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咨询电话： 0752-7387260（惠州）  8520071（惠东）  

        动动手指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来练题  要加群，找 QQ：3298003420 

 

 

2015 年广东省考笔试【判断推理】解析 

 

36.从所给的四个选项中，选择最合适的一个填入问号处，使之呈现一定的规律性： 

 

【题型】样式类 

【难度】易 

【答案】C 

【解析】元素组成相似，考查元素运算。两组图形外框相同，不做考虑，第一组图形内部，

图一黑点减去图二黑点等于图三黑点。规律应用在第二组图，应保留最右边两个黑点。 

故正确答案为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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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从所给的四个选项中，选择最合适的一个填入问号处，使之呈现一定的规律性： 

 

【题型】样式类 

【难度】易 

【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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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元素组成相似，考虑元素遍历。第一组图形中，所有图形都包含花朵样式，考查局

部遍历。同理，第二组图形中图一与图二相同元素为 B 项所显示的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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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从所给的四个选项中，选择最合适的一个填入问号处，使之呈现一定的规律性： 

 

【题型】数量类 

【难度】易 

【答案】D 

【解析】一条式，图形均有直线构成，且存在数量上的递减，考虑数量规律，所有图形都是

由等长的线段组成，分别为 12、11、9、6、？，两两之间的差为 1、2、3、（4），则问

号处应为 6 – 4 ＝ 2 条，D 项符合规律。 

故正确答案为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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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从所给的四个选项中，选择最合适的一个填入问号处，使之呈现一定的规律性： 

 

【题型】功能类 

【难度】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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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D 

【解析】黑点出现在每幅图中，考虑样式类。发现所有黑点都仅出现在图形的锐角处，A、

B 两项存在直角处小黑点，C 项存在钝角处小黑点，排除 A、B、C 三项。故正确答案为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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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从所给的四个选项中，选择最合适的一个填入问号处，使之呈现一定的规律性： 

 

【题型】位置类 

【难度】易 

【答案】B 

【解析】两段式。第一组图，发现黑色方块在沿着长方形内边逆时针旋转，每次都移动一格。

同理，第二组图中，第一个图形中的四个黑色扇形逆时针移动一格得到第二个图形，如果再

逆时针移动一格得到 B 项。故正确答案为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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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从所给的四个选项中，选择最合适的一个填入问号处，使之呈现一定的规律性： 

 

【题型】位置类 

【难度】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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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 

【解析】两段式，图形构成相同，位置类。第一组图形中，图一沿纵轴翻转得到图二，图二

沿 横轴翻转得到图三。同理，相同规律应用在第二组图形上，故正确答案为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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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从所给的四个选项中，选择最合适的一个填入问号处，使之呈现一定的规律性： 

 

【题型】数量类 

【难度】中 

【答案】C 

【解析】图形组成凌乱，且数量关系明显，考虑数量规律。先看整体，元素个数不一样，第

一组图形中元素个数分别为 7、6、5 个，依次递减，同理可知第二组图形中元素个数应为 6、

5、（4）个，排除 B、D 两项。再看局部，元素种类不一样，第一组图形中元素种类分别

为 2、3、4 个，依次递增，同理可知第二组图形中元素种类应为 1、2、（3）个，排除 A 

项。故正确答案为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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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从所给的四个选项中，选择最合适的一个填入问号处，使之呈现一定的规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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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数量类 

【难度】中 

【答案】A 

【解析】本题注意观察图形中黑色方块的部分。都是一笔画构成，故排除 B、C 选项，并且

在一笔画形成的图形中没有相交的点，排除 D 选项，故正确答案为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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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从所给的四个选项中，选择最合适的一个填入问号处，使之呈现一定的规律性： 

 

【题型】数量类 

【难度】中 

【答案】B 

【解析】元素组成凌乱，考虑数量规律。观察发现图形都是一个整体，封闭空间较多，先考

虑数面，图形面的数量分别为 4、3、4、3、（4），A、C 两项都为 4 个面，无法确定选项，

排除数面。再考虑数线，线段有曲有直，没有明显规律，但数线有一个特殊考点：一笔画。

所有图形都是一笔画图形，选项中只有 B 项是一笔画。故正确答案为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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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从所给的四个选项中，选择最合适的一个填入问号处，使之呈现一定的规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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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样式类 

【难度】中 

【答案】A 

【解析】九宫格图形，一般考查横竖规律。元素组成看似凌乱，数量上又无明显规律，因此，

只能从图形的样式入手。观察发现，第一行都有圆，第二行都有正方形，考查局部遍历，第

三行相同元素为三角形，应选包含三角形的，只有 A 项符合。 

故正确答案为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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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商场：小卖部 

A 县城：农村             B 拖拉机：农用车 

C 水稻：莲藕             D 工厂：作坊 

【题型】类比-并列关系 

【难度】易 

【答案】D 

【解析】题干：商场与小卖部是并列关系，且功能对应都是出售商品，区别在于规模大小不

一样，前者规模较后者规模更大。A 项：县城与乡村是并列关系，但没有功能的对应，县城

属于我国行政区划，村不属于行政区划，排除。B 项：拖拉机是农用车的一种，二者是种属

关系，排除。C 项： 水稻和莲藕为并列关系，都为农作物，都能作为食物，不存在规模上

的比较，排除。D 项：工厂和作坊是并列关系，且功能对应，都是生产商品区别同样在于规

模大小不一样，前者规模较后者规模更大，与题干逻辑关系一致，当选。故正确答案为 D。 

【出处】2015 年广东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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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天真：幼稚 

A 小偷：强盗            B 懵懂：糊涂 

C 公正：公平            D 懦弱：忍让 

【题型】类比-近义关系 

【难度】易 

【答案】B 

【解析】题干：“天真”与“幼稚”是并列关系,从词意上看,“天真”和“幼稚”为近义词;

从词性上看,二者都是形容词,“天真”为中性词,“幼稚”为贬义词。A 项:“小偷”和“强

盗”是对两种不同性质的犯罪人员的定义,没有词性上的区分,排除。B 项:“懵懂”和“糊涂”

都是用来形容不明事理,对事物的认识模糊或混乱。二者都是形容词,“懵懂”是中性词,“糊

涂”是贬义词,与题干逻辑关系一致,当选。C 项:“公正”是不偏私,正直(不偏不曲,端正刚直)。

“公平”是不偏袒。二者是并列关系、近义词,但二者都不是贬义词,排除。D 项:“懦弱”和

“忍让”无法构成并列关系,“懦弱”是形容词,指软弱无能,不坚强。“忍让”是动词,指容忍

退让,排除。故正确答案为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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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高大：渺小 

A 无穷：无尽                B 春种：秋收 

C 赞誉：诋毁                D 牛奶：面包 

【题型】类比-反义关系 

【难度】易 

【答案】C 

【解析】题干：“高大”与“渺小”是反义关系。A 项：无穷和无尽都是指没有穷尽的意

思，是同义词关系，排除。B 项：春种是指春天耕种，秋收是指秋天收获，二者不构成反义

词关系，排除。C 项：赞誉是指赞美称扬，诋毁是指污蔑诽谤，二者构成反义词关系，当选。

D 项：牛奶和面包都是食品，是并列关系，不构成反义词关系，排除。故正确答案为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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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计算：电脑 

A 可乐：饮料            B 热水：茶壶 

C 载货：货车            D 火焰：灶台 

【题型】类比-对应关系 

【难度】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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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C 

【解析】题干：计算与电脑是功能对应关系，电脑的功能之一是计算，从词性上看，计算是

动词，电脑是名词。A 项：可乐和饮料属于种属关系，可乐是一种饮料，排除。B 项：热

水和茶壶是对应关系，但不是功能对应，茶壶可以用来装热水，从词性上看，热水是名词，

排除。C 项：载货和货车是功能对应关系，货车的功能之一是载货，从词性上看，载货是动

词，货车是名词，与题干逻辑关系一致，当选。D 项：火焰与灶台是对应关系，但不是功

能对应，从词性上看，火焰是名词，排除。故正确答案为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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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和平：战争 

A 小生：老生 

B 油画：素描 

C 遗传：变异 

D 整齐：凌乱 

【题型】类比-并列关系 

【难度】易 

【答案】D 

【解析】题干：和平与战争是并列关系中的矛盾关系。矛盾关系是指非 A 即 B，没有第三

种情况存在。A 项：小生与老生属于并列关系中的反对关系，小生和老生都属于京剧生（生

指剧中男主角），小生扮演青年男性，老生扮演中年以上、性格正直刚毅的正面人物，京剧

生有老生、小生、外、末 4 个支系，另有红生一行。反对关系是指除了 A 和 B 以外，还

有其他情况存在，排除。B 项：油画与素描属于并列关系中的反对关系，油画和素描是绘画

的不同表现形式，绘画还包括水彩画、水粉画、白描、山水画等不同的表现形式，排除。C 项：

遗传和变异是生物繁衍、生命进程中的一部分，属于并列关系中的反对关系，排除。D 项：

整齐和凌乱是并列关系中的矛盾关系，不整齐指的就是凌乱，与题干逻辑关系一致，当选。 

故正确答案为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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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艳羡：嫉妒 

A 崇拜：迷信 

B 增长：衰退 

C 淡漠：热心 

D 排放：污染 

【题型】类比-近义关系 

【难度】易 

【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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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题干：艳羡与嫉妒是近义词关系，从感情色彩上看，艳羡是中性词，嫉妒是贬义词。

A 项：崇拜与迷信是近义词关系，从感情色彩上看，崇拜是中性词，迷信是贬义词，与题

干逻辑关系一致，当选。B 项：增长与衰退是反义词关系，排除。C 项：淡漠与热心是反

义词关系，排除。D 项：排放与污染不是近义词关系，排除。故正确答案为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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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花木：盆景 

A 布料：窗帘 

B 轮胎：汽车 

C 墨水：书画 

D 石头：假山 

【题型】类比-对应关系 

【难度】中 

【答案】D 

【解析】题干：花木与盆景是对应关系，盆景由花木制作而成，且花木是盆景的主要制作材

料。A 项：布料与窗帘是对应关系，窗帘由布料制作而成，且布料是窗帘的主要制作材料，

与题干逻辑关系一致。B 项：轮胎与汽车是组成关系，排除。C 项：墨水与书画是对应关

系，但书画不是由墨水制作而成，排除。D 项：石头与假山是对应关系，假山由石头制作

而成，且石头为假山的主要制作材料，与题干逻辑关系一致。进一步对比 A、D 两项，假

山和盆景均为观赏性景物，而窗帘不符合这一特质，D 项更贴合题干的对应关系。 

故正确答案为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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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近视：远视 

A 雨水：冰雹 

B 瘦弱：肥胖 

C 前进：后退 

D 收缩：松弛 

【题型】类比-并列关系 

【难度】易 

【答案】B 

【解析】题干：近视与远视为相反相对的两种状态，且均为人体的一种非健康状态。A 项：

雨水与冰雹是并列关系，排除；B 项：瘦弱与肥胖是相反的状态，且均为人体的一种非健康

状态，与题干逻辑关系一致，当选；C 项：前进与后退仅为反义关系，与人体健康无关，排

除；D 项：收缩和松弛不是反义词，收缩的反义词应该是扩大，松弛的反义词应该是紧绷，

排除。故正确答案为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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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散步：走路：赶路 

A 战斗：战役：战争 

B 想象：理想：幻想 

C 休闲：无聊：空虚 

D 好感：喜欢：热爱 

【题型】类比-并列关系 

【难度】中 

【答案】D 

【解析】题干：散步、走路和赶路属于并列关系，都是指走路，且存在程度上的差异，三个

词所形容的走路速度上越来越快。A 项：战斗、战役与战争属于并列关系，区别在于规模

大小，但战役、战争是不同规模的战斗，逻辑关系不一致，排除。B 项：想象与幻想属于种

属关系，排除。C 项：休闲与无聊、空虚不构成关系，排除。D 项：好感、喜欢与热爱属

于并列关系，且存在程度上的差异，好感是轻微的喜欢，热爱是强烈的喜欢，三个词所形容

的爱的程度越来越深，与题干逻辑关系一致，当选。故正确答案为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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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空气：空调：冷气 

A 信号：电视：图像 

B 食材：烹饪：美食 

C 面粉：烤箱：面包 

D 石油：提炼：汽油 

【题型】类比-包容关系 

【难度】中 

【答案】A 

【解析】题干：空调对空气制冷形成冷气，冷气与空气是种属关系，三者都是名词。 

A 项：电视对信号转换形成图像，图像是一种信号，与题干逻辑关系一致，当选。B 项：

烹饪是动词，排除。C 项：烤箱对面粉烘培做成面包，但面包不是面粉的一种，不构成种属

关系，排除。D 项：提炼是动词，排除。故正确答案为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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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只有遇到下雨天，客车才不会准时到达。现在，客车没有准时到达，所以（   ）遇到下

雨天。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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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可能 

C 一定 

D 不可能 

【题型】翻译推理 

【难度】易 

【答案】C 

【解析】先翻译题干。 – 准时到达→下雨；– 准时到达。逐一判断选项。根据前推后原

则，– 准时到达可推知一定下了雨。故正确答案为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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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已知甲、乙、丙、丁四人具有以下直系、旁系血亲关系：甲是乙的父亲，丙是甲的弟弟，

丁是丙的母亲。则甲、乙、丙、丁四人中年龄最大的是： 

 

A 甲 

B 乙 

C 丙 

D 丁 

【题型】分析推理 

【难度】中 

【答案】D 

【解析】本题可用排除法，由于甲是乙的父亲，可知：甲＞乙，因此乙肯定不是年龄最大的，

排除 B；由丙是甲的弟弟，可知甲＞丙，因此丙肯定不是年龄最大的，排除 C；由丁是丙的

母亲，可知丁＞丙，而丙是甲的弟弟说明甲与丙是同辈，因此丁肯定也大于甲，排除 A，故

丁年龄最大。故正确答案为 D。 

【出处】2015 年广东省考  

 

 

58.海水经过海水淡化技术的处理可变成淡水，而海水的量是极其巨大的。因此，无须节约

使用淡水资源。最能质疑上述结论的是： 

A 近海海水的污染比较严重 

B 海水淡化成本高昂 

C 冰川水储量巨大，可替代海水淡化 

D 地球上的水资源总量是恒定的 

【题型】论证削弱 

【难度】中 

【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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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论点：无须节约使用淡水资源。论据：海水经过海水淡化技术的处理可变成淡水，

海水的量巨大。 

A 项：近海海水污染严重说明近海海水被淡化的可行性不大，补充反面论据进行削弱，但

是只说到了近海海水污染，属于局部削弱。B 项：淡化成本高说明海水淡化有难度，通过这

样的方式转化水资源并不现实，仍然需要节约用水，补充反面论据削弱题干。C 项：冰川水

可替代海水淡化，跟海水能否变成淡水及到底需不需要节约用水均没有直接的联系，故属于

无关选项。D 项：总量恒定说明水资源的量永远不会变少，不需要节约，通过补充新论据

支持了论点。A 属于局部削弱，削弱力度没有 B 强。故正确答案为 B。 

【出处】2015 年广东省考  

 

 

59.有甲、乙两家公司，甲公司售后服务部门接到的产品投诉电话是乙公司的 3 倍。因此，

甲公司产品的质量没有乙公司的好。以下最能反驳上述结论的是： 

A. 乙公司的产品操作相对来说更为简单 

B. 甲公司接到电话大多数是咨询电话 

C.甲公司的咨询电话机数量比乙公司多 

D.甲公司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达到 76% 

【题型】论证削弱 

【难度】难 

【答案】D 

【解析】论点：甲公司产品的质量没有乙公司的好。论据：甲公司售后服务部门接到的产品

投诉电话是乙公司的 3 倍。 

A 项：操作简单与质量好坏无关，属于无关选项，排除。B 项：咨询电话并非投诉电话，与

产品质量无关，也无法说明甲的投诉电话到底是不是乙的 3 倍，因此，属于无关选项，排

除。C 项：电话机数量与产品质量无关联，属于无关选项，排除。D 项：表明甲公司产品

市场占有率是乙公司的 3 倍多，而接到的产品投诉电话仅为乙公司的 3 倍，说明甲公司的

投诉率要比乙公司低，即：甲公司产品质量反而比乙公司更好，削弱论点，当选。故正确答

案为 D。 

【出处】2015 年广东省考  

 

 

60.某高中只有文科班和理科班，男生人数比女生多，理科班人数比文科班多。根据以上条

件，可以判断下列说法必定为真的是： 

A 文科班的男生总人数多于文科班的女生总人数 

B 理科班的男生总人数多于理科班的女生总人数 

C 文科班的男生总人数多于理科班的女生总人数 

D 理科班的男生总人数多于文科班的女生总人数 

【题型】分析推理 

【难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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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D 

【解析】题干已知条件可知：①男> 女；②理> 文。 

由于高中只有文科班和理科班，①可以转化成③男（理+ 文）> 女（理+ 文）， 

即：男理+ 男文> 女理+ 女文； 

同理②可以转化为④理（男+ 女）> 文（男+ 女），即：男理+ 女理> 男文+ 女文； 

③ + ④可得：2 男理+ 男文+ 女理>2 女文+ 女理+ 男文 

去掉相同项可知 2 男理>2 女文，即男理> 女文，只有 D 项符合。 

故正确答案为 D。 

【出处】2015 年广东省考  

 

 

61.据统计，和去年相比，今年 1 月以来流感患者的数量有明显的下降。这得益于新型特效

药的发明和投入使用。以下最能反驳上述结论的是： 

A 2 月份为流感的高发期 

B 流感患者很少到医院去治疗 

C 流感病毒具有抗药性 

D 新型特效药定价高，患者使用少 

【题型】论证削弱 

【难度】中 

【答案】D 

【解析】论点：今年 1 月份以来流感患者数量的明显下降得益于新型特效药的使用。无明

显论据。A 项：时间的说明与特效药毫无关联，2 月份是流感的高发期无法证明 1 月份流

感数量下降的原因是什么，为无关选项，排除。B 项：流感患者很少去医院治疗无法说明是

否使用药物，为无关选项，排除。C 项：具有抗药性并不能说明特效药无效，抗药性针对的

一定是使用过的药物，而非新研发的药物，因此，为无关选项，排除。D 项：患者使用特

效药少，流感患者数量却明显下降，说明流感人数的下降并非特效药的功劳，削弱论点，当

选。故正确答案为 D。 

【出处】2015 年广东省考  

 

 

62.某项科学研究发现：经常使用左手能更好地锻炼右脑，使得人的形象思维能力增强，更

利于促进创造性思维的发展。但事实证明：发明家中左撇子的比例并不高。因此，这个科学

研究的结论不可信。以下最能削弱上述结论的是： 

A 用右手也可以达到锻炼右脑的效果 

B 用右手的人数大大超过用左手的人数 

C 发明创造主要依靠天赋，而非后天锻炼 

D 发明创造不依靠形象思维能力 

【题型】论证削弱 

【难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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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 

【解析】论点：科学研究（经常使用左手能更好地锻炼右脑，使得人的形象思维能力增强，

更利于促进创造性思维的发展）不可信。论据：经常使用左手能更好地锻炼右脑，使得人的

形象思维能力增强，更利于促进创造性思维的发展。 

A 项：谈论的是右手的作用，题干谈论的是左手的作用，话题不一致，为无关选项，排除。

B 项：用右手的人数大大超过左手的人数，说明左撇子在人群中本身比例不高，可见发明家

中左撇子比例不高很正常，不能由此得出科学研究的结论不可信，削弱论证，当选。C、D 两

项：都在说发明创造和形象思维之间不存在关系，也就证明了题干中科学研究的不可信，都

属于加强论点，排除。故正确答案为 B。 

【出处】2015 年广东省考  

 

 

63.有调查显示，那些作息时间不同的夫妻，虽然每天相处的时间较少，但他们发生争吵的

次数比作息时间基本相同的夫妻更多。因此，为了建立良好的夫妻关系，夫妻之间应当尽量

有相同的作息时间。最能削弱上述论点的一项是： 

A 夫妻产生矛盾后，往往以作息时间不同来表现不满 

B 具有同事关系的夫妻更容易在工作上产生矛盾 

C 作息时间不同的夫妻更容易产生矛盾 

D 生活习惯不同是夫妻产生矛盾的主要原因 

【题型】论证削弱 

【难度】难 

【答案】A 

【解析】论点：建立良好的夫妻关系，夫妻之间应当尽量有相同的作息时间。论据：作息时

间不同的夫妻发生争吵的次数比作息时间基本相同的夫妻更多。 

A 项： “往往以作息时间不同来表现不满”为产生矛盾之后，是矛盾的结果而非原因，因

果倒置，削弱论证，当选。B 项：同事关系不代表作息一定相同，可能一个白班一个晚班，

二者没有必然联系，为无关选项，排除。C 项： “作息时间不同的夫妻更容易产生矛盾”，

意思即为“作息时间相同的夫妻不容易产生矛盾”，加强论点，排除。D 项： “生活习惯

不同”才是夫妻产生矛盾的主要原因，而非作息时间不同，属于他因削弱，相比 A 项削弱

论证力度更弱，排除。故正确答案为 A。 

【出处】2015 年广东省考  

 

 

64.小张准备在下周去观看一场比赛，但他忘了具体是哪一天，便分别询问了甲、乙、丙、

丁和戊，他们五人的回答如下： 

甲：肯定是在双休日。 

乙：是周二、周四、周六的其中的一天。 

丙：就是周一。 

丁：绝对是周一、周三、周五、周日的其中一天。 

戊：肯定是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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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乙、丙、丁和戊只有一个人说对了。那么比赛时间是： 

A 周一 

B 周三 

C 周五 

D 周六 

【题型】真假推理 

【难度】中 

【答案】B 

【解析】论题干找矛盾，乙、丁说法矛盾，必有一真。第二步：确定其他命题的真假，题干

中说只有一个人说对了，说明甲、丙、戊都不对，则周一、周五、双休日必不对，排除 A、

C、D 三项。故正确答案为 B。 

【出处】2015 年广东省考  

 

 

65.某市举办了一场职业技能竞赛，有甲、乙、丙、丁四支代表队进入决赛，每支队伍有两

名参赛选手，获得第一名的选手将得 10 分，第二名得 8 分，第三名到第八名分别是 6、5、

4、3、2、1 分，最后总分最高的队伍将获得冠军。比赛的排名情况如下： 

•甲队选手的排名都是偶数，乙队两名选手的排名相连，丙队选手的排名一个是奇数一个是

偶数，丁队选手的排名都是奇数；第一名是丁队选手，第八名是丙队选手；乙队两名选手的

排名在甲队两名选手之间，同时也在丙队两名选手之间。 

根据以上条件，可以判断各队总分由高到低的排列顺序为： 

A 丁＞甲＞丙＞乙 

B 甲＞丁＞乙＞丙 

C 甲＞丁＞丙＞乙 

D 丁＞甲＞乙＞丙 

【题型】分析推理 

【难度】难 

【答案】D 

【解析】根据题干条件，知①：因乙队两名选手排名相连，甲队选手排名均为偶数，且乙队

两名选手排名在甲队两名选手之间，故甲队两名选手的排名不能为 2、4 或 4、6，只能为 2、

6（若为 2、4 或 4、6，则乙队两名选手排名就不能在甲队之间）。甲为 2、6； 

②：乙队两名选手同时也在丙队两名选手之间，丙队选手排名一个是奇数一个是偶数，其中

一个为第 8 名，另一个只能为 3 名（若为第 5 或 7 名，则乙队两名选手不能在丙队之间） 

③：乙队两名选手排名相连，只能为第 4、5 名，最后推出第 7 名为丁。 

甲队得分 11 分，乙队得分 9 分，丙队得分 7 分，丁队得分 12 分。故正确答案为 D。 

【出处】2015 年广东省考  

 

 

66.如下图所示，木框里面有两个平面镜相互垂直。一束入射光射入木框内，经两个平面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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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射出去。则入射光与出射光的位置关系是： 

 

A 平行关系                               B 垂直关系 

C 相交关系，交角为锐角                   D 相交关系，交角为钝角 

【题型】科学推理 

【难度】中 

【答案】A 

【解析】根据光的反射规律：反射角等于入射角，画出光路图，容易证明出射光线和入射光

线平行。故正确答案为 A。 

【出处】2015 年广东省考  

 

 

67.如下图所示，一支试管口朝下插入水中，管内封闭有一定的量的空气，恰好悬浮在水

中。当水的温度升高时，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 试管下沉                                     B 试管上浮 

C 试管先下沉后上浮                             D 试管静止不动 

【题型】科学推理 

【难度】中 

【答案】B 

【解析】根水温升高前 ，水温升高后，试管内的气体膨胀，排水量增加。根据浮

力公式 ，浮力增大，而试管重力不变， ，故试管上浮。 

【出处】2015 年广东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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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如下图所示，小球 A 从斜面上由静止状态开始向下滑，撞击静止于水平木板上的木块

B，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 小球 A 对木块 B 的作用力等于木板对木块 B 的摩擦力与木块 B 的重力相加 

B 若木板的表面光滑且足够长，小球 A 和木块 B 将一直保持匀速运动 

C 小球 A 在斜面上向下滑的过程中，以木板为参照物，小球是静止的 

D 小球 A 对木块 B 的作用力等于小球 A 的重力 

【题型】科学推理 

【难度】中 

【答案】B 

【解析】根据牛顿第三定律，小球 A 对木块 B 的作用力和木块 B 对小球 A 作用力相等，

与其他因素无关。故 A、D 错。小球 A 下滑过程中相对木板的位置发生了变化，是运动的，

故 C 项错。由于惯性，碰撞后木块 B 一直向右运动，没有摩擦，将保持匀速直线运动。A 碰

撞后有三种可能：质量比 B 大，将直接以小于 B 的速度向右运动，因没有摩擦而保持匀速；

质量比 B 小，先反弹，冲上斜面，再滚下来，最后向右匀速运动，若速度比 B 大，追上后

继续碰撞，重复前面过程，最终以小于木块 B 的速度向右做匀速直线运动：质量和 B 相等，

碰撞后小球 A 保持静止，而静止是一种特殊的匀速直线运动。故正确答案为 B。 

【出处】2015 年广东省考  

 

 

69.在下图所示的电路中，电源电压保持不变，闭合开关、后，电路正常工作。开关闭合，

开关由闭合到断开时，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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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电流表 A1 的示数不变                 B 电流表 A2 的示数不变 

C 电压表 V1的示数不变                  D 电压表 V2 的示数不变 

【题型】科学推理 

【难度】中 

【答案】D 

【解析】考察电路分析。电压表 V2测量的始终是电源两端的电压，与开关 S2 是否闭合无关，

故 V2 的示数始终不变。两个状态的详细分析：开关 S2 闭合，电流只通过电阻 R1 和电流表

A1，未通过 R2 和 A2，电压表 V1 和 V2都是测的电源电压；开关 S2 断开，电流经过两个电阻

和两个电流表，电压表 V1测电阻 R1 的电压，V1 示数变小了，电流表 A2示数由 0 到有变大了，

电流表 A1 示数变小。因此 A1 示数变小，A2 示数变大，V1 示数变小，V2 的示数始终不变。 

【出处】2015 年广东省考  

 

 

70.下图是 A、B 两种物质的溶解度曲线，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 物质的溶解度大于 B 物质的溶解度 

   B 温度越高，则 A、B 两种物质的溶解度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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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将 t1℃时 A 物质的饱和溶液降温，A 物质变为不饱和溶 

   D 将 t2℃时 B 物质的饱和溶液降温至 t1℃时，没有 B 物质析出 

【题型】科学推理 

【难度】中 

【答案】D 

【解析】溶解度与温度有关，故 A 错。B 的溶解度随温度升高而降低，故 B 错。时 A 的饱和

溶液降温，将有溶质析出，故 C 错。时 B 的饱和溶液降温至，溶解度将增大，故 D 项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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