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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推理常用技巧方法

逻辑命题与推理

必然性推理（演绎推理）：对当关系推理、三段论、复合命题推理、关系推理和模态推理

可能性推理：归纳推理（枚举归纳、科学归纳）、类比推理

命题

直言命题的种类：（AEIOae）

⑴全称肯定命题：所有 S是 P（SAP）

⑵全称否定命题：所有 S不是 P（SEP）

⑶特称肯定命题：有的 S是 P（SIP）

⑷特称否定命题：有的 S不是 P（SOP）

⑸单称肯定命题：某个 S是 P（SaP）

⑹单称否定命题：某个 S不是 P（SeP）

直言命题间的真假对当关系：

矛盾关系、（上）反对关系、（下）反对关系、从属关系

矛盾关系：具有矛盾关系的两个命题之间不能同真同假。主要有三组：

SAP与 SOP之间。“所有同学考试都及格了”与“有些同学考试不及格”

SEP与 SIP之间。“所有同学考试不及格”与“有些同学考试及格”

SaP与 SeP之间。“张三考试及格”与“张三考试不及格”

上反对关系：具有上反对关系的两个命题不能同真（必有一假），但是可以同假。即要么一个是假的，要么都是假的。

存在于 SAP与 SEP之间。

下反对关系：具有下反对关系的两个命题不能同假（必有一真），但是可以同真。即要么一个是真的，要么两个都是真

的。存在于 SIP与 SOP之间。

从属关系（可推出关系）：存在于 SAP与 SIP、SEP与 SOP、SAP 与 SaP、SEP与 SeP、SaP与 SIP、SeP与 SOP

六种直言命题之间存在的对当关系可以用一个六角图形来表示，“逻辑方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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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言命题的真假包含关系

全同关系、真包含于关系、真包含关系、交叉关系、全异关系

全同关系 真包含于关系 真包含关系 交叉关系 全异关系

SAP 真 真 假 假 假

SEP 假 假 假 真 真

SIP 真 真 真 真 假

SOP 假 假 真 真 真

复合命题：负命题、联言命题、选言命题、假言命题

负命题的一般公式：并非 P

联言命题公式：p并且 q “并且、…和…、既…又…、不但…而且、虽然…但是…”

选言命题：相容的选言命题、不相容的选言命题

相容的选言命题公式：p或者 q“或、或者…或者…、也许…也许…、可能…可能…”

【一个相容的选言命题是真的，只有一个选言支是真的即可。只有当全部选言支都假时，相容的选言命题才是假的】

不相容选言命题公式：要么 p要么 q

“要么…要么…、或者…或者…二者不可兼得”

【一个不相容的选言命题是真的，有且只有一个选言支是真的。当选言支全真或全假时，此命题为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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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言命题：充分条件假言命题、必要条件假言命题、充要条件假言命题

充分条件假言命题公式：如果 p，那么 q“如果…就…、有…就有…、倘若…就…、哪里有…哪里就有…、一旦…就…、

假若…、只要…就…”

【有前件必然有后件。如果有前件却没有后件，这个充分条件假言命题就是假的。因此，对于一个充分条件的假言命

题来说，只有当其前件真而后件假时，命题才假。】

必要条件假言命题公式：只有 p，才 q

“没有…就没有…、不…不…、除非…不…、除非…才…”

【没有前件必然没有后件。如果没有前件也有后件，这个必要假言命题为假。对于一个必要条件的假言命题来说，只

有当其前件假而后件真时，命题才假。】

充要条件假言命题公式：当且仅当 p，才 q

【有前件必然有后件，没有前件必然没有后件。充要条件假言命题在前件与后件等值即前件真并且后件真，或者前件

假并且后件假时，命题为真，在前件与后件不等值即前真后假，或前假后真时，命题为假】

充分条件与必要条件之间可以相互转化：

如果 p，那么 q＝＝＝只有 q，才 p

只有 p，才 q＝＝＝如果 q，那么 p

模态命题：反映事物存在或发展的必然性或可能性的命题。模态命题包含“必然”、“可能”等模态词。

必然肯定命题：必然 P

必然否定命题：必然非 P

可能肯定命题：可能 p

可能否定命题：可能非 P

四者之间的关系如下：模态方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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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理

1、直言命题的变形推理：换质推理、换位推理

⑴换质推理也就是改变谓项。“是”或者“不是”

除了改变联项外，同时还需要把结论中的谓项变为前提谓项的矛盾概念。

“所有 S是 P”可以换质为“所有 S不是非 P”

“所有 S不是 P”可以换质为“所有 S是非 P”

“有些 S是 P”可以换质为“有些 S不是非 P”

“有些 S不是 P”可以换质为“有些 S是非 P”

⑵换位推理就是改变前提中主项与谓项的位置。

除了交换主项与谓项的位置外，还需要注意的是在前提中不周延的词项在结论中也不能周延。

“所有 S是 P”换位为“有些 P是 S”

“所有 S不是 P”换位为“所有 P不是 S”

“有些 S是 P”换位为“有些 P是 S”

注意：“有些 S不是 P”不能换位为“有些 P不是 S”

2、联言推理：分解式与组合式

分解式就是由前提中一个联言命题为真，推出其任一支命题为真的联言命题。

组合式就是由前提中一些支命题为真推出这些支命题所组成的联言命题为真的联言推理。

3、选言推理：相容的选言推理与不相容的选言推理

相容的选言推理规则：（只有一种有效的推理形式，即否定肯定式）

否定一部分选言支，就要肯定另一部分选言支；

肯定一部分选言支，不能因此而否定另一部分选言支；

不相容的选言推理规则：（否定肯定式、肯定否定式）

否定除了一个选言支以外的其余选言支，就要肯定那个没有被否定的选言支；

肯定一个选言支，就要否定其余的选言支；

4、假言推理

充分条件的假言推理规则：（有效推理：肯定前件式，否定后件式）

肯定前件就要肯定后件，否定后件就要否定前件；

否定前件不能否定后件，肯定后件不能肯定前件；

必要条件的假言推理规则：（有效推理：否定前件式；肯定后件式）

否定前件就要否定后件，肯定后件就要肯定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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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前件不能肯定后件，否定后件不能否定前件；

充要条件的假言推理规则：

肯定前件就要肯定后件，否定后件就要否定前件；

否定前件就要否定后件，肯定后件就要肯定前件；

假言连锁推理：

要求：前提中的第一个假言命题的后件必须与第二个假言命题的前件相同。

充分条件的假言连锁推理：

如果 p那么 q

如果 q，那么 r

所以，如果 p，那么 r

必要条件的假言连锁推理：

只有 p，才 q

只有 q，才 r

所以，只有 p才 r

5、模态推理

“必然 P”与“并非可能非 P”可以互相推出

“必然非 P”与“并非可能 P”可以相互推出

“可能 P”与“并非必然非 P”可以相互推出

“可能非 P”与“并非必然 P”可以相互推出

一个模态命题的负命题等值于与该模态命题具有矛盾关系的命题。

并非必然 P＝＝＝可能非 P

并非必然非 P＝＝＝可能 P

并非可能 P＝＝＝必然非 P

并非可能非 P＝＝＝必然 P

“必然 P”可以推出“可能 P”

“必然非 P”可以推出“可能非 P”

“并非可能 P”可以推出“并非必然 P”

“并非可能非 P”可以推出“并非必然非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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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推理类型：

削弱型：最能削弱型、最不能削弱型

加强型

前提与预设型

解释型：最能解释、最不能解释

评价型

结论性

词项的周延性

主项的周延性是由量项来决定的，量项是全称的则主项周延，量项是特称的则主项不周延；

谓项的周延性是由联项来决定的，联项是肯定的则谓项不周延，联项是否定的，则谓项周延。

判断推理常用公式

一、逻辑判断

 翻译推理

关键词
形式表

达
逻辑含义 推理规则

如果 P，那么 Q
所有的 P都是 Q
为了 P，一定 Q
P需要 Q
P离不开 Q

P→Q P是 Q的充

分条件

肯前必肯后：P→Q
否后比否前：非 Q→非 P

P→Q，Q→R 可得 P→R

非 P和 Q作为前提的时候，不能得

到肯定的结论，能够得到的是可能

的结论。
只有 Q，才 P
不 Q，不 P
除非 Q，否则不 P
Q是 P必不可少的

Q是 P的基础

P→Q Q是 P的必

要条件

且、和、既…又…
A且 B AB两者并

存

或，至少有一个
A或 B AB中至少

有一个存在

否定肯定式：非 A→B
非 B→A

德摩根定律：并非（A且 B）=非 A或非 B
并非（A或 B）=非 A且非 B

 真假判断题型解题技巧

六种关系

矛盾关系（主体相同的两句话，必一真一假）

①某个 S是 P，某个 S不是 P；②所有 S都是 P，有的 S不是 P；③所有的 S都不是 P，有的 S是 P；④

P→Q,P且非 Q。
反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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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有的 S是 P，有的 S不是 P（至少有一真）；⑥所有 S都是 P，所有 S都不是 P（至少有一假）。

五个解题步骤

①符号化；②找关系（六种关系）；③推知其余项真假；④根据其余项真假，得出真实情况；⑤带回“矛

盾或反对”项，判断其真假。

 排列组合题型

1.选项信息充分，运用排除法，

2.选项不处分，找推理起点：信息最大优先，特殊信息优先

■ 削弱题型方法：

１.否因削弱

已知因果推理主线：因→果

否因削弱：强调原因不成立或起不到作用。

2.他因

已知推理主线：因→果

他因削弱：强调存在别的原因会导致该结果，或者导致不了该结果。

3.反例

已知推理主线：因→果

反例削弱：举出一个反例，即满足了“因”却没有得到所说的“果”。

4.因果倒置

已知推理主线：A、B两个现象同时出现→A导致了 B
因果倒置：很有可能是 B导致了 A。

■ 假设、支持题型方法：

1.排他因

已知推理主线：因→果

排他因：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或排除其他可能性，使推理更可信。

2.否因否果

已知推理主线：因→果

否因否果：非因→非果，会支持“因→果”

3.建立联系

已知推理主线：因→果

建立联系：因果之间有跳跃，唯有建立联系才可行。

4.推论可行

已知推理主线：因→果

推论可行：因果之间有漏洞，需加前提才可行。

■ 解释题型关键：

解题技巧：抓住需要解释的关键信息。

■ 归纳题型技巧：

1.四项原则：从弱原则，整体原则，就近原则、协调原则

2.不能夸大事实

3.不能无根据地猜测

4.结论越宏观不一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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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绝对答案”一般不选：必然、必须、一定、肯定。

二、图形推理

■ 规律推理类解题思路图

■ 立体折叠解题技巧总结

1.特殊面法：针对不规则的立体图形（有凸凹），选择一个特殊

面。

2.相邻面法：相邻面的位置关系在折叠前后要对应，不能有变

动。

3.相对面法：相对面不能同时出现，但是必现其一。

■ 图形重组解题技巧总结

1.子图前后对应：原有子图在重组后要对应，不能出现多余或新

图形。

2.旋转而不翻转：每个子图只能旋转，而不能翻转。

图形推理的表现形式是给出具有某种规律的图形，然后让应考者根据要求进行推理、做出判断推出所需

要的答案的一种思维活动。其最基本的解题思路与技巧是“凌乱、相同、相似”，空间折叠题主要看相

邻、相对面。

1、元素凌乱。题干中各图形元素凌乱，几乎没有相同点，优先考虑数量关系的考点，规律的出发点可

以是：点、线、角、面、素。元素凌乱除了考查图形的数量关系外，还可能考的是图形的属性，即几何

特征。

2、元素相同。题干图形中所包含的元素个数与种类相同，优先考虑图形的位置变化，包括图形中元素

的平移、旋转以及翻转。

3、元素相似。题干各图形元素呈现相似的特征，在元素个数上可能存在差异，则可以考虑图形的样式

遍历(缺什么补什么)、组合叠加(直接叠加、加减同异、黑白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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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空间折叠。空间折叠题最重要的是分析图形的相邻面和相对面，可以通过移动的方式找准各面之间

的关系，根据“相对面只能看到其中一个、相邻面看公共边”的特征选择正确答案。

除了以上 4种基本思路以外，图形推理还可以利用选项和特殊图形来找寻突破点，选得正确答案。

■ 图形推理解题技巧梳理

图形推理是行政职业能力测验试中一种非常重要的题型，几乎所有的国家公务员考试及各省市公务员考

试都要涉及到对图形推理的考查。由于图形推理不依赖于具体的事物，是一种文化公平的考试，更多体

现的是考查考生的观察、抽象、推理能力。

综合分析最近几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及各省市公务员考试真题，可以发现，图形推理虽然有很大变化，但

本质仍然是对图形的数量、位置以及样式的考查。下文公务员考试辅导专家通过历年公务员考试真题为

考生梳理图形推理的解题技巧以及备考策略。

公务员考试《行政职业能力测验试》判断推理题中图形推理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数量类

若一组图形中每幅图的组成较为凌乱，但局部显示有一定的数量变化。对于有这样特点的图形，通常从

数量的角度来进行解题。对这几年公务员考试命题趋势的分析发现，数量类图形推理考查的角度虽然很

多，但重点仍然集中在点、线、角、面、素。

(二)位置类

对于位置类图形推理题，一般来说，一组图形中元素个数完全相同，不同的是局部元素位置有变化，这

时从位置的角度出发来解题。位置变化的类型分为平移、旋转、翻转。

(三)样式类

样式类图形的特点：图形组成的元素部分相似。在解决样式类图形推理题时，一定要注意解题顺序——

先进行样式遍历，再进行加减同异。

图形推理分析及解题技巧

■ 思路分析：

图形推理题中，每道题包含两套图形，这两套图形具有某种相似性，但也存在某种差异。第一套图形包

括三个图形，第二套图形包括两个图形和一个问号。在这两套图形之外还有供选择的四个图形。请你认

真观察两套图形的相似性，然后从四个备选图形中选出一个最适合取代问号的一个。正确答案不仅应使

两套图形表现出应有的一致性或最大的相似性，而且应使第二套图形也表现出自己的特征。

做图形推理题的关键就在于找出第一套图形中的规律。找到规律以后就可以很容易地把它运用到第二套

图形中去。要找到其规律，观察图形的要点有：图形的大小、笔画曲直多少、方向的旋转、图形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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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序、图形的叠加、求同等等。要观察的要素也许不是很多，但其运用起来特别是复合运用的时候，其

规律就可以千变万化。应试者应当以观察要素为根据寻找其变化，从而发现其规律，再运用到第二套图

形当中去，得出正确答案。下面我们以几种比较常用的规律为例，具体地讲讲如何做图形推理题，以期

抛砖引玉。只要考生可以举一反三，这种题型也不会太令人头痛。

■ 解题技巧：

1、仔细观察

做图形推理题，首先要仔细观察所给的两套图形。观察的要点有：图形的大小变化、图形构成要素的增

减、图形的笔画多少、图形的旋转方向、图形的组合顺序、图形的叠加，以及是否存在相同的图形等等。

2、找出规律

这是解答图形推理题的关键。找规律，首先要立足于剖析第一套图形。有些简单的题，从第一套图形中

即可直接看出规律。对于一些复杂的图形，则需结合第二套图形具体分析。图形排列的规律是千变万化

的，只要仔细观察其变化，最终肯定能发现其规律。

3、选择正确答案

找到规律以后，便可据以选择正确答案。但是，在选择时一定要仔细，不要发生视觉错误。当然，最好

是将所选答案去印证一下自己归纳出的规律。如果符合规律，则所选答案八九不离十；如果所选答案不

符合自己确定的规律，则需再仔细琢磨琢磨。

三、类比推理

■ 解题技巧

1.想关系：词义、范围、对应、条件、程度

2.造句子：加“谓语”、加“宾语”、谓宾结构

3.看词性：动词、名词、形容词；抽象和具体

■ 技巧方法分析

1、造句法

造句法是利用语感对题干给出的几个词项进行造句，再用所造句子的结构套用于选项，合适的即为正确

答案，适用于关系不明确的题目。造句是解类比推理题中最核心的、也是最实用的技巧，可以帮助考生

确定词项之间的关系及比较所在位置。

例题：结构：剖析

A.分享：快乐

B.资源：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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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景色：秀美

D.交通：航运

技巧分析：利用造句法对题干的两个词造句，可得动宾结构短语：剖析结构；将选项中的词代入，B项

同样可得动宾结构词语：利用资源，符合题干的关系。故答案为 B。

2、词语特性法

利用各词项的词语属性、特征来解题。一般来说，各对应词项的词语特性相同或相似。在遇到模棱两可、

无从抉择的干扰选项时，可以通过词语特征来排除错误选项。

词性：名词、形容词、动词等

属性：同属同类，对象功能相似性

色彩：贬义、褒义、中性、积极、消极等

词义：同义词、近义词、反义词等

构成：主谓、偏正、动宾、复合词等

其他特征：作为排除其他选项的特征

3、代入法（对当型）

例题：（ ） 对于 表达 相当于 信件 对于 （ ）

A.比喻 沟通 B.文字 载体

C.感情 抒情 D.交流 包裹

技巧分析：将各选项词语代入。比喻是表达的一种手段，信件是沟通的一种手段。B、C两项都不能形

成类似的关系。D项交流的过程中需要使用表达，但信件与包裹没有这种关系。故答案为 A。

四、定义判断

■ 解题技巧

1.提取定义中的“关键信息”，并将其作为判断依据作为快速解题的切入点。

2.使用“代入法”与“排除法”相结合解题。

3.定义要件过长时，可将定义进行合理拆分，从而找出符合或不符合定义要件的选项。

■解题技巧分析

关键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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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定义判断中，尤其是复杂的定义，一定要理解定义的正确含义，抓住定义的关键，然后把选项与定义

相对照，选择符合定义规定和要求的选项。

例题：绿色公关是指企业以生态与经济可持续发展观念影响公关，选择具有“绿色”特征的媒体开展传

播活动，以“绿色”为特色塑造企业形象，赢得公众的信任与支持，给企业带来更多便利和竞争优势的

一系列公关活动，根据上述定义，下列属于绿色公关的是：

A.某软件公司推出一款绿色软件，无需安装即可使用，移除后也不会有任残留记录留在电脑里，受到了

很多用户的欢迎

B.某快餐企业推出了“种植一棵树”的宣传活动，并倡导减少包装以节约资源，创造了良好的经营环境

和社会氛围

C.某小区居委会按照当地政府的要求进行垃圾分类宣传，在小区举办垃圾分类知识竞赛，现场发放不同

颜色的垃圾袋供居民使用，受到大家的欢迎

D.人民网举办了以“发展低碳经济引领绿色潮流”为主题的“2010首届低碳中国年度创新论坛”，揭晓

了 2010年低碳中国领军人物，领军品牌，十大创新技术产品等十多个奖项

技巧分析：定义的主体是企业，排除 C、D选项;“绿色公关”中的绿色是生态相关概念。A选项中的绿

色是电脑软件概念。故答案为 B。

对比排除

综合判断给定定义所提供的有用信息，选出最符合题目要求的选项：符合定义的选项在选择时必须符合

定义的全部要件，选择不符合定义的选项时只要不符合定义的任何一个要件就够了

了解更多的招考资讯，可添加郑老师微信号（gdetim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