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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援（四川省泸州泸县第五中学圆园员愿~圆园员怨学年

高二上学期期末）“曾=员”是“曾
圆
原缘曾垣源越园”的（ ）.

粤.充分不必要条件
月.必要不充分条件
悦.充要条件
阅.既不充分也不必要条件
5援已知p：直线l1：x原y原1越0与直线l2：x垣ay原2越0垂

直；q：a越1，则p是q的（ ）.
A援充要条件
B援充分不必要条件
C援必要不充分条件
D援既不充分也不必要条件
远援在吟粤月悦中，泽蚤灶粤跃泽蚤灶月是粤跃月的（ ）条件.

粤援充分不必要

月援必要不充分

悦援充要

阅援既不充分也不必要
二、填空题（本大题共2小题，每小题5分，共10分）
7援设葬，遭是向量，命题“若葬越原b，则渣葬渣越渣遭渣”的逆命

题是赃赃赃赃_____________赃赃赃赃_____________赃赃.
8援（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圆园员愿学年高一期中试

题）下列四个命题：

淤“若曾垣赠越园，则曾，赠互为相反数”的逆命题；

于“若曾
圆
垣曾原远逸园，则曾跃圆”的否命题；

盂在吟粤月悦中，“粤跃猿园毅”是“泽蚤灶粤跃 员圆
”的充分不

必要条件；

榆“函数枣（曾）越贼葬灶（曾垣渍）为奇函数”的充要条件
是“渍越噪仔（噪沂在）”援

其中真命题的序号是赃赃赃赃赃赃赃赃（把真命题的序
号都填上）援

三、解答题（本大题共圆小题，共24分，解答应写
出必要的文字说明、证明过程或演算步骤）

9援（12分）求证：若吟ABC不是正三角形，则在
蚁A，蚁B，蚁C中至少有一个角大于60毅.

10援（12分）（圆园员愿江苏省泰州市高二第一学期
期末）若“原员臆曾臆员”是“不等式渣曾原皂渣臆圆”成立的充
分条件，求实数皂的取值范围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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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标准对“充分条件与必要条件”这一部分的

要求是：理解必要条件、充分条件与充要条件的意义，

会分析四种命题的四种关系. 把握的要点可从以下两
个方面着手：

一、对充分条件、必要条件与充要条件的理解

员.概念的理解：当“若责，则择”的形式的命题为真
时，就记作责圯择，称责是择的充分条件，同时称择是责的必
要条件，因此判断充分条件或必要条件就归结为判断

命题的真假.对于符号“圳”，要熟悉它的各种同义词
语：“等价于”“当且仅当”“必须并且只需”……“反之

也真”等.
圆援充分条件、必要条件与命题的四种形式有密切

联系援如果原命题成立，但它的逆命题不成立，则原命
题的条件对于结论的成立是充分的但不必要；如果原

命题不成立而逆命题成立，则原命题的条件对于结论

的成立是必要的但不充分；如果原命题成立，而且它

的逆命题也成立，则原命题的条件对于结论的成立是

充分又必要的援

例1 已知责：渣员原 曾原员猿 渣臆圆，择：曾
圆
原圆曾垣员原皂

圆
臆园（皂跃园），

若责是择的充分不必要条件，求实数皂的取值范围.
点拨：若责是择的充分不必要条件，则责圯择援再去解

不等式，找解集间的包含关系，进而使问题解决.

解析：由题意，知渣员原 曾原员猿 渣臆圆圯原员臆 曾原员
猿 臆猿圯原圆臆

曾臆员园，则p对应的解集粤越｛曾渣原圆臆曾臆员园｝.

曾
圆
原圆曾垣员原皂

圆
臆园圯［曾原（员原皂）］［曾原（员垣皂）］臆园，

因为皂跃园，则择对应的解集月越｛曾渣员原皂臆曾臆员垣皂｝援
因为责是择的充分不必要条件，则责圯择，择圯责，
所以用集合关系表示为粤芴月，

所以
员原皂臆原圆，
员垣皂逸员园，嗓 解得

皂逸猿，
皂逸怨，嗓

所以实数皂的取值范围是［怨，垣肄）援
评注：本题以充分条件、必要条件的理解及四种

命题的关系为考查对象，同时考查了用集合间的关系

表示命题间的关系，含绝对值的不等式及一元二次不

等式的解法，强调了知识点的灵活性.
二、充要条件的证明

充要条件的证明容易出现“充分性与必要性”的混

淆，这主要是没有分清条件与结论.一般有两种类型的
题目：一是题中出现粤是月的伊伊条件时，则粤是条件，月是
结论；若出现粤成立的条件是月时，则月是条件，粤是结论.

例2 证明一元二次方程葬曾
圆
垣遭曾垣糟越园有一正根和

一负根的充要条件是葬糟约园.
点拨：先分清题目中的条件与结论，分清充分性

与必要性的证明，再利用根的判别式与根与系数的关

系加以解决援

解析：（充分性）若葬糟约园，则遭
圆
原源葬糟跃园且曾员曾圆越

糟
葬 约园.

因此方程葬曾
圆
垣遭曾垣糟越园有两个相异的实根，且两根异号，

即方程有一正根和一负根.

（必要性）若一元二次方程葬曾
圆
垣遭曾垣糟越园有一正根和

一负根，则遭
圆
原源葬糟跃园，曾员曾圆越

糟
葬 约园
，因此葬糟约园.

评注：充要条件的证明一般都需证明充分性与必

要性两步援
三、充要条件探寻

在探寻充要条件时，一般要构造出两个命题“若

责，则择”和“若择，则责”，通过对这两个命题的真假进行
判断并确定自己的运算援

例3 已知数列｛葬灶｝的前灶项和杂灶越责
灶
垣择（责屹园，责屹员），

求数列｛葬灶｝是等比数列的充要条件.
点拨：题目是求充要条件，即有充分性和必要性

两层含义. 再抓住数列前灶项和与通项之间的递推关
系，严格利用定义去判定.

解析：葬员越杂员越责垣择.当灶逸圆时，葬灶越杂灶原杂灶原员越责
灶原员
（责原员）.

因为责屹园，责屹员，所以
葬灶垣员
葬灶

越 责
灶
（责原员）

责
灶原员
（责原员）

越责.

若｛葬灶｝为等比数列，则
葬圆
葬员
越
葬灶垣员
葬灶

越责，所以 责（责原员）
责垣择 越责.

因为责屹园，所以责原员越责垣择，所以择越原员，
这是｛葬灶｝为等比数列的必要条件援
下面证明择越原员是｛葬灶｝为等比数列的充分条件：

当择越原员时，杂灶越责
灶
原员（责屹园，责屹员），葬员越杂员越责原员，

当灶逸圆时，葬灶越杂灶原杂灶-1越责
灶
原责

灶原员
越责

灶原员
（责原员），

所以葬灶越（责原员）责
灶原员
（责屹园，责屹员），

葬灶
葬灶原员

越
（责原员）责

灶原员

（责原员）责
灶原圆 越责

为常数.所以择越原员时，数列｛葬灶｝为等比数列援
故数列｛葬灶｝是等比数列的充要条件为择越原员援
评注：本题重点考查充要条件的概念及学生解答

充要条件命题时思维的严谨性.充分条件、必要条件和
充要条件的学习与运用，是一个极好的思维训练资源援
只要准确理解、有意识运用这几个概念思考问题和解

决问题，我们就可以少犯错误，变得聪明起来援

阴山西 朱喜娜

命题是能判断真假的语句，是逻辑学中的一个名

词，在日常生活中也普遍存在，要掌握好它的有关知

识，以下“三部曲”大家是一定要读的援
第一部 定义篇

例1 有下列语句：淤这辆新宝马X3开得很快；于你

是文科班的学生吗？盂 怨摇姨 是无理数；榆圆曾
圆
垣曾垣员越园；

虞矩形是平行四边形.其中是命题的有___________.
（填序号）

分析：判断一个语句是不是命题，关键在于能否

判断其真假援淤不知快的标准是什么，无法判断其真
假，不是命题；于无法判断真假也不是命题；榆中含有
字母，字母的取值未给出时不能判断其是否正确，也

不是命题援
解：是命题的有盂虞援
点评：所谓判断就是肯定一个事物是什么或不是

什么，不能含糊不清，一般都是用陈述句的形式表示

命题援而一般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均不是命题援
第二部 改写篇

例2 写出命题“若一个数是负数，则它的绝对值

是正数”的逆命题、否命题及逆否命题援

分析：先找出命题的条件与结论，再按定义去改

写即可援
解：逆命题：若一个数的绝对值是正数，则它是负

数；

否命题：若一个数不是负数，则它的绝对值不是正

数；

逆否命题：若一个数的绝对值不是正数，则它不

是负数援
点评：对于“若责，则择”形式的命题，可直接按定义

写出其他三个命题，其逆命题为“若择，则责”，否命题为
“若劭责，则劭择”，逆否命题为“若劭择，则劭责”援而有些命题则
需先改写成“若p，则q”的形式援另外在写否命题时还要
注意“都是”的否定词语应为“不都是”，“至少有一个”

的否定词语是“一个都没有”，“至多有一个”的否定词

语为“至少有两个”，“全”的否定词语是“不全”等等援
第三部 判断篇

例3 判断下列命题的真假：淤二次函数赠越曾
圆
垣圆曾垣猿

在区间（园，垣肄）上是递增的；于赠越园郾缘
曾
是减函数.

解：二次函数赠越曾
圆
垣圆曾垣猿在区间［原员，垣肄）上是递增

的，故在区间（园，垣肄）上也是递增的，淤为真命题；由于

底数0约0.5约1，所以赠越园郾缘
曾
是减函数，于为真命题援

点评：判断一个命题为真命题时一般要借助定

理、定义，合理进行推理判断，但证明一个命题是假命

题时只要举一个反例即可援另外根据情况可以利用原
命题的逆命题与否命题，原命题与它的逆否命题同真

同假来等价判断援

传道授业

充分条件与必要条件是常用逻辑用语中的重

点，在各类试题中经常出现，一般以选择题、填空题

形式出现，其中含参数的逻辑条件问题是难点，现举

例分析，供同学们参考.

例员 不等式 1
x-1 <1的解集记为p，关于x的不等

式曾
圆
+（a-1）x-a>0的解集记为q，已知p是q的充分不必

要条件，则实数a的取值范围是（ ）.
A.［-2，-1］ B.（-2，-1］
C.芰 D.［-2，+肄）
分析：分别求出解集p与q，由p是q的充分不必要

条件可知p是q的真子集，利用集合的包含关系可以求
得参数的取值范围.

解：由题意，p：x沂（-肄，1）胰（2，+肄）；q：（x-1）（x+
a）>0，分三种情况讨论：当-a>1，即a<-1时，不等式的
解集是｛x|x<1，或x>-a｝.由p是q的充分不必要条件可
知p是q的真子集，从而有-a<2，则实数a的取值范围是
（-2，-1）；当-a=1，即a=-1时，q：沂（-肄，1）胰（1，+肄），显
然成立；当-a<1时显然不成立，所以a的取值范围是
（-2，-1］.故选B.

例圆 已知p：x-1x 臆0，q：4
x
+2

x
-m臆0，若p是q的

充分条件，则实数m的取值范围是（ ）.

A.m>2+ 2摇
姨 B.m臆2+ 2摇

姨
C.m逸2 D.m逸6

分析：先解分式不等式p：x-1x 臆0，解得0<x臆1；

再由p是q的充分条件知，4
x
+2

x
-m臆0对0<x臆1恒成

立，则可求a的取值范围.

解：由 x-1
x 臆0，可得0<x臆1.

又p是q的充分条件，即4
x
+2

x
-m臆0对0<x臆1恒成

立，即m逸4
x
+2

x
对0<x臆1恒成立.

而y=4
x
+2

x
（x沂（0，1］）的最大值为6，所以m逸6.

故选D.

例猿 已知责：实数x满足曾
圆
-4ax+3a

圆
<0，其中a<0，

q：实数x满足曾
圆
-x-6臆0，或曾

圆
+2x-8>0，且劭p是劭q的必

要不充分条件，求实数a的取值范围.
分析：由原命题与其逆否命题的等价性可知，根

据劭p是劭q的必要不充分条件，可知p是q的充分不必

要条件，进而求解实数a的取值范围.

解：设A=｛x|曾
圆
-4ax+3a

圆
<0（a<0）｝=｛x|3a<x<a｝，B越

｛x|曾
圆
-x-6臆0，或曾

圆
+2x-8>0｝=｛x|曾

圆
-x-6臆0｝胰｛x|曾

圆
+2x-

8>0｝=｛x|-2臆x臆3｝胰｛x|x<-4，或x>2｝=｛x|x<-4，或x逸原圆｝.
因为劭p是劭q的必要不充分条件，根据命题的等价

关系，所以p是q的充分不必要条件，即A是B的真子集，

则
3a逸-2，
a<0，嗓 或

a臆-4，
a<0，嗓

解得- 23 臆a<0，或a臆-4.

点评：当遇到的问题是以否定的形式给出：劭p
是劭q的什么条件，那么先转换成它的等价形式：p是
q的什么条件，然后通过整理观察 p，q，先得到p是q的
什么条件，从而得到劭p是劭q的什么条件.

茅塞顿开

阴湖北 李 勇

秉要执本

阴河北 周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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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 目 设 置
第一版 悟·提能力
本版主要栏目：
传道授业：对本期的知识学

生应该怎样去学习才能理解的

更到位更准确，（员）讲解一些对课
本上难以理解的知识点，（圆）课
本外的但在课堂上需要补充的

知识，（猿）关于本期内容前后衔接
的一些知识点的介绍。

高屋建瓴：对于基础知识涉

及到的基础方法应该怎么用，结

合适当的例题讲解，让大多数学

生达到轻松掌握基本知识及其

解法的目的。

答疑解惑：通过师生问答的

形式，将对本期知识中有疑问的

地方解惑，使学生能在轻松的气

氛中掌握知识。

思想方法：针对当期知识点，

根据新课标所要求学生掌握的

常用数学思想方法进行重点启

发与培养，以帮助学生形成良好

的数学思维习惯。

茅塞顿开：通过例题的求解

过程，阐述解题策略及思路的形

成过程。目的在于培养学生自主学

习的能力，以及对问题的深入掌握。

一击即破：针对有些问题的

一些特殊的巧妙的方法解析，侧

重在传统思路基础上的巧与妙，

重点在思考上。

举一反三：以课本典型例题

或习题为主，对其背景、限制条

件、设问方式等进行变换探究，使同

学们能够打开视野，触类旁通。

知行合一：立足于数学知识

在实际生产和生活中的应用，以

及在其他学科领域中的应用，把

实际问题转化为数学模型来讲

求解，以期达到知行合一的目的。

金榜题名：针对某个知识点

在高考中的题型进行回顾、展

望，并探求其求解策略及技巧，

让学生提前了解并熟悉高考的

相关题型。

运筹帷幄：对于本期基础知

识涉及到的基础方法应该怎么

用，结合适当的例题讲解，化难

为易，让大多数学生达到轻松掌

握基本知识及其解法的目的。或

剖析对某个知识点与其他知识

点的交汇综合，追求思路方法的

拓展性，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完整

的知识系统。

毫厘千里：对各种典型的错

题进行归类，提炼出针对某类错

误的解题策略。将常考、易错和

能举一反三的典型试题按专题

分类，帮学生掌握考点，做少量

的题，掌握一类题的典型解法。

妙趣横生：从学生的知识结

构和思维发展水平的实际出发，

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以增加数

学学习的趣味性。

数学文化：以数学发展史为

主，展示丰富多彩的数学文化，

使读者体会到数学是人类智慧

的结晶，并从中受到启迪，开拓

思路。

第二版 练·堂堂清
堂堂清：通过课时分类中对

应的基础题型训练，让学生了解

所学内容在考试中的考查方式，

以什么形式、题材来设计问题。

第三、四版 练·周周清
同步分层能力测试题：紧跟

教学进度，不可使用历年高考原

题，可采用一部分高考或竞赛改

编题（改编题请标明出处）。

章节能力测试题：对整章内

容的综合测试。

模块综合能力测试题：对对

应模块所有知识点的综合测试。

圆园19年 10月 2日 第 13期 圆园19年 10月 2日 第 13期

素养
名称

数学
抽象

逻辑
推理

数学
运算

直观
想象

数学
建模

数据
分析

题号
1，2，3，4，5，
6，7，9，10

8，11，
12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6小题，每小题5分，共30分）

员援（福建省华安县圆园员愿年高二月考）下列语句是

命题的是（ ）.
粤援圆园员9是一个大数

月援若两直线平行，则这两条直线没有公共点

悦援对数函数是增函数吗？

阅援葬臆员缘

2援命题“若 曾逸葬
圆
垣遭

圆
，则 曾逸圆葬遭”的逆命题是

（ ）.

粤.若曾约葬
圆
垣遭

圆
，则曾约圆葬遭

月.若曾逸葬
圆
垣遭

圆
，则曾约圆葬遭

悦.若曾约圆葬遭，则曾约葬
圆
垣遭

圆

阅.若曾逸圆葬遭，则曾逸葬
圆
垣遭

圆

3援（天津市圆园员愿届高二月考）函数 枣（曾）越曾
圆
垣皂曾垣员

的图象关于直线曾越员对称的充要条件是（ ）.

粤.皂越原圆

月.皂越圆
悦.皂越原员

阅.皂越员
4.（山东省德州市圆园员愿届高三上学期期末）已

知直线 造员：曾垣葬赠原员越园，造圆：（葬垣员）曾原葬赠越园，若责：造员椅造圆；择：

葬越原圆，则责是择的（ ）.

粤. 充要条件

月. 充分不必要条件

悦. 必要不充分条件

阅. 既不充分也不必要条件

缘援（圆园员愿~圆园员怨学年河南八市重点高中高二阶

段测评）设皂沂砸，命题：若皂跃园，则曾
圆
+曾原皂越园有实根

的否命题是（ ）.

粤.若皂跃园，则曾
圆
垣曾原皂越园没有实根

月.若皂约园，则曾
圆
垣曾原皂越园没有实根

悦.若皂臆园，则曾
圆
垣曾原皂越园有实根

阅.若皂臆园，则曾
圆
垣曾原皂越园没有实根

6援设皂，灶是平面琢内的两条不同直线，造员，造圆是平

面茁内的两条相交直线，则琢椅茁的一个充分不必要条
件是（ ）.

粤.皂椅茁且造员椅琢

月.皂椅造员且灶椅造圆
悦.皂椅茁且灶椅茁

阅.皂椅茁且灶椅造圆
二、填空题（本大题共2小题，每小题5分，共10分）

7援命题：“若曾
圆
约圆，则 渣曾 渣约 圆摇姨 ”的逆否命题是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8援已知琢：曾逸葬，茁：渣曾原员渣约员.若琢是茁的必要不充

分条件，则实数葬的取值范围为赃赃赃赃赃赃赃赃援
三、解答题（本大题共4小题，共46分，解答应写

出必要的文字说明、证明过程或演算步骤）

怨援（员园分）判断下列命题的真假：

（员）曾沂（粤疑月），当且仅当曾沂粤且曾沂月；
（圆）曾沂在，或曾沂匝是曾沂砸的充分不必要条件；

（猿）若琢，茁为锐角，则琢垣茁越怨园毅是泽蚤灶琢越糟燥泽茁的充

要条件；

（源）葬，遭，糟成等比数列的充要条件是遭越 葬糟摇姨 .

10援（12分）把下列命题改写成“若p，则q”的形
式，并判断真假援
（1）当ac>bc时，a>b；

（2）角的平分线上的点到角两边的距离相等援

11援（12分）判断命题“若b>0，则2x
2
垣x原2b越0有实

根”的逆否命题的真假援

12援（12分）求证：关于x的方程ax
2
垣bx垣c越0有一

个根为1的充要条件是a垣b垣c越0.

时间：45分钟 满分：愿远分

（测试范围：命题及其关系、充分条件与必要条件）员援下列语句不是命题的是（ ）.

淤曾
圆
原猿越园.

于与一条直线相交的两直线平行吗？
盂猿垣员越缘.
榆缘曾原猿跃远.
粤援淤盂榆 月援淤于盂
悦援淤于榆 阅援于盂榆

圆援给定下列命题：淤若噪跃园，则方程曾
圆
垣圆曾原

噪越园有实数根；于若葬跃遭跃园，糟跃凿跃园，则葬糟跃遭凿；盂对
角线相等的四边形是矩形；榆若曾赠越园，则曾，赠中
至少有一个为园.其中是真命题的有（ ）.

粤援淤于盂 月援淤于榆
悦援淤盂榆 阅援于盂榆
3援命题“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两平行直线

的斜率相等援”的条件是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结论是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援

源.（浙江省东阳市圆园员愿学年高二数学期中
试题）把命题“末位数字是源的整数一定能被圆
整除”改写成“若责，则择”的形式为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5援有下列命题：淤当m=0时，皂曾
圆
垣圆曾原员越园是

一元二次方程；于当a<-1时，抛物线赠越葬曾
圆
垣圆曾原员

与曾轴至少有一个交点；盂互相包含的两个集合
相等；榆空集是任何集合的真子集援其中真命题
的个数为（ ）.

粤援员 月援圆 悦援猿 阅援源
远援把下列命题改写成“若责，则择”的形式，并

判断真假.
（员）内接于圆的四边形的对角互补；

（圆）被缘整除的整数的末位数字是缘；

（猿）三角形相似，对应边成比例.

员援已知集合粤越｛员，葬｝，月越｛员，圆，猿｝，则“葬越猿”是“粤芴

月”的（ ）.

粤援充分不必要条件

月援必要不充分条件

悦援充要条件

阅援既不充分也不必要条件

圆援（圆园员愿·呼和浩特调研）“曾跃园”是“曾
圆
垣曾跃园”的

（ ）.

粤. 充分不必要条件

月. 必要不充分条件

悦. 充要条件

阅. 既不充分也不必要条件

3援设渍沂砸，则“渍越园”是“枣（曾）越糟燥泽（曾垣渍）（曾沂砸）为

偶函数”的（ ）.

粤援充分不必要条件

月援必要不充分条件

悦援充要条件

阅援既不充分也不必要条件

4援若“曾
圆
跃员”是“曾约葬”的必要不充分条件，则葬的最

大值为赃赃赃赃赃赃赃赃援

5.（江苏省常州市圆园员愿届高三上学期期中）设曾沂

砸，则“猿原曾逸园”是“渣曾原员渣臆圆”的赃赃赃______赃赃赃赃条件 .

（用“充要”“充分不必要”“必要不充分”或“既不充

分也不必要条件”填空）

6援求关于曾的方程葬曾
圆
垣圆曾垣员越园至少有一个负

实根的充要条件援

7.设x，y为实数，求证：|x+y|=|x|+|y|成立的充要条
件是xy逸0.

员援命题“若琢越 仔猿
，则糟燥泽琢越 员圆

”的逆命题是（ ）.

粤援若琢越 仔猿
，则糟燥泽琢屹 员

圆

月援若琢屹 仔
猿
，则糟燥泽琢屹 员

圆

悦援若糟燥泽琢越 员圆
，则琢越 仔猿

阅援若糟燥泽琢屹 员
圆
，则琢屹 仔

猿
圆援（桂林中学2018高二上学期期中考试）命题

“若a约b，则a+c约b+c”的逆否命题是（ ）.
A.若a+c约b+c，则a跃b
B.若a+c跃b+c，则a跃b
C.若a+c约b+c，则a逸b
D.若a+c逸b+c，则a逸b

3援与命题“若葬，遭，糟成等比数列，则遭
圆
越葬糟”等价的

命题是（ ）.

粤援若葬，遭，糟成等比数列，则遭
圆
屹葬糟

月援若葬，遭，糟不成等比数列，则遭
圆
屹葬糟

悦援若遭
圆
越葬糟，则葬，遭，糟成等比数列

阅援若遭
圆
屹葬糟，则葬，遭，糟不成等比数列

4援若命题责的否命题为择，命题责的逆否命题为则，
则择与则的关系是（ ）.

粤援互为逆命题
月援互为否命题
悦援互为逆否命题
阅援以上都不正确
缘援写出下列命题的逆命题、否命题、逆否命题，

并分别判断其真假援

（员）如果两圆外切，那么两圆心距等于两圆半径
之和；

（圆）平面内，两条平行直线不相交援

远.判断命题“已知葬，曾为实数，如果关于曾的不等

式曾
圆
垣（圆葬垣员）曾垣a

圆
垣圆臆园的解集非空，则葬逸员”的逆否

命题的真假援

§1.1.2 四种命题与四
种命题间的相互关系

§1.1.1 命题

§1.2 充分条件与必
要条件

（下转第 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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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
名称

数学
抽象

逻辑
推理

数学
运算

直观
想象

数学
建模

数据
分析

题号
1，2，4，5，6，

7，8，9
3，10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6小题，每小题5分，共30分）

员援（广东清远市圆园员愿~圆园员怨学年高二第一学期
末）命题“如果一个四边形是正方形，那么这个四边

形一定是矩形”及其逆命题、否命题、逆否命题，这

四个命题中假命题的个数（ ）援
粤.园 月.圆
悦.猿 阅.源

2援已知琢，茁表示两个不同的平面，m为平面琢内

的一条直线，则“m彝茁”是“琢彝茁”的（ ）.

A援充分不必要条件

B援必要不充分条件

C援充要条件

D援既不充分也不必要条件

猿援（黑龙江省大庆第一中学圆园员愿~圆园员怨学年高

二上学期期末）“曾约皂原员或曾跃皂垣员”是“曾
圆
原圆曾原猿跃园”的

必要不充分条件，则实数皂的取值范围（ ）.
粤.［园，圆］
月.（园，圆）
悦.［园，圆）
阅.（园，圆］

时间：45分钟 满分：64分

练·堂堂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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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注意“且”“或”“非”的逻辑意义与日常用语

的区别

例 员 命题“员逸员”，从逻辑意义上说是一个真命
题，它表示“员跃员，或 员越员”；“员逸员”按日常用语去理解它
就错了，因为 员就等于 员，又怎能“员逸员”呢？

例 圆 “今天是晴天或雨天”，日常用语中指晴天
或下雨，二者只居其一；而从逻辑意义上来理解，则晴

天和下雨有可能发生.
例 猿 “甲、乙都对”，从日常用语上说其否定是

“甲、乙都不对”；从逻辑意义上说其否定是“甲、乙不

都对”，包括三种可能：“甲对，乙不对”；“甲不对，乙

对”；“甲不对，乙不对”.
评注：逻辑联结词“且”“或”“非”与日常用语中的

“且”“或”“非”有很大的区别，它的本质与集合中的

“交”“并”“补”相似.我们不能仅凭自己的经验来判断
和处理逻辑用语中与“且”“或”“非”的有关的问题.

二、要分清“且”与“或”否定的不同

例 源 写出下列命题的否定：

（员）责：埚曾园沂砸，有 曾园跃源，且 曾
2
0垣缘曾园越圆源；

（圆）择：坌责跃园，有 责摇
姨 为正数，或 责摇

姨 约责 成立.

解：（员）劭责：坌曾沂砸，有 曾臆源，或 曾
圆
垣缘曾屹圆源成立.

（圆）劭择：埚p园跃园，使 责园
摇
姨 不为正数，且 责园

摇
姨 逸责园.

评注：对于逻辑联结词中“且”与“或”的否定，只

要我们牢记在命题中“且”的否定是“或”，“或”的否定

是“且”，就可以正确解决此类问题.
三、要抓住“都（全）”“至多（至少）”“恰有”等否定

的本质

例 缘 写出下列命题的否定：

（员）责：三角函数的最小正周期都是 圆仔；
（圆）责：至少有一个素数含三个正因数.
解：（员）劭责：三角函数的最小正周期不都是 圆仔.
（圆）劭责：每一个素数都不含三个正因数.
评注：“都（全）”的否定为“不都（不全）”，而不是

“都不（全不）”；“至多”“至少”的否定是将总体中剔除

不满足条件的个体所得到的部分，如（圆）中的“至少有
一个”的否定为“一个也没有”；“恰有”的否定与“至多

（至少）”的道理相同.
四、要牢记“若 责，则 择”形式的命题的否定
例 远 写出下列命题的否定：

（员）责：若 葬
圆
垣遭

圆
越园，则 葬，遭全为 园；

（圆）责：若 曾越葬，或 曾越遭，则 曾
圆
原（葬垣遭）曾垣葬遭越园.

解：（员）劭责：若 葬
圆
垣遭

圆
越园，则 葬，遭不全为 园.

（圆）劭责：若 曾越葬，或 曾越遭，则 曾
圆
原（葬垣遭）曾垣葬遭屹园.

评注：“若 p，则 择”形式的命题的否定是“若 责，则
劭择”，即条件不改变，只否定结论.

五、要总结“且”“或”“非”的真假规律

例 苑 分别指出由下列各组命题构成的“责夷择”
“责遗择”“劭责”形式的新命题的真假：

（员）责：细菌都是有害的，择：有些细菌是有害的；
（圆）责：有的角大于 怨园毅，择：所有角都大于 怨园毅.
解：（员）因为 责 假 择 真，所以“责夷择”为假，“责遗择”

为真，“劭责”为真.
（圆）因为 责 真 择 假，所以“责夷择”为假，“责遗择”为

真，“劭责”为假.
评注：对于含有逻辑联结词的命题的真假的判断，

有如下规律：责，择 中有一个为假，“责夷择”即为假；责，择
中有一个为真，“责遗择”即为真；“劭责”与“责”具有相反的
真假性.

对逻辑用语的学习，可以提高阅读数学文章的能

力，从而帮助我们理解与掌握数学知识.但逻辑用语的
学习过程，有别于以往的解题过程与思维，下面结合简

单的逻辑联结词、全称量词与存在量词等逻辑知识，谈

谈其学习要点.
一、梳理基本概念

学好知识是建立在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基础上，只有

对知识的透彻理解，才能实现对知识的深度掌握.以下
用表格的形式，从概念、形式、符号三方面来梳理我们的

学习内容，希望能帮助大家进一步理解概念.

概念 常见形式 符号说明

联
结
词

在数学中，有时
会使用一些联结
词，如“或”“且”
“非”，把命题 p
和命题 q 联结起
来，变为“p 或 q”
“p且 q”“非 p”.

p或 q，记作 p遗
q；p 且 q，记作
p夷q；非 p，记
作劭p.

p，q 与前面学
过的有区别，
这里表示命
题，注意从并、
交、补等角度
理解“或、且、
非”

量
词
与
命
题

短语“对所有的”
“对任意一个”在
逻辑中叫作全称
量词，含有全称
量词的命题叫全
称命题.短语“存
在一个”“至少有
一个”在逻辑中叫
作存在量词，含
有存在量词的命
题叫特称命题.

全称命题：对
M中任意一个
x，有 p（x）成立，
记为：坌x沂M，
p（x）；特称命
题：存在 M 中
的一个x，使p（x）
成立，记为：
埚x沂M，p（x）.

坌表示全称
量词，读“任
意一个”；
埚表示存在
量词，读“存
在一个”.

二、理顺核心关系

我们需要理顺的是“或”“且”“非”三种逻辑词所联

结的命题的真假关系以及含有一个量词的命题的否定

关系.通过反复推敲与理解，思考它们的关系为何如此，
进而抓住知识的要点，牢牢掌握所学知识.

命题 p 命题 q p 且 q p或 q 非 p

真 真 真 真
假

真 假 假 真

假 真 假 真
真

假 假 假 假

采用逻辑联结词“或”“且”“非”联结起来得到的新
命题，真假关系可以用上表表示，也可以用口诀形式记
忆，即 p 且 q 为“同真才真”，p 或 q 为“同假才假”，非 p
为“真假相反”.

对命题的否定，即只否定命题的结论，用“劭”表示，
它对应着集合运算中的“补”，这样把集合运算与命题
“运算”联系起来，在判断真假时，注意命题的否定与原
命题的真假相反.掌握命题的否定，首先是一些词语的
否定，我们可以从语文角度的字意上认真推敲.其次，我
们需要掌握命题形式上的否定.如含有一个量词的命题
的否定，实质上是全称命题与特称命题之间的一种关系.
注意理解以下符号语言及两种命题之间的关系：

全称命题 p：坌x沂M，p（x），它的否定劭p：埚x0沂M，
劭p（x0）为特称命题.

特称命题 p：埚x沂M，p（x），它的否定劭p：坌x沂M，
劭p（x）为全称命题.

我们需注意的是：一个命题的否命题，需要既否定
条件，又否定结论.

命题的否定是相互的，从而可逆向思维分析.要准
确表达出含量词命题的否定，或者准确写出一个命题的

否命题，要求我们掌握好一些词语的否定，见下表：

词语 是 一定是 都是 大于 小于 且

词语的
否定

不是
一定
不是

不都是
小于或
等于

大于或
等于

或

词语
必有
一个

至少有
n个

至多有
一个

所有 x
成立

所有 x不
成立

词语的
否定

一个
也没
有

至多有
n-1个

至少有
两个

存在一
个 x不
成立

存在一个 x
成立

三、掌握基本题型
最重要的题型是对含有一个量词的命题进行否定

及对其真假判断.一般来说，判定全称命题“坌x沂M，p（x）”
是假命题，只需在集合 M中找到一个元素 x0，使 p（x0）
不成立即可.而判断其为真命题，需证明对集合 M中每
个元素 x，都有 p（x）成立；判定特称命题“埚x沂M，p（x）”
是真命题，只需在集合 M中找到一个元素 x0，使 p（x0）
成立即可.而判断其为假命题，需证明对集合 M中每个
元素 x，都有 p（x）不成立.

例 写出下列命题的否定，并判断其真假：

（1）不论 m取什么实数，曾
圆
+x-m=0必有实根.

（2）存在一个实数 x，使得 曾
圆
+x+1臆0.

解：（1）原命题相当于“对所有的实数 m，曾
圆
+x-m=0

必有实根”，其否定是“存在实数m，使 曾
圆
+x-m=0没有实根”.

考查原命题，由于方程的判别式 驻=1-4m跃0不是对
任意实数 m都成立，从而原命题为假命题，所以原命题
的否定为真命题.

（圆）原命题的否定是“坌x沂R，曾
圆
+x+1跃0”.

考查原命题，设 y=曾
圆
+x+1，抛物线开口方向向上，又

驻=-3约0，从而 y跃0恒成立.原命题为假命题，所以原命题
的否定为真命题.

点评：对全称命题的否定，在否定判断词时，还要
否定全称量词，变为特称命题；对特称命题的否定，在否
定判断词时，也要否定存在量词.注意二者的区别：“p 或
q”的否定为“劭p 且劭q”，“p 且 q”的否定为“劭p 或劭q”.

题型一 对全称命题与特称命题的否定

例员 写出下列命题的否定，并判断真假.
（员）所有的矩形都是平行四边形；
（圆）每一个质数都是奇数；
（猿）有些实数的绝对值是正数；
（源）某些平行四边形是菱形.
剖析：首先弄清楚每个命题是全称命题还是特

称命题，再针对不同的形式加以否定.对于（员）来说，
其否定是：“并非所有的矩形都是平行四边形”，也

就是“存在一个矩形不是平行四边形”，它与“所有的

矩形都不是平行四边形”有区别，前者是指“存在一

个矩形不是平行四边形”，并不排除有其他的矩形是

平行四边形的可能.

解：（员）存在一个矩形不是平行四边形，假命题；
（圆）存在一个质数不是奇数，真命题；
（猿）所有的实数的绝对值都不是正数，假命题；
（源）每一个平行四边形都不是菱形，假命题.
评注：要特别注意全称命题的否定变为特称命

题，而特称命题的否定变为全称命题.
题型二 对命题是全称命题还是特称命题及其

真假的判断

例圆 判断下列命题是全称命题还是特称命题，

并判断其真假.
（员）对数函数都是单调函数；
（圆）至少有一个整数，它既能被圆整除，又能被缘整除；

（猿）坌曾沂｛曾渣曾是无理数｝，曾
圆
是无理数；

（源）埚曾园沂在，造燥早圆曾园跃园.
剖析：判断一个命题是全称命题还是特称命题，

主要看命题中是否含有全称量词或存在量词. 对于
有的题目隐含了全称量词或存在量词，要注意对其进

行改写来找到.对于（员）隐含了全称量词“任意的”，因
此需要对其进行改写，（圆）（猿）（源）则从题目中可以
看出全称量词与存在量词.

解：（员）本题隐含了全称量词“任意的”，其原命
题应为：“任意的对数函数都是单调函数”是全称命

题，且为真命题；（圆）命题中含有存在量词“至少有一
个”，因此是特称命题，真命题；（猿）命题中含有全称量

词“坌”，是全称命题，假命题，例如：埚曾园越 猿摇姨 ，但曾园
圆
越猿

是有理数；（源）命题中含有存在量词“埚”，是特称命

题，真命题.
评注：员援要判断一个全称命题“坌曾沂酝，p（曾）”是

真命题，需要对限定集合酝中的每一个元素曾证明责（曾）
成立.如果在集合酝中找到一个元素曾园，使得责（曾园）不
成立，那么这个全称命题就是假命题（即通常所说的

举出一个反例）.
圆援要判定一个特称命题“埚曾园沂酝，责（曾园）”是真命

题，只要在限定的集合酝中至少找到一个曾越曾园，使责（曾园）
成立即可，否则这一特称命题就是假命题.

题型三 利用全称命题或特称命题的真假求参

数范围

例猿 若则（曾）：泽蚤灶曾垣糟燥泽曾跃皂，泽（曾）：曾
圆
垣皂曾垣员跃园，如

果对于坌曾沂砸，则（曾）为假命题且泽（曾）为真命题，求实
数皂的取值范围.

剖析：对坌曾沂砸，则（曾）为假命题，即对坌曾沂砸，不
等式泽蚤灶曾垣糟燥泽曾跃皂不恒成立；而对于坌曾沂砸，泽（曾）为真命

题，即对于坌曾沂砸，不等式曾
圆
垣皂曾垣员跃园恒成立，从而求出

相应的皂的取值范围.

解：由于 泽蚤灶曾垣糟燥泽曾越 圆摇姨 泽蚤灶（曾垣 仔源
）沂［原 圆摇

姨 ，

圆摇
姨 ］，所以若对于坌曾沂砸，则（曾）为假命题，即对坌曾沂

砸，不等式泽蚤灶曾垣糟燥泽曾跃皂不恒成立，则皂逸- 圆摇
姨 ；又对于

坌曾沂砸，泽（曾）为真命题，即对于坌曾沂砸，不等式曾
圆
垣皂曾垣

员跃园恒成立，所以驻越皂
圆
原源约园，即原圆约皂约圆.故对于坌曾沂砸，

则（曾）为假命题且泽（曾）为真命题时，应有- 圆摇
姨 臆皂约圆.

素养
名称

数学
抽象

逻辑
推理

数学
运算

直观
想象

数学
建模

数据
分析

题号
1，2，3，4，
5，6，7，9

8，10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远小题，每小题 缘分，共 猿园分）
员援下列语句是特称命题的是（ ）.
粤援整数 灶是 圆和 缘的倍数
月援存在整数 灶，使 灶能被 员员整除

悦援若 猿曾原苑越园，则 曾越 苑猿
阅援坌曾沂酝，责（曾）

圆援命题“坌曾沂（园，垣肄），曾
圆
垣曾跃园”的否定是（ ）.

粤援埚曾园沂（园，垣肄），曾
圆
园垣曾园跃园

月援埚曾园沂（园，垣肄），曾
圆
园垣曾园臆园

悦援坌曾沂（园，垣肄），曾
圆
垣曾臆园

阅援坌曾沂（原肄，园），曾
圆
垣曾跃园

猿援（山东省单县第五中学 圆园员愿~圆园员怨学年高二
上学期第三次月考）命题：责 在吟粤月悦 中，悦跃月是

泽蚤灶悦跃泽蚤灶月的充要条件；命题 择：葬跃遭 是 葬糟
圆
跃遭糟

圆
的充

分不必要条件，则（ ）援
粤.责 真 择假
月.责 假 择假
悦.“责遗择”为假
阅.“责夷择”为真
源援如果命题“劭（责遗择）”为真命题，则（ ）.

粤.责，择 均为真命题
月.责，择 均为假命题
悦.责，择 中至少有一个为真命题
阅.责，择 中一个为真命题，一个为假命题
缘援（湖南省长沙市第一中学 圆园员愿 届高三高考

模拟）已知非空集合 酝，孕，则命题“酝哿孕”是假命题
的充要条件是（ ）援

粤.坌曾沂酝，曾埸孕
月.坌曾沂孕，曾沂酝
悦.埚曾员沂酝，曾员沂孕且 曾圆沂酝,曾圆埸孕

阅.埚曾园沂酝，曾园埸孕

远援（四川省成都实验中学 圆园员愿届高三上学期 员
月月考）下列选项中，说法正确的是（ ）援

粤.“埚曾园沂砸,曾园
圆
原曾园臆园”的否定是“埚曾沂砸,曾

圆
原曾跃园”

月.若向量 葬，遭满足 葬·遭约园，则 葬与 遭的夹角为
钝角

悦.若 葬皂
圆
臆遭皂

圆
，则 葬臆遭

阅.命题“责遗择 为真”是命题“责夷择 为真”的必要
条件

二、填空题（本大题共 圆小题，每小题 缘分，共 员园分）
苑援若命题 责：关于 曾的不等式 葬曾垣遭跃园的解集是

｛曾渣曾跃原 遭
葬
｝；命题 择：关于 曾的不等式（曾原葬）（曾原遭）约园

的解集是｛曾渣葬约曾约遭｝，则在命题“责夷择”“责遗择”“劭责”
“劭择”中，是真命题的有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援

愿援（广西桂林中学 圆园员愿~圆园员怨学年高二上学期

期中）若命题“埚曾沂砸,曾
圆
垣圆曾垣皂臆园”是假命题,则实

数 皂的取值范围是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三、解答题（本大题共 圆小题，共 圆源分，解答应

写出必要的文字说明、证明过程或演算步骤）

怨援（员圆分）已知条件 责：方程 曾
圆
垣皂曾垣员越园有两个不

相等的实数根；条件 择：关于 曾的不等式 曾
圆
原圆（皂垣员）曾垣

皂（皂垣员）跃园对任意的实数 曾恒成立，若条件 责，择 只
有一个成立，求实数 皂的取值范围.

员园援（员圆分）不等式 曾
圆
-2mx-1跃0对一切 1臆x臆

3都成立，求 m的取值范围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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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 目 设 置
第一版 悟·提能力
本版主要栏目：
传道授业：对本期的知识学

生应该怎样去学习才能理解的

更到位更准确，（员）讲解一些对课
本上难以理解的知识点，（圆）课
本外的但在课堂上需要补充的

知识，（猿）关于本期内容前后衔接
的一些知识点的介绍。

高屋建瓴：对于基础知识涉

及到的基础方法应该怎么用，结

合适当的例题讲解，让大多数学

生达到轻松掌握基本知识及其

解法的目的。

答疑解惑：通过师生问答的

形式，将对本期知识中有疑问的

地方解惑，使学生能在轻松的气

氛中掌握知识。

思想方法：针对当期知识点，

根据新课标所要求学生掌握的

常用数学思想方法进行重点启

发与培养，以帮助学生形成良好

的数学思维习惯。

茅塞顿开：通过例题的求解

过程，阐述解题策略及思路的形

成过程。目的在于培养学生自主学

习的能力，以及对问题的深入掌握。

一击即破：针对有些问题的

一些特殊的巧妙的方法解析，侧

重在传统思路基础上的巧与妙，

重点在思考上。

举一反三：以课本典型例题

或习题为主，对其背景、限制条

件、设问方式等进行变换探究，使同

学们能够打开视野，触类旁通。

知行合一：立足于数学知识

在实际生产和生活中的应用，以

及在其他学科领域中的应用，把

实际问题转化为数学模型来讲

求解，以期达到知行合一的目的。

金榜题名：针对某个知识点

在高考中的题型进行回顾、展

望，并探求其求解策略及技巧，

让学生提前了解并熟悉高考的

相关题型。

运筹帷幄：对于本期基础知

识涉及到的基础方法应该怎么

用，结合适当的例题讲解，化难

为易，让大多数学生达到轻松掌

握基本知识及其解法的目的。或

剖析对某个知识点与其他知识

点的交汇综合，追求思路方法的

拓展性，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完整

的知识系统。

毫厘千里：对各种典型的错

题进行归类，提炼出针对某类错

误的解题策略。将常考、易错和

能举一反三的典型试题按专题

分类，帮学生掌握考点，做少量

的题，掌握一类题的典型解法。

妙趣横生：从学生的知识结

构和思维发展水平的实际出发，

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以增加数

学学习的趣味性。

数学文化：以数学发展史为

主，展示丰富多彩的数学文化，

使读者体会到数学是人类智慧

的结晶，并从中受到启迪，开拓

思路。

第二版 练·堂堂清
堂堂清：通过课时分类中对

应的基础题型训练，让学生了解

所学内容在考试中的考查方式，

以什么形式、题材来设计问题。

第三、四版 练·周周清
同步分层能力测试题：紧跟

教学进度，不可使用历年高考原

题，可采用一部分高考或竞赛改

编题（改编题请标明出处）。

章节能力测试题：对整章内

容的综合测试。

模块综合能力测试题：对对

应模块所有知识点的综合测试。

二
1.如果原命题的结构是p夷q的形式，那么其

否定形式为（ ）.
A.（劭p）夷（劭q）

B.（劭p）遗（劭q）

C.（劭p）遗q
D.（劭q）遗p
2援（福建省晋江市圆园员愿学年高二数学上学期

期中）设命题责：函数赠越泽蚤灶圆曾的最小正周期为 仔
圆
；

命题择：函数赠越糟燥泽曾的图象关于直线曾越 仔圆
对称，则

下列判断正确的是（ ）.
粤援责为真

月援劭择为假

悦援责夷择为假

阅援责遗择为真

3.若责是择的充分不必要条件，则劭择是劭责的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条件.
4.写出下列各命题的否定.
（1）100既能被4整除，又能被5整除；

（2）一元二次方程至多有两个解；

（3）方程x
2
-3=0没有有理数解.

1.“若a椅琢，则a平行于平面琢内的任一直线”是
（ ）.

A.全称命题
B.特称命题
C.不是命题
D.真命题

2.将“x
2
+y

2
逸2xy”改写成全称命题，下列说法

正确的是（ ）.

A.坌x，y沂R，x
2
+y

2
逸2xy

B.埚x，y沂R，x
2
+y

2
逸2xy

C.坌x>0，y>0，x
2
+y

2
逸2xy

D.埚x<0，y<0，x
2
+y

2
逸2xy

3.对任意x>3，有x>a恒成立，则实数a的取值范
围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源援下列命题中为假命题的是（ ）.

粤.埚曾0沂砸，造燥早葬曾0越原员（葬跃园，葬屹员）
月.埚曾0沂砸，贼葬灶曾0越圆园员9

悦.坌曾沂砸，葬
曾
跃园（葬跃园，葬屹员）

阅.坌曾沂砸，曾
圆
垣葬曾垣葬

圆
跃园（葬沂砸）

5.判断下列语句是全称命题，还是特称命题：
（员）凸多边形的外角和等于猿远园毅；
（圆）有的向量方向不定；

（猿）对任意角琢，都有泽蚤灶
圆
琢垣糟燥泽

圆
琢越员；

（源）有一个函数，既是奇函数又是偶函数；
（缘）若一个四边形是菱形，则这个四边形的对

角线互相垂直援

（测试范围：简单的逻辑联结词，全称量词与存在量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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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号
1，2，3，4，5，6，
7，8，9，10，11

12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远小题，每小题 缘分，共 猿园分）
1援（吉林省辽源市田家炳高级中学等五校

2018~2019学年高二上学期期末联考）若 p遗q 是假
命题，则（ ）援

A.p，q 至少有一个是假命题
B.p，q 均为假命题
C.p，q 中恰有一个是假命题
D.p，q 至少有一个是真命题
2援已知命题 责：圆垣圆越缘，命题 择：猿跃圆，则下列判断

正确的是（ ）.
粤援“责遗择”为假，“劭择”为假
月援“责遗择”为真，“劭择”为假
悦援“责夷择”为假，“劭责”为假
阅援“责夷择”为真，“责遗择”为假
3援命题 责：函数 枣（曾）越造早曾垣员有零点；命题 择：存在

琢，茁，使 泽蚤灶（琢原茁）越泽蚤灶琢原泽蚤灶茁，在 责遗择，责夷择，劭责，劭择
中真命题有（ ）.

粤援员个 月援圆个
悦援猿个 阅援源个

4援命题“埚曾0沂砸，曾
2
0 垣圆曾0 垣圆臆园”的否定及其真

假性是（ ）.

粤援坌曾沂砸，曾
圆
垣圆曾垣圆跃园，真命题

月援坌曾沂砸，曾
圆
垣圆曾垣圆臆园，真命题

悦援埚曾0沂砸，曾
2
0垣圆曾0垣圆跃园，假命题

阅援埚曾0沂砸，曾
2
0垣圆曾0垣圆逸园，假命题

5.（宁夏银川一中2018届高三第五次月考数学

（文）试题）已知命题p：坌x沂R，2
x
约3

x
，q：埚x沂R，x

3

+x
2
-1=0，则下列命题为真命题的是（ ）援
A.p夷q
B.（劭p）夷q
C.p夷（劭q）
D.（劭p）夷（劭q）
6援（黑龙江省五常市 圆园员愿学年高二数学月考）

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粤援若命题“责夷择”为真命题，则“责遗择”为真命题
月援若命题“（劭责）遗择”为假命题，则“责夷（劭择）”

为真命题

悦援命题“若 葬跃遭，则 葬糟
圆
跃遭糟

圆
”的否命题为真命题

阅援命题“若 t跃园，则方程 曾
圆
垣曾原2t越园有实根”的逆

命题为真命题

二、填空题（本大题共圆小题，每小题缘分，共 员园分）
7援（山西省太原市太原十二中2018~2019学年

高二月考）设命题 p：坌x沂R，x
2
+1跃0，则劭p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援命题 责：圆不是质数；命题 择： 圆摇
姨 是无理数，

在命题“责夷择”“责遗择”“劭责”“劭择”中，假命题是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真命题是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援

三、解答题（本大题共 源小题，共 源远分，解答应
写出必要的文字说明、证明过程或演算步骤）

怨援（员园分）分别指出下列新命题的形式及构成
它的简单命题，并判断新命题的真假援
（员）缘或 苑是 猿园的约数；
（圆）愿曾原缘约圆无自然数解援

员园援（员圆 分）判断下列命题是全称命题还是特
称命题，并判断其真假援
（员）至少有一个整数，它既能被 3整除，又能被

4整除；
（圆）存在 曾园沂在，造燥早圆曾园跃园；

（猿）有的实数是无限不循环小数；
（源）每个二次函数的图象都与 曾轴相交援

11援（员2分）写出下列命题的否定：
（员）若 圆曾跃源，则 曾跃圆；
（2）可以被 缘整除的整数，末位是 园；
（3）被 愿整除的数能被 源整除；
（4）若一个四边形是正方形，则它的四条边相等援

员2援（员圆分）已知条件 责：坌曾沂［园，员］，葬逸藻
曾
；条件

择：埚曾园沂砸，曾
2
0垣源曾园垣葬越园，若条件 p，q 同时成立，则实

数 葬的取值范围是什么？

1.命题：“方程x
2
-1=0的解是x=依1”，其使用逻辑联

结词的情况是（ ）.
A.使用了逻辑联结词“且”

B.使用了逻辑联结词“或”

C.没有使用逻辑联结词

D.不确定

2.命题“ab屹0”是指（ ）.
A.a屹0且b屹0
B.a屹0或b屹0
C.a，b中至少有一个不为0
D.a，b不都为0
3.给出下列命题：

淤2>1或1>3；

于方程x
2
-2x-4=0的判别式大于或等于0；

盂25是6或5的倍数；

榆集合A疑B是A的子集，且是A胰B的子集.
其中真命题的个数为（ ）.
A.1
B.2
C.3
D.4
源.若责，择是两个简单命题，“责或择”的否定是真命

题，则必有（ ）.
粤援责真择真

月援责假择假

悦援责真择假

阅援责假择真

5.由命题责：“函数赠越 员曾
是减函数”与择：“数列葬，葬

圆
，

葬
猿
，…是等比数列”构成的命题，下列判断正确的是

（ ）.
粤援责遗择为真，责夷择为假

月援责遗择为假，责夷择为假

悦援责遗择为真，责夷择为假

阅援责遗择为假，责夷择为真

§1.3.1～1.3.2
联结词“且”“或”

员援（辽宁省丹东市圆园员愿届高三上学期期末教学

质量监测题）命题“埚曾跃园，造灶曾跃园”的否定为（ ）援

粤.坌曾跃园，造灶曾臆园

月.坌曾臆园，造灶曾臆园

悦.坌曾跃园，造灶曾约园

阅.埚曾跃园，造灶曾臆园

圆.已知命题责：坌曾跃员，造燥早圆曾跃园，则劭责是（ ）.

粤.坌曾跃员，造燥早圆曾臆园

月.坌曾臆员，造燥早圆曾跃园

悦.埚曾园跃员，造燥早圆曾园臆园

阅.埚曾园臆员，造燥早圆曾园跃园

猿援（福建省三明市第一中学圆园员愿届高三上学期

第二次模拟）命题“坌曾跃员，（ 员
圆
）

曾
约 员圆
”的否定是赃赃赃赃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源.（圆园员愿届云南省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三高考

适应性月考）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援

粤.“曾约员”是“造燥早圆（曾垣员）约员”的充分不必要条件

月.命题“坌曾跃园，圆
曾
跃员”的否定是“埚曾园臆园，圆

曾园臆员”

悦.命题“若葬臆遭，则葬糟
圆
臆遭糟

圆
”的逆命题为真命题

阅.命题“若葬垣遭屹缘，则葬屹圆或遭屹猿”为真命题

缘.对于函数 枣（曾），若“埚曾园沂砸，枣（曾园）越曾园”则称曾园

为 枣（曾）的不动点，则函数 枣（曾）越曾
圆
原曾原猿的不动点有

哪些？

§1.3.3 联结词“非”

§1.4.1～1.4.2 全称量词
与存在量词

（下转第 源版）

时间：45分钟 满分：愿远分

练·堂堂清

§1.4.3 含有一个量词
的命题的否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