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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答案】C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型。

根据提问方式中的“前提”，确定为加强论证。

第二步，找论点和论据。

论点：这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甲国召开，充分证明了甲国在世界人工智能领域的

号召力和凝聚力。

论据：无。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无关选项。该项提及甲国有足够的人力和财力，与是否有号召力和凝聚力无

关，论题不一致，排除。

B项：无关选项。该项提及甲国已经出现了世界领先的人工智能研究团队和研究机

构，论题不一致，排除。

C项：补充前提。该项指出只有在世界人工智能领域具各足够号召力和凝聚力的国

家才能举办，所以可以说明甲国在世界人工智能领域的号召力和凝聚力，补充前提。

D项：无关选项。该项指出人工智能将给社会带来巨大变化，论题不一致，排除。

因此，选择 C选项。

2【答案】C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型。

根据提问方式中的“假定”，确定为前提假设。

第二步，找论点和论据。

论点：这届委员会是近年来工作最没有影响力的一届。

论据：大多数教师根本叫不出委员会成员的姓名。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无关选项。普通教师对职称评定委员会的工作是否感兴趣，与其工作的影响

力无关，论题不一致，排除。

B项：增加反向论据。该项说明大多数教师不具有评价委员会工作是否有影响力的

资格，具有削弱作用。

C项：建立联系。该项指出教师对职称评定委员会成员的熟悉程度是其工作是否有

影响力的表现，建立了论据和论点之间的关联，属于前提。

D项：无关选项。该项只是说明候选人都是哪些人，与其工作的影响力无关，论题

不一致，排除。

因此，选择 C选项。

3【答案】D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型。

根据提问方式中的“前提”，确定为加强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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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找论点和论据。

论点：这种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电视剧的质量不如以往。

论据：电视剧的资本投入越来越大了，数量和类型越来越丰富了，真正能够走入并

留存于观众内心的荧屏形象却越来越少了，并未能如以前一样对观众产生较为深刻

的影响。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无关选项。该项只是提及高资本不会带来高质量，但是并未提及为什么质量

不高是难以对观众产生影响的原因，论题不一致，排除。

B项：无关选项。该项只是提及观众的要求变高，但是并未提及为什么质量不高是

难以对观众产生影响的原因，论题不一致，排除。

C项：无关选项。该项讨论的是经典电视剧难以超越，但是并未提及为什么质量不

高是难以对观众产生影响的原因，论题不一致，排除。

D项：补充前提。将论据中的影响与论点中的质量构建联系，是论证成立必不可少

的前提。

因此，选择 D选项。

4【答案】C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型。

根据提问方式中的“假设”，确定为加强论证。

第二步，找论点和论据。

论点：该研究进而建议要培养大量能够熟练施行 CEA手术的医生以应对严峻形势。

论据：中国脑卒中（俗称中风）的患者数量正迅速上升，但对于中风防治效果好、

费用低的颈动脉内膜剥脱手术（CEA）却尚未得到普及。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无关选项。该项只是指出 CEA手术的普及实现双赢，与是否需要培养大量

能够熟练施行 CEA手术的医生无关，论题不一致，排除。

B项：无关选项。该项讨论的是难度，与是否需要培养大量能够熟练施行 CEA手

术的医生无关，论题不一致，排除。

C项：补充前提。正是由于缺乏相应的人才，所以才必须培养大量医生，属于前提。

D项：无关选项。该项指出的是普及率和患者人数的关系，与是否需要培养大量能

够熟练施行 CEA手术的医生无关，论题不一致，排除。

因此，选择 C选项。

5【答案】D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型。

根据提问方式中的“支持”，确定为加强论证。

第二步，找论点和论据。

论点：站立听课的学生比坐着的学生更加专注。

论据：无。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无关选项。该项讨论的是长时间坐着听课对身体健康的影响，与站立听课是

否比坐着听课让学生更加专注无关，论题不一致，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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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项：无关选项。该项指出站立听课会影响课堂秩序让他人分心，与能否让自己更

加专注无关，论题不一致，排除。

C项：不明确项。该项指出对于不同性格的人，站立或者坐着听课都能让人更加专

注，故无法确定站立听课是否比坐着听课更加让人专注，不具有加强作用。

D项：增加论据。该项指出站立会对大脑或肌肉产生适度的压力，从而使注意力更

加集中，解释了为什么站立听课让学生更加专注，具有加强作用。

因此，选择 D选项。

6【答案】D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型。

根据提问方式中的“前提”，确定为加强论证。

第二步，找论点和论据。

论点：通过靶向治疗方法降低胆固醇可以对抗箱形水母的毒液。

论据：研究人员通过全基因组筛查的方法发现，人体细胞内一种名为 ATP2B1的蛋

白质是箱形水母毒液发挥毒性的必要条件。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无关选项。该项指出靶向治疗法是安全可靠的，但安全性不等于有效性，即

使不安全也不影响该方法理论上的有效性，故不属于前提。

B项：无关选项。该项指出降低胆固醇对人体无副作用，但有无副作用不影响是否

有效，即使存在副作用也不影响该方法理论上的有效性，故不属于前提。

C项：无关选项。该项提到已研制出了相关药物，但现实是否研制出药物不等于理

论上是否有效，故不属于前提。

D项：建立联系。该项指出 ATP2B1蛋白质发挥作用需要胆固醇，即如果降低了胆

固醇，该蛋白质就无法发挥作用，箱型水母的毒液也就无法发挥毒性，故属于前提。

因此，选择 D选项。

7【答案】A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型。

根据提问方式中的“前提”，确定为加强论证。

第二步，找论点和论据。

论点：鹦鹉嘴龙最有可能居住在森林里。

论据：考古学家通过对消失已久的鹦鹉嘴龙进行体色重建，发现其腹部颜色为浅色

而背部颜色较深,这是一种保护色,作用是通过在身体上形成阴影,让动物自身在其他

动物眼中失去立体效果,因此也被称为反荫蔽体色。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建立联系。该项在论据“鹦鹉嘴龙的颜色”和论点“鹦鹉嘴龙居住在森林里”之间

建立了联系，具有加强作用。

B项：不明确项。该项指出大部分恐龙生活在森林里，但不能必然证明鹦鹉嘴龙居

住在森林里，不具有加强作用。

C项：无关选项。该项指出发现恐龙化石的地区推测该出曾有大片的森林，但不能

必然证明鹦鹉嘴龙居住在森林里，不具有加强作用。

D项：无关选项。该项指出鹦鹉嘴龙腹部颜色的作用，与论点鹦鹉嘴龙是否居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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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中无关，论题不一致，不具有加强作用。

因此，选择 A选项。

8【答案】C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型。

根据提问方式中的“支持”，确定为加强论证。

第二步，找论点和论据。

论点：大家大可不必担心移动基站的辐射危害。

论据：移动通信基站手机频段的电磁辐射平均功率密度为 40微瓦/平方厘米，其强

度相当于一台电视机或 1.5个移动电话充电器。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无关选项。该项讨论的是人们处于辐射范围内的时间范围，与辐射是否对人

体没有危害无关，论题不一致，排除。

B项：无关选项。该项讨论的是移动通讯是否是必不可少的工具，与论点中“辐射

的危害”无关，论题不一致，排除。

C项：建立联系。该项指出低于 100微瓦/平方厘米的电磁辐射不会对人体产生伤害，

而论据中的 40微瓦低于 100微瓦/平方厘米，所以对人体无危害，在论点论据间建

立联系，具有加强作用。

D项：无关选项。该项讨论的是人们是否会因为辐射而放弃看电视，与论点中“辐

射的危害”无关，论题不一致，排除。

因此，选择 C选项。

9【答案】D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型。

根据提问方式中“前提”，确定为加强论证。

第二步，找论点和论据。

论点：社交活动会让人产生更强的耐痛力。

论据：①内啡肽是人体大脑中含有的一种化学物质，它可与大脑中阿片受体结合，

产生天然的止痛效果；②那些拥有更多朋友，社交网络更广的人往往耐受疼痛的能

力也更强。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无关选项。该项讨论的是人们的疼痛感与什么有关以及是否有差异，与论点

无关，论题不一致，排除。

B项：无关选项。该项讨论的是情绪与内啡肽的问题，与论点“社交活动”无关，论

题不一致，排除。

C项：无关选项。该项中并未提到社交与耐痛力之间的关系，论题不一致，排除。

D项：肯定前提。建立了题干论点“社交活动”和论据“内啡肽”之间的联系，具有加强

作用。

因此，选择 D选项。

10【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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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型。

根据提问方式中的“支持”，确定为加强论证。

第二步，找论点和论据。

论点：环南极洲冰带的出现让海冰的数量不断增加。

论据：随着全球变暖，北极海冰急剧减少，而南极海冰不仅没有减少，还缓慢增加。

当南极海冰在生长季早期形成并积累起来时，它们会在风力作用下，往北漂远离海

岸，形成了一个由较老较厚的冰构成的环南极洲的冰带，而北极并没有这样的情况。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无关选项。该项讨论的是冰带中海冰厚度的增加，与论点中海冰数量增加无

关，论题不一致，排除。

B项：无关选项。该项讨论的是海冰分散漂流，与论点中海冰数量增加无关，论题

不一致，排除。

C项：无关选项。该项讨论的是南极冰架融化，盐度没有降低，与论点中海冰数量

增加无关，论题不一致，排除。

D项：增加论据。该项指出冰带有助于海冰生长的原理，能够支持论点的成立，具

有加强作用。

因此，选择 D选项。

11【答案】C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型。

根据提问方式中的“反驳”，确定为削弱论证。

第二步，找论点和论据。

论点：到 2050年，世界上将有 90%的语言文字灭绝。

论据：历史上一度盛行的古埃及、古巴比伦、古玛雅的语言文字已成历史尘埃，世

界上现存的 6000多种语言文字，平均每两周就消失一种。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无关选项。有语言学家正在进行研究，与论点中语言文字是否消失并无直接

关系，论题不一致，排除。

B项：无关选项。古语言文字灭绝的原因，与论点中语言文字是否正在消失并无直

接关系，论题不一致，排除。

C项：增加反向论据。濒危语言文字已经得到了重视和有效的保护，说明语言文字

的消失会得到遏制，具有削弱作用。

D项：无关选项。非文盲比例的多少，与论点中语言文字种类是否正在消失并无直

接关系，论题不一致，排除。

因此，选择 C选项。

12【答案】C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型。

根据提问方式中的“削弱”，确定为削弱论证。

第二步，找论点和论据。

论点：专家建议为盘活土地资源有效保护耕地，将农民现有的住房“叠起来”，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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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省大量土地资源。

论据：无。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无关选项。该项表明了农民对于该建议的意愿，但与论点该建议是否能节约

土地资源无必然联系，论题不一致，排除。

B项：无关选项。该项比较了建筑房屋消耗的资源量，与论点该建议是否能节约土

地资源无必然联系，论题不一致，排除。

C项：削弱论点。该项中“不会将现有的房子拆掉”表明将农民现有住房“叠起来”的计

划行不通，从而就不能节约大量土地资源，具有削弱作用。

D项：无关选项。该项中的“土地资源的利用”与题干中的“节省土地资源”概念不同，

论题不一致，排除。

因此，选择 C选项。

13【答案】B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型。

根据提问方式中的“支持”，确定为加强论证。

第二步，找论点和论据。

论点：个人使用能源相关数据的被动分享有可能成为推广智能技术的主要障碍。

论据：该技术用于监控和支持能源高效率使用行为时，居民个人及家庭的能源数据

不得不被动分享。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无关选项。该项指出 60%的被调查者不愿意因数据被动分享而降低个人能源

使用比例，但题干并没有提到推广智能技术与降低个人能源使用比例的关系，即推

广智能技术不意味着会降低个人能源使用比例，论题不一致，排除。

B项：增加论据。通过增加新的论据，解释了由于数据的被动分享大大增加个人隐

私被侵犯的风险，所以可能会阻碍技术推广，具有加强作用。

C项：无关选项。关心气候变化的人更可能接受数据被动分享，但是那些不关心气

候变化的人是否可能接受没有提及，论题不一致，排除。

D项：无关选项。说明数据分享在智能技术应用方面的必要性，但是与它是否会阻

碍智能技术推广无关，论题不一致，排除。

因此，选择 B选项。

14【答案】C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型。

根据提问方式中的“削弱”，确定为削弱论证。

第二步，找论点和论据。

论点：放射性低的贫铀弹不会对人类的健康造成影响。

论据：研究人员对接触过贫铀弹的退伍老兵的血细胞进行研究，没有发现任何由于

接触贫铀弹而造成的负面健康影响。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不明确项。选项只是居民的“起诉，声称”，但是实际情况却没有定论，不能

确定贫铀弹是否会对人类健康造成影响，不具有削弱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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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项：无关选项。解决贫铀弹的放射性问题与贫铀弹对健康有何影响无关，论题不

一致，排除。

C项：增加反向论据。退伍老兵接触贫铀弹，他们的后代患有先天性缺陷的比率高，

说明贫铀弹影响了老兵的健康，遗传给下一代，具有削弱作用。

D项：无关选项。选项中涉及的主体是没有接触过贫铀弹的人，论题不一致，排除。

因此，选择 C选项。

15【答案】D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型。

根据提问方式中的“支持”，确定为加强论证。

第二步，找论点和论据。

论点：如果人们能够适量摄入并保证饮食多样性，意大利面对人们的身体健康大有

裨益。

论据：意大利面非但不会导致肥胖，还可以起到相反的效果——降低体脂率。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不明确项。“没有研究显示”不代表实际情况也一定如此，故不明确，不具有

加强作用。

B项：增加反向论据。该项指出“面条导致肥胖”，故意大利面对人体的健康有害处，

具有削弱作用。

C项：不明确项。该项只是提到“地中海饮食”采用橄榄油，但并不确定意大利面一

定也采用橄榄油，并且橄榄油对人体有益也不等于意大利面对人体有益，不具有加

强作用。

D项：增加论据。该项指出“酌量食用意大利面能够维持人们理想的体脂率”，说明

对人体有益，具有加强作用。

因此，选择 D选项。

16【答案】A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型。

根据提问方式中的“削弱”，确定为削弱论证。

第二步，找论点和论据。

论点：人的社交能力是由位于人类 4号染色体长臂 1区的催产素决定的,不论是男性

还是女性的大脑都能合成这种激素,它对人的社交能力有着重要影响。

论据：无。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 增加反向论据。反对者认为不是 CD38和 CD157基因决定人的社交能力，

而是催产素，而该项指出这两种基因控制着催产素的分泌，说明最根本的原因还是

CD38和 CD157基因，具有削弱作用。

B项：不明确项。该项指出催产素的分泌影响人的共情能力等，但“共情能力”是否

与论点中的社交能力有关并不明确，不具有削弱作用。

C项：无关选项。该项讨论的是上述两种基因对人的社交能力影响力大小的比较，

与论点无关，论题不一致，排除。

D项：无关选项。该项讨论的基因是否影响行为取决于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与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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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无关，论题不一致，排除。

因此，选择 A选项。

17【答案】D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型。

根据提问方式中的“支持”，确定为加强论证。

第二步，找论点和论据。

论点：可以肯定，在不久的将来，机器人、智能可穿戴装备等领域一定会旧貌换新

颜。

论据：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新型材料攻克了这一难题。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不明确项。这种材料对磁场的稳定和强度还在反复地检验和测试，最终的结

果是否能通过测试并不确定，不具有加强作用。

B项：不明确项。新材料的合成到具体应用，要克服很多困难，最终是否能克服困

难而具体应用并不确定，不具有加强作用。

C项：无关选项。科研团队讨论新型材料的具体应用前景和材料是否能运用到相关

领域无关，论题不一致，排除。

D项：建立联系。该项指出新技术和新材料的突破会引起相关领域的剧变，是建立

了题干论据和论点之间的关联，具有加强作用。

因此，选择 D选项。

18【答案】B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型。

根据提问方式中的“反驳”，确定为削弱论证。

第二步，找论点和论据。

论点：可以用运动、喝热水、泡澡等方法提高体温来抗癌。

论据：癌细胞怕热，高体温可以抗癌，人体最容易罹患癌的器官包括肺、胃、大肠、

乳腺等都是体温较低的部位，心脏之类的“高温器官”不容易得癌症。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增加反向论据。该项以口腔和直肠为例来反驳题干论点，具有削弱作用。

B项：否定论点。该项提到“人的体温存在精准的调控机制”，说明很难通过外在因

素调整体温，同时“脏器之间没有明显的温度差异”，说明不同脏器之间罹癌率不同

不是因为体温不同的原因，具有削弱作用。

C项：不明确项。该项提到可靠性数据不足，但不能必然否定高温抗癌的说法，不

具有削弱作用，排除。

D项：削弱论据。该项提到心脏很少发生恶性肿瘤不是因为高温而是因为细胞不再

分裂增殖，具有削弱作用。

第四步，强度比较。

A项是以口腔、直肠作为反例来削弱论点，D项是否定了论据的成立，而 B项是直

接否定了论点，削弱力度最强。

因此，选择 B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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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答案】D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型。

根据提问方式中的“支持”，确定为加强论证。

第二步，找论点和论据。

论点：如果人们能够适量摄入并保证饮食多样性，意大利面对人们的身体健康大有

裨益。

论据：无。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增加反向论据。该项指出“面条导致肥胖”，故意大利面对人体的健康有害处，

具有削弱作用。

B项：不明确项。“没有研究显示”不代表实际情况也一定如此，故不明确，不具有

加强作用。

C项：不明确项。该项只是提到“地中海饮食”采用橄榄油，但并不确定意大利面一

定也采用橄榄油，并且橄榄油对人体有益也不等于意大利面对人体有益，不具有加

强作用。

D项：增加论据。该项指出“酌量食用意大利面能够维持人们理想的体脂率”，说明

对人体有益，具有加强作用。

因此，选择 D选项。

20【答案】C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型。

根据提问方式中的“削弱”，确定为削弱论证。

第二步，找论点和论据。

论点：如果这一论文能尽早发表的话，这 6周内许多这类患者均可以避免患病。

论据：某医学杂志首次发表了关于这一成果的论文，从杂志社收到该论文到公开发

表间隔了 6周。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无关选项。山茱萸会引起消化系统的不适与山茱萸可以避免患病无关，论题

不一致，排除。

B项：无关选项。论文是否送有关专家审查，与论点无关，论题不一致，排除。

C项：削弱论点。该项指出服用药两个月才有作用，说明即使论文尽早发表，6周

内无法发挥作用，即许多患者仍不可避免患病，直接否定论点，具有削弱作用。

D项：不明确项。山茱萸的作用有待进一步证实，功效不明确，不具有削弱作用。

因此，选择 C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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