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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比推理——你像我，我才选你！（共 49 题）

【考点梳理模块：共 23 题】

一、概念间关系

（一）包容关系（种属关系和属种关系）

（2015 下·统考）（ ） 对于 蓝牙耳机 相当于 电话 对于 （ ）

A.手机 无线电话 B.喇叭 移动电话

C.耳机 手摇电话 D.听筒 电话话筒

【答案】C。解析：蓝牙耳机是耳机的一种，手摇电话是电话的一种。故本题选 C。

（二）全同关系

（2013·浙江·公务员）岳父∶丈人

A.舅舅∶外甥 B.姨妈∶婶婶

C.伯父∶侄子 D.祖母∶奶奶

【答案】D。解析：岳父和丈人是全同关系，D项祖母和奶奶是全同关系。故本题选 D。

（三）全异关系（主要指并列关系）

（2013 下·统考）平原∶丘陵

A.国画∶油画 B.逻辑∶思维

C.职称∶教授 D.革命∶战争

【答案】A。解析：平原和丘陵都属于地貌形态，为并列关系；A 项国画和油画都属于绘画形式，为

并列关系。故本题选 A。

（四）交叉关系

（2015·温州）白领∶研究生

A.老师∶学生 B.松花江∶清江

C.工人∶工厂 D.大学生∶志愿者

【答案】D。解析：白领和研究生是交叉关系，有些白领是研究生，有些研究生是白领；D项大学生

和志愿者也是交叉关系，有些大学生是志愿者，有些志愿者是大学生。A 项老师和学生是职业与其工作

对象的关系，B项松花江和清江是并列关系，C 项工人和工厂是人与其工作场所的关系。故本题选 D。

二、近反义关系

（一）反义关系

（2016 上·统考）索取∶施舍

A.推辞∶推诿 B.搜索∶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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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谈论∶比较 D.创新∶守旧

【答案】D。解析：“索取”和“施舍”是反义关系，D 项“创新”和“守旧”是反义关系。故本题

选 D。

（二）近义关系

（2014 下·统考）色厉内荏∶外强中干

A.虎背熊腰∶弱不禁风 B.高瞻远瞩∶志存高远

C.郑人买履∶按图索骥 D.阳春白雪∶雅俗共赏

【答案】C。解析：“色厉内荏”指外表强硬、内心虚弱，“外强中干”形容外表强壮、内里空虚，

两者是近义关系，且均为贬义词。C项“郑人买履”用来讽刺只信教条、不顾实际的人，“按图索骥”比

喻墨守成规办事，两者是近义关系，且均为贬义词。A、D项为反义关系，B项均为褒义词，排除。故本题

选 C。

三、语法关系

（一）主谓结构

（2015·鄞州）关系∶密切

A.压迫∶反抗 B.社会∶和谐

C.反感∶讨厌 D.冷酷∶热情

【答案】B。解析：“关系密切”和 B 项“社会和谐”均为主谓结构。故本题选 B。

（二）动宾结构

（2015·浙江·招警）智力∶开发

A.采摘∶果实 B.忠诚∶战士

C.火把∶点燃 D.成就∶伟大

【答案】C。解析：“开发智力”和 C 项“点燃火把”均为动宾结构。C 项“点燃火把”也为动宾结

构，但词语位置与题干相反，排除。故本题选 C。

（三）偏正结构

（2014 上·统考）积重难返 对于 （ ） 相当于 （ ） 对于 乐曲

A.疾病 余音绕梁 B.债务 婉转悠扬

C.路途 绘声绘色 D.恶习 荡气回肠

【答案】D。解析：“积重难返的恶习”和“荡气回肠的乐曲”均为偏正结构。故本题选 D。

四、条件关系

（一）因果关系

（2014 下·统考）内疚∶错误

A.绿色∶健康 B.死亡∶危险

C.惊吓∶恐惧 D.快乐∶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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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D。解析：因错误而内疚，D项因成功而快乐。故本题选 D。

（二）必要（充分）条件关系

1.必要条件关系

（2016 上·统考）生产∶供给

A.刮风∶下雨 B.立法∶执法

C.骄傲∶落后 D.创新∶创业

【答案】B。解析：生产是供给的必要条件，B项立法是执法的必要条件。故本题选 B。

2.充分条件关系

（2014·吉林·公务员）酒驾∶吊销驾驶证

A.犯罪∶法律制裁 B.退休∶领取养老金

C.祈祷∶通过考试 D.护照∶出国旅游

【答案】A。解析：酒驾必然要吊销驾驶证，A 项犯罪必然要受到法律制裁，前者是后者的充分条件。

B项退休是领取养老金的前提即必要条件；C项祈祷不是通过考试的充分条件；D 项护照是出国旅游的必

要条件。故本题选 A。

3.充要条件关系

（2015·国家·公务员）经济赤字∶收入∶开支

A.债务纠纷∶还钱∶借线 B.优胜劣汰∶适应∶淘汰

C.销售利润∶进价∶售价 D.背信弃义∶诺言∶谎言

【答案】C。解析：开支大于收入是产生经济赤字的充分必要条件，C 项售价大于进价是获得销售利

润的充分必要条件。故本题选 C。

（三）顺承关系

（2015·湖北·选调生）开机∶拨号∶通话

A.举枪∶瞄准∶射击 B.吃饭∶穿衣∶睡觉

C.刮风∶下雨∶打雷 D.跑步∶打球∶游泳

【答案】A。解析：开机、拨号、通话是打电话依次进行的动作，A项举枪、瞄准、射击是射击依次

进行的动作，均为顺承关系。故本题选 A。

五、描述关系

（一）象征关系

（2015 上·统考）红领巾∶少先队员

A.五环旗∶奥运会 B.斑马线∶红绿灯

C.奢侈品∶高消费 D.互联网∶计算机

【答案】A。解析：红领巾象征少先队员，A 项五环旗象征奥运会。故本题选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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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功能关系

1.与人相关的功能关系（工作、职责等）

（2015·玉环）军人∶保卫

A.培训∶教师 B.秘书∶助理

C.司机∶驾驶 D.医生∶护士

【答案】C。解析：军人的职责是保卫（国家），C项司机的职责是驾驶（车辆）。故本题选 C。

2.与事物相关的功能关系

（2016 上·统考）钥匙∶大门

A.鼠标∶键盘 B.冰刀∶跑道

C.粉笔∶黑板 D.战场∶将军

【答案】C。解析：钥匙在大门上发挥开锁功能，C 项粉笔在黑板上发挥书写功能，且两者的功能均

通过人的手部动作实现。故本题选 C。

（三）材料或组成关系

1.材料关系

（2015·鄞州）方便面∶小麦

A.电风扇∶凉快 B.日光灯∶墙壁

C.千张结∶黄豆 D.矿泉水∶营养

【答案】C。解析：方便面的主要原材料是小麦，千张结（一种豆制食品）的主要原材料是黄豆。

故本题选 C。

2.组成关系

（2013 下·统考）轮船∶甲板

A.手机∶微信 B.相框∶相片

C.飞机∶飞行员 D.风扇∶电脑

【答案】D。解析：甲板是轮船的必要组成部分，风扇是电脑的必要组成部分。故本题选 D。

（四）工具关系

（2015·浙江·招警）剪刀∶布匹

A.玻璃∶门窗 B.锯子∶木头

C.消息∶微博 D.汽车∶运输

【答案】B。解析：用剪刀剪布匹，B项用锯子锯木头，均为工具关系。故本题选 B。

（五）场所关系

（2014·台州）骆驼∶沙漠

A.旗帜∶精神 B.大桥∶急流

C.飞机∶航班 D.卫星∶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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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D。解析：沙漠是骆驼的主要活动空间，D项太空是卫星的主要活动空间。故本题选 D。

六、常识对应关系

（一）自然科学常识

（2015 下·统考）工作量∶工作效率∶工作时间

A.速度∶路程∶时间 B.质量∶密度∶体积

C.利润∶总收入∶成本 D.工人创造的价值∶工人工资∶剩余价值

【答案】B。解析：工作量等于工作效率和工作时间的乘积，B 项质量等于密度和体积的乘积。故本

题选 B。

（二）人文历史常识

（2015·缙云）茱萸∶老人

A.龙舟∶寒食 B.灯谜∶上元

C.巧果∶中元 D.腊八粥∶小年

【答案】B。解析：重阳节又称老人节，插茱萸是重阳节的习俗；B项，元宵节又称上元节，猜灯谜

是元宵节的习俗。A项划龙舟是端午节的习俗，寒食节的习俗有禁烟火、吃冷食等；C项巧果是七夕的应

节食品，中元节的习俗有放河灯、焚纸锭等；D项吃腊八粥是腊八节的习俗，小年的习俗有贴春联、扫尘、

祭灶等，均排除。故本题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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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夺分模块：共 26 题】

一、遣词造句法

对题干给出的词语进行造句，然后将所造语句结构套用于各选项中，比对选项，选择最相符的一项。

当有多个选项适用题干所造语句结构时，比较各项词语在所造语句中的位置是否与题干逻辑相同，或观

察语句是否需要添加其他相关成分辅助说明。

【例 1】材料∶加工∶产品

A.伤口∶包扎∶痊愈 B.牙齿∶洗刷∶洁白

C.食物∶烹调∶温馨 D.铁矿∶冶炼∶钢材

【解析】D。解析：题干的逻辑关系为“材料经过加工，最终成为产品”。A项伤口不能成为“痊愈”，

排除；B 项牙齿不能成为“洁白”，排除；C 项食物不能成为“温馨”，排除；D项铁矿经过冶炼，最终

成为钢材，与题干相符。故本题选 D。

【例 2】物资∶匮乏∶补给

A.知识∶渊博∶传授 B.政府∶廉洁∶监督

C.本金∶利率∶利息 D.走私∶猖獗∶打击

【解析】D。解析：题干的逻辑关系为“物资匮乏的情况下，需要补给物资”。A 项“知识渊博的情

况下，需要传授知识”，明显不恰当，排除；B 项“政府廉洁的情况下，需要监督政府”，同样不恰当，

排除；C项明显不符合，排除；D 项，走私猖獗的情况下，需要打击走私，与题干相符。故本题选 D。

【例 3】海水∶盐分∶细胞脱水

A.树木砍伐∶沙尘暴∶植树造林 B.碳酸饮料∶二氧化碳∶骨质疏松

C.汽车运输∶二氧化碳∶气温升高 D.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皮肤癌

【答案】B。解析：题干的逻辑关系为“海水中含有盐分，盐分过高会导致细胞脱水”。A、C、D

三项均不符合，排除。B 项碳酸饮料中含有二氧化碳，二氧化碳过量会导致骨质疏松，与题干相符。故

本题选 B。

【例 4】黑眼圈∶睡眠

A.存钱罐∶硬币 B.冷∶感冒

C.停机∶余额 D.运动∶减肥

【答案】C。解析：题干的逻辑关系为“睡眠不足导致黑眼圈”。A、B、D 三项均不符合，排除。C

项余额不足导致停机，与题干相符。故本题选 C。

【例 5】教师∶教师法∶尊师重教

A.企业∶劳动法∶招聘童工 B.会计∶会计法∶虚报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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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司机∶交通法∶肇事逃逸 D.夫妻∶婚姻法∶婚姻自主

【答案】D。解析：题干的逻辑关系为“教师法是为教师制定的，‘尊师重教’是教师法中的一条

规定”。A、B、C 三项的第三个词显然不是法律中的一条规定，均排除；D 项婚姻法是为夫妻制定的，

“婚姻自主”是婚姻法中的一条规定，与题干相符。故本题选 D。

【例 6】水稻∶农田∶农民

A.学生∶老师∶校园 B.羊群∶牧民∶草原

C.货物∶网络∶电商 D.捕鱼∶海面∶渔民

【答案】C。解析：题干的逻辑关系为“农民在农田里种植水稻”，“种植”为句子中添加的成分。

A、B 项词语位置与题干不符，均排除；C项电商在网络上销售货物，“销售”为句子中添加的成分，与

题干相符；D项渔民在海面上捕鱼，不需添加成分，排除。故本题选 C。

【例7】丝线∶编织∶花边

A.毛笔∶描画∶美景 B.竹木∶铺设∶浮桥

C.专家∶总结∶理论 D.电影∶编辑∶文字

【答案】B。解析：题干的逻辑关系为“丝线经过编织成为花边”，或者“丝线被编织成花边”。

A 项毛笔不能“被描画”，也不能“成为美景”，排除；B 项竹木经过铺设成为浮桥，或者竹木被铺设

成浮桥，与题干相符；C 项专家不能“被总结”，也不能“成为理论”，排除；D 项电影不能“成为文

字”，排除。故本题选 B。

【例 8】微信交流∶上网

A.锻炼身体∶跳舞 B.增长知识∶学习

C.法庭审判∶实验 D.旅游度假∶自驾

【答案】B。解析：题干的逻辑关系为“要进行微信交流必须上网”。A 项锻炼身体不一定要跳舞，

排除；B 项要增长知识必须学习，与题干相符；C 项显然不符合，排除；D 项旅游度假不一定要自驾，排

除。故本题选 B。

二、词性分析法

分析选项中词语的词性与题干词语的词性是否一致，据此排除选项，并选出与题干最相符的选项。

【例 1】教∶学∶教学

A.买∶卖∶买卖 B.好∶坏∶好坏

C.正∶大∶正大 D.阴∶暗∶阴暗

【答案】A。解析：题干“教”和“学”为动词，“教学”既可以作动词，也可以作名词。A 项“买”

和“卖”为动词，“买卖”既可以作动词，也可以作名词，与题干相符；B 项“好”和“坏”为形容词，

排除；C项“正”和“大”为形容词，排除；D 项“阴”和“暗”为形容词，排除。故本题选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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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琴棋书画∶经史子集

A.兵强马壮∶闭关自守 B.悲欢离合∶漂泊流浪

C.衣帽鞋袜∶冰清玉洁 D.鸟兽虫鱼∶江河湖海

【答案】D。解析：题干“琴棋书画”和“经史子集”均由名词构成。选项中只有 D 项均由名词构

成。验证逻辑关系，题干两词和 D 项两词均由具有并列关系的四个字构成。故本题选 D。

【例 3】键盘∶打字

A.鼠标∶硬盘 B.球鞋∶足球

C.钥匙∶开门 D.微博∶微信

【答案】C。解析：题干“键盘”为名词，“打字”为动词。A、B、D三项均为名词，排除；D项“钥

匙”为名词，“开门”为动词，与题干相符。验证逻辑关系，题干键盘用来打字；C项钥匙用来开门，与

题干逻辑关系一致。故本题选 C。

【例 4】海关∶检查∶关税

A.光缆∶通讯∶网速 B.过滤∶净化∶饮用

C.树林∶氧气∶健康 D.沙漠∶骆驼∶运输

【答案】A。解析：题干“海关”为名词，“检查”为动词，“关税”为名词。A项“光缆”为名词，

“通讯”既可作动词，也可作名词，“网速”为名词，与题干相符；B 项均为动词，排除；C 项“氧气”

为名词，“健康”为形容词，排除；D项“骆驼”为名词，“运输”为动词，排除。验证逻辑关系，题

干海关的作用是检查，与关税直接相关；A项光缆的作用是通讯，与网速直接相关，与题干逻辑关系一

致。故本题选 A。

【例 5】牙刷∶刷牙

A.情痴∶痴情 B.风扇∶扇风

C.奶牛∶牛奶 D.放开∶开放

【答案】B。解析：题干“牙刷”为名词，“刷牙”为动词。A 项“痴情”和 C 项“牛奶”不是动词，

排除；B 项“风扇”为名词，“扇风”为动词，与题干相符；D 项“放开”不是名词，排除。验证逻辑

关系，题干牙刷用于刷牙；B项风扇用于扇风，与题干逻辑关系一致。故本题选 B。

三、感情色彩辨析法

辨析词语是褒义、贬义还是中性，是积极还是消极，并通过对比选出与题干最相符的选项。

【例 1】后果∶结果∶成果

A.信心∶信念∶信仰 B.妄想∶遐想∶理想

C.反动∶反对∶反思 D.思维∶思想∶思绪

【答案】B。解析：题干“后果”指最后的结果（多用在坏的方面），为贬义词；“结果”为中性

词；“成果”常用于指工作或事业方面的成就，为褒义词。A 项均为褒义词，排除。B 项“妄想”指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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谬的想法，为贬义词；“遐想”为中性词；“理想”指对未来事物的想象或希望（多指有根据的、合理

的），为褒义词，与题干相符。C 项“反动”为贬义词，“反对”和“反思”为中性词，排除。D 项均

为中性词，排除。故本题选 B。

【例 2】把戏∶伎俩∶手段

A.边疆∶边境∶边界 B.爱护∶爱戴∶爱惜

C.牟取∶骗取∶谋取 D.嘲笑∶讥笑∶笑容

【答案】C。解析：题干“把戏”和“伎俩”为贬义词，“手段”为中性词。A 项均为中性词，B项

均为褒义词，先排除。比较 C、D项，题干三词词性相同，C项三词词性也相同；D项“嘲笑”“讥笑”

为动词，“笑容”为名词，排除。验证逻辑关系，题干三词为近义关系，C项也为近义关系。故本题选 C。

【例 3】脚踏实地∶好高骛远

A.雷厉风行∶和风细雨 B.心胸狭隘∶不可一世

C.吹毛求疵∶求全责备 D.真抓实干∶敷衍了事

【答案】D。解析：题干“脚踏实地”为褒义词；“好高骛远”比喻不切实际地追求过高的目标，

为贬义词。A 项“雷厉风行”比喻执行政策法令严厉迅速，也形容办事声势猛烈，行动迅速，为褒义词；

“和风细雨”比喻方式和缓，不粗暴，为褒义词，排除。B项“心胸狭隘”为贬义词；“不可一世”形

容目空一切、狂妄自大到了极点，为贬义词，排除。C项“吹毛求疵”比喻故意挑剔别人的缺点，寻找

差错，为贬义词；“求全责备”指对人对事物要求十全十美，毫无缺点，为贬义词，排除。D项“真抓

实干”为褒义词，“敷衍了事”为贬义词，与题干相符。验证逻辑关系，题干两词为反义关系，D项两

词也为反义关系。故本题选 D。

【例4】雪中送炭∶火上浇油

A.家喻户晓∶默默无闻 B.凤毛麟角∶多如牛毛

C.胸有成竹∶不知所措 D.锦上添花∶落井下石

【答案】D。解析：题干“雪中送炭”指在下雪天给人送炭取暖，比喻在别人急需时给以物质上或

精神上的帮助，为褒义词；“火上浇油”比喻使人更加愤怒或使情况更加严重，为贬义词。A 项“家喻

户晓”指家家户户都知道，形容人所共知，为褒义词；“默默无闻”形容没有什么名声，一般为中性，

有时含褒义，指做了好事不声张，不图名利，排除。B 项“凤毛麟角”比喻珍贵而稀少的人或物，为褒

义词；“多如牛毛”形容极多，为中性词，排除。C 项“胸有成竹”比喻在做事之前已经拿定主意，为

褒义词；“不知所措”形容处境为难或心神慌乱，为中性词，排除。D 项“锦上添花”比喻好上加好，

美上添美，为褒义词；“落井下石”比喻乘人有危难时加以陷害，为贬义词，与题干相符。验证逻辑关

系，题干两词为反义关系，D项两词也为反义关系。故本题选 D。

【例5】守时∶整洁∶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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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密度∶密集∶程度 B.贿赂∶偷盗∶违法

C.速记∶速写∶速度 D.谦虚∶诚信∶品德

【答案】D。解析：题干“守时”和“整洁”均为褒义词，“习惯”为中性词。A、C 项均为中性词，

排除；B项均为贬义词，排除；D 项“谦虚”和“诚信”均为褒义词，“品德”为中性词，与题干相符。

验证逻辑关系，题干守时和整洁都是好习惯；D 项谦虚和诚信都是好品德，与题干逻辑关系一致。故本

题选 D。

四、代入验证法

代入验证法适用于对当填空型类比推理，指将四个选项依次代入题干中，直接验证前后关系是否一

致，从而得到答案。

【例1】（ ） 对于 织物 相当于 彩陶 对于 （ ）

A.刺绣 陶器 B.染料 彩绘

C.丝绸 岩画 D.织机 图案

【答案】A。解析：依次代入选项。A 项，刺绣属于织物，彩陶属于陶器，前后逻辑关系一致。B项，

织物上有染料，彩陶上有彩绘，但前后位置相反，排除。C 项，丝绸属于织物，彩陶和岩画是并列关系，

前后逻辑关系不一致，排除。D 项，织机是生产织物的机器，彩陶上有图案，前后逻辑关系不一致，排

除。故本题选 A。

【例 2】衣领 对于 （ ） 相当于 车座 对于 （ ）

A.衣服 汽车 B.手工 驾驶

C.服装 座位 D.袖口 车辆

【答案】A。解析：依次代入选项。A 项，衣领是衣服的组成部分，车座是汽车的组成部分，前后逻

辑关系一致。B项，衣领可能是手工制作的，车座和驾驶体验有关，前后逻辑关系不一致，排除。C 项，

衣领是服装的组成部分，车座属于座位，前后逻辑关系不一致，排除。D 项，衣领和袖口是并列关系，

车座是车辆的组成部分，前后逻辑关系不一致，排除。故本题选 A。

【例3】剪子 对于 （ ） 相当于 （ ） 对于 秒表

A.指甲 赛跑 B.厨刀 卷尺

C.剪纸 计时 D.理发师 裁判

【答案】B。解析：依次代入选项。A项，用剪子剪指甲，赛跑用秒表计时，前后逻辑关系不一致，

排除。B项，剪子和厨刀属于工具，均具有将物体分成若干部分的功能，为并列关系；卷尺和秒表属于工

具，均具有计量功能，为并列关系，前后逻辑关系一致。C项，剪子用来剪纸，秒表用来计时，但前后位

置相反，排除。D项剪子是理发师的工具，秒表是裁判的工具，但前后位置相反，排除。故本题选 B。

【例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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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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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处心积虑 百折不回 D.千辛万苦 九死一生

【答案】A。解析：依次代入选项。A 项“栉风沐雨”形容人经常在外面不顾风雨地辛苦奔波，即对

人来说是一种历练；“千锤百炼”比喻经历多次艰苦斗争的锻炼和考验，即对人来说是一种磨砺，前后

逻辑关系一致。B 项“波澜不惊”比喻局面平静，形势平稳；C 项“处心积虑”形容一个人蓄谋很久，

思考时间长，均与“历练”无明显关系。D项“九死一生”形容经历很大危险而幸存，不能形容“磨砺”。

故本题选 A。

【例 5】天平 对于 （ ） 相当于 （ ） 对于 爱情

A.杆秤 感情 B.男女 法律

C.公正 玫瑰 D.平等 幸福

【答案】C。解析：依次代入选项。A 项，天平和杆秤均为称量工具，是并列关系，感情和爱情不是

并列关系，前后逻辑关系不一致，排除。B项，天平和男女无明显关系，法律和爱情也无明显关系，排

除。C 项，天平象征公正，玫瑰象征爱情，前后逻辑关系一致。D 项，天平象征平等，“幸福”可以修

饰爱情，前后逻辑关系不一致，排除。故本题选 C。

【例 6】三月 对于 （ ） 相当于 月亮 对于 （ ）

A.月初 希望 B.四月 月色

C.月份 卫星 D.春季 月球

【答案】C。解析：依次代入选项。A项，月初是三月的一部分，月亮和希望无明显关系，排除。B

项，三月和四月是并列关系，月亮和月色（指月光，也指月亮）不是并列关系，前后逻辑关系不一致，

排除。C项，三月是一个月份，月亮是一颗卫星，前后逻辑关系一致。D 项，三月是春季的一个月份，

月亮和月球是全同关系，前后逻辑关系不一致，排除。故本题选 C。

【例 7】驾驶 对于 （ ） 相当于 讲课 对于 （ ）

A.司机 教师 B.网络 教室

C.汽车 学生 D.麦克风 导航仪

【答案】A。解析：依次代入选项。A 项，驾驶是司机的工作内容，讲课是教师的工作内容，前后逻

辑关系一致。B 项，驾驶和网络无明显关系，教室是（教师）讲课的场所，前后逻辑关系不一致，排除。

C 项，“驾驶汽车”为动宾结构，（教师）讲课的对象是学生，前后逻辑关系不一致，排除。D 项，驾

驶和麦克风无明显关系，讲课和导航仪无明显关系，排除。故本题选 A。

【例 8】时间 对于 （ ） 相当于 （ ） 对于 密度

A.数量 质量 B.流水 磐石

C.速度 体积 D.日晷 天平

【答案】C。解析：依次代入选项。A项，时间和数量无明显关系，质量和密度在体积一定时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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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B项，时间可比喻成“流水”，磐石和密度无明显关系，排除。D项，时间和速度都是物理中的变

量，且在路程一定时成反比；体积和密度都是物理中的变量，且在质量一定时成反比，前后逻辑关系一致。

D项，日晷是计量时间的仪器，天平不是计量密度的仪器，前后逻辑关系不一致，排除。故本题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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