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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判断 

 

【1】航天局认为优秀宇航员应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丰富的知识；第二，熟练的技术；

第三，坚强的意志。现有至少符合条件之一的甲、乙、丙、丁四位优秀飞行员报名参选，已

知： 

①甲、乙意志坚强程度相同 

②乙、丙知识水平相当 

③丙、丁并非都是知识丰富 

④四人中三人知识丰富、两人意志坚强、一人技术熟练。 

航天局经过考查，发现其中只有一人完全符合优秀宇航员的全部条件。他是（    ）。 

A. 甲             B. 乙             C. 丙             D. 丁 

【2】甲乙丙丁四人的车分别为白色、银色、蓝色和红色。在问到他们各自车的颜色时，

甲说：“乙的车不是白色。”乙说：“丙的车是红色的。”丙说：“丁的车不是蓝色的。”

丁说：“甲、乙、丙三人中有一个人的车是红色的，而且只有这个人说的是实话。” 

如果丁说的是实话，那么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 

A. 甲的车是白色的，乙的车是银色的 

B. 乙的车是蓝色的，丙的车是红色的 

C. 丙的车是白色的，丁的车是蓝色的 

D. 丁的车是银色的，甲的车是红色的 

【3】桌子上放着一个香蕉、一个桃子、一个苹果和梨，小明、小强、小刚、小亮分别

吃了其中的一个水果。对于四人分别吃了哪个水果，四人分别表述如下： 

小明说：“或者小刚吃了梨，或者小强没吃桃子”； 

小强说：“我吃了香蕉”； 

小刚说：“小明吃了苹果”； 

小亮说：“小刚没吃桃子”。 

事后发现只有吃了苹果的人说了实话。 

根据以上已知条件，请判断下列哪项为真？（    ）。 

A. 小明说的实话，小刚吃了梨              

B. 小强说的实话，小明吃了桃子 

C. 小刚说的实话，小亮吃了香蕉            

D. 小亮说的实话，小强吃了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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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桌上放着红桃、黑桃和梅花三种牌，共 20 张，下列判断正确的是：（    ）。 

[1]桌上至少有一种花色的牌少于 6 张 

[2]桌上至少有一种花色的牌多于 6 张 

[3]桌上任意两种牌的总数将不超过 19 张 

A. [1]、[2]                B. [1]、[3] 

C. [2]、[3]                D. [1]、[2]和[3] 

【5】宋江、林冲和武松各自买了一辆汽车，分别是宝马、奥迪和陆虎。关于他们购买

的品牌，吴用有如下猜测“宋江选的是陆虎，林冲不会选奥迪，武松选的肯定不是陆虎”，

但是他只猜对了其中一个人的选择。由此可知（    ）。 

A. 宋江选的是奥迪，林冲选的是陆虎，武松选的是宝马 

B. 宋江选的是陆虎，林冲选的是奥迪，武松选的是宝马 

C. 宋江选的是奥迪，林冲选的是宝马，武松选的是陆虎 

D. 宋江选的是宝马，林冲选的是奥迪，武松选的是陆虎 

【6】无论是从全球范围，还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人类文明都发展到了这样一个

阶段，即保护生态环境，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经济能够得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也

是人类文明得以延续的保证。由此可以推出（    ）。 

 A. 如果经济不可持续发展，就是没有搞好环境保护 

 B. 只有搞好环境保护，才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C. 即使没搞好环境保护，也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D. 只有实现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才能搞得好 

【7】如果阿根廷参加联盟，则巴西和智利将抵制联盟。如果巴西和智利有一国抵制联

盟，那么联盟就会名存实亡。而联盟没有名存实亡。从这段文字可以推出（    ）。 

A. 巴西没有参加联盟                          B. 巴西参加联盟 

C. 智利或巴西至少有一国没有参加联盟          D. 阿根廷没有参加联盟 

【8】对于权力，有人这样主张：有实权干大事，有虚权干实事，没权了干好事。以下

哪项最不可能从上述主张中推出：（    ）。 

A. 没有权，不干好事                       B. 没有虚权，不干实事 

C. 有权了，干好事                         D. 没有实权，不干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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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某高校外语教研室新招进五位外语老师，每位老师只教授一门外语，并且满足以

下条件： 

（1） 如果小钱教德语，那么小孙不教俄语 

（2） 或者小李教德语，或者小钱教德语 

（3） 如果小孙不教俄语，那么小赵不教法语 

（4） 或者小赵教法语，或者小周不教英语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可以得出“小李教德语”的结论？（    ）。 

A. 小孙不教俄语                           B. 小钱教德语 

C. 小周教英语                             D. 小赵不教法语 

【10】某招考职位规定：凡通过英语专业八级、参加过支教活动的英语专业应届毕业生

均有资格报考该职位。张华是北京某名牌大学英语专业的一名应届毕业生，却没有资格报考

该职位。 

由此一定可以推出的是（    ）。 

A. 张华没有通过英语专业八级考试 

B. 张华没参加过支教活动 

C. 如果张华通过了英语专业八级考试，那么他没有参加过支教活动 

D. 如果张华参加过支教活动，那么他通过了英语专业八级考试 

【11】如果生产下降或浪费严重，那么将造成物资匮乏。如果物资匮乏，那么或者物价

暴涨，或者人民生活贫困。如果人民生活贫困，政府将失去民心。事实上物价没有暴涨，而

且政府赢得了民心。由此可见（    ）。 

A. 生产下降但是没有浪费严重               B. 生产没有下降但是浪费严重 

C. 生产下降并且浪费严重                   D. 生产没有下降并且没有浪费严重 

【12】生物处于污染条件下，可以通过结合固定、代谢解毒、分室作用等过程将污染物

在体内富集、解毒。其中生物的解毒能力是生物抗性的基础，解毒能力强的生物都具有抗性，

但解毒能力不是抗性的全部，抗性强的生物不一定解毒能力就强。由此可以推知（    ）。 

A. 解毒能力不强的生物不具有抗性 

B. 具有抗性的生物一定具有较强的解毒能力 

C. 生物可将污染物富集、解毒，所以生物能在污染环境下生存 

D. 不具有抗性的生物解毒能力一定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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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一名茶叶经销商在对客人介绍一种茶叶时说：“这种茶叶产自云山，而大名鼎鼎

的云山茶正是产自云山，所以这就是正宗的云山茶。” 

以下与该经销商介绍茶叶时的逻辑最为相似的是：（    ）。 

A. 三班的学生都勤奋好学，小李是三班的学生，所以小李勤奋好学 

B. 飞驰牌汽车产自某国，刚才那辆汽车不是飞驰牌，所以肯定不是该国产的 

C. 所有司机都必须有驾照，小郑有驾照，所以小郑是司机 

D. 好医生需要具备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小陈二者兼备，所以他是好医生 

【14】维生素 E 是抗氧化剂，能够清除体内的自由基。于是，保健品商家把维生素 E

作为提高免疫力、抗癌、抗衰老的灵丹妙药来宣传。科学家通过实验发现：如果食物中维生

素 E 的含量为每毫升 5 微克，能显著延长果蝇的寿命，但是如果维生素 E 的含量增加到每毫

升 25 微克，果蝇的寿命反而缩短了。其实细胞中的自由基参与了许多重要的生命活动，比

如细胞增殖、细胞间通讯、细胞凋亡、免疫反应等。由此推论不正确的是（    ）。 

A. 自由基有其独特的作用，对机体而言是不可或缺的 

B. 科学家对果蝇的实验揭示了“过犹不及”的道理 

C. 维生素 E 的含量超过 25 微克时，会危及到人的生命 

D. 维生素 E 是维持人体生命的必要物质，但过量服用可能也会威胁生命 

【15】美国研究人员分析了南极半岛和邻近的斯科舍海地区的实地数据后发现，20 世

纪 70 年代以来，当地气温上升了 5 至 6 摄氏度，并且来自其他海域的哺乳动物增多导致南

极哺乳动物捕食竞争加剧。因此，在上述地区作为哺乳动物主要食物来源的磷虾的密度降低

了 80%。而同一时期，生活在该地区以磷虾为主食的阿德利企鹅和帽带企鹅的数量也急剧减

少。 由此可以推出：（    ）。 

A. 气温上升造成了南极海洋哺乳动物捕食的竞争加剧 

B. 如果磷虾的密度继续减少，阿德利企鹅和帽带企鹅都会灭绝 

C. 气候变暖和哺乳动物的捕食竞争加剧威胁了帽带企鹅的生存 

D. 气温上升对南极地区生态环境的破坏极大 

【16】根据电视收视率调查，看体育节目的观众中青年人比中老年人要多。 

由此可推断出（    ）。 

A. 体育节目可能更适合青年人的兴趣       B. 体育节目是专属青年人的运动 

C. 中老年人不喜欢体育节目               D. 青年人比中年人更擅长体育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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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假设某国政府开始对出售的每一罐食用油征税两分钱，然而税务记录显示，尽管

人口数量保持稳定且税法执行有力，食用油的税收在税法生效的头两年中却呈现下降趋势。 

下列各项中，如果（    ）正确，最有助于解释食用油税收额下降。 

A. 很少家庭在加税后开始生产他们自己的食用油 

B. 商人在税法实施后开始用比以前更大的罐子出售食用油 

C. 在食用油税实行后的两年，政府开始在许多其他商品上征税 

D. 食用油罐传统上被用作结婚礼物，税法实施后，用食用油做礼物增多了 

【18】热天可能使人烦躁不安，对他人采取负面反应，甚至进攻，发生反社会行为，世

界上炎热的地方，也是攻击行为较多的地方。 

由此可推出的最恰当的结论是（    ）。 

A. 自然环境决定人格特征 

B. 自然物理环境可对特定行为作出一定的解释 

C. 越是寒冷的地方，人们越不会出现侵犯行为 

D. 炎热的地方社会治安更好 

【19】有研究表明，在使用试管婴儿技术治疗不孕不育前和治疗期间摄入炸薯条等富含

饱和脂肪的食物将直接影响治疗的效果。如果以下各项为真，最能支持上述观点的是（    ）。 

A. 人群中饱和脂肪摄入量高者，不孕率也高 

B. 饱和脂肪摄入量影响卵母细胞的接卵数量 

C. 饱和脂肪摄入量影响卵细胞的受孕成功率 

D. 炸薯条富含的饱和脂肪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0】T 国几大电力企业近日联合宣布，除非国产煤炭价格下调，否则将放弃购买国产

煤炭。发言人表示，目前进口煤炭的价格已经降至每吨 100 美元以内，而国产煤炭价格仍然

居高不下。但是，煤炭行业业内人士表示，一旦煤炭价格持续走低，中小型煤矿将生存艰难，

大型煤矿企业生产的动力也会严重不足，整个国内煤炭生产行业将面临严峻的形势。一段时

间后，该业内人士判断，目前国内煤炭生产企业已经形势严峻。该业内人士的判断必须基于

以下哪项事实？（    ）。 

A. 国内煤炭企业在这段时间内减少了煤炭产量 

B. 该国国产煤炭价格始终居高不下 

C. 国产煤炭在与进口煤炭的价格竞争中没有优势 

D. 该国几大电力企业没有放弃购买国产煤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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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感冒是自限性疾病，一、两周之后会自愈。如果忍受得了，完全没有必要吃那些

缓解挣症状的感冒药，注意多喝水和休息即可。忍受不了，可吃点缓解症状的感冒药也行，

但普通感冒药并不真正治疗感冒。以下哪项如果为真，能够削弱上述观点？（    ）。 

A. 吃药缓解症状可加速感冒的治愈 

B. 感冒会自愈，吃药的作用在于缓解症状 

C. 多喝水多休息有利于感冒的自愈 

D. 感冒药可缓解咳嗽、鼻涕等症状 

【22】当代知名的动漫设计大师，绝大部分还没从动漫设计学校毕业就已经离开学校，

开始自己的动漫设计生涯。因此，有人认为动漫设计的专业学习对学生们今后的职业发展并

没能提供有力的帮助。以下如果哪项为真，最能质疑上述观点？（    ）。 

A. 动漫设计大师都承认，他们学习了动漫设计学校的基础课程 

B. 知名动漫公司在招聘设计师时，很看重应聘人员的毕业院校 

C. 调查显示，动漫设计学校毕业生的平均年收入显著高于同类院校其他专业的毕业生 

D. 在动漫设计行业中职业发展比较好的从业者，基本都毕业于动漫设计学校 

【23】很多医学者专家提出过量饮用咖啡对健康有害。为验证过量饮用咖啡对心脏的影

响，研究人员选取了两组被试者。第一组被试者每天饮用5杯或5杯以上咖啡，第二组被试者

从不饮用咖啡。一段时间后发现，第一组被试者中患心脏病的比例明显高于第二组被试者。

因此，研究人员得出结论，过量饮用咖啡增加心脏病的风险。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质疑

上述论证？（    ）。 

A. 研究发现，每日饮用2杯咖啡的人心脏功能未受影响 

B. 在研究期间，第一组被试者每日的运动量大大小于第二组被试者 

C. 除影响心脏功能外，咖啡中所含的咖啡因还易引发焦虑症 

D. 第一组被试者中部分人每日饮用10杯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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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研究人员在正常的海水和包含两倍二氧化碳浓度的海水中分别培育了某种鱼苗。

鱼苗长大后被放入一个迷宫。每当遇到障碍物时，在正常海水中孵化的鱼都会选择正确的方

向避开。然而那些在高二氧化碳浓度下孵化的鱼却会随机地选择向左转或向右转，这样，这

种鱼在遇到天敌时生存机会减少。因此，研究人员认为在高二氧化碳环境中孵化的鱼，生存

的能力将会减弱。以下哪项如果为真，不能支持该项结论？（    ）。 

A. 人类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碳大约有三分之一都被地球上的海洋吸收了，这使

得海水逐渐酸化，会软化海洋生物的外壳和骨骼 

B. 在二氧化碳含量高的海洋区域，氧气含量较低，氧气少使得海洋生物呼吸困难，觅

食、躲避掠食者以及繁衍后代也变得更加困难 

C. 二氧化碳是很多海洋植物的重要的营养物质，它们在日光照射下把叶子吸收的二氧

化碳和根部输过来的水分转变为糖、淀粉以及氧气 

D. 将小丑鱼幼鱼放在二氧化碳浓度较高的海水中饲养，并播放天敌的声音，结果这些

小鱼听不到声音 

【25】德国经济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当中受到的冲击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较小，主要

原因是德国经济建立在先进制造业的基础上，德国的机械装备和汽车制造业保持了很强的竞

争力。一些人根据德国的例子得出结论：只有具备强大的制造业竞争水平，一个国家的经济

才有高度的稳定性。如果以下各项为真，哪项能够质疑上述结论？（    ）。 

A. 某国制造业不发达，该国经济一直动荡不安 

B. 有些制造业不发达的国家在金融危机中受影响较小 

C. 有些国家保持长期经济稳定，却没有发达的制造业 

D. 有些国家制造业很发达，但经济并没有长期保持稳定 

【26】在日渐发达的社会里，肥胖已成为一种恼人的“社会病”。女人爱苗条，男人爱

潇洒，可臃肿的身材，特别是大腹便便的肚子，让人不胜痛苦。在这种情况下，寻找肥胖的

原因，探索减肥的良方，成了一股“社会潮流”。日前，某社会机构公布了一项长期社会调

查的结果，调查显示：在婚后的 13 年里，妇女们平均增长了 13 公斤，男人们平均增长了 

20 公斤。这一机构得出结论：婚姻能使人变胖。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可能对上述结论提

出质疑？（    ）。  

A. 如果调查时间取 3 年或者 31 年，被调查者的体重会远远小于以上增长幅度 

B. 在婚后的 13 年里，被调查的男人中，有一些体重增长不到 20 公斤 

C. 与被调查者年纪相仿的独身者，妇女们 13 年里平均增长了 16 公斤，男人们平均

增长了 25 公斤 

D. 在婚后的 13 年里，被调查的男人中有一些体重明显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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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研究发现，试管婴儿的出生缺陷约为 9% ，自然受孕婴儿的出生缺陷率约为 

6.6% 。这两部分婴儿的眼部缺陷比例分别为 0.3% 和 0. 2% ，心脏异常比例为 5% 和 

3% ，生殖系统缺陷的比例分别为 1.5% 和 1% 。因而可以说明，试管婴儿技术导致试管

婴儿比自然受孕婴儿出生缺陷率高。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质疑该结论？（    ）。 

A. 试管婴儿要经过体外受精和胚胎移植过程，人为操作都会加大受精卵受损的风险 

B. 选择试管婴儿技术的父母大都有生殖系统功能异常，这些异常会令此技术失败率增

加 

C. 试管婴儿在体外受精阶段可以产生很多受精卵，只有最优质的才被拣选到母体进行

孕育 

D. 试管婴儿的父母比自然受孕婴儿的父母年龄大很多，父母年龄越大，新生儿出生缺

陷率越高 

【28】调查显示，选择多种方式投资的人往往比只从事本职工作的人更富有。因此，选

择多种方式投资有助于人们获得财富。下列哪项如果为真，最能反驳上述观点？（    ）。 

A. 能进行多种方式投资的人的学历普遍较高 

B. 选择多种方式投资的风险比只从事本职工作大 

C. 人们只有拥有一定财富后才会选择多种方式投资 

D. 有些只从事本职工作的人比选择多种方式投资的人更富有 

类比推理 

【1】 交通：拥堵：治理 

A. 生活：贫困：救济            B. 食材：讲究：享用 

C. 音乐：动感：聆听            D. 健康：虚弱：保健 

【2】前瞻∶预见∶回溯 

A. 深谋远滤∶未雨绸缪∶鼠目寸光 

B. 标新立异∶特立独行∶循规蹈矩 

C. 犬牙交错∶参差不齐∶顺理成章 

D. 墨守成规：井然有序：纷乱如麻 

【3】木材：抽屉：收纳 

A. 钢铁：剪刀：切割            B. 棉花：毛线：保暖 

C. 城墙：石头：防御            D. 橡胶：气垫：缓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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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猪肉：肥肉：脂肪 

A. 电视机：遥控器：辐射        B. 树木：树叶：叶绿素 

C. 蜜蜂：蜂蜜：糖分            D. 花朵：花蕊：花香 

【5】新月：满月：残月 

A. 生产：销售：消费      B. 含苞：怒放：凋零 

C. 早晨：中午：夜晚       D. 春困：秋乏：冬眠 

【6】出征：击鼓：士气 

A．比赛：呐喊：信心      B．生产：监督：效率 

C．喝酒：谈判：气氛      D．宣传：登报：名气 

【7】预约：拜访：礼貌 

A．刷卡：签名：密码            B．评议：考察：廉政 

C．取证：起诉：公正            D．实习：入职：晋升 

【8】治疗︰患者︰医院 

A. 付款︰顾客︰商场      B. 观看︰观众︰影院 

C. 判罚︰裁判︰赛场      D. 改造︰罪犯︰监狱 

【9】语言：文字：文化 

A. 辞典：电脑：知识            B. 报纸：电视：传媒  

C. 图书：信息：磁盘            D. 邮票：书信：感情 

【10】歌唱家∶歌唱∶歌曲 

A. 厨师∶烹饪∶食物             B.  学生∶学习∶考试 

C. 律师∶法院∶案件             D.  清洁工∶拖把∶垃圾 

【11】（    ） 对于  感时花溅泪  相当于  高兴  对于  （    ）。 

A. 伤心；含情杏花喜    B. 哀伤；一日看尽长安花 

C. 多情：化作春泥更护花   D. 憔悴；人比黄花瘦 

【12】游轮 对于（    ） 相当于（    ） 对于 宣传 

    A. 观光  海报                    B. 航行  飞机 

C. 客轮  讲座                    D. 港口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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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萎靡不振 对于（    ） 相当于（    ） 对于食物 

A. 动力  饥肠辘辘                B. 活力  丰衣足食 

C. 精力  饥寒交迫                D. 毅力  饥不择食 

【14】 重力 对于 （    ） 相当于 （    ） 对于 昼夜交替 

A. 物体质量  月圆月缺   B. 潮汐  地球公转 

C. 地球  月球     D. 自由落体  地球自转 

【15】历练 对于 （    ） 相当于 磨砺 对于 （    ）。   

A. 栉风沐雨  千锤百炼   B. 波澜不惊  一鸣惊人 

C. 处心积虑  百折不回   D. 千辛万苦  九死一生 

【16】（    ） 对于  邮费  相当于  纬度  对于  （    ）。 

A. 邮局  国家       B. 重量  气候 

C. 邮暴  经度          D．距离  时区 

【17】存折  对于  （    ）  相当于  栅栏  对于  （    ）。 

A. 储户  牛羊       B. 存款  绿地 

C. 虚拟  实物       D. 银行卡  围墙 

【18】喷洒器：农药与（    ）在内在逻辑关系上最为相似 

A. 电动车：电池                B. 剑鞘：利剑 

C. 光盘：资料                  D. 书柜：书籍 

【19】无影灯：（    ） 之于（    ） ：老师 

A. 医生  黑板                   B. 护士  讲台 

C. 医生  讲座                   D. 护士  课本 

【20】（    ） 对于 效益 相当于 经营 对于 （    ）。 

A. 投入  利润                   B. 成本  税收 

C. 生产  规划                   D. 资本  管理 

【21】作家：出版社 

A. 演员：制片厂                B. 警察：派出所 

C. 球员：运动场                D. 医生：手术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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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纸扇：电扇 

A. 瓷杯：保温杯                B. 扫帚：吸尘器  

C. 马车：自行车                D. 毛笔：钢笔   

【23】对立：和谐 

A. 创新：变革                  B. 依赖：独立 

C. 专家：骗子                  D. 准确：失败 

【24】合同：签字 

A. 申请：同意                  B. 文件：存档  

C. 婚姻：结婚                  D. 毕业证：盖章   

【25】鸡蛋：孵箱 

A. 细胞：器官                  B. 胚胎：孕育  

C. 受精卵：子宫                D. 养分：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