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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thematics teaching is actually the teaching of mathematics thinking ability; after all, it’s about
mastering the basic concepts and reasoning methods of mathematics. By analyzing mathematical
logic reasoning and its three forms, this paper wants to let you know exactly what mathematical
logic reasoning is, and what the aspects of mathematical logic reasoning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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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学教学其实就是数学思维能力的教学，说到底就是关于对数学基本概念、推理方法等的掌握。本文通
过分析数学逻辑推理及其三种形式想让人们更深入地了解什么是数学逻辑推理，而数学逻辑推理又包含
哪些方面等等。
*
#

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

文章引用: 李琪, 郭继东. 论析数学逻辑推理的三种方法[J]. 理论数学, 2020, 10(5): 493-499.
DOI: 10.12677/pm.2020.105060

李琪，郭继东

关键词
数学逻辑推理，归纳推理，演绎推理，类比推理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随着数学教育的不断发展和对数学学科研究的深入，同时数学核心素养的价值也日益凸显。数学逻
辑推理作为数学六大核心素养之一，对于培养学生思维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学生必须具备的基
本数学能力。因此，本篇论文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全文，通过对数学当中逻辑思维的分析和研究，总
结出数学逻辑推理的三种形式，帮助学生能够在数学教育和数学学习当中获得帮助，更好地促进学生的
学习和发展。
数学逻辑推理能力是学生数学水平的显著标志，这是数学教师进行教学的重要环节和要求[1]。因此
写这篇论文是为了培养学生的数学逻辑推理素养，从而使学生清晰、有条理地表达自己的思考过程，做
到言之有理，落笔有据。初中数学新课标中也曾明确指出，教师要通过一定的方式，引导学生通过观察、
实验和归纳等方式，形成一定的数学能力，至此解决一些实际存在的问题。并且在学习数学逻辑推理的
过程中，也可以使学生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去进行分析、归纳、推理，从而体现出教学过程中以学生为主
的思想。

2. 研究方法与文献分布
2.1.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列举法将每一种推理方法进行定义的理解，并把其在中学中的运用列举了出来，让其充分
体现了每一种推理方法的特点——从特殊到一般的归纳推理、从一般到特殊的演绎推理、从特殊到特殊
的类比推理。本文还采用了比较法，从这三种推理方法的定义、特点、在中学中的运用进行比较分析。
还采用了分析法，对数学逻辑推理的三种形式在中学中的应用进行了分析。

2.2. 文献年度分布
如图 1 所示，在 CNKI 中对数学逻辑推理的有关文献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数学核心素养的组成部
分也包括数学逻辑推理，而为了促进关于核心素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构建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改
革的国际交流平台，2015 年举办了第 13 届上海国际论坛，从核心素养的概念认识、国际经验、测量评
价、实施现状等方面进行了讨论，这也说明数学逻辑推理也是至关重要的。由于数学具有严谨逻辑性的
这样一种特点，因此数学逻辑推理能力也是学生必须具备的基本数学能力之一。在结合国家出台的这些
政策，也就造就了近几年来大家对于数学逻辑推理研究的热潮。同时国家政策以及文件的出台和有关教
育与课程改革大会的召开是教育科研工作的风向标，也为数学核心素养之一的逻辑推理的研究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3. 数学逻辑推理的三种方法
数学逻辑推理的三种形式即归纳推理、演绎推理、类比推理。下面我将对每一个形式进行讲解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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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number of literature
图 1. 数学逻辑推理研究相关文献(2015~2019)

3.1. 归纳推理
归纳推理是一种由个别的例子中总结出一般形式的推理形式[2]，简而言之也就是从特殊到一般。

3.2. 演绎推理
演绎推理是从一般到特殊，与归纳法相对，演绎推理具有严格的逻辑推理，即小前提、大前提以及
结论的三段论模式[3]。其中大前提就是我们提前已知的一般性原理或规律，小前提就是在此类情况下发
生的特殊情况，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根据已知的一般性原理从而对特殊的情况同样做出判断。在现实生
活中，比如：大前提：等腰三角形的两个底角相等；小前提：如果一个三角形是等腰三角形；结论：那
么这个三角形的两个底角相等[4]。

3.3. 类比推理
类比推理是从特殊到特殊，即将两个或两个以上在某些属性上具有相同或相似之处联系在一起，其
中我们已知其中一个具有某种属性，那么就可得知另外一个或其他都具有这种属性。类比推理作为推理
判断最常见的一种方法，由于其引用非常广泛，所以在 2006 年起将类比推理作为一种题型加入到了公务
员的考试之中。类比推理在科学研究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可以为模拟实验提供逻辑基础，也有助于提出
科学假说等等。三种推理方法之间有着联系又有着区别，首先从推理形式上来看，三者具有区别，归纳
推理是从特殊到一般，演绎推理是从一般到特殊，而类比推理是从特殊到特殊；其次归纳推理和类比推
理都属于或然推理方法，即前提为真命题，推理形式也正确，但结论未必正确，相反演绎推理就不同于
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演绎推理属于必然推理方法，即前提为真命题，推理形式也正确，则结论必然正
确[5]。

4. 归纳推理、演绎推理以及类比推理在中学数学中的应用
推理在教学重占有重要的比重，无论是教师的教，还是学生的学，都会运用推理这一种基本方法来
证明自己的观点[6]。因此对于推理这种基本方法的掌握程度是怎样的，都会直接影响到数学中定理的证
明、习题的解答等。推理证明方法在数学中甚至生活中都随处可见，发挥着其重要鲜明的作用。在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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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常用的推理方法有归纳推理、演绎推理和类比推理。接下来我就会就这三种推理的基本方法进行一些
简单的说明，并简单的谈谈自己的想法。

4.1. 归纳推理
在我们的学习生活中，认识是从观察和实验开始的，经过重复观察实验，在人的思维里产生了抽象
和概括能力形成一般认识，这就是推理过程。用归纳推理处理数学命题，因为比较直观，容易为学生接
受。例如：让学生作锐角、直角、钝角等形状不同、大小不等的三角形的三条角平分线，学生能确信它
们是相交于一点。但直觉经验仅仅是猜想和假设，其真实性仍需验证。
例题 1：观察下列三角形数表
1......第一行
2

2......第二行

3

4

3......第三行

4

7

7

5

11

14

4.......第四行
11

5......第五行

假设第 n 行的第二个数为 an (n ≥ 2)让归纳出 an+1 与 an 的关系式。这一题就是运用归纳推理的方法，
通过观察，发现，归纳的方式，由特殊的例子从而归纳出一般地规律。
例题 2：古希腊人常用小石子在沙滩上摆出各种形状来研究，观察下列你可以发现什么规律？
.

..

...
...

..
1

...

...
4

9

...

通过观察我们可以发现若设这是第 n 个图形，那么第一个图形就是 n = 1 时有 1²个石子；第二个图
形就是 n = 2 时有 2²个石子；第三个图形就是 n = 3 时有 3²个石子...那么第 n 个图形就有 n²个石子。

4.2. 类比推理
类比推理是一种由特殊到特殊的推理，在中学中的运用就是：比如算数和代数之间的，根据分式与
分数都由分子和分母组成，运用类比推理，从而由分数的基本性质和四则运算则类比推出分式的基本性
质和四则运算；再者在平面几何和立体几何之间又有些性质，也是可以运用类比推理这种办法。但有一
点必须强调的就是运用类比推理的出来得结论不一定是正确的，也就是说类比推理它并不能够作为一种
严格的推理方法。在数学推理中如果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形我们或许还可以通过类比推理这种办法，这样
更便于学生理解。在比如说教师在教“球”这一概念时，一般会让学生复习一下“圆”的概念，接下来
在设问“如果我们把概念中的‘平面’换成‘空间’”会变成什么样的呢？在此基础上让学生进行思考、
观察，然后获得其规律，从而得到新的概念。即圆的概念：平面内与定点距离等于定长的点的集合是圆，
定点就是圆心，定长就是半径；在空间内与定点距离等于或小于定长的点的集合叫做球体，定点叫做球
心，定长叫做球的半径。类比推理就是根据学生已经接受的旧知识在通过类比进行再总结规律，这样也
有利于学生从新旧对象的对比中更好更快的接收新知识。
在初一学习不等式的性质时就是通过类比等式的性质从而类比出不等式的性质，表 1 是不等式的性
质的教案。

4.3. 演绎推理
演绎推理就是一般通过三段论来实现的，所谓的“三段论”即大前提、小前提以及结论[7]。在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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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Lesson plans for the nature of inequalities
表 1. 不等式的性质教案
课题

9.1.2.不等式的性质

教学目标

1、探索并掌握不等式的基本性质
2、会用不等式的基本性质进行化简
3、本节课通过类比等式的基本性质，探索不等式的基本性质，给学生充分的时间和空间，
让他们经历“尝试–猜想–验证”的探索过程

重点

掌握不等式的三条基本性质，尤其是不等式的基本性质 3

难点

掌握不等式的三条基本性质，尤其是不等式的基本性质 3

教学方法

分析法、合作法

教学过程

教师与学生活动内容

课型

新课

教具学具

课时

1

多媒体
设计意图

一、创设情境，问题：1、等式的基本性质是什么?
设置以下习题是为了
复习引入
学生回答问题，并在多媒体上展示等式的性质，由等式的性质引入不等式是否具有相同的 温故而知新，为学习
本节内容提供必要的
性质
知识准备
2、用“>”或“<”填空。
(1) 5 > 3 (2) −1 < 3
5 + 2 3 + 2 −1 + 2 3 + 2
5 − 2 3 − 2 −1 − 3 3 − 3
问题 1：观察思考问题，猜想出不等式的性质
二、师生互动，
观察时，引导学生注意不等号的方向，通过(1) (2)题学生容易得出不等式性质 1：
探索新知
不等式基本性质 1 不等式两边加(或减)同一个数(或式子)，不等号的方向不变。
(3) 6 > 2 (4) −2 < 3
6×5 2×5
−2 × 6 3 × 6
6 × (−5) 2 × (−5)
−2 × (−6) 3 × (−6)
观察时，引导学生注意不等号的方向，通过(3) (4)题学生容易得出不等式性质 2、3：
不等式基本性质 2 不等式两边乘(或除以)同一个正数，不等号的方向不变。
不等式基本性质 3 不等式两边乘(或除以)同一个负数，不等号的方向改变。
问题 2：不等式的性质和等式的性质的区别和联系
问题 3：不等式性质的应用及注意
注意：
① 在利用不等式的基本性质进行变形时，当不等式的两边都乘以(或除以)同一个字母，
字母代表什么数是问题的关键，这决定了是用不等式基本性质 2 还是基本性质 3，
也就是不等号是否要改变方向的问题；
② 运用不等式基本性质 3 时，要变两个号，一个性质符号，另一个是不等号
问题 4 补例：
(1) 若 a > b，则 2a
2b；
2a + 1
2b + 1；
(2) 若−1.25y < 10，则−y
8；
y
−8；
(3) 若 a < b，且 c > 0，
则
ac
bc；
ac + c
bc + c；
(4) 若 a > 0，b < 0，c < 0，
则 a−b
0。
(a − b)c
0。
归纳小结

1．本节主要学习了不等式的三条基本性质及应用性质解简单的不等式。
2．主要用到的思想方法是类比思想。

板书设计

9.1.2 不等式的性质
不等式基本性质 1 不等式两边加(或减)同一个数(或式子)，不等号的方向不变。
不等式基本性质 2 不等式两边乘(或除以)同一个正数，不等号的方向不变。
不等式基本性质 3 不等式两边乘(或除以)同一个负数，不等号的方向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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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理这个论证方法中，如果大前提和小前提都是真实的，那么结论一定是正确的，因此演绎推理跟归纳
推理是一样可以作为数学的严格的推理方法。比如说(1) 自然数是整数，3 是自然数，所以 3 是整数。在
(1)中的三段论的大前提和小前提是正确的，所以结论一定是正确的。(2) 整数是自然数，−3 是整数，所
以−3 是自然数。在(2)中大前提是错误的，小前提是正确的，但结论是错误的。由此可以说明，只有大前
提和小前提都正确，结论才一定正确。演绎推理在中学中的教学中主要有习题的解答，公式的推导以及
定理推理的证明，以上都要用三段论这个证明方法。在实际运用中，为了论述的更简单、更方便，因此
在真正的运用演绎推理方法中，常常会把大前提去掉。比如：如果一个图形是三角形，那么这个三角形
的内角和一定是 180 度，那如果去掉大前提就可以说成：一切三角形的内角和都是 180 度；再比如如果
一个四边形的对边互相平行，那么这个四边形就是平行四边形，如果去掉大前提，就可以说成：对边互
相平行的四边形就是平行四边形，等等。但是在教师的教学中，教师在刚开始时不应直接就给学生教把
大前提省略掉，而是应该写出完整的过程，这样有利于培养完整的严谨的推理习惯。比如数学中一个简
单的例子：
例题 3：命题：等腰三角形的两个底角相等
已知：如图，在 ∆ABC 中，AB = AC
求证：∠B = ∠C
证明：作∠A 的角平分线 AD，则∠BAD = ∠CAD，又因为 AB = AC，AD = AD，所以 ∆ABC ≡ ∆ACD
(SAS)，因此∠B = ∠C 。
例题 4：命题：两直线平行，内错角相等
已知：直线 a∥b，夹着两角∠1 和∠2
求证：∠1 = ∠2
证明：∵直线 a∥b，而∠1 和∠2 属于内错角
∴ ∠1 = ∠2 (两直线平行，内错角相等)
上面的推理可以看出，推理的每一个步骤都是根据一般的命题(如：全等三角形的对应角相等)推出特
殊的命题(如：∠B = ∠C)。再举出一个三段论推理：所有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互相平分的菱形就是平行
四边形，所以菱形的对角线互相平分。
就数学而言，演绎推理是证明数学结论、建立数学体系的重要思维过程，但数学结论、证明思路等
的发现主要靠合情推理。因此，这要求我们不仅要学会证明也要学会猜想。

5. 结论
综上所述，数学逻辑推理在数学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有利于我们从特殊的例子总结出一般的
例子的规律，从一般的例子总结出特殊的例子的规律，和从特殊的例子总结出特殊的例子的规律。数学
是一门十分严谨的学科，因此数学逻辑推理素养是学生数学核心素养的重要表现之一[1]。而众所周知的
是数学教学的任务就是向学生传授基础的数学知识与技能，充分满足学生的各种数学学习需要，同时培
养学生的数学抽象、逻辑推理、数学建模等核心素养，真正发展学生的终身学习能力。总之，利用数学
课堂引导学生进行观察、分析，转化成猜想、探究、尝试和创新等活动参与，对学生进行逻辑推理能力
的培养，这些对于教师，能提高教学效率，增加课堂教学的趣味性，优化教学条件，提升教学条件，提
升教学水平和业务水平，对于学生，它不但使学生学到知识，学会解决问题，而且还能使学生掌握在新
问题出现时该如何应对的思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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