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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著 

2015 年上半年，基地专兼职研究人员公开发表学术论著 27 篇，其中论文 22
篇，出版专著 1 部，译著 3 部，论文集 1 部，SCI 收录 2 篇, SSCI、A&HCI 收
录 1 篇，CSSCI 收录 7 篇。具体如下： 

 

1、袁永锋，鞠实儿，文学锋， Evaluative multiple revision based on core beliefs，

Journal of Logic and Computation Advance Access published September 4, 2014

（SCI）（基地署名） 

We introduce a new belief revision operator called evaluative multiple revision. 

Belief states in the revision are belief bases with core beliefs. New information that 

triggers the revision is evaluated beliefs, some of which are evaluated by the core 

beliefs as plausible and the others implausible. We characterize this operator by 

axiomatic postulates in the AGM (named after the three authors, i. e. C.E. Alchourrón, 

P. Gärdenfors, and D. Makinson, in literature of belief revision) style. Two functional 

constructions are given for the operator based on evaluative kernel sets and evaluative 

remainder sets, respectively, with representation theorems proved. We also compare 

some related works with ours and show the generality of the operator. 

 

2、曹发生，信息系统更新的自动机，《逻辑学研究》，第 8 卷，第 1 期，春季   

号，2015 年 3 月（基地署名） 

通过引入信息等价和信息范式这两个主要概念，给出了信息系统更新的自动

机。用自动机理论给出信息系统更新的模型的刻画，证明了星动作算子在信息系

统的动态更新的逻辑系统的引入的不必要性，并且得到了自动机的语言和信息更

新的联系。最后利用自动机理论研究了信息系统及其更新逻辑系统的模型检测的

时间复杂性。 

 



3、任远，指示词与直接指称理论，《学术研究》，2015 年第 5 期（CSSCI）（基

地署名） 

卡普兰和佩里建立的直接指称理论对弗雷格以来的语义学框架提出了深刻

的批评。我们对基于指示词研究的直接指称理论的模态论证进行了重述和分析，

说明它比克里普克的模态论证更强；直接指称词项与严格指示子之间的区别也进

一步得到了讨论。我们澄清了直接指称理论的激进和温和版本的差异，并强调不

同版本间的共同核心论题在于对单称命题的确认，在此基础上指出直接指称理论

和指称的因果理论之间的相互独立性。 

 

4、梁庆寅，李一希，判断聚合的可接受性问题研究，《中山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2015 年第 2 期（CSSCI）（基地署名） 

重点讨论群体决策的理性可接受性问题。在以讨论“可行能力”为核心的理

性选择理论范畴下，提出了一种群体理性可接受性的概念，它既避免了将群体作

为个体抽象物进行重建的弊端，又对经典的群体判断聚合困境提供了比较合理的

解决途径；但同时发现，这样的群体理性条件导致一些违反人们群体决策常识的

问题出现，比如，它为少数决定制的群体决策规则做出了合理性辩护。进一步刻

画群体决策规则合理性和群体决策结果合理性之间的不一致性，对于判断聚合理

论、协商民主理论，以及如何在多元社会现实背景下实现共识具有积极的理论意

义和现实意义。 

 

5、翁永坤，朱菁，解释、预测与科学理论的接受，《自然辩证法研究》，2015

年第 5 期（CSSCI）（基地署名） 

人们普遍认为能够成功预测某个现象的科学理论比仅能解释该现象的理论

更有可能为真（或更应该被接受），这种观点被称为预测主义。但有论者指出预

测主义会导致严重的悖论：对科学理论的评价和接受必须了解科学家提出该理论

的动机，而这必须有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介入才能做到，但这似乎并不符合科学

界的实际情况。通过剖析预测主义悖论产生的根源，为预测主义背后的直觉提供

认知解读，由此可以提出消解所谓预测主义悖论的新思路。 

 



6、熊明辉，卢俐利，法律修辞的论证视角，《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15.3（CSSCI）（基地署名） 

如今人们对“修辞”往往有一种误解，认为修辞只不过是实际生活中的文字

修饰，甚至是一种“为了说服而说服”的“毒药般”方法或手段。究其原因：一

是对修辞研究领域的认识不清导致的概念混淆和曲解；二是在研究和分析修辞时

放弃了以论证为基础的传统。现实情况是法律修辞无法避开这种贬义性评价之厄

运。事实上，如果回归到古希腊罗马时代，不难发现法律修辞并非追求那种完全

置法律论证不顾、一味追求“为了说服而说服”的“华而不实”、“浮夸连篇”、

“玩弄词藻”的说服技艺，而恰恰是建立在法律论证基础之上的修辞。 

 

7、曾昭式，庄子的“寓言”、“重言”、“卮言”论式研究，《哲学动态》，

2015 年第 2 期（CSSCI）（基地署名） 

逻辑学是研究论证结构与规则之学，论证结构由主张与理由组成，“对理由

的确认”及“如何从理由到主张”为论证结构的规则，这是本文关于广义逻辑的观

念。由此出发，庄子提出的“寓言”、 “重言”、“卮言”三种论证类型亦属于

此学科的内容，其中“寓言”论式与譬喻论证、“重言”论式与引用论证、“卮言”论

式与事实论证有相通之处。此三种论证凸显出先秦逻辑的“正名”与“用名”功能，

而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三段论所讨论的词项理论。《庄子》中的多篇内容都应用这

些论式来论证其思想。 

 

8、周兀，熊明辉，如何进行法律论证逻辑建模，《哲学动态》，2015 年第 4

期（CSSCI）（基地署名） 

人工智能与法律是 20 世纪 70 年代兴起的一门交叉学科，主要涉及人工智

能和法律逻辑等领域，其研究对象是法律论证的人工智能建模。本文从法律论证

建模的角度出发，探讨人工智能与法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对各种已有法律论证建

模及相关理论进行分析，并指出面对传统演绎推理模式所带来的问题，应适当修

络现有模型框架，以期更好展现法律论证的可废止性、开放性，并刻画审判方角

色所起的作用 。 

 



9、耶日·施特尔马赫，巴尔托什·布罗泽克著，陈伟功译，《法律推理方法》

（法律逻辑经典译丛，熊明辉，丁利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 年，

北京，图字 01-2014-6244 号（译著，基地署名） 

《西方法律逻辑经典译丛：法律推理方法》在波兰于 2004 年和 2006 年出版

过两次，于 2006 年由施普林格（Springer）出版了英文版。《西方法律逻辑经

典译丛：法律推理方法》要处理的是法律推理领域中的方法论问题，目的是提出

总体的解决方案。其旨趣还在于，不仅要超越一种任意选择的法律范式，而且要

超越法律科学的界限。在这《西方法律逻辑经典译丛：法律推理方法》中，作者

讨论了最根本的四种法律方法：逻辑、分析、论证和诠释，并表明了这些方法的

精确性（科学性）、实用性。这些方法不仅在法律理论和实践中得到广泛运用，

而且在其他领域、尤其是在哲学和逻辑领域也得到了发展。《西方法律逻辑经典

译丛：法律推理方法》阐述了不同于广泛存在干欧洲和英美学界的一种哲学方向

的法律方法观念，为研究法律方法、甚至于当代社会科学中运用的方法提供了很

好的切入点。因此，《西方法律逻辑经典译丛：法律推理方法》不仅可以成为法

律人获取“利器”的重要路径，成为法学专业学生的教科书，而且也与哲学、政

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甚至经济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密切相关。 

 

10、亚历山大·佩策尼克著，陈曦译，《论法律与理性》（法律逻辑经典译丛，

熊明辉、丁利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 年，北京，图字 01-2014-6243

号（译著，基地署名） 

亚历山大·佩策尼克编写的《论法律与理性》是关于法律融贯论的一个概要，

其基本思想是合理支持 以及理由权衡。该理论事关法律本质，强调理性在

法 律中的作用，拒绝将理性的作用局限于演绎逻辑之适 用。在充分理解分析

哲学成果(包括专业性成果)的基 础上，本书以分析哲学的语言提供了一种法律

理性主 义理论。这种精确分析一般与法实证主义理论相关且 具有与狭义自然

法相左的哲学立场，但在决定何为法 律这个问题上，这种精确分析却又与其同

样强调理性 的作用。此外，该书预示并影响了发生于 20 世纪 90 年 代的法律

逻辑发展，即非单调(可废止)逻辑在分析法 律推理中的发展。 

 



11、亨利·怕肯著，熊明辉译，《建模法律论证的逻辑工具——法律可废止推

理研究》（法律逻辑经典译丛，熊明辉，丁利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5 年，北京，图字 01-2014-6246 号（译著，基地署名） 

本书是作者 1993 年有著名博士学位论文之完全扩充修改版。为了人工智能

的法律应用提供哲学基础，它研究了法律推理的逻辑方面。它尊重法律推理常常

发生在争论背景之下，注意到了法律给出不一致以足够空间，这意味着律师的推

理是有例外可能性之下进行的，并且伴有矛盾的法源，在没有非演绎推理如类比

推理情况下是无法进行时推理的。本书表明，与通常所说的相反，如果使用在逻

辑与人工智能领域中关于所谓非单调推理和可废止论证的最新进展，并且如果逻

辑被认为是一种工具而不是法律论证的模型，那么这些特征逃脱不了逻辑分析。

本书与法哲学、人工智能、逻辑以及论证理论领域的学者相关，并且也能作为人

工智能与法、非单调推理和法律论证的研究生课程教科书。 

 

12、冯棉著，《结构原理》（专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3.1，ISBN 

978-7-5495-6197-1。 

《结构推理》研究命题逻辑的结构推理，分为四章：一、经典命题逻辑的结

构推理；二、直觉主义命题逻辑的结构推理；三、相干命题逻辑及其线性片段的

结构推理；四、和正结合演算的结构推理。内容涉及多种结构推理系统的建构，

结构推理系统与相应公理系统的等价性，在语义理论的基础上，证明了各个结构

推理系统的可靠性与完全性，并考察了正结合演算结构推理系统 BL-D 的可判定

性。《结构推理》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结构推理及其

应用研究”的最终成果。 

 

13、Xishun Zhao, Qi Feng, Byunghan Kim, Liang Yu, PROCEEDINGS OF THE 

13th ASIAN LOGIC CONFERENCE, Guangzhou, China, 16-20September 2013

（论文集，基地署名） 

This volume provides a forum which highlights new achievements and 

overviews of recent developments of the thriving logic group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t contains papers by leading logicans and also some contributions in 

computer science logics and philosophic logics. 



 

14、吴鹏，熊明辉，策略操控: 语用论辩学之修辞拓展，《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3 期（CSSCI）（基地署名） 

如何通过批判性讨论合理解决正反双方意见分歧是语用论辩学的核心问题。

但在现实论辩话语中，论辩者不仅要遵守合理性标准，还会努力通过修辞策略使

论辩结果对自己最有效。鉴于此，语用论辩学近年来逐步尝试修辞维度的理论拓

展，提出了“策略操控”概念及其分析方法。以策略操控概念为核心的语用论辩学

拓展理论凸显了论辩者为实现论辩合理性和论辩有效性的微妙平衡而在潜在话

题、受众需求和表达手段三方面的运筹帷幄，对法律、政治、医疗等交际领域的

论辩话语实践均有较强的解释力和应用价值。后续研究应在哲学、理论、实证、

分析和实践五个层面上深入探究策略操控现象，并进一步完善其语境分析、修辞

分析和谬误识别标准。 

 

15、虞琴，曾昭式，虞愚，《20 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成就概览》，哲学卷，第

一分册/钱伟长总主编，汝信本卷主编，科学出版社出版，2014.12 

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以纪

传文体记述中国20世纪在各学术专业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千位华人科学技术

和人文社会科学专家学者，展示他们的求学经历、学术成就、治学方略和价值观

念，彰显他们为促进中国和世界科技发展、经济和社会进步所做出的贡献。 

全书按学科分别结集卷册，并于卷首简要回顾学科发展简史，卷末另附科学

发展大事记。这与传文两相映照，从而反映出中国各学术专业领域的百年发展脉

络。 

书中着力勾画出这些知名专家学者的研究路径和学术生涯，力求对学界同行

的学术探索有所镜鉴，对青年学生的学术成长有所启迪。 

《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哲学卷》记述了百余位哲学家，分

别见于三个分册。其中，第一分册收录了53位哲学家。 

 

16、曾昭式，崔清田，《20 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成就概览》，哲学卷，第三分

册/钱伟长总主编，科学出版社出版，2014.12 



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以纪

传文体记述中国20世纪在各学术专业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千位华人科学技术

和人文社会科学专家学者，展示他们的求学经历、学术成就、治学方略和价值观

念，彰显他们为促进中国和世界科技发展、经济和社会进步所做出的贡献。 

全书按学科分别结集卷册，并于卷首简要回顾学科发展简史，卷末另附科学

发展大事记。这与传文两相映照，从而反映出中国各学术专业领域的百年发展脉

络。 

书中着力勾画出这些知名专家学者的研究路径和学术生涯，力求对学界同行

的学术探索有所镜鉴，对青年学生的学术成长有所启迪。 

《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哲学卷》记述了百余位哲学家，分

别见于三个分册。 

 

17、洪晓楠，何中华，曾昭式，李醒民，“科玄之战”之当代反思，《中国社

会科学报》（A04版，学海观潮），邮发代码：1-287，2015年3月4日 

20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科学与玄学的

论战”，又称“科学与人生观论战”。这场论战虽然已过去90年，但论战涉及的

问题至今仍未彻底澄清。而较之“科玄论战”所发生的20世纪初，在科学技术迅

疾发展的21世纪，今日对科学与人文价值的认识在新的时代问题域中更具现实意

义。本期“学海观潮”邀请洪晓楠、何中华、曾昭式、李醒民四位学者围绕“科

玄论战”各抒己见。（记者：张清俐） 

 

18、曾昭式，基于跨文化互动下的汉伟因明研究，《西学东渐研究》（第五辑），

商务印书馆，2015年1月（基地署名） 

20世纪汉传因明研究反思。 

 

19、 ZhuYiwen，Different cultures of computation in seventh century China 

from the viewpoint of square root extraction，Historia Mathematica（SCI、SSCI、

A&HCI收录），2015. Doi:10.1016:（基地署名）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bring to light a previously unknown geometrical 

method for extracting the square root in seventh century China.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goal, a seventh century commentary by the scholar Jia Gongyan, 賈公彥, on a 

Confucian canon, the Rites of Zhou Dynasty [Zhouli 周禮], is analysed. This is 

compared with the commentary by his contemporary Li Chunfeng, 李淳風, which is 

referred to in another mathematical book, the Mathematical Procedures of the Five 

Canons, [Wujing Suanshu 五經筭術]. Although these two scholars probably knew 

each other, they used very different methods to solve the same problem in relation to 

square root extraction. It is argued that the differences mainly lie in two aspects: 

firstly, Jia Gongyan mostly made use of geometry while Li Chunfeng used counting 

rods; secondly, the two methods had different geometrical interpretations. Given the 

fact that the method of square root extraction Jia Gongyan uses is one among many 

other methods he employed in mathematics, and it has the same features as the others; 

moreover, other commentators on the Confucian Canons use similar mathematical 

methods, this paper closes with a general discussion on mathematical cultures.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re were three elements to mathematical practice in seventh century 

China: geometry, counting rods, and written texts. The interplay and structure 

between the three elements is seen to influence mathematical practices. 

 

20、Liu Hu，Goal-directed unbounded coalitional game and its complexity，

Proceedings of 13th Asian Logic Conference, World Scientific，2015 （基地署名） 

This paper deals with goal-directed unbounded coalitional games (GUCGs), in wh

ich each player is assigned a propositional formula as her goal. Players in a game may

 form coalitions for their own interests. The end condition of a game is reached if thos

e players whose goals are satisfied can cooperate to prevent other players from reachi

ng their goals. We study various solution concepts of GUCGs and their computational

 complexity. 

 

21、谢耘，当代论证理论的社会文化维度拓展，《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15年第1期（CSSCI）（基地署名） 

藉由论证研究范式上的语用学转向，当代论证理论得以复兴和发展起来。在



语用研究进路的主导下，当代论证理论关注特殊语境中的论证行为与交际互动，

发展以实现特定语用功能为旨归的论证分析与评价理论，但却忽略了论证实践所

具有的社会文化特性。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实践形态，论证不仅具有主体性、目的

性、规则性等跨文化特质，而且还在其基本形态、行为模式和互动方式等诸多方

面，展现出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拓展当代论证理论的社会文化维度，既

要求革新论证概念的基本界定，也需要建构具体分析论证实践中社会文化特性的

理论框架。 

 

22、Mukun Cao，Xudong Luo, Xin (Robert) Luo, Xiaopei Dai，Automated 

negotiation for e-commerce decision making: A goal deliberated agent 

architecture for multi-strategy selection，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Volume 73, 

Pages 1–14，2015.5（基地署名） 

Automated negoti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dynamic trading in e-commerce. 

Its research largely focuses on negotiation protocol and strategy design. There is a 

paucity of further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and a pressing need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multi-strategy selection, which is crucially useful in human–computer negotiation 

to achieve better online negotiation outcomes. The lack of such studies has 

decelerated the process of applying automated negotiation to real world problems. To 

address the critical issue, this paper develops a multi-strategy negotiating agent 

system. More specifically, we formally define the agent's conceptual model, and 

design its abstract software architecture. Ground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ime-dependent and behavior-dependent tactics, we also develop a multi-strategy 

selection theoretical model and algorithm. To demonstr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is 

model algorithm, we implement a prototype and conduct numerous experiments. The 

experimental analysis not only confirms our model's effectiveness but also reveals 

some insights into future work about human–computer negotiation systems, which 

will be widely used in the future B2C e-commerce. 

 

23、Jieyu Zhan，Minjie Zhang, Fenghui Ren, Xudong Luo，A Negotiation-Based 

Model for Policy Generation ， The Eighth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Agent-based Complex Automated Negotiations, 2015.5（基地署名） 



In traditional policy generation models, the preferences over polices are often 

represented by qualitative orderings due to the difficulty of acquisition of accurate 

utility. Thus, it is di cult to evaluate agreements in such models so that players cannot 

adjust their strategies during a policy generation process. To this end,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negotiation-based model for policy generation, which contains two 

evaluation methods, both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oncessional utilities and 

consistency, to guide players to make decisions flexibly. The first method is used to 

model humans’ reasoning about how to calculate concessional utilities from uncertain 

preference information of policies based on fuzzy reasoning, while the second method 

is used to measure similarity between an ideal agreement and an o er based on a 

prioritised consistency degree.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e di erence between 

the evaluation methods and confirm that the proposed model and evaluation methods 

can help players achieve better agreements than an existing model. 

 

24、Yan Kong，Minjie Zhang, Dayong Ye, Xudong Luo，A Negotiation Method for Task 

Allocation with Time Constraints in Open Grid Environments，Next Frontier in 

Agent-based Complex Automated Negotiation Studies in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Volume 596, 2015, pp 19-36.（基地署名）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task allocation problem in open, dynamic grid or 

service-oriented environments. In such environments, both grid/service providers and 

consumers can be modeled as intelligent agents. These agents can leave off and enter 

into an open environment freely at any time. Task allocation under time constraints 

becomes a critical issue in such environments since it is difficult to apply a central 

controller during the allocation process due to the openness of environments as well 

as decentralized natures of agents. This paper proposes a negotiation-based method 

for task allocation under time constraints in an open, dynamic grid environment, 

where both consumer and provider agents can enter into or leave off the environment 

freely. In this method, there is no central controller, and agents negotiate with each 

other for task allocation based only on local view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can outperform state-of-art methods in terms of success rate 



of task allocation and total profit obtained from the allocated tasks by agents under 

different time constraints. 

 

25、查非，刘虎，句子之间的距离，《逻辑学研究》2015年第2期，2015.6.18（基

地署名） 

“Context” is a classical issue in theories of knowledge, linguistics, philosophy, 

and logic. There are two layers of meaning when we talk about “context”. First, 

context refers to physical and communicative environment of interpretation which is 

determined by time, space, names, signs and symbols; second, context refers to the 

basic theoretical frame on which the current discussion is based. In this paper, we 

presuppose an ideal language which can save us from discussing problems raised by 

the first meaning of context. Then we construct the context on the second meaning 

from a specific text corpus.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we use the idea of “cluster 

analysis” in data mining, regarding contexts as the clusters of sentences based on the 

mutual information among sentences. 

 

26、弗兰斯.范.爱默论，谢耘（译），从“批判性讨论”的理想模型到具体情境中

的论证性会话，《逻辑学研究》2015年第2期，2015.6.18（基地署名） 

在本文中，弗兰斯• 范• 爱默伦对语用论辩术理论的发展历程加以了概述，

清晰说明了该理论如何从建构理想的“批判性讨论”模型，逐步和系统地发展到对

真实论证实践中基本论证模式的探究。首先，他介绍了语用论辩术之“标准”理论

的基本内容，该理论是以“论辩的合理性”为旨归的。进而，他概述了一些旨在巩

固和完善语用论辩术“标准”理论的经验研究。之后，他讨论了语用论辩术的“扩

展”理论，该理论的特点在于增加了探讨“取效性”的修辞学维度。随后，他介绍

了一些与“遵从合理性来达到取效性”相关的经验研究，这些研究都是基于在“扩

展”理论中所引入的“策略性操控”概念。最后，他说明了论证性会话所发生的“制

度化语境”如何被纳入到了语用论辩术理论建构当中。进而，他对当前语用论辩

术关于“典型论证模式”的研究加以了讨论，这些论证模式都关联于在特定语境中

实施策略性操控的制度性先决条件。 



27、何睿，朱菁，认知冲突协调问题与心智的架构，《逻辑学研究》2015年第2

期，2015.6.18（基地署名） 

心智架构或认知架构是指一个功能相对完整的认知系统的基本组织结构。经

典认知科学的理论或模型大多采纳了某种类似于冯·诺依曼式计算机体系结构的

心智架构，即认知系统由一些各司其职的心理模块与一个负责整合与协调的中枢

部门所构成。进化心理学的众量模块性论题对经典认知科学的心智架构观提出了

严厉挑战，并引发了许多争议。本文提出认知冲突协调问题是任何一个足够复杂

的认知系统均需要处理的基本问题，并以此来审视关于心智架构的论战，指出此

问题对众量模块性论题构成了严重的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