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外国语大学考试试题命制形式说明与模板
（汉语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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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制形式说明
一、试题页面

x

各科试题统一采用 A4 页面。页边距统一采用系统默认的“普通边
距”
：上下页边距均为 2.54 厘米，左右页边距均为 3.18 厘米。

二、试题题头

使用统一的考试试题题头，模板如下所示。请勿修改题头模板中的
字体、字号与基本格式。

西安外国语大学考试试题（A）
2015-2016 学年 第 2 学期
课程：×××××

院（部）： ×××××学院

年级：2015 级

命题时间：2016.06.12

编号：06022025
专业： ×××××××××

命题教师：××× ×××

以上栏目由命题教师填写，下栏由考生填写

姓名：

学号：

班级：

其中：
1. 每门课程考试试卷分为 A 卷与 B 卷，应在试题题头做明确标示。
“西安外国语大学考试试题（A）”字样采用三号黑体。
2. 其他汉字内容用五号宋体，阿拉伯数字内容用五号 Times New
Roman 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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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注意填写内容的完整性，
“院（部）”
、
“专业”
、
“课程”填写正式
书面全称，不使用简称或缩略语，“专业”名称须按照教育部《普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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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2012 版）填写，例如英语专业为“英语”
（而不
是“英语语言文学”
）；
“学年”按“2015- 2016学年 第 2 学期 ”、 “年
级”按“2015 级 ”
、 “命题时间”按“2016.06.12”式样填写。

4.“命题教师”为 1 人以上的，用一个空格将前后教师姓名进行分
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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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可根据需要对各填写项所在行内的位置进行调整，但不要改变原
题头模板的基本格式。
6. 如果题头“课程：

年级： 命题时间：命题教师：”一栏确实不能在一行

排列，请按照以下方式调整：
课程：×××××
命题教师：××× ×××

三、汉语类试题命制格式
1. 字号字体格式

年级：2015 级

命题时间：2016.06.12

除特别要求之外，试题内容的字号统一为 5 号字。汉语字体统一为
宋体，其中的英语内容字体统一为 Times New Roman 字体，其他语种内
容按相应语种字体要求统一。
2. 行间距格式
试题内容的行间距统一为单倍行距。
3. 试题各级序号格式
（1）试题一级标题序号用汉字数字（如一，二）加小四号宋体粗
体表示，其后跟顿号“、”和考察部分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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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一、名词解释”
（2）二级标题序号为阿拉伯数字，如 1，2，3 等，序号后用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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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即英文句号）分开。实心点“.”后空一格再接选项内容。
示例：“1.

地带性”

（3）根据命题需要，可以“（一）”后加考察部分名称格式为二级
标题。则原二级序号“1. ”等为三级序号。“
（一）
”后不需要加顿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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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各大题部分的小题（二级）序号可以连续排列，也可以根据
各大题部分对小题（二级）序号重新排序罗列。
4. 各类题型的有关格式

（1）名词解释题型的名词布局，可根据名词长度选择按双栏或多
栏布局。注意上下行间名词序号对齐。示例如下：
1. 名词

2. 解释

4. 排列

5. 连续排列

3. 题型

6. 试题指令与分值

（2）填空题、选择题等题型中试题空白处的下划线要统一长度。
在英文输入状态下可用 shift+“-”
（即“减号”）实现下划线操作。如果
下划线上内容若为空白，则该下划线长度为 7 个“-”
。若下划线中出现
数字序号，则该下划线长度为“一个空格+数字+一个空格”。
示例：“_______”
；
“选择 6 填空”。
（3）选择题型的选项用英文大写字母罗列，如：A. B. C.D.，选项

ABCD 后用实心点断开。实心点“.”后空一格再接选项内容。选择题
的选项必须排列整齐，可根据选项长度将 ABCD 等选项列为一行或两行
排列，如果选择项较长，各选项可分别占一行。
（4）阅读或材料题型部分，各片段统一用五号宋体粗体的“材料一”、
“材料二”等区分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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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他试题类型的格式，请参照有关内容施行。
5. 试题指令与分值格式

u
s
i

（1）根据命题需要，在试题一级题目后列举试题指令。试题指令

要为考生提供足够信息，语言简练、清晰。指令部分用五号楷体字体。
（2）试题指令中的强调词，如“答题纸”等用楷体粗体。

（3）各大题的分值信息在大题试题指令后用括弧列举，分值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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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明确列举小题数量、每小题分值与大题总分值。
示例：
“三、分析题

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材料并回答问题。请将答案填写在答题纸上（34-38 小题，
每小题 10 分，共 50 分）”

6. 图表格式

（1）图表名称均用五号黑体。

（2）图名在图件下方居中，表名在表格上方居中。

（3）图表名前应有明确的图表序号，并在试题相应内容后明确标
注。例如：
“大学科研经费来源构成（见图 1）”
。图表序号应分别按图或

表系列编制，根据在试题中出现先后顺序编排序号。表序号命名为表 1，
表 2，……；图序号命名为图 1，图 2，……。
（4）试题中的表格采用三线表。表格中的阿拉伯数字均用小五号
或五号 Times New Roman 字体。
（5）试题中的图件要清晰，易辨识。图中文字注记用小五号或五
号宋体，英文与阿拉伯数字用小五号或五号 Times New Roman 字体。
7. 空行格式
（1）试题题头横线下空两行（五号宋体）。
（2）试题每大题部分的标题（即：试题一级序号）
，与其下的试题

第 4 页 共 3 页

指令内容间空一行（五号宋体）；与上一大题的最后一道小题之间空一
行（五号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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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大题的试题指令内容与其下的第一小题间空一行

（4）选择题中，如果是包含问题与选项内容的小题，各小题之间
要求空一行（五号 Times New Roman）
。如果是仅有选项内容的小题，各
小题之间不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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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材料分析题的阅读材料之间空一行（五号宋体）。上一材料试
题结束后空一行（五号宋体）
，以与下一材料题进行分隔。

（6）图表名与图表内容作为一个整体，与上下连接内容间各空一
行（五号 Times New Roman）。

（7）若页面的第一行出现空行，则将该空行删除。
8. 对齐格式

（1）各级序号标题一律要求左对齐。

（2）选择题的选项必须排列整齐。如果选项为单行排列，要注意
空间间隔均匀。如果选项按照两行排列，则既要注意空间间隔均匀，同
时兼顾与单行排列的选项位置对齐（可用 Tab 键）
。选择项中的首字母
（“A”，等）要与题干的第一个文字对齐。对选择项所在行采用“首行
缩进”2 字符的方式即可实现对齐。
（3）阅读材料等，注意采用“首行缩进 2 字符”的格式。
9. 其他
（1）试题（卷）应标注页码。页码标注格式为：在页脚中心位置
标明具体页码和总页数。
示例：如共 12 页，该页为第 4 页，则应标注为：
“第 4 页共 12 页”。
（在 WORD 系统中，
“插入”-“页码”
；然后对出现的页码数字做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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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1”：在“1”前输入“第”
，在“1”后输入“页共 12 页”
，即可。
在 WPS 系统中可以直接选用该页码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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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试题一级题目（序号）出现在当前页最后一行，则需要
将其调整到下一个页面第一行。

（3）如果试题“指令”、“题干”、“选项”等内容的第一行或最后
一行出现在试卷另页第一行，可空一行或适当压缩行间距，以保证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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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
、“题干”
、“选项”内容相对完整地保留在一页中。

（4）各课程试题中相同类型的试题指令内容应尽可能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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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类试题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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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外国语大学考试试题（A）
2015-2016 学年 第 2 学期
课程：自然地理学

院（部）： 旅游学院人文地理研究所

年级：2015 级

命题时间：2016.06.12

编号：06022025

批注 [x1]: 1.采用 A4 页面，页边距统
一为：上下页边距均为 2.54 厘米，左
右页边距均为 3.18 厘米。
2.使用统一的考试试题题头，请勿修
改题头模板中的字体、字号与基本格
式。

专业：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命题教师：××× ×××

以上栏目由命题教师填写，下栏由考生填写

姓名：

x

学号：

一、名词解释

班级：

根据本课程学习内容，阐释以下名词。请将答案填写在答题纸上，要求答案简明扼要，逻
辑清晰。（5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10 分）
1. 地带性
4. 生态平衡

二、计算题

2. 土地
5. 腐殖质

3. 河流

根据试题给出的基本信息，结合本课程学习的理论方法，回答问题。请将答案填写在答题
纸上，要求写出完整的分析计算过程，仅写出计算结果不得分。（2 小题，每小题 5 分，共 10
分）
1.
2.

估算 2016 年 6 月 24 日北纬 34°的正午太阳高度角。
请计算你回答本题时的整点时刻，并据此计算西 11 区区时。

三、选择题
以下选择题的正确答案只有一个，错选、多选或不选不得分。请将答案填写在答题纸上。
（5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10 分）
1. 汾渭地堑在地质构造上属于_______。
A. 水平构造
B. 倾斜构造

C. 断层构造

D. 褶皱构造

批注 [x2]: 题头下划线与第一大题标
题空两行（五号宋体）。
批注 [x3]: 一级序号：
（1）
“汉字数字（如一，二）
”+“题
型名称”
（小四号宋体粗体）。
（2）左对齐。
批注 [x4]: 一级标题与试题指令间空
一行。
批注 [x5]: 试题指令：
（1）首行缩进 2 字符，左对齐。
（2）五号楷体。
批注 [x6]: 各大题的分值信息在大题
试题指令后用括弧列举，分值信息要
明确列举小题数量、每小题分值与大
题总分值。
批注 [x7]: 试题指令与小题内容之间
空一行（五号宋体）。
批注 [x8]: 本注释仅针对类似该名词
解释体型中，分栏排列的小题序号的
标注方式。
（1）名词解释中的小题序号为“1.”
格式。
（2）实心点“.”后空一格再接选项
内容。
批注 [x9]: 试题每大题部分的标题与
上一大题的最后一道小题之间空一
行（五号宋体）。
批注 [x10]: 试题指令中的强调词：五
号楷体粗体。

2. ……

批注 [x11]: 二级序号：按照“1.”的
格式对二级序号进行自动编号，对其
“悬挂缩进”2 字符。

3.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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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属于我国暖温带山地森林土壤类型的是_______。
A. 红壤
B. 黄壤
C. 棕壤

四、简答题

D. 砖红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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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课程学习内容，回答以下问题。请将答案填写在答题纸上，要求答案内容全面准确，
逻辑清晰。(6 小题，每小题 5 分，共 30 分)
1.
2.
3.
4.
5.
6.

简述土壤发育的影响因素
简述地球自转产生的地理意义
简述厄尔尼诺现象
简述地貌形成的影响因素
……
……

五、图表材料题

x

批注 [桑三博客12]:
（1）选项用英文大写字母罗列，用
实心点“.”断开。实心点“.”后空
一格再接选项内容。
（2）选择题的选项必须排列整齐。
如果选项为单行排列，要注意空间间
隔均匀。如果选项按照两行排列，则
既要注意空间间隔均匀，同时兼顾与
单行排列的选项位置对齐（可用 Tab
键）。选择项中的首字母（“A”
，等）
要与题干的第一个文字对齐。
（3）对选择项所在行采用“首行缩
进”2 字符的方式即可实现对齐。

根据试题给出的图表与材料，回答以下问题。请将答案填写在答题纸上，要求答案内容全
面准确，逻辑清晰。（2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

批注 [x13]: 阅读或材料题型部分，各
部分统一用五号宋体粗体的“材料
一”或“图表材料一”等区分表达，
其前后分别空一行。

图表材料一：

批注 [x14]: 图表序号在试题相应内
容后明确标注。

1. 依据全球年水量平衡表（见表 1）
，回答以下问题：（10 分）
表 1 全球年水量平衡
因素
海洋降水量
海洋蒸发量
陆地降水量
陆地蒸发量
进入海洋的径流量
来自陆地蒸发的陆地降水量
来自海洋蒸发的陆地降水量
来自陆地蒸发的海洋降水量
来自海洋蒸发的海洋降水量

水量/km3
382000
419000
106000
69000
37000
12000
94000
57000
325000

（1）海陆降水量之和 _______，基本上长期不变；海洋蒸发提供了海洋降水量的 85％和陆
地降水的 89％，_______是大气水分和陆地水的主要来源；陆地降水量中只有 11％来自陆地蒸
发，说明 _______对陆地降水的作用远远不及 _______的作用；海洋蒸发量大于降水量，陆地蒸
发量小于降水量，海洋和陆地水最后是通过 _______达到平衡。（5 分）
（2）如果 P C 为大陆降水量， P O 为海洋降水量，E C 为大陆蒸发量，E O 为海洋蒸发量。那
么全球水量平衡方程为：_______。（2 分）
（3）按活动的空间特征，水循环可以分为 _______、_______、_______。（3 分）

图表材料二：
2. 参看某月全球气压场图（见图 1）
，回答以下问题（10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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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注 [x15]: （1）图表名称均用五号
黑体。
（2）图名在图件下方居中，表名在
表格上方居中。
（3）图表序号应分别按图或表系列
编制，根据在试题中出现先后顺序编
排序号。
（4）试题中的表格采用三线表。表
格中的阿拉伯数字均采用小五号或
五号 Times New Roman 字体。
（5）图表前后分别空一行。
批注 [x16]: 下划线：
（1）英文输入状态下用 shift+“-”
实现下划线操作。
（2）下划线要统一长度，长度为 7
个“-”
。
批注 [x17]: 材料分析题各阅读材料
片段之间空一行（五号宋体）
。
批注 [桑三博客18]: 如果试题一级题
目（序号）出现在当前页最后一行，
则需要将其调整到下一个页面第一
行。
批注 [桑三博客19]: 如果试题“指
令”
、
“题干”
、
“选项”等内容的第一
行或最后一行出现在试卷另页第一
行，可空一行或适当压缩行间距，以
保证试题“指令”
、“题干”
、“选项”
内容相对完整地保留在一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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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全球气压场图

（1）图 1 是 _______月全球气压场图（1 分）。
（2）图中：A 气压系统是指
_______；B 气压系统是指 _______；C 是指 _______季风；D
是指 _______季风（4 分）
。
（3）比较说明气旋、反气旋的特征（5 分）。

六、论述题

根据本课程学习的内容，回答以下问题。请将答案填写在答题纸上，要求答案内容全面准
确，逻辑清晰。（1 题，共 20 分）
叙述本课程知识的内容结构，并从依据地球表层基本特征论述你对人地关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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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注 [x20]: （1）试题中的图件要清
晰，易辨识。
（2）图中文字注记采用小五号或五
号宋体，英文与阿拉伯数字用小五号
或五号 Times New Roman 字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