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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广东省考笔试【判断】 

四、判断推理，共 35 题，本部分包括图形推理、定义判断、类比推理、逻辑判断。 

51. 

 

【题型】图形推理 

【难度】简单 

【答案】B 

【解析】元素组成凌乱，且都由多个小元素构成，考虑数数中的元素，元素个数分别为

4、3、4、3，则问号处图形应包含 4 个元素，只有 B 选项符合。  

【出处】2016 年广东省考县级卷 

 

 

52. 

 

【题型】图形推理 

【难度】简单 

【答案】B 

【解析】元素组成相同，考虑位置规律。观察题干发现，右上角的方块从图 2 开始每次顺时

针旋转 90 度，右下角的方块从图 3 开始每次逆时针旋转 90 度，只有 B 选项符合，左下角

的方块从图 4 开始每次顺时针旋转 90 度，只有 B 选项符合此规律。按照此规律，左上角的

方块从图 5 开始逆时针旋转 90 度，B 选项也符合。  

【出处】2016 年广东省考县级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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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题型】图形推理 

【难度】较难 

【答案】A 

【解析】图形组成相同，每个图形仅有一个黑色部分，且位置不同，考虑小黑块的位置。 

观察题干可发现，小黑块移动规律如下图所示 

 

每次移动的步数分别为 1、2、1，则接下来小黑块移动两步，在右边黑色棱形上。 

故正确答案为 A。  

【出处】2016 年广东省考县级卷 

 

 

54. 

 

【题型】图形推理 

【难度】简单 

【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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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图形组成相同，都是由 24 根火柴棍组成，考虑位置规律。 

从图 1 到图 2，外圈有 4 根火柴棍方向发生了改变，且内圈的火柴棍方向均没有发生变化。

从图 2 到图 3，内圈有 4 根火柴棍方向发生了改变，且外圈的火柴棍均没有发生变化，依此

规律，图 3 到图 4 外圈应有 4 根火柴方向发生改变，内圈应保持不变，D 选项符合规律。  

【出处】2016 年广东省考县级卷 

 

 

55. 

 

【题型】图形推理 

【难度】较难 

【答案】C 

【解析】图形组成凌乱，且黑块的数量不同，考虑数数。题干三个图中，黑方块的个数分别

为：12、11、11，没有任何规律，数量上不存在规律，只能考虑其他规律。仔细观察发现，

第一个图和第二个图有 6 个黑块的位置是相同的，第二个图和第三个图有 5 个黑块的位置是

相同的，我们尝试在选项当中寻找跟第三个图有 4 个黑块位置相同的选项，发现：A 选项有

5 个位置一样；B 选项有 9 个位置一样；C 选项有 4 个位置相同；D 选项有 6 个位置相同。  

【出处】2016 年广东省考县级卷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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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图形推理 

【难度】较难 

【答案】C 

【解析】观察题干图形全都是 6 个正方形组成，且全都可以折成一个正六面体（即题干图形

都可以看成是一个正六面体的展开图形），观察选项： 

A 选项：如图，根据相对面特征可知，面 1 与面 2 是相对面，且面 1 与面 3 也是相对面，不

符合六面体折合特征，排除。 

  

B 选项：如图，根据相对面特征可知，面 1 不存在相对面，不符合六面体折合特征，排除。  

 
C 选项：如图，根据相对面特征可知，面 1 与面 4，面 2 与面 5，面 3 与面 6 分别为三组相

对面，符合六面体折合特征，为正确选项。  

 

D 选项：如图，根据相对面特征可知，面 1 与面 2 是相对面，且面 1 与面 3 也是相对面，不

符合六面体折合特征，排除。 

 
ABD 均不能折成正六面体，只有 C 选项可以折成。  

【出处】2016 年广东省考县级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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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题型】图形推理 

【难度】简单 

【答案】B 

【解析】本题元素组成完全相同，考察位置变化。每幅图都由田字格中的四个图形构成，观

察左下角图形始终不动，左上角图形从左到右，依次顺时针旋转 90 度，可以排除 C、D 选

项；右上角图形依次进行 180 度旋转（或看成：依次上下翻转）；右下角图形应该是从左到

右依次逆时针旋转 90 度，只有 B 符合。  

【出处】2016 年广东省考县级卷 

 

 

58. 

 

【题型】图形推理 

【难度】简单 

【答案】B 

【解析】本题元素组成不相同，排除位置考点，又因为组成元素相同且内部元素不同，考虑

黑白运算，但也不存在规律。再数黑格个数，整体也不存在规律。观察每个图均有上下两行，

如分别数出上下两行黑格的个数，发现每一幅图中，上下两行的黑格个数相差始终为 1，观

察所有选项，只有 B 项符合。  

【出处】2016 年广东省考县级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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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题型】图形推理 

【难度】简单 

【答案】D 

【解析】本题元素组成完全相同，考察位置变化。 

观察左边图形，将每幅图看成由四个黑色小三角形组成。从图 1 到图 2，图 1 中上面两个黑

三角上下翻转，下面两个黑三角上下翻转得到图 2；再将图 2 看成左边两个黑三角左右翻转，

右边两个黑三角左右翻转得到图 3。因此右边图形应遵循同样规律，每幅图看成由四个扇形

图形组成，从图 1 到图 2，上面两个扇形上下翻转，下面两个扇形上下翻转。从图 2 到图 3，

左边两个扇形左右翻转，右边两个扇形左右翻转得到选项 D。  

【出处】2016 年广东省考县级卷 

 

 

60. 

 

 

【题型】图形推理 

【难度】简单 

【答案】B 

【解析】本题只有两种元素，黑圈和白圈，观察选项中的黑圈白圈个数存在不同，考虑数数。

题干中除了问号处，已知相连黑圈的个数分别为 1,2，X,X，5，由此可知，与选项结合后的

最终图形中，中间两个 X 应该分别有 3 个黑圈相连和 4 个黑圈相连，而题干问号前后已经各

有两个黑圈，选择的选项中左端应该有 1 个黑圈，右端有 2 个，只能选 B。将 B 代入整体观

察后，发现相连的白圈个数也满足等差数列依次递减的规律，分别是 5、4、3、2、1。  

【出处】2016 年广东省考县级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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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天空：蔚蓝 （ ） 

A、气氛：融洽 B、土地：耕种 C、茶叶：保健 D、河流：灌溉 

【题型】类比推理 

【难度】简单 

【答案】A 

【解析】天空是名词，蔚蓝是形容词，后者形容前者，可以造句子成蔚蓝的天空。 

A 项：气氛是名词，融洽是形容词，且融洽是形容气氛的，可以造句子成融洽的气氛，与题

干逻辑关系一致。B 项：土地是名词，耕种是动词，词性与题干不符，且耕种不能形容土地，

排除。C 项：保健不能形容茶叶，不符，排除。D 项：河流有灌溉功能，灌溉不能形容河流，

排除。故正确答案为 A。  

【出处】2016 年广东省考县级卷 

 

 

62 蜡烛：电灯 （ ） 

A、椅子：写字台 B、茶杯：饮水机 C、拖把：吸尘器 D、电视：计算机 

【题型】类比推理 

【难度】简单 

【答案】C 

【解析】蜡烛和电灯两者功能相同，都是照明，且蜡烛是非电力驱动，电灯是电力驱动。 

A 项：椅子的功能是供人坐着工作和休息，而写字台的功能是供人伏案写作，两者功能不一

样，与题干逻辑关系不一致，排除。B 项：茶杯是盛茶水的用具，饮水机是升温或降温并方

便人们饮用的装置，两者功能不一样，与题干逻辑关系不一致，排除。C 项：拖把的功能是

擦除地面灰尘，吸尘器的功能也是清除地面灰尘，且拖把是非电力驱动，吸尘器是电力驱动，

与题干逻辑关系一致。D 项：电视机的功能是播放节目，而计算机的功能不仅仅是播放节目，

还可以用于办公、研究等方面，与题干逻辑关系不一致，排除。故正确答案为 C。  

【出处】2016 年广东省考县级卷 

 

 

 

63 富裕：扶贫（） 

A、干燥：抽湿 B、蒙昧：教育 C、落后：推进 D、健康：保卫 

【题型】类比推理 

【难度】简单 

【答案】A 

【解析】富裕的反义词是贫穷，扶贫是解决的贫穷的方式和手段，扶贫是动宾结构。 

A 项：干燥的反义词是潮湿，抽湿是解决潮湿的方式和手段，抽湿是动宾结构，与题干逻辑

关系一致。B 项：蒙昧的反义词是聪明，教育不是动宾结构，与题干逻辑关系不一致，排除。 

C 项：落后的反义词是先进，但是推进是推动前进，并不是推动先进，与题干逻辑关系不一

致，排除。D 项：保卫健康是动宾关系，但是与题干逻辑关系不一致，排除。故正确答案为

A。  

【出处】2016 年广东省考县级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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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干旱：沙漠（） 

A、笔直：树干 B、坚硬：水泥 C、寒冷：南极 D、多雨：赤道 

【题型】类比推理 

【难度】简单 

【答案】C 

【解析】干旱是沙漠的必然属性 

A 项：树干不一定笔直，与题干逻辑关系不一致，排除。B 项：水泥不一定坚硬（比如还没

凝固的状态），与题干逻辑关系不一致，排除。C 项：南极一定是寒冷的，与题干逻辑关系

一致。 

D 项：赤道不一定是多雨的，赤道分为旱季和雨季，只有雨季才多雨，与题干逻辑关系不一

致，排除。故正确答案为 C。  

【出处】2016 年广东省考县级卷 

 

 

65 菜刀：食物（） 

A、子弹：枪支 B、毛巾：身体 C、铅笔：书籍 D、窗帘：窗户 

【题型】类比推理 

【难度】简单 

【答案】B 

【解析】菜刀的功能主要是用来切食物 

A 项：子弹和枪支是配套使用的，是对应关系，与题干逻辑关系不一致，排除。B 项：毛巾

的主要功能是擦身体，与题干逻辑关系一致。C 项：铅笔的主要功能是写字，与书籍无关，

与题干逻辑关系不一致，排除。D 项：窗帘的主要功能是遮挡光线，而不是窗户。与题干逻

辑关系不一致，排除。故正确答案为 B。  

【出处】2016 年广东省考县级卷 

 

 

66 玉石：雕琢：玉器（） 

A、蚕丝：织造：丝绸 B、粮食：酿造：美酒 

C、生铁：冶炼：钢材 D、蚊香：点燃：烟雾 

【题型】类比推理 

【难度】简单 

【答案】A 

【解析】玉石指未经雕琢的玉，玉石经过雕琢这个过程成为玉器，且发生的是物理变化。 

A 选项：蚕丝经过织造这个过程成为丝绸，且发生的是物理变化。与题干逻辑关系一致，当

选。 

B 选项：粮食经过酿造变为美酒，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化学变化，酿酒经过了发酵的过

程，使淀粉通过化学变化生成乙醇。与题干逻辑不符，排除。C 选项：生铁通过冶炼成为钢

材，发生了质的变化，中间存在化学变化。与题干逻辑不符，排除。D 选项：点燃蚊香能产

生烟雾，但是从蚊香到烟雾经过了燃烧产生了化学变化。与题干逻辑不符，排除。故正确答

案 A  

【出处】2016 年广东省考县级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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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站台：码头：停机坪（） 

A、现金：支票：银行卡 B、软件：硬件：互联网 

C、外套：婚纱：羽绒服 D、演员：群众：主持人 

【题型】类比推理 

【难度】简单 

【答案】A 

【解析】站台是城市轨道交通高架车站或高铁、火车站供上下乘客及装卸货物的平台。码头

是海边、江河边专供乘客上下、货物装卸的平台。停机坪是供直升机起降的平台。三者之间

为并列关系，并且存在功能上的相似。A 选项：现金、支票、银行卡都具有支付的功能，三

者属于并列关系，与题干逻辑关系一致，为正确答案。B 选项：软件与硬件是并列关系，但

与互联网无明显的逻辑关系，排除。C 选项：外套和婚纱无明显的逻辑关系，羽绒服与外套

为种属关系，与题干逻辑不符，排除。D 选项：演员的主要职业是表演，与群众在职能上没

有明显相似关系，主持人的职能是主持活动，三者之间在功能职能上与题干逻辑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A。  

【出处】2016 年广东省考县级卷 

 

 

68 沙龙：志趣相投（） 

A、论坛：千言万语 B、擂台：针锋相对 

C、网站：集思广益 D、枢纽：承上启下 

【题型】类比推理 

【难度】较难 

【答案】B 

【解析】沙龙是一种聚会形式，志趣相投形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沙龙为志趣相投的人进行

交流提供平台。A 选项：论坛是网民发表不同意见的平台，但是千言万语不能用来形容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与题干逻辑不符，排除。B 选项：擂台指为比赛搭建的平台，针锋相对可以

形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擂台为针锋相对的人提供比试的平台，与题干逻辑关系一致，为正

确答案。C 选项：集思广益不能形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题干逻辑不符，排除。D 选项：

枢纽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但是枢纽不是形容一个场所或者平台，且承上启下也不能形容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与题干逻辑不符，排除。故正确答案为 B。  

【出处】2016 年广东省考县级卷 

 

 

69 陈词滥调：老生常谈 （ ） 

A、按部就班：循序渐进 B、博闻强识：见多识广 

C、见义勇为：助人为乐 D、八面玲珑：面面俱到 

【题型】类比推理 

【难度】简单 

【答案】D 

【解析】陈词滥调指没有新意，陈腐、空泛的论调，形容语言陈腐，含有贬义。老生常谈比

喻人们听惯了的没有新鲜意思的话，二者为近义词，但是前者为贬义词，后者为中性词。 

A 选项：按部就班指按照一定的条理、步骤做事，为中性词，循序渐进是指依照次序或步骤

逐步深入或提高，为中性词，二者为近义词但是感情色彩相同，都是中性词，与题干不完全

一致，排除。B 选项：博闻强识指见闻广博，记忆力强。见多识广指见过的多，知道的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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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容阅历深，经验多。二者为近义词关系，但是二者从感情色彩上来看都是褒义的，与题干

不完全一致，排除。C 选项：见义勇为是助人为乐的一种表现形式，二者不是近义词，排除。 

D 选项：八面玲珑形容为人处世圆滑，待人接物各方面都能巧妙应对，常用于指能讨好各种

人物，含贬义。面面俱到指各方面都照顾地很周到，为中性词,与八面玲珑为近义词关系，

且感情色彩一个贬义一个中性，与题干逻辑关系一致，为正确答案。故正确答案为 D。  

【出处】2016 年广东省考县级卷 

 

 

70 吹毛求疵：鸡蛋里面挑骨头 （ ） 

A、赶鸭子上架：牛不喝水强按头 B、敬酒不吃吃罚酒：不识抬举 

C、舍本逐末：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D、福无双至：屋漏偏逢连夜雨 

【题型】类比推理 

【难度】简单 

【答案】C 

【解析】吹毛求疵为成语，比喻故意挑剔别人的缺点。鸡蛋里挑骨头为歇后语，意为故意找

茬与吹毛求疵同义。两者为近义词关系，且第一个词为四字成语，第二个词为歇后语。 

A 选项：赶鸭子上架为歇后语，意味强人所难，牛不喝水强按头属于复句式成语，比喻用强

迫手段使就范，二者为近义词，但是前者是歇后语，后者是成语，两个词的位置反了，与题

干不符。B 选项；敬酒不吃吃罚酒比喻不识抬举，但是前者是歇后语，后者是成语，两个词

的位置反了，与题干不符，排除。C 选项：舍本逐末为成语，指抛弃根本，追求枝节，比喻

做事不注意根本，而只抓细微末节。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指抓住了小的，却把大的给丢了；

重视了次要的，却把主要的给忽视了。比喻做事因小失大，得不偿失。拣了芝麻丢了西瓜为

歇后语，与舍本逐末同义。前者是四字成语，后者是歇后语，与题干逻辑关系一致，为正确

答案。D 选项：福无双至指指幸运事不会连续到来，屋漏偏逢连夜雨为歇后语对应的应该是

祸不单行，指不幸的事接二连三地发生，而不是福无双至，二者意思不同。与题干不符，排

除。 

故正确答案为 C。  

【出处】2016 年广东省考县级卷 

 

 

71 某县计划引进一种生长快、肉质好的良种牛，在本县推广养殖，以提高农民养牛的经济

收益。 

以下最能对该计划可行性提出质疑的是（ ）。 

A、该良种牛不适应当地气候 B、当地农民养牛的积极性不高 

C、该良种牛的养殖成本较高 D、当地农民没有饲养过该良种牛 

【题型】削弱论证 

【难度】简单 

【答案】A 

【解析】论点：某县计划引进一种生长快、肉质好的良种牛在本县推广养殖，提高农民养牛

的经济效益。论据：没有论据 

A 项：该良种牛不适合当地气候，说明当地根本不适合饲养该种牛，直接否定了该做法的可

行性，是削弱项；B 项：当地农民养牛的积极性不高，推广的时候会遇到一定阻碍，影响计

划的可行性，具有削弱作用；C 项：该良种牛的养殖成本较高在一定程度上对此计划的可行

性设置了障碍，具有削弱作用；D 项：当地农民没有饲养过该良种牛，说明经验不足，会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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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计划的可行性，具有削弱作用。ABCD 都具有削弱作用，因此需要进行比较，选择削弱力

度最强的。A 选项气候不适应这一条件是人为很难改变的，是对必要条件的削弱，相比较下

质疑力度最强；B 选项积极性可以采取措施提高；C 选项成本高可以通过其他渠道降低；D

没经验可以传授经验，相比较而言，B、C、D 力度都不及 A 选项。   

【出处】2016 年广东省考县级卷 

 

 

72 老张为了试验某品牌化肥的效果，把自家的稻田分成东边、西边两块，在东边地块施肥，

西边地块不施肥。水稻收割后，东边地块亩产 700 公斤，西边地块亩产 400 公斤。因此，该

品牌化肥能有效增产。 

以下最能反驳上述论证的是（ ）。 

A、东边地块的土壤肥力原本就比西边地块高 

B、东西两块地种植的是同一种品种的水稻 

C、东边地块的水稻遭受过病虫害 

D、老张收割西边地块的水稻先于东边地块 

【题型】削弱论证 

【难度】简单 

【答案】A 

【解析】论点：某该品牌化肥能有效增产论据：老张把自家稻田分成东边、西边两块，在东

边地块施肥，西边地块不施肥，水稻收割后，东边地块亩产 700 公斤，西边地块亩产 400

公斤。A 项：东边地块的土壤肥力原本就比西边地块高，说明了两块地本身的性质就不一样，

既然基本条件不一样，施用化肥培养出来的稻谷产量就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属于实验论证中

的起点不一致，削弱论证。同时选项讲的是东边肥力高于西边，那么高产很有可能就是本身

肥力的问题，和化肥无关，所以 A 为正确选项；B 项：东西两块地种植的是同一品种的水稻

说明水稻的一致性，排除了其他影响因素，对题干论证加强，不选；C 项：东边地块水稻遭

受过病虫害，说明在遭受虫害的情况下还能高产，证明是化肥的功效，对 

题干论证进行了支持，不选；D 项：说明西边和东边的收割时间有差异，但先收割和后收割

对水稻产量的影响是不明确的，不选。   

【出处】2016 年广东省考县级卷 

 

 

73 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带来诸多影响的同时也影响着地球上的其他生物，降水的增加可以

改善植被，从而有利于鼠类的增长。研究表明，降水的增加使原本干旱的内蒙古地区植物更

加丰富， 

也增加了鼠类的食物，长爪沙鼠数量随之增加。 

以下最能削弱上述论断的一项是（ ）。 

A、据统计，一些地区的植被覆盖率并没有增加 

B、据测算，全球沙漠化面积近年有所增加 

C、内蒙古地区植被的增加和近年的生态保护有很大关系 

D、植被的增加使各种动物包括鼠类的天敌都增加了 

【题型】削弱论证 

【难度】较难 

【答案】C 

【解析】 论点：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带来诸多影响的同时也影响着地球上的其他生物，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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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增加可以改善植被，从而有利于鼠类的增长。论据：降水的增加使原本干旱的内蒙古地

区植物更加丰富，也增加了鼠类的食物，长爪沙鼠数量随之增加。 

A 项：一些地区的植被覆盖率并没有增加，为无关选项， 题干中讲的是使植物更加丰富，

改善植被，和植被覆盖率无关，排除；B 项：全球沙漠化面积今年有所增加和题干论证无关，

排除；C 项：内蒙古地区植被的增加和今年的生态保护有很大关系，削弱了论据中提到的植

物丰富是由于降水，为他因削弱；D 项：植被的增加使各种动物包括鼠类的天敌都增加了，

但是老鼠的天敌增加了并不意味着老鼠一定不会增加，所以本选项属于不明确的选项，C、

D 进行比较，C 属于明确的他因削弱，力度比 D 要强，故排除 D；  

【出处】2016 年广东省考县级卷 

 

 

74 根据人事部门的数据，某单位的女性员工多于男性员工。中共党员员工多于政治面貌为

群众的员工。（该单位员工政治面貌只有中共党员和群众两种情况） 

下列判断一定正确的是（ ）。 

A、政治面貌为群众的女性员工多于政治面貌为群众的男性员工 

B、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的男性员工多于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的女性员工 

C、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的女性员工多于政治面貌为群众的男性员工 

D、政治面貌为群众的男性员工多于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的男性员工 

【题型】分析推理 

【难度】较难 

【答案】C 

【解析】将题干中提到的情况一一列出来，分别有两类情况，第一类：女性员工和男性员工，

第二类：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和群众，这两类中的两种情况非此即彼，接下来我们可以根据

题中已知的条件列出 3 个算式： 

女性员工多于男性员工： 

1.女（党员+群众）＞男（党员+群众） 

女党员+女群众＞男党员+男群众 

中共党员员工多于政治面貌为群众的员工： 

2.党员（男+女）＞群众（男+女） 

男党员+女党员＞男群众+女群众 

那么将 1+2 合起来得到： 

3.女党员+女群众+男党员+女党员＞男党员+男群众+男群众+女群众 

算式两边相互抵消得到： 

女党员＞男群众，选 C   

【出处】2016 年广东省考县级卷 

 

75 随着网络的普及，电子版图书也越来越多，其中包括电子版的文学名著，而且价格很低。

人们只要打开电脑，在网上几乎可以浏览到任何一本名著。电子版文学名著的问世，会改变

大众的阅读品味，有利于造就高素质读者群体。 

以下最能削弱上述结论的一项是（ ）。 

A、对文学没有兴趣的人不会因为文学名著的价钱高低或者是否方便而阅读文学名著 

B、文学名著的普及率一直不如娱乐杂志、时事报刊等大众读物 

C、许多读者认为阅读电子书籍的感觉不如阅读印刷书籍的那么好，宁愿选择印刷版读物 

D、在互联网上阅读文学名著仍然需要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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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削弱论证 

【难度】较难 

【答案】A 

【解析】论点：电子版文学名著的问世，会改变大众的阅读品味，有利于造就高素质读者群

体。论据：随着网络的普及，电子版图书也越来越多，其中包括电子版的文学名著，而且价

格很低，人们只要打开电脑，在网上几乎可以浏览到任何一本名著。 

A 项：对文学没有兴趣的人不会因为文学名著的价钱高低或者是否方便而阅读文学名著，说

明了电子版名著的问世无法改变人的兴趣和习惯，喜欢读的还是读，不喜欢读还是不读，直

接否定了题干论点中提到的能改变大众阅读品味，有利于造就高素质读者群体，也将论据和

论点之间进行了拆桥，力度最大，选 A 选项；B 项：文学名著的普及率一直不如娱乐杂志时

事报刊等大众读物，和题干中提到的电子版文学名著无关，为无关选项，排除；C 项：许多

读者认为阅读电子书籍的感觉不如阅读印刷书籍那么好，宁愿选择印刷版读物，说明电子版

文学名著的问世对大众的影响小，很多人并不会选择电子版书籍，能够对题干论证进行削弱，

但是他讲的是部分读者，属于部分削弱，比例也不确定，与 A 选项比较，选 A 选项更好；D

项：在互联网上阅读文学名著仍然需要收费，题干中说到电子版的文学名著价格很低，也就

是原本就是收费的，D 选项不能质疑，排除。   

【出处】2016 年广东省考县级卷 

 

 

76 有研究表明，运动，特别是大量运动，会提高人体内血清基的水平。在某种程度上，人

的心情由体内血清基的水平决定。抗抑郁药物可以通过提高体内血清基的水平来起作用。 

下列论断一定正确的是（ ）。 

I.提高体内血清基水平，要么大量运动，要么吃抗抑郁药物。 

II.人的心情，可能由运动量决定，也可能受抗抑郁药物影响。 

III.大量运动会影响人的心情，或影响抗抑郁药物的疗效。 

A、I B、II C、I 和 II D、II 和 III 

【题型】分析推理 

【难度】较难 

【答案】D 

【解析】题干中写的是体内的血清基水平可以决定人的心情，大量运动和抗抑郁药物都可以

影响体内血清基水平。题干只是说大量运动和抗抑郁药物都可以影响体内血清基水平，并没

有说只有这两者可以提高体内的血清基水平。 

第一句话，说的太绝对，错误。第二句话，题干中提到了大量运动可以提高血清基水平，抗

抑郁药物也可以提高血清基水平，而血清基水平一定程度决定人的心情，因此可以得到，正

确。第三句话，大量运动会影响人的心情是对的，大量运动影响抗抑郁药物的疗效并不能从

原文中推导出来，但是这两者是或关系，一真全真，所以第三句话也是一定正确的。   

【出处】2016 年广东省考县级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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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气候与经济发展具有密切关系。在欧洲，北部气候较冷的国家总体上比南部国家发达；

在美 

洲，加拿大和美国比南部的墨西哥发达；在亚洲，韩国的 GDP 是东南亚所有国家的总和。

之所 

以有这种差别，是因为寒冷地区的人们为了生存，大脑会进一步地复杂化，而热带的人们，

由 

于食物充足，大脑失去了进一步进化的动力。 

以下最能削弱上述论断的一项是（ ） 

A、人类共有的惰性使任何地区的人都类似 

B、寒冷地区的人并不比热带的人智商高 

C、经济的发达与文化的繁荣没有必然联系 

D、获取食物并不是人类主要的脑力活动 

【题型】削弱论证 

【难度】较难 

【答案】A 

【解析】论点：气候会影响经济发展，北部寒冷地区的经济比南部热带地区的经济发达 

论据：寒冷地区的人们大脑比热带地区的人们大脑更复杂。A 项：直接说明了任何地区的人

都类似，也就否定了寒冷地区人们的大脑复杂，属于否定论据；B 项：寒冷地区的人不比热

带地区人智商高，题干当中说的是寒冷地区人们的大脑复杂，没有提到智商，无关项排除；

C 项：题干没有谈论经济与文化的关系，为无关选项；D 项：获取食物不是人类主要的脑力

活动不能确定哪个地区的人大脑更复杂，为不明确选项；   

【出处】2016 年广东省考县级卷 

 

 

78 我国以占世界 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 22%的人口，其中年平均生产大豆 1200 万吨左右。

同时，还利用国外的耕地、国外的农民，继续开放市场，降低关税或免除关税，年平均进口

大豆 5800 万吨左右。更多利用国外的资源来让我国人民生活得更好。 

以上论断基于下列假设，除了（ ）。 

A、大量进口粮食不会带来粮食安全问题 

B、政府相关部门对进口粮食严把质量关 

C、进口粮食的价格能被国内群众所接受 

D、大量进口粮食损害了国内生产者的利益 

【题型】加强论证 

【难度】较难 

【答案】D 

【解析】论点：利用国外的资源能让我国人民生活得更好。无明显的论据基于假设，即找到

前提条件，可以利用否定代入排除。A 项：如果大量进口粮食会带来粮食安全问题，则不能

让人民生活的更好，为必要前提；B 项：如果政府对进口粮食质量不能把关，则会存在质量

问题，不能让人民生活的更好，为必要前提；C 项：如果进口粮食价格不能被国内群众接受，

群众不会购买，不能让人民生活的更好，为必要前提；D 项：如果进口粮食不会损害国内生

产者的利益，与人民生活的会不会更好无关，为无关选项；   

【出处】2016 年广东省考县级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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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一项研究发现：经常喝咖啡的成年人患上心脏病的概率是不常喝咖啡成年人患心脏病概

率的 2.5 倍。由此可以判定，咖啡中的某种物质能够导致人患上心脏疾病。 

以下最能削弱上述结论的一项是（ ）。 

A、咖啡含有提高心脏活力的成分 

B、用餐时喝咖啡有降低血脂的作用 

C、心脏病高危人群更容易爱上喝咖啡 

D、爱喝咖啡的人大都性格开朗，喜欢运动 

【题型】削弱论证 

【难度】较难 

【答案】C 

【解析】 论点：咖啡中的某种物质能够导致人患上心脏病。论据：经常喝咖啡的成年人患

心脏病的概率比不喝的高。A 项：咖啡中含有提高心脏活力的成分，但是提高心脏活力与患

心脏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有可能活力高更容易患病，因此属于不明确选项。B 项：用餐

时喝咖啡能降低血脂，这与心脏病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属于无关选项，排除。C 项：心脏

病高危人群更容易爱上喝咖啡，说明是因为心脏病才爱喝咖啡，并不是因为喝咖啡导 

致心脏病，属于因果倒置，能够削弱论证。D 项：爱喝咖啡的人开朗、喜欢运动，与患心脏

病无关，属于无关项，排除；  

【出处】2016 年广东省考县级卷 

 

 

80 液体都能够流动。水能够流动，所以水是液体。 

以下与上述推理在结构上最为相似的一项是（ ）。 

A、哲学家都爱思考。李教授是哲学家，所以他爱思考 

B、哺乳类动物都是恒温动物。蛇不是哺乳类动物，所以蛇不是恒温动物 

C、平板电脑都有触摸屏。手机有触摸屏，所以手机是平板电脑 

D、工作态度端正就能取得好的业绩。小刘取得好业绩，所以他工作态度端正 

【题型】平行结构 

【难度】简单 

【答案】C 

【解析】 题干的逻辑关系是：液体→流动，水→流动，所以水→液体（即 a→c，b→c，所

以 b→a）A 项：哲学家→思考，李教授→哲学家，李教授→思考，与题干逻辑关系不一致，

排除。B 项：哺乳动物→恒温动物，蛇→非哺乳动物，蛇→非恒温动物，与题干逻辑关系不

一致，排除。C 项：平板电脑→触摸屏，手机→触摸屏，手机→平板电脑，与题干逻辑关系

一致。D 项：态度端正→好业绩，小刘→好业绩，小刘→态度端正，逻辑关系一致。 

比较 C、D 选项，发现 C 选项与题干的句式完全一致，比 D 选项贴合的更好，故正确选项为

C。   

【出处】2016 年广东省考县级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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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如图所示，一个装有水的杯子中悬浮着一个小球，杯子放在斜面上，该小球受到的浮力

方向是 

（ ）。 

 

A、F1 B、F2 C、F3 D、F4 

【题型】科学推理 

【难度】简单 

【答案】C 

【解析】浮力的方向总是竖直向上的，不受物体的位置，形状等因素的影响，即图中小球所

受浮力为 F3，故 C 项正确。  

【出处】2016 年广东省考县级卷 

 

 

82 如图所示，物体沿斜面匀速滑下时，它的（ ）。 

 

A、动能增加，重力势能减少，机械能不变 

B、动能不变，重力势能减少，机械能不变 

C、动能增加，重力势能不变，机械能减少 

D、动能不变，重力势能减少，机械能减少 

【题型】科学推理 

【难度】简单 

【答案】D 

【解析】物体的动能由物体的质量与速率决定，即匀速下滑的物体动能不变；物体的重力势

能由物体的质量与所处高度决定，匀速下滑的物体重力势能减小；物体的机械能是动能与重

力势能的总和，则匀速下滑的物体机械能减小，故 D 项正确。  

【出处】2016 年广东省考县级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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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如图所示，实心蜡球漂浮在杯中的水面上，当向杯中不断慢慢加入酒精时, 以下不可能

出现的情况是（ ）。（己知：水的密度>蜡球的密度>酒精的密度） 

 

A.蜡球向下沉一些，所受浮力增大 

B.蜡球向下沉一些，所受浮力不变 

C.蜡球悬浮于液体中，所受浮力不变 

D.蜡球沉到杯底，所受浮力变小 

【题型】科学推理 

【难度】简单 

【答案】A 

【解析】当酒精缓慢加入水中，水和酒精混合，混合液体的密度小于水的密度，则随着酒精

的注入，将发生如下现象：首先，蜡球向下沉一下，增大排开液体的体积，此时蜡球所受浮

力仍不变，等于蜡球所受重力；然后，随着加入酒精的增多，蜡球完全浸没进液体中，所受

浮力仍等于蜡球所受重力；最后，液体密度小于蜡球密度，蜡球完全浸没液体中所受浮力小

于蜡球所受重力，蜡球将沉入杯底。即 A 项错误，故选 A 项。   

【出处】2016 年广东省考县级卷 

 

 

84.如图所示，在一个装着水的杯子里放进一块冰，则在冰块融化的过程中，杯子水面高度

的变化情况应当是（ ）。 

 

A.一直上升 

B.先下降后上升 

C.先上升后下降 

D.一直不变 

【题型】科学推理 

【难度】简单 

【答案】D 

【解析】问题求解：冰所受的浮力等于其所受重力，由于冰融化前后所受的重力不变，其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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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水的体积不发生变化，则杯中液面不发生变化，故 D 项正确。   

【出处】2016 年广东省考县级卷 

 

 

85.如图所示，地面上有一架天平，天平左端系有一个 50g 的物体，右端通过绳子连接一组

滑轮。滑轮组合中，O、Q 为定滑轮，P 为动滑轮，下端系有一个 100g 的物体。要使天平两

端平衡，需要的操作是（ ）。 

 

A.在 A 处挂上重 15g 的物体 

B.在 B 处挂上重 25g 的物体 

C.在 C 处挂上重 50g 的物体 

D.在 D 处挂上重 70g 的物体 

【题型】科学推理 

【难度】简单 

【答案】C 

【解析】问题求解：右方滑轮组有效的绳子段数为 2，若要保持滑轮组的平衡，等同于天平

右端对应绳的 

位置放入质量为 50g 物体。若保持系统左端天平的平衡，则天平两端需满足力矩平衡原理,

图中数据代入公式可知：X +0.5×1=0.5×2.5，选项中数值代入得，ACD 项不满足等式，故 B

项正确。 

【出处】2016 年广东省考县级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