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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命题推理有效性的欧拉图解法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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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凡性质命题推理有效式。就是在欧拉图解中证明为前提真结论必熊真的推理形式；凡性质命题

推理无效式，就是在欧拉图解中证明为前提真结论并非必然真的推理形式。运用欧拉图解法要掌握三个要

点：准确画图、准确识图和准确判定。判定三段论的有效性，要能根据假定前提为真时的大、小前提命题形式

的欧拉图，准确无误地画出S、P、M三者外延关系的欧拉图。判定性质命题变形推理的有效性，必须把S、P两

个主、谓项的欧拉图，改造成S、P、§、F四个主、谓项的欧拉图，并能准确识别四种性质命题形式欧拉图中S

与P、S与P、S与P、S与P这四种外延关系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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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欧拉图解法判定的标准与要点

性质命题推理主要有性质命题对当关系推理、性质命题变形推理和三段论。

凡是在欧拉图解中证明为前提真结论必然真的推理形式．就是性质命题推理的有效式；凡是在欧拉图

解中证明为前提真结论并非必然真的推理形式，就是性质命题推理的无效式。这就是欧拉图解法判定性质

命题推理有效性的逻辑标准。

根据这一逻辑标准，设计性质命题推理有效性欧拉图解判定的方法步骤是：首先假定该性质命题推理

的前提为真，画出前提命题形式的主、谓项的外延关系欧拉图；然后检验结论在前提为真的各个欧拉图下是

否为真；根据检验结果，运用上述判定的逻辑标准，对性质命题推理的有效性作出判定结论。

根据这样的方法步骤，运用欧拉图解法判定性质命题推理的有效性。必须掌握以下三个要点：

一是准确画图。能根据前提的性质命题形式的真假规律．准确画出性质命题为真时的各个欧拉图。特别

是判定三段论的有效性。由大前提为真的命题形式的欧拉图与小前提为真时命题形式的欧拉图，组合形成

S、P、M三者关系的欧拉图，要能一个不漏地准确画出。

二是准确识图。能根据结论的性质命题形式的真假规律．准确识别结论在前提为真的各个欧拉图下是

否为真。特别是性质命题变形推理的前提欧拉图中包含有S与P、S与P、S与P、S与P这四种外延关系，要

能清晰地识别。才能准确地判定结论在此前提的欧拉图下是否为真。

三是要准确判定。如果结论在前提为真的各个欧拉图下皆为真．那么就能判定该推理形式前提真结论

必然真，推理形式有效；如果结论在前提为真的各个欧拉图下并非都真，它包含两种情况，一种是结论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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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欧拉图下为真，在有的欧拉图下为假；另一种是结论在各个欧拉图下皆假，这两种情况只要有一种出现，

那么就能断定该推理形式前提真结论并非，必然真，推理形式无效。

先阐述性质命题对当关系推理与三段论的有效性的欧拉图解法判定，再重点阐明情况较为复杂的性质

命题变形推理的有效性的欧拉图解法判定。

二、性质命题对当关系推理有效性的欧拉图解法判定

以性质命题为前提或者结论。根据或违反同素材的A、E、I、O之间的矛盾关系、反对关系、下反对关系或

差等关系进行推演的直接推理。就是性质命题对当关系推理。

一个性质命题及其负命题，其主、谓项的外延关系在什么情况下该命题必然是真的，在什么情况下该命

题必然是假的，这就是真假规律。

以“T”表示真，“F”表示假，下面是它们的真假规律表：

～毒傻规律＼≮P篆关 ⑧ ⑦＼ ／ ⑧ ⑤⑨ ⑧⑨

＼S与 的

淤S、命题类型、＼ ＼

SAP T T F F F

SEP F F F F T

SIP T T T T F

SOP F F T T T

SAP F F T T’ T

SEP T T T t T F

SIP F F F 7 T

SOP T T F F F

根据上述真假规律表，性质命题及其负命题为真时，其命题形式可用欧拉图表示如下：

汕与面：⑧⑧
SEP与sip：⑧⑩

蛐与面：◎⑧⑧∞
厂叭SOP与嘶：蚓⑩⑤⑨

运用欧拉图解法判定性质命题对当关系推理有效性的方法步骤：

第一步，假定前提为真，画出前提命题形式的欧拉图；第二步，检验结论在前提为真的欧拉图下是否为

真；第三步，根据检验结果，判定推理形式是否有效。

差等关系推演规则是：全称真特称必真，全称假特称真假不定；特称真全称真假不定，特称假全称必假。

现在运用欧拉图解法判定下列这组差等关系推理的有效性：

1．SAP FsIP

解：若前提sAP真，则s与P的外延关系为：①⑧②逵乡，结论sIP在图①②下皆真，即前提真结论
必然真，故SAP Fsu'有效。

2．S‘。’。A‘。。。—P—FsIP

厂八
解：若前提真，则S与P的外延关系为：①～∥②⑤⑩③⑧⑨，结论SIP在图①②下真，图③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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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前提真结论并非必然真，故§丽卜SIP无效。
3．动函I_-SIP

厂n
tg：若前提§万真，则S与P的外延关系为：①～刮②⑤⑩③⑨⑨，结论面在图①②下假，图③

下真，即前提真结论并非必然真，故姗晦F无效。
4．SIP|_-SAP

解：若前提sIP真，则S与P的外延关系为：①⑩
真，③④下假，即前提真结论并非必然真。故SIP ksAP无

5．SIP晒
解：若前提sIP真，则s与P的外延关系为：①⑧

④⑤⑨，结论SAP在图①②下

假，图③④下真，即前提真结论并非必然真，故SIP卜无效。

6．S—IP}-甄p
解：若前提丽真，则s与P的外延关系为：①⑧◎，结论§万在图①下真，即前提前结论必然真，故

丽卜§礤有效。
以上欧拉图解判定结果与差等关系推演规则一致，或者说以上欧拉图解判定结果，形象直观地证明了

传统逻辑对当关系推理中差等关系推演规则的正确。

其他对当关系推理的有效式与无效式，请读者运用欧拉图解法自行判定。

三、三段论有效性的欧拉图解法判定

两个性质命题凭借一个共同项，得出另一个新的性质命题为结论的推理，就是性质命题推理中的三段论。

三段论有效性欧拉图解判定的方法步骤如下：

第一步，假定大、小前提为真，分别画出大、小前提命题形式主、谓项外延关系的欧拉图。

第二步，根据大、小前提为真时的欧拉图，将它们组合起来形成S、P、M三者关系的欧拉图。画图时，将大

前提的欧拉图逐个地与小前提的欧拉图进行组合。一般情况下。大前提的一个欧拉图与小前提的一个欧拉

图组合，只形成一个S、P、M三者关系的欧拉图。但是也存在着一一得二、一一得三、一一得四、一一得五这些

组合结果，即形成两个、三个、四个或者五个S,P、M三者关系的欧拉图。因此，组合时要细心揣摩，反复推敲，

准确地确定能形成多少个S,P、M三者关系的欧拉图，为三段论有效性的欧拉图解法判定，提供正确而坚实

的基础。

第三步。根据结论命题形式的真假规律和S、P、M三者关系欧拉图中S与P的外延关系，检验结论在S、

P、M三者关系的每个欧拉图下是否为真。

第四步，根据第三步的检验结果，判定三段论形式是否有效。如果结论在S、P、M三者关系的每个欧拉图

下都真，那么就证明该三段论前提真结论必然真，三段论形式有效；如果结论在每个S、P、M三者关系的欧拉

图下并非都真，那么就证明该三段论前提真结论并非必然真，三段论形式无效。

现在运用欧拉图解法判定下列三段论的有效性：

7．MAP^SAM}-SAP

解：若大、小前提为真，则MAP：①@

SAM：@
根据大、小前提为真时命题形式的欧拉图，S、P、M三者外延关系如下：①③组合为：(1)L圳，①④组合

币氓

@

囝p囝

固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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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2，⑤，∞组执㈤⑧，∞组能㈩⑧艄嘣，肭全同瓶卸邶卅冲
皆为真包含于关系，结论SAP在图(1)(2)(3)(4)下皆真，即前提真结论必然真，故MAPASAM[-'-SAP有效。

8．PAM ASAM ksAP

解：若大、小前提为真，则PAM：①(@②@sAM：③(⑨④《乡，s、P、M三者外延关系如下：①③
组钒(1)⑦，①④组钒(2)⑦，②③组钒(3)⑤'②④组觚(4)⑧(5)⑦(6)组合为：(1)＼∥，①④组合为：(2)L∥，②③组合为：(3)蚓，②④组合为：(4)划(5)刨(6)
⑦(7)③(8)③僦sAP在图(1)(2)(4)(5)下真’在(3)(6)(7)(8)下肼晡提真结论荆仁

9．PAM A SEM['-SAP

解：若大、小前提为真，则PAM：①⑩ SEM：③⑧⑩，S、P、M三者关系为：①③组合为：(1)

⑩⑤，②③组合为：(2)b乡⑤，S与P在(1)(2)中皆为全异关系，结论sAP在(1)(2)下皆假，即前提真
结论并非必然真．故PAM^SEM卜sAP无效。

10．MAPASAM bEP

解．若大，J、前提为真’则MAP．①⑩囝sAM．③⑧③④，S、P、M三者关飙(1)④
(2)⑤(3)⑥(4)⑧，结论sEP在图(1)(2)(3)(4)皆假，即前提真结论并非必然真，故MAP^
SAM FSEP无效。

运用欧拉图解法判定三段论的有效性，从作图到说明，皆应抓住三段论有效式与无效式的本质特点。何

向东主编的《逻辑学教程》第二版增加了判定三段论有效性的欧拉图解法。该书图解了MAP，SAM kSAP这

一有效式与PAM，SAM ksAP这一无效式，将欧拉图解法判定三段论有效性的标准总结为：

凡是三段论的有效式。都能通过A、E、I、O中的某种命题形式概括结论主、谓项的外延关系；凡是结论中

总结出主、谓项有五种外廷关系，更lJ说明该三段论不是有效式。所有三段论形式概莫能外。It]

从“概莫能外”看出，这里所指出的判定标准是适合所有三段论有效式与适合所有三段论无效式的普遍

标准。但是，这个文字说明，偏离了三段论有效式与无效式的本质特点。

分号前的那句话陈述了三段论有效式的判定标准。但是“凡是三段论有效式，都能通过A、E、I、0中的某

种命题形式概括结论主、谓项的外延关系”，并没有指出三段论有效式的本质特点。因为，不仅所有三段论有

效式，而且所有三段论无效式，只要它是三段论，其结论命题必然是A、E、I、0中的一种，所以皆“能通过A、

E、I、0中的某种命题形式概括结论主、谓项的外延关系”，这是所有三段论形式的共同特点，不是三段论有效

式的特殊的本质特点。从该书对从A一1有效式欧拉图解过程的叙述看，这不是作者要表达的原意。作者要
表达的原意是什么呢?请看对AAA-1这一有效式欧拉图解的叙述：

弧
对于第一格的AAA式(记为A从1)，即MAP，SAM卜sAP，心淌．s∥

可以图解如右：

先图解MA卜已知它是对M与P的全同关系、真包含于关系的概括，于是可图解为M与P，、M与P2；
再图解鲋蝴一已知它是对S与M的全同关系、真包含于关系的概括，于是可图解为Sl与M、s2与M。在三
段论中．M只是媒介，其作用是导出结论。找出S与P的关系即S，与P。具有全同关系，S1与P2、S2与P，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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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包含于关系，而这两种关系正是SAP所概括的，因此，SAP是必然导出的结论。这个三段论是有效的。【q
这一叙述虽然存在两个毛病：(1)三段论只有S、P、M三个项，而这～叙述出现了M、P、S、S。、s2、P。、P2七

个项；(2)未能清楚地指出将大前提MAP的欧拉图与小前提SAM的欧拉图如何组合成为M、S、P三者关系

的欧拉图。但是，从其“先图解解MAP”、“再图解SAM”、“找出S与P的关系”“这两种关系正是SAP所概括”

的叙述全程看．作者所要表达的原意是：不是“通过A、E、I、O中的某种命题形式概括结论主、谓项的外延关

系”，而是通过假定前提为真，由大前提命题形式的欧拉图与小前提命题形式的欧拉图组合成S、P、M三者关

系欧拉图中S与P的外延关系“概括结论主、谓项的外延关系”。对于AAA一1这一例子而言，这样陈述有效

式的判定标准是正确的。但是，它能推广到所有的三段论有效式吗?例如，MAP人SAM kSlP这一有效式，假

定MAPASAM为真所形成S、P、M三者外延关系欧拉图中S与P的外延关系是两种：S全同P、S真包含于

P，而结论SIP的主、谓项外延关系是四种：S全同P。S真包含于P，S真包含P，S交叉P。在这种情况下，上述

“陈述有效式的判定标准”还正确吗?能说前提欧拉图中S全同P、S真包含于P这两种关系正是结论SIP的

四种外延关系所概括的吗?大概不能吧。适用所有三段论有效式的判定标准，简要的能突出本质特点的表述

是：凡是三段论有效式，就是在欧拉图解中证明为前提真结论必然真的三段论形式。

分号后的这句话陈述了三段论无效式的判定标准。但是“结论中总结出主、谓项有五种外延关系”是不

可能存在的，因为任何三段论的结论，必是A、E、I、O中的一种，没有一种命题形式的结论主、谓项外延有五

处关系。所谓主、谓项外延有五种关系，应是指根据前提为真，由大、小前提命题形式的欧拉图组合成S、P、M

三者关系的各个欧拉图中S与P有五种外延关系，例如上述例8，PAM^SAM卜SAP的欧拉图解中，大前提

(试(弧中的㈣／与小前提中的删／组合成为(4)(5)(6)(7)(8)这五个S、P、M三者关系的欧拉图，s与P的、、—／、～—／

外延就有五种关系：S全同P、S真包含于P、S真包含P、S交叉P、S全异P。出现这种情况必然不能得结论，

因为若得任何一个结论，该结论不可能在这五种外延关系的欧拉图下皆为真，三段论必为无效式。但是，这

只是三段论无效式的一种情况．并非三段无效式的所有情况。上述例9，PAM人SEM ksAP的欧拉图解，在s、

P、M三者关系的欧拉图中S与P只有一种全异关系，SAP结论在上述欧拉图下假，三段论为无效式；上述例

10，在MAP^SAM kSEP的欧拉图解中s与P的外延只有全同、真包含于这两种关系，SEP结论在上述各个

欧拉图下假．三段论形式无效。适用所有三段论无效式的判定标准，简要的能突出本质特点的表述是：凡是

三段论无效式。就是在欧拉图解中证明为前提真结论并非必然真的三段论形式。

四、性质命题变形推理有效性的欧拉图解法判定

性质命题变形推理，就是调换主、谓项的位置，或者改变性质命题的联项，将肯定改为否定，或者将否定

改为肯定。得到另一个新的性质命题的直接推理。

在对当关系推理和三段论中，性质命题形式只出现S、P两个主、谓项，而在性质命题变形推理中，性质

命题形式出现了S,P、S一、P四个主、谓项。用表示两个主、谓项存在的欧拉图，无法图解判定出现了四个主、谓

项的性质命题变形推理的有效性。因此。要用欧拉图解法判定性质命题变形推理有效性，就必须对表示S、P

两个主、谓外延关系的欧拉图进行改造。以适应性质命题变形推理中出现了S、P、S、P这四个主、谓项所形成

的四组主、谓项外延关系的需要。

我们用一个长方形框表示全域，在这一全域内存在S、P、§、F四个主、谓项，并且其中的每一个都不是全

域。现在，将出现S、P、S、P四个主、谓项的SAP、SEP、SIP、SOP这四种命题形式的欧拉图，和每一个欧拉图中

所包含的S与P、S与P、S与P、S与P这四种外延关系，逐一作出说明。

S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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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该图包含的四种外延关系如下：

SAP[]qH，s与P的外延关系：⑨

SAP图乙，S与歹的外延关系。从遑】多角度看，凡S不是F并且凡F不是s，S与F为全异关系：(勖⑤；从
／—忒

⑧1夕角度看，凡S不是F并且凡F不是s，S与F为全异关系：⑧⑤。综合上述，S与F的外延关系为金异关
系：⑤@。 瓜

sAP图丙：可与P的外延关系。从(9角度看，凡手不是P，并且凡P不是§，两者全异：⑤⑨；从蚓角
度看，有的7可是P(SP之交)，并且有的P不是P,(PS之交)，并且有可不是P(SF之交)，可与P为交叉关系：

⑤⑨。综合上述，可与P的外延关系为：⑤⑨⑤虱。

SAP图丁，可与F的处錾关系。从@角度看，凡可都是p，并且凡F都是§，可与F为全同关系：迫骖

从《0角度看，有可不≤；(曲之交)，并且凡F都是§，因此手与F是真包含关系：《多。综合上述，手与p从⑧P)角度看，有可不是p(曲之交)，并且凡F都是§，因此手与F是真包含关系：延乡。综合上述，手与p

的外延关系为：⑧
z3

SEP：

该图包含的四种外延关系如下：

SEP图甲．S与P的外延关系：⑧⑩

仁氏SEP图乙，S与F的外延关系：凡S都是p，并且有F不是s，故S真包含于P：剖
／二乱SEP图丙：手与P的外延关系：凡P都是§，并且有手不是P，故可真包含P：刨

SEP图丁．可与F的外延关系：有的可是p(§F之交)，并且有亨不是P(SP之交)，并且有的P不是s(Ps

之交)。因此手与F为交叉关系：@@

嗍"与喇瞅系：@③⑧⑩
SIP图乙，S与F的外延关茅

从@砂角度看，凡S不是p，并且凡F不是s，两者全异：⑧⑨A
从蝤／角度看，凡S不是p，并凡F不是s，两者全异：⑧⑤

从④s，)角度看，有s是p(sF之交)，并且有s不是P(SP 5之交)，并且有歹不是s(§歹之交)，因此s与p

交叉：固@

 万方数据



．60． 黄山学院学报 2010年

从⑤⑨角度看，有s是p(sF之交)，并且有s不是P(sP之交)，并且有F不是s(p可之交)，因此S交叉

p：⑤⑤

综合上述，s与p-的外延关系：⑧⑦⑤@
SIP图丙：可与P的外延关系：

从@角度看，凡手不是P，并且凡P不是§，两者全异：④⑦A
从@1夕角度看，有可是P(SP之交)，并且有可不是P(§F之交)，并且有P不是写(PS之交)，因此手与P

交叉：⑤⑥

∥八
从@／J角度看，凡可不是P，并且凡P不是§，两者全异：⑤⑨
从⑤⑨角度看，有可是P(Be之交)，并且有可不是P(§F之交)，并且有P不是g(PS之交)，因此可与P

交叉：⑤⑨

综合上述，可与P的外延关系为：⑤⑨∞
SIP图丁：可与F的外延关系

从@角度看，凡可都是p，并且凡P-65是§，因此可与F全同：㈢
仁氐

，有亨不是p，并且凡F都是§，因此孽真包含p：@／
伟

，有F不是§，并且凡可都是p，因此歹真包含s：@‘夕
有可是乒(§F之交)，并且有可不是芦(如之交)，并且有F不是§(砖之交)，因此可交叉

综合上述，可与F的外延关系：(9

SOP：

⑧⑧ @@

该图包含的四种外延关系如下：

s。P图甲，s与P的外延关系：④⑤⑩ ⑤⑨

SOP图乙．S与F的外延关系

厂飞蚓角度看，有S是p(sF之交)，并有s不是p(sP之交)，并且有F不是s(§F之交)，因此s与歹交
叉：⑤⑥

从⑤@角度看，有S是P(sP-；之交)，并且有S不是P(sP之交)，并且有F不是s(§p)之交，因此S与歹交

叉：⑤@

从⑧⑨角度看，凡s是p，并且有F不是s，因此s真包含F于：《乡
／ 口、

综合上述，S与F的外延关系：⑤⑨睁1夕
SOP图丙．亨与P的外延关系

厂飞
从蟛角度看，凡手不是P并且凡P不是§，因此亨全异P：⑤⑨

看

看．．，h

度

度嚯

角

角据器一
从

从从@fl^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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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⑤⑨角度看，有可是P(SP之交)，并且有可不是P(§F之交)，并且有P不是g(PS之交)，因此可与P

交叉：⑤⑩

从⑤⑩角度看，凡P都是可并且有可不是P，因此手真包含P：⑧
综合上述，可与P的外延关系：⑤⑦∞
SOP图丁，S与P的外延关系

从㈤角度看，凡可都是p，并且有F不是§，因此手真包含于p：④
从⑤⑨角度看，有可是p(SF之交)，并且有F不是§(PS之交)，并且有手不是P(gP之交)，因此，可交叉

p：∞
从⑤⑨角度看，有可是P(gg之交)，并且有F不是写(sF之交)，并且有手不是p(P可之交)，因此g-交叉

p：∞ 伟
综合上述，手与F的外延关系：蝤／⑤⑨

由上可以看出．出现S,P、S一、一P这四个主、谓项的四种性质命题形式的欧拉图，皆包含有S与P、S与p、§

与P、可与F这四种外延关系的分图。根据这一基本特点。运用欧拉图解法判定性质命题变形推理的有效性，

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必须准确地识别这种四个主、谓存在的欧拉图中的四种不同的外延关系分图，才有可能进行正确

的欧拉图判定。

其次，在某次推理有效性的判定中，是四种分图都用上，还是只用某一种分图，答日：只用某一种分图。

如何确定运用哪一种分图?根据结论的主项与谓项来确定。例如，以SEP为前提的性质命题变形推理，如果

结论的主、谓项是可与P，那么就在SEP图丙的可与P的外延关系分图下看结论是否为真而予以判定，其他

SEP图甲、乙、丁皆不用过问。

现在对下面11至17这七个以SAP为前提的性质命题变形推理的有效性。运用S,P、S、P存在的SAP

欧拉图作出判定。

11．SAP['-SEP

解：结论的主、谓项为s、p。根据SAP图乙，S与F的外延关系为：⑤⑤，结论SEP在图下为真，即前提真

结论必真，故SAP ksEF有效。

12．SAP kPES

解：结论的主、谓项为乒、s。根据SAP图乙，F与s的外延关系为：⑧⑦，结论pEs在该图下为真，即前提
真结论必真．故SAP I-PES有效。

13．SAP卜卧§
△侩

解：结论的主、谓项为p、§。根据SAP图丁，手与F的外延关系为：①⑧②～圳，结论-A手在图①②
下皆真，即前提真结论必然真，故SAP卜PAs有效。

14．SAP FgoP

解：结论主、谓项为§、P。根据SAP图丙，可与P的外延关系为：①④①②⑤@，结论goP在图①②下皆
真，即前提真结论必真，故SAP FgoP有效。

15．SAP FPOg

解：结论的主、谓项为P、§。根据SAP图丙，P与可的外延关系为①⑤⑨②⑤⑨，结论POg-在图①②下
皆真，即前提真结论毖然真，故SAP FPog有效。

16．SAP}-弘p △传
解：结论的主、谓项为S一,P一。据SAP图丁，可与F的外延关系为：①⑨②剀，结论§AF在图①下真，

②下假，即前提真结论并非毖然真，故SAP I-SAP 9E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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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SAP卜PAS

解：结论的主、谓项为p、s。根据SAP图乙，F与s的外延关系为：⑧⑨，结论pAs在图下为假，即前提真
并非结论必然真，故SAP卜卧s无效。

上述11一15有效。l卜17无效，这种欧拉图解法判定结果，与运用换位换质规则判定结果是一致的。
再次，运用欧拉图解法判定性质命题变形推理的有效性，如果前提与结论只出现两个主、谓项，那么只

需要画出两个主、谓项存在的欧拉图；如果前提与结论出现了三个或三个以上的主、谓项，那么就需要画出

四个主、谓项存在的欧拉图。例如：

18．§Ap}-研§

前提与结论只有§、F两个主、谓项，前提只需画出两个主、谓存在的欧拉图。

一／，氐解：若前提§AF为真，则①⑧蚓，结论A手在图①②下皆真， gAP m手有效。
19．S—AP—I--PEg

它的前提与结论有§、p、P三个主、谓项，因此前提需要画出四个主、谓项存在的欧拉图。

解：若前提§AF为真。则： 结论的主、谓项为P、§。

龠 仁八
该图中P与手的外延关系，从吲角度看，凡可都不是P并且凡P不是§，两者全异：⑤⑨；从炒／／角度

看，凡可不是P并且凡P不是§，两者全异：⑧⑨。综合上述，P与手的关系为：⑤⑨，结论PEg-在该图下为真，

即前提真结论必然真，故SAP卜PE有效。

以SEP、SIP、SOP为前提的性质命题变形推理的有效性，请读者运用欧拉图解法自行判定。

根据推理规则对性质命题推理有效性进行判定。简明方便，但是难以看出有效式与无效式的本质特点。

运用欧拉图解法判定，较为繁琐，但是能形象直观地显示出有效式的前提真结论必然真和无效式的前提真

结论并非必然真的本质特点。欧拉图解法比规则判定更为根本，不少性质命题推理规则，可以运用欧拉图解

予以证明阐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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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se of Euler Diagram in Characteristic Proposition Reasoning Validity Decision

Wang BoShu

(School of Arts，Huangshan University，Huangshan245041，China)
Abstract：The characteristic proposition reasoning validity form can be understood a8 a kind of

reasoning form，which can be testified，in Euler diagram，舾definitely”true”verdict under a premise．The
characteristic proposition reasoning invalidity as a form can be testified as not”true“．With a nice drawing．

correct charting and right decision，the Euler diagram can be applied well．To determine the validity of a

syllogism，on the basis of the Euhr diagram when in the form of major or minor premise which is true，

we can correctly draw the Euler diagram which Can tell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11e respective notion of S．

P，and M．To determine the validity of a transformed reasoning．we should alter the Euler diagram about

subject§’and predicate，P’to the one about subject S’．subject S，and predicate个’and predicate，P’，
and distinguish the respective drawing which shows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pairs with different notion among
S&P，S&P，S&P．and S&P．

Key words：characteristic proposition reasoning validity；Euler diagram；Euler diagram about subject S’

and predicate-p-；Euler diagram about subject§，；subject"S'and predicate个7 and predicate个，；de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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