技发展成就

考 点 梳 理

在学习本专题的内容之前，先来考考你：

1．我国的四大发明是什么？

2．《千金方》是由哪位医学家写的？

3．被称为“中国 17 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的是哪部著作？

4．精准算出圆周率的是哪位数学家？

5．我国第一部科普作品是什么？

想要知道答案吗？往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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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重要成就

中国四

大发明

指南针：战国时，司南出现，司南是指南针的始祖。北宋时，指南针开始应用于航海

火药：唐朝时，火药正式出现，并于唐朝末年开始用于军事

印刷术：唐朝时，发明雕版印刷术；

唐代《金刚经》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标有确切日期的雕版印刷品；

北宋时，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

造纸术：东汉时，蔡伦改良造纸术

天文学

春秋：发现哈雷彗星。《春秋》中的“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是世界上有关哈雷彗星

的最早记录

战国：《甘石星经》，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天文学著作之一

医学

先秦至汉：《黄帝内经》，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中医学典籍，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

（其余三本为《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

东汉：《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药物学著作；

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奠定了中医辨证施治的基础；

神医华佗发明麻沸散、五禽戏，被称为“外科鼻祖”

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是我国第一部临床急救手册

唐代：《唐本草》——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颁定的药典；

药王孙思邈的《千金方》是一部综合性临床医学著作

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被誉为“东方药物巨典”

农学

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完整的农书，被誉为“中国古代农业百

科全书”

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是研究我国古代经济和农业生产经验的宝贵资料；

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被称

为“中国 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地理学

东汉：张衡发明世界上第一台地动仪

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是中国第一部水文地理专著

明代：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是中国第一部详细记录个人所经地理环境的游记，也是世

界上最早记述岩溶地貌并详细考证其成因的书籍。每年 5 月 19 日（《徐霞客游记》

开篇日）被定为“中国旅游日”

数学
东汉：《九章算术》，代表着中国古代数学形成完整体系

南朝：祖冲之精确地算出圆周率是在 3.1415926~3.1415927 之间，比外国早近一千年

其他科

技成果

隋代：李春设计的赵州桥是世界上现存最早、保存最完善的古代单孔敞肩石拱桥

北宋：李诫的《营造法式》是世界上最早、最完备的建筑学著作；

沈括的《梦溪笔谈》属于笔记类著作，是我国第一部科普作品，被誉为“中国科学

史上的里程碑”“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

上面的表格中已经清晰地列出了古代科技成就方面的常考知识点，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知识点是如

何考查的吧！

【经典真题 1】（单选题）（2019 年山西）

下列将中国古代的科学家与科学贡献对应错误的是（ ）

A．张衡——浑天仪 B．徐光启——《梦溪笔谈》

C．蔡伦——造纸术 D．宋应星——《天工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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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真题 2】（单选题）（2016 年江西）

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用胶泥刻字……火烧令坚……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更互

用之，瞬息可就”。此材料反映的是我国古代的哪一科技成就（ ）

A．蔡伦改进造纸术 B．华佗制成麻沸散

C．张衡发明地动仪 D．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

【经典真题 3】（单选题）（2016 年山东）

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中，产生于隋唐的是（ ）

A．造纸术 B．火药 C．指南针 D．活字印刷术

【经典真题 4】（单选题）（2018 年河南）

我国是最早发明印刷术的国家，世界上现存最早有明确时间记载的印刷品是唐朝时印刷的（ ）

A．《甘石星经》 B．《金刚经》 C．《唐律疏议》 D．《黄帝内经》

【经典真题 5】（单选题）（2017 年河北）

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农业百科全书是（ ）

A．《齐民要术》 B．《神农本草经》 C．《黄帝内经》 D．《茶经》

【经典真题 6】（判断题）（2018 年新疆）

《本草纲目》是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 ）

【经典真题 7】（单选题）（2019 年福建）

近期中国地震活动频度高、强度大且范围广，而地震预警在此时就显得尤为重要。世界上第一架地震仪——

候风地动仪的发明者是东汉科学家（ ）

A．袁天罡 B．祖冲之 C．张衡 D．郦道元

【经典真题 8】（单选题）（2016 年湖北）

以下哪部是我国古代地理学巨著（ ）

A．《梦溪笔谈》 B．《太平广记》 C．《天工开物》 D．《水经注》

专题三 近代及新中国成立后的科技发展

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从探月工程到载人深潜，新中国自成立以来，就在科技发展上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成就，不仅展现了科技工作者的壮志豪情，也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由弱到强的光辉历程，那么本节将为你

一一展现我国不同领域的科技发展成就，让你真正体会到：厉害了，我的国！

考 点 梳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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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近代主要科技成就

年份 成就者 科技成就 意义

1909 詹天佑等 京张铁路
中国人自行设计和施工的第一条铁路干线

（注：中国自建的第一条铁路是唐胥铁路）

1937 茅以升等 钱塘江大桥 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双层铁路、公路两用桥

1943 侯德榜 侯氏制碱法 创立了中国人自己的制碱工艺

【经典真题】（单选题）（2017 年湖南）

设计并修建了中国第一条铁路，为中国铁路事业鞠躬尽瘁的杰出科学家是（ ）

A．李四光 B．钱学森 C．邓稼先 D．詹天佑

二、新中国成立后的科技发展

（一）科技计划

1．应用科学计划

（1）星火计划：依靠科学技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1986 年由科技部负责实施。

（2）丰收计划：依靠科学技术发展农业。1987 年由农牧渔业部和财政部共同组织实施。

（3）燎原计划：旨在推进农村教育改革发展，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1988 年由国家教委提出并

组织实施。

2．高新技术发展计划

（1）863 计划：我国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是 1986 年 3 月，由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老

科学家提议的。

（2）火炬计划：促进高技术、新技术研究成果商品化，推动高技术、新技术产业形成和发展，1988 年 8

月经中国政府批准，由科学技术部（原国家科委）组织实施。

【经典真题 1】（单选题）（2015 年云南）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的依靠科学技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是（ ）

A．火炬计划 B．星火计划 C．丰收计划 D．燎原计划

【经典真题 2】（单选题）（2014 年辽宁）

我国制定的旨在使高科技成果商品化和产业化的计划是（ ）

A．火炬计划 B．星火计划 C．863 计划 D．信息计划

（二）国家科学技术奖

我国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共有五项：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

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等级最高的奖项）

【评审标准】

①授予在当代科学技术前沿取得重大突破或者在科学技术发展中有卓越建树、在科学技术创新、科学技术

成果转化和高技术产业化中创造巨大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的科学技术工作者。

②每年评选一次，每次授予不超过 2 名，由国家主席亲自签署、颁发荣誉证书、奖章和 800 万元奖金。

③奖项不分等级。

【注】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文俊和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荣获 2000 年度首

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国家自然科学奖

【评审标准】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AE%B6%E6%9C%80%E9%AB%98%E7%A7%91%E5%AD%A6%E6%8A%80%E6%9C%AF%E5%A5%96/62133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AE%B6%E8%87%AA%E7%84%B6%E7%A7%91%E5%AD%A6%E5%A5%96/27319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AE%B6%E6%8A%80%E6%9C%AF%E5%8F%91%E6%98%8E%E5%A5%96/62145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AE%B6%E7%A7%91%E5%AD%A6%E6%8A%80%E6%9C%AF%E8%BF%9B%E6%AD%A5%E5%A5%96/62167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AE%B6%E7%A7%91%E5%AD%A6%E6%8A%80%E6%9C%AF%E8%BF%9B%E6%AD%A5%E5%A5%96/62167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5%9B%BD%E9%99%85%E7%A7%91%E5%AD%A6%E6%8A%80%E6%9C%AF%E5%90%88%E4%BD%9C%E5%A5%96/770563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D%93%E4%BB%A3/84013
http://www.chinaexa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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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奖励在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地球科学、生命科学等基础研究和信息、材料、工程技术等领域的

应用基础研究中，阐明自然现象、特征和规律、作出重大科学发现的我国公民。

②国家自然科学奖不授予组织。

3．国家技术发明奖

【评审标准】

①授予运用科学技术知识做出产品、工艺、材料及其系统等重大技术发明的中国公民。

②国家技术发明奖不授予组织。

4．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评审标准】

授予在技术研究、技术开发、技术创新、推广应用先进科学技术成果、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以及完成重

大科学技术工程、计划等过程中做出创造性贡献的中国公民和组织。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评审标准】

①授予对中国科学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或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由国务院颁发证

书。

②奖项不分等级。

【经典真题 1】（单选题）（2017 年江西）

下列不属于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奖的奖项是（ ）

A．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B．国家自然科学奖

C．国家技术发明奖 D．国家社会科学奖

【经典真题 2】（判断题）（2015 年四川）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报请国家主席签署并颁发证书和奖金。（ ）

知 识 拓 展

【经典真题】（单选题）（2016 年四川）

诺贝尔奖所设置的奖项包括（ ）

A．文学奖 哲学 经济学奖 物理学奖 化学奖 和平奖

B．文学奖 哲学 经济学奖 物理学奖 化学奖 生理学或医学

C．文学奖 经济学奖 物理学奖 化学奖 生理学或医学奖 和平奖

D．文学奖 经济学奖 数学奖 物理学奖 化学奖 生理学或医学奖

※诺贝尔奖※

诺贝尔奖，是以瑞典的著名化学家、硝化甘油炸药的发明人阿尔弗雷德·贝恩

哈德·诺贝尔的部分遗产（3100 万瑞典克朗）作为基金在 1895 年创立的奖项。在世

界范围内，诺贝尔奖通常被认为是所颁奖领域内最重要的奖项。

诺贝尔奖分设物理、化学、生理学或医学、文学、和平、经济学这 6 个奖项。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F%BA%E7%A1%80%E7%A0%94%E7%A9%B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A%80%E6%9C%AF%E5%8F%91%E6%98%8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A%80%E6%9C%AF%E7%A0%94%E7%A9%B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A%80%E6%9C%AF%E5%BC%80%E5%8F%9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A%80%E6%9C%AF%E5%88%9B%E6%96%B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A7%E4%B8%9A%E5%8C%96
http://www.chinaexam.org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1%9E%E5%85%B8/29109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1%9D%E5%8C%96%E7%94%98%E6%B2%B9%E7%82%B8%E8%8D%AF/494334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8%BF%E5%B0%94%E5%BC%97%E9%9B%B7%E5%BE%B7%C2%B7%E8%B4%9D%E6%81%A9%E5%93%88%E5%BE%B7%C2%B7%E8%AF%BA%E8%B4%9D%E5%B0%94/170977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8%BF%E5%B0%94%E5%BC%97%E9%9B%B7%E5%BE%B7%C2%B7%E8%B4%9D%E6%81%A9%E5%93%88%E5%BE%B7%C2%B7%E8%AF%BA%E8%B4%9D%E5%B0%94/170977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1%9E%E5%85%B8%E5%85%8B%E6%9C%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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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科技成就

1．能源科技

年份 成就 意义

1959 发现大庆油田 证实“陆相生油”理论

1991 秦山核电站一期工程首次并网发电

是中国大陆第一座自己研究、设计和建造的核电站，中

国成为继美国、英国、法国、前苏联、加拿大、瑞典之

后世界上第七个能够自行设计、建造核电站的国家

2002
西气东输开工

两项均是西部大开发标志性工程之一
西电东送开工

2006 三峡大坝主体工程全面竣工 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电站

2010 中国实验快堆（CEFR）首次达到临界
我国第一座快中子增殖反应堆；我国成为世界上第八个

拥有快堆技术的国家

2011 中国实验快堆并网发电成功
标志着我国在占领核能技术制高点、建立可持续发展的

先进核能系统上跨出了重要的一步

2012 “海洋石油 981”开钻
中国石油公司首次独立进行深水油气的勘探，标志着中

国海洋石油工业的“深水战略”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2013

中缅天然气管道投产，中国四大能源

战略通道建成

中国构建的四条能源进口通道——海上（船运油气）、

西北（中亚油气）、东北（中俄原油）和西南（中缅油

气）战略格局正式形成

辽宁红沿河核电站一期 1 号机组首

次并网成功

标志着我国东北首个核电站正式进入并网调试阶段，具

备发电能力

自主研制的铀浓缩离心机成功实现

工业化应用

标志着我国具备了核燃料生产的自主化工业能力，完全

掌握了离心法铀浓缩技术，对保障我国核电可持续发展

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2015
“华龙一号”首堆示范工程福清核电

5号机组开工

“华龙一号”具有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标志着我国核

电建设进入新时代，我国跻身全球核电先进技术行列

2017
我国南海北部神狐海域的可燃冰试

采成功

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一个实现稳定开采海洋超级能

源的国家

【经典真题 1】（单选题）（2015 年山东）

（ ）是中国大陆第一座自己研究、设计和建造的核电站。

A．秦山核电站 B．大亚湾核电站 C．岭澳核电站 D．秦皇岛核电站

【经典真题 2】（单选题）（2017 年山东）

2017 年 5 月，我国在（ ）北部海域进行的可燃冰试采获得成功，这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一个实现在海

域可燃冰试开采中获得连续稳定产气的国家。

A．渤海 B．南海 C．东海 D．黄海

2．国防科技

年份 成就 意义

1964 第一枚原子弹爆炸成功 打破了核垄断，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维护了世界

和平1966 第一枚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

http://www.chinaexa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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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 第一枚氢弹爆炸成功

1980 运-10运输机首飞 我国首次自行研制、自行制造的大型喷气式客机

1998 歼-10战斗机首飞 我国第一架完全独立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战斗机

2012

我国载人深潜器“蛟龙号”7000 米级

海试圆满成功

标志着我国海底载人科学研究和资源勘探能力达到国

际领先水平

我国首艘航母“辽宁舰”交付入列，

歼-15舰载机成功起降

我军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我军武器装备建

设取得了重要进展，标志着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取

得了显著成就

北斗区域卫星导航系统组网发射任务

圆满完成

北斗投入商用后不仅使中国摆脱对 GPS 的依赖，也将

衍生出卫星导航定位产业

2016
歼-20亮相珠海航展并首次对外进行

双机飞行展示

歼-20 是我国研制的一款单座、双发、高隐身性、高机

动性的第五代战斗机，是中国现代空中力量的代表作，

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世界最先进的第五代战机行列

2017

中国首艘国产航母 001A 型航空母舰

在大连举行下水仪式

这是真正意义上中国自主设计和制造的第一艘航空母

舰

歼-20正式进入空军序列 使中国战斗机拉近到与美国同代水平

2018

由中国自主研发的深海装备“海龙

11000”（无人缆控潜水器）在西北

太平洋海山区完成 6000 米级大深度

试验潜次

最大下潜深度 5630 米，创造了我国无人缆控潜水器深

潜纪录

“海星 6000”有缆遥控水下机器人完

成首次科考应用任务

最大下潜深度突破 6000 米，创我国有缆遥控水下机器

人的最大下潜深度纪录，并在多个海域获取了环境样

品和数据资料

知 识 拓 展

【经典真题 1】（单选题）（2017 年安徽）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成功是在（ ）年。

A．1960 B．1962 C．1964 D．1967

【经典真题 2】（单选题）（2018 年山西）

※两弹一星※

1960 年 11 月 5 日，中国仿制的第一枚导弹发射成功；1964 年 10 月 16 日 15 时，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使中国成为第五个有原子弹的国家；1967 年 6 月 17 日

上午 8 时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 年 4 月 24 日 21 时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

发射成功，使中国成为第五个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

“两弹一星”一般指的是核弹、导弹和人造卫星。其中核弹包括原子弹和氢弹。

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被评为“两弹元勋”。

http://www.chinaexam.org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0%A2%E5%BC%B9/110129


www.chinaexam.org

11

下列属于我国第五代战斗机的机型是（ ）

A．歼-20 B．歼-10 C．歼-15 D．歼-10B

【经典真题 3】（单选题）（2019 年山东）

由我国自主研制的有缆遥控水下机器人“（ ）”于 2018 年 10 月 28 日完成首次科考应用任务，创我国有

缆遥控水下机器人的最大下潜深度记录，并在多个海域获取了环境样品和数据资料。

A．蛟龙号 B．大洋 11000 C．海龙号 D．海星 6000

【经典真题 4】（单选题）（2014 年内蒙古）

“两弹一星”是指（ ）

A．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

B．原子弹、氢弹、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

C．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地球卫星

D．导弹、氢弹和人造地球卫星

3．空间技术

年份 成就 意义

1960 自行研制的第一枚火箭发射成功 我国奔向太空的第一步

1970
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

号”发射成功

我国成为第五个能够用自制火箭发射国产卫星的国家，宣

告我国进入航天时代

2003 “神舟五号”载人航天飞行
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独立载人航天技术的国

家

2005 “神舟六号”载人航天飞行 中国第一艘执行“多人飞天”任务的载人飞船

2007 “嫦娥一号”发射成功
中国自主研制并发射的首个月球探测器，中国首次探月工

程取得成功，成为世界上第五个发射月球探测器的国家

2008 “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
中国宇航员翟志刚首次太空行走，我国成为继美国和苏联

之后第三个独立掌握空间出舱关键技术的国家

2009 “嫦娥一号”成功撞击月球
标志着探月一期工程已经圆满完成，探月二期工程全面启

动

2010 “嫦娥二号”发射成功 探月工程二期揭幕

2011

第八颗北斗导航卫星发射成功
标志着北斗区域卫星导航系统的基本系统建设完成，我国

自主卫星导航系统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无人太空实验舱“天宫一号”成

功发射

中国第一个目标飞行器；标志着中国迈入航天“三步走”

战略的第二步第二阶段

“神舟八号”飞船成功发射并与

“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实现自

动对接

中国航天“三步走”战略中第二步的关键环节；标志着中

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自主掌握空间交会对接技术的国家

2012
“神舟九号”飞船与“天宫一号”

成功实现载人交会对接

中国实施的首次载人空间交会对接，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

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空间交会对接技术的国家

2013

“神舟十号”进行载人航天应用

性飞行
“神舟十号”开创中国载人航天应用性飞行的先河

“嫦娥三号”发射成功
它携带中国的第一艘月球车“玉兔号”，实现了中国首次

月球软着落和月面巡视勘察

http://www.chinaexa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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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探月工程三期再入返回飞行试验

获得圆满成功

标志着我国已全面突破和掌握航天器以接近第二宇宙速度

的高速再入返回的关键技术

2015
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发

射

有望推动我国科学家在暗物质探测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对

促进我国空间科学领域的创新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016

“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发射成

功

继“天宫一号”后的第二个空间实验室，也是中国第一个

真正意义上的空间实验室

“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成功发

射并成功与“天宫二号”对接

中国航天“三步走”战略第二步到第三步的一个过渡；航

天员景海鹏、陈冬在“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的工作生活

时间创造了中国航天员太空驻留时间的新纪录

“长征五号”发射成功 目前我国运载能力最大、推力最大的火箭

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天

眼”，简称 FAST，在贵州喀斯特

天坑中正式启用

世界最大单口射电望远镜

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

子号”成功发射

我国成为全球第一个实现卫星和地面之间通过量子通信的

国家

2017

发射世界第一颗硬 X 射线调制望

远镜卫星“慧眼”

它既可以实现宽波段、大视场 X 射线巡天，又能够研究黑

洞、中子星等高能天体的短时标光变和宽波段能谱，同时

它也是具有高灵敏度的伽马射线暴全天监视仪，填补了我

国空间 X射线探测卫星的空白

“珠海一号”卫星星座 01 组 2 颗

卫星发射升空

在军民融合、自然资源监测、环保监测、海洋监测等领域

得到了示范应用，体现了卫星定量遥感的优势

2018

“嫦娥四号”发射成功 实现了人类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

“珠海一号”卫星星座 02 组 5 颗

卫星由长征十一号固体运载火箭

以“一箭五星”方式成功发射

在军民融合、自然资源监测、环保监测、海洋监测等领域

得到了示范应用，体现了卫星定量遥感的优势

【经典真题 1】（单选题）（2015 年贵州）

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颗月球探测卫星是（ ）

A．月亮女神 B．勇气号 C．嫦娥一号 D．发现号

【经典真题 2】（单选题）（2019 年江西）

以下属于我国导航卫星的是（ ）

A．“墨子” B．“悟空” C．“风云” D．“北斗”

【经典真题 3】（单选题）（2019 年福建）

中国航天员实现首次出舱进行太空行走时所搭载的神舟飞船是（ ）

A．神舟八号 B．神舟七号 C．神舟六号 D．神舟五号 

【经典真题 4】（单选题）（2017 年四川）

下列关于我国航天事件，说法错误的是（ ）

A．天宫一号在轨期间，先后与多艘载人飞船进行了交会对接

B．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被命名为墨子号

C．嫦娥号月球车首次实现了月球软着落和月面巡视勘察

D．我国首次将航天员送上太空的载人飞船是神舟五号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0%84%E7%94%B5%E6%9C%9B%E8%BF%9C%E9%95%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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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真题 5】（单选题）（2016 年江西）

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世界最大单口径、最灵敏的被誉为“中国天眼”的球面射电望远镜的口径是（ ）

A．400 米 B．500 米 C．600 米 D．700 米

【经典真题 6】（单选题）（2018 年山西）

近年来，我国“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其中“悟

空”指的是（ ）

A．洲际巡航导弹 B．量子通信卫星

C．引力波探测卫星 D．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

【经典真题 7】（单选题）（2019 年江苏）

2018 年 12 月 8 日，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 ）探测器，实现了人类首

次月球背面软着陆。

A．玉兔号 B．鹊桥号 C．嫦娥四号 D．悟空号

【经典真题 8】（单选题）（2018 年福建）

2018 年 4 月 26 日 12 时 42 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十一号固体运载火箭，以“一箭五星”

的方式，成功将（ ）五颗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

A．珠海一号 B．夸父一号 C．尖兵 X 号 D．创新一号 02 星

4．生物技术

年份 成就 意义

1965 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
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的蛋白质，为人类认识生命、揭开生

命奥秘迈出了可喜的一大步

1974
袁隆平培育出第一个杂交水

稻品种“南优二号”

粮食产量增加，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在世界上推广，

为解决世界粮食短缺问题提供战略思路

1999 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
我国完成 1%的测序任务，成为参加这项研究计划的唯一的

发展中国家

2011
培育出世界首例赖氨酸转基

因克隆奶牛

世界上首次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和体细胞核移植技术获得

的赖氨酸转基因克隆牛，也标志着世界克隆技术的又一次突

破

2015

屠呦呦因为发现了青蒿素（可

以有效治疗疟疾），获 2015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是中国科学家因为在中国本土进行的科学研究而首次获得

科学类诺贝尔奖，屠呦呦也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

中国本土科学家

2018

中国科学院覃重军研究团队

在国际上首次人工创建了单

条染色体的真核细胞

是合成生物学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突破

【经典真题 1】（单选题）（2019 年山东）

2018 年 8 月，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杂志刊登了合成生物学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项重大突破：中

国科学家首次人工创建了（ ），这也是继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之后中国科学家在合成生物学领域取得的又

一重大突破。

A．单染色体的真核细胞 B．原核生物支原体 C．染色体 D．原核细胞

【经典真题 2】（单选题）（2017 年山东）

我国科学家屠呦呦获得 2015 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获奖原因是她发现了（ ）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6%83%E9%87%8D%E5%86%9B/1279793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F%93%E8%89%B2%E4%BD%93/19588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C%9F%E6%A0%B8%E7%BB%86%E8%83%9E/599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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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伯氨喹 B．氯喹 C．新型头孢 D．青蒿素

【经典真题 3】（多选题）（2015 年河北）

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取得的重大科技成就包括（ ）

A．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 B．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

C．“银河Ⅰ号”研制成功 D．“嫦娥一号”发射

5．信息技术

年份 成就 意义

1983 “银河Ⅰ号”研制成功 我国第一台每秒运算一亿次以上的巨型计算机

2010 “天河一号”研制成功 我国首台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

2011
成功研制世界首个快速连续反应仿人

机器人

截至 2011 年世界上首个宣布研制成功的、具有快

速连续反应能力的仿人机器人

2013

自主研发的风能机器人“极地漫游者”

2 月 8 日在南极中山站附近冰盖上“走”

出了第一步

是我国研发的首台基于再生风能驱动的机器人

“天河二号”研制成功 连续 6 次蝉联世界最快计算机冠军

2016 “神威·太湖之光”登上世界超算榜首 世界上首台运算速度超过十亿亿次的超级计算机

2017
世界第一台超越早期经典计算机的光

量子计算机在中国诞生

中国成就了里程碑式的“量子霸业”，成了“量子

革命”的领导者

【经典真题 1】（单选题）（2017 年山西）

（ ）是中国首台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

A．长城一号 B．银河一号 C．天河一号 D．神舟一号

【经典真题 2】（单选题）（2015 年山西）

我国超级计算机连续 6 次蝉联世界最快计算机冠军的是（ ）

A．银河一号 B．天河一号 C．银河二号 D．天河二号

【经典真题 3】（单选题）（2016 年吉林）

2016 年 6 月 20 日，德国法兰克福国际超算大会公布了世界计算机 500 强排名，中国超级计算机上榜总数

量首次超过美国名列第一，全球运行速度最快的超级计算机是我国自主研制的（ ）

A．天河一号 B．深蓝 C．天河二号 D．神威·太湖之光

6．其他科技成就

年份 成就 意义

1978 王选成功研制汉字激光照排技术
被誉为“汉字印刷术第二次发明”，王选被誉为“当

代毕昇”

1988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造成功并首

次实现正负电子对撞

为我国粒子物理和同步辐射应用提供了基本研究实验

手段和条件，我国高能物理研究从此步入世界前列

2006 青藏铁路全线建成并通车
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穿越冻土里程最长的

高原铁路

2012
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发现了一种新的

中微子振荡，并测量到其振荡概率

物质世界基本规律的一项新的认识，对中微子物理未

来发展方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并有助于破解宇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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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物质消失之谜”

2013
首座太阳能热发电实验电站顺利建

成

我国成为继美国、德国、西班牙之后，世界上第四个

掌握集成大型太阳能热发电站有关技术的国家

2014
中国科学家团队合成出硬度两倍于

天然金刚石的人造金刚石块材
人造金刚石硬度首次超越天然钻石

2017

C919 首飞成功
中国在航空制造领域迈上新台阶，打破国外飞机巨头

的市场垄断，市场前景巨大

“复兴号”高铁以 350 公里的时速

飞驰
中国成为全球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高的国家

2018

“港珠澳大桥”正式交付使用

①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也是中国交通史上技术

最复杂、建设要求及标准最高的工程之一，有世界上

最长的海底沉管隧道，被英国《卫报》誉为“新世界

七大奇迹”

②大桥开通对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国产大型水陆两栖飞机“鲲龙”

AG600 在湖北荆门漳河机场成功实

现水上首飞起降

中国大飞机终于迈出“上天入海”完整步伐，建设航

空强国轮廓愈发明晰

【经典真题 1】（单选题）（2017 年江西）

为汉字告别铅字印刷开辟了道路，被誉为“汉字印刷术的第二次发明”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发明者是中

国科学家（ ）

A．王选 B．丁颖 C．朱光亚 D．张孝骞

【经典真题 2】（单选题）（2018 年天津）

（ ）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又被誉为“离天最近的铁路”。

A．京九铁路 B．青藏铁路 C．东非铁路 D．京广铁路

【经典真题 3】（多选题）（2019 年山东）

2019 年 1 月 1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〇一九年新年贺词。贺词中指出，这一年，中国制造、中国创造、

中国建造共同发力，继续改变着中国的面貌。这主要指的（ ）。

A．C919 大型客机飞上蓝天

B．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发射

C．国产大型水陆两栖飞机水上首飞

D．北斗导航向全球组网迈出坚实一步

【经典真题 4】（单选题）（2017 年山西）

2017 年 9 月 21 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7 对（ ）动车组列车在京沪高铁线率先实现

350 公里时速运行，京沪高铁迈进“350 时代”。

A．“蛟龙号” B．“和谐号” C．“神州号” D．“复兴号”

【经典真题 5】（单选题）（2019 年河北）

2018 年 10 月 23 日，港珠澳大桥举行开通仪式。港珠澳大桥是“一国两制”下粤港澳三地首次合作共建的超

大型跨海交通工程。大桥开通对推进（ ）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A．粤港澳大湾区 B．长三角城镇群 C．珠三角区域 D．横琴国际旅游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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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四 现代高新科技

科技的发展从来都是日新月异、争分夺秒的。随着现代高新科技的发展，一些科技名词也进入了我们的视

线，并频繁出现在考试中，如细胞工程、微生物工程、高分子合成材料、超导材料、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

能等。本专题将着重介绍现代高新科技中的常考名词，热门干货可千万不能错过！

考 点 梳 理

一、现代生物技术

现代生物技术也称生物工程技术。包括基因工程、酶工程、细胞工程和发酵工程。核心是基因工程。

（一）基因工程（遗传工程）

将外源基因通过体外重组后导入受体细胞内，使这个基因能在受体细胞内复制、转录、翻译表达的操作，

如试管婴儿、克隆羊等。

（二）酶工程（生化工程）

利用酶具有的生物催化功能，借助工程手段将相应的原料转化成有用物质。主要集中于食品工业，轻工业

以及医药工业中。

（三）细胞工程

是指通过细胞融合、核质移植、染色体或基因移植以及组织和细胞培养等方法，快速繁殖和培养出人们所

需要的新物种的生物工程技术。如生产有用的生物产品或培养有价值的植株，并可以产生新的物种或品系。

（四）发酵工程（微生物工程）

利用微生物的某些特定功能，为人类生产有用的产品。如包括菌种的选育、培养基的配制、灭菌、扩大培

养和接种、发酵过程和产品的分离提纯等方面。

【经典真题 1】（单选题）（2015 年四川）

利用现代生物技术，以细胞为基本单位，人为地使细胞的某些生物学特性按人们的意思发生改变，从而达

到改良生物品种和创造新品种的现代科学技术，被称为（ ）

A．细胞工程 B．基因工程 C．酶工程 D．生物技术

【经典真题 2】（单选题）（2018 年四川）

酱油、醋、酒是运用（ ）技术的结果。

A．微生物工程 B．细胞工程 C．酶工程 D．蛋白质工程

【经典真题 3】（单选题）（2015 年辽宁）

现代生物技术的核心是（ ），它的出现带动了生物技术的全面发展。

A．基因工程 B．发酵工程 C．细胞工程 D．酶工程

【经典真题 4】（单选题）（2015 年山西）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F%93%E8%89%B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F%BA%E5%9B%A0%E7%A7%BB%E6%A4%8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86%E8%83%9E%E5%9F%B9%E5%85%B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9F%E7%89%A9%E5%B7%A5%E7%A8%8B%E6%8A%80%E6%9C%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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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技术包括的四个领域是（ ）

A．基因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微生物工程

B．基因工程、细胞工程、蛋白质工程、酶工程

C．基因工程、细胞工程、蛋白质工程、微生物工程

D．基因工程、蛋白质工程、酶工程、微生物工程

【知识拓展】现代生物技术的两个典型应用就是杂交水稻和转基因食品。

二、现代信息技术

（一）空间技术

空间技术，是探索、开发和利用太空以及地球以外天体的综合性工程技术，也被称为航天技术。它包括运

载器、航天器和地面测控技术三个重要组成部分。

空间技术的两个标志性技术是航天飞机和永久太空站。

（二）海洋科学技术

海洋科学技术也叫海洋工程，是一门以综合高效开发海洋资源为目的的高技术，其标志技术是深海挖掘、

海水淡化。

（三）光纤通信

光纤通信是利用光波在光导纤维中传递各种信息。

光纤是用石英玻璃制造的，由两层组成，里面一层叫内芯，直径一般为几十微米或几微米，比一根头发丝

还要细；外面一层叫包层。为了保护光纤，包层外还往往覆盖一层塑料。

光纤通信的优点：（1）通信容量大；（2）传输损耗低；（3）经济、轻便；（4）抗干扰能力强；（5）保

密性能好。

（四）3D 打印

3D 打印以数字模型文件为基础，运用粉末状金属或塑料等可粘合材料，通过逐层打印的方式来构造物体的

技术。

3D 打印通常是采用数字技术材料打印机来实现的。常在模具制造、工业设计等领域被用于制造模型，后渐

用于一些产品的直接制造，已经有使用这种技术打印而成的零部件。该技术在珠宝、鞋类、工业设计、建筑、

工程和施工、汽车、航空航天、牙科和医疗产业、教育、地理信息系统、土木工程、枪支以及其他领域都有所

应用。

（五）物联网

物联网是指通过射频识别（RFID）、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激光扫描器等信息传感设备，按约定的

协议，把物品与互联网相连接，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以实现对物品的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

的一种网络。

（六）云计算

云计算是一种基于互联网的计算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共享的软硬件资源和信息可以按需提供给计算机和

其他设备。

云计算的特点：（1）超大规模；（2）虚拟化；（3）高可靠性；（4）通用性；（5）按需服务。

（七）大数据

一种规模大到在获取、存储、管理、分析方面大大超出了传统数据库软件工具能力范围的数据集合，具有

海量的数据规模、快速的数据流转、多样的数据类型和价值密度低四大特征大数据在不断的改善我们的生活，

让生活更加方便但也会产生个人隐私问题。

【知识点补充】大数据的四个特征，即 Volume（大量）、Variety（多样）、Velocity（高速）、Value（价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5%B7%E6%B4%8B%E8%B5%84%E6%BA%9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5%B7%E6%B0%B4%E6%B7%A1%E5%8C%96/425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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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一般简称为“4V”。

（八）人工智能和深度学习

1．人工智能（AI）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是研究如何应用计算机的软硬件来模拟人类某些智能行为的

基本理论、方法和技术。该领域的研究包括机器人、语言识别、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和专家系统等。

2．深度学习是指多层的人工神经网络和训练的方法。通俗地讲就是指计算机通过建立模拟人脑进行分析学

习的深度神经网络，模仿人脑的机制来学习、判断、决策，它是当今人工智能大爆炸的核心驱动。

（九）量子信息技术

量子信息技术是量子物理与信息技术相结合发展起来的新学科，主要包括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两个领域。

量子通信：主要研究量子密码、量子隐形传态、远距离量子通信的技术等。

量子计算：主要研究量子计算机和适合于量子计算机的量子算法。

（十）区块链

区块链是分布式数据存储、点对点传输、共识机制、加密算法等计算机技术的新型应用模式。

本质：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数据库，同时作为比特币的底层技术，是一串使用密码学方法相关联产生的数据

块，每一个数据块中包含了一批次比特币网络交易的信息，用于验证其信息的有效性（防伪）和生成下一个区

块。

（十一）虚拟现实技术

虚拟现实技术（VR）是一种可以创建和体验虚拟世界的计算机仿真系统，它利用计算机生成一种模拟环境，

是一种多源信息融合的、交互式的三维动态视景和实体行为的系统仿真使用户沉浸到该环境中。

虚拟现实技术的特点：沉浸性、交互性、多感知性、构想性、自主性。

【经典真题 1】（多选题）（2015 年湖北）

光纤通信就是利用光波在光导纤维中传递各种信息，其优点是（ ）

A．通信容量大 B．传输损耗低

C．抗干扰能力强 D．分路、耦合灵活

【经典真题 2】（单选题）（2017 年山西）

下列关于科技常识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

A．混合动力汽车和太阳能汽车均属于新能源汽车

B．等离子电视和液晶电视最大的区别是成像原理不同

C．云计算是通过网络来处理数据的

D．3D 打印技术尚不能打印建筑、骨骼等庞大或特殊的物品

【经典真题 3】（单选题）（2016 年山西）

下列关于“物联网”说法错误的是（ ）

A．具有智能处理的能力

B．不能对物体实施智能控制

C．是各种感知技术的广泛应用

D．是一种建立在互联网上的泛在网络

【经典真题 4】（单选题）（2018 年四川）

下列关于大数据特征的说法，错误的是（ ）

A．数据类型多样 B．数据由垄断企业获取

C．数据价值大 D．数据规模大

【经典真题 5】（单选题）（2019 年山西）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86%E5%B8%83%E5%BC%8F/1927623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A%A0%E5%AF%86%E7%AE%97%E6%B3%9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B0%E6%8D%AE%E5%BA%9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F%94%E7%89%B9%E5%B8%81/414369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F%86%E7%A0%81%E5%AD%A6/48000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B0%E6%8D%AE%E5%9D%97/10767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B0%E6%8D%AE%E5%9D%97/10767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8%B2%E4%BC%AA/9638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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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它企图了解智能的实质，并生产出一种新的能以人类智能相似的方式

做出反应的智能机器。下列不属于该领域的研究是（ ）

A．语言识别 B．无人驾驶 C．图像识别 D．移动支付

【经典真题 6】（单选题）（2016 年福建）

2016 年 8 月 16 日，我国成功发射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将在世界上首次实现卫星和地

面之间的量子通信，构建一个天地一体化的量子保密通信与科学实验体系。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量子是物理世界里最小的基本个体

B．量子化现象主要表现在宏观物理世界

C．量子通信可以被窃听和破译

D．量子力学标志着第二次量子革命的兴起

【经典真题 7】（单选题）（2018 年四川）

为了测试汽车安全气囊的安全性，用计算机制作汽车碰撞的全过程，在此使用的计算机技术是（ ）

A．智能代理技术 B．碰撞代理技术

C．虚拟现实技术 D．语音代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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