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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部分常用符号

∈　　　狓∈犃　　　 　　狓属于犃；狓是集合犃的一个元素

　 狔犃 狔不属于犃；狔不是集合犃的一个元素

｛，…，｝　｛犪，犫，犮，…，狀｝ 诸元素犪，犫，犮，…，狀构成的集合

｛｜｝　 ｛狓｜狆（狓），狓∈犃｝ 使命题狆（狓）为真的犃中诸元素的集合

 空集

犖 非负整数集；自然数集

犖或犖＋ 正整数集

犣 整数集

犙 有理数集

犚 实数集

　 犅犃 犅包含于犃；犅是犃的子集

　 犅犃 犅真包含于犃；犅是犃的真子集

　 犅犃 犅不包含于犃；犅不是犃的子集

∪　 犃∪犅 犃与犅的并集

∩　 犃∩犅 犃与犅的交集

瓓　 瓓犃犅 犃中子集犅的补集或余集

［，］　 ［犪，犫］ 犚中由犪到犫的闭区间

（，）　 （犪，犫） 犚中由犪到犫的开区间

［，）　 ［犪，犫） 犚中由犪到犫的左闭右开区间

（，］　 （犪，犫］ 犚中由犪到犫的左开右闭区间

 狆狇　　　　　 　　　狆推出狇，狆是狇的充分条件，狇是狆的

必要条件

 狆狇 狆是狇的充要条件

 狆狇 狆不能推出狇，狆不是狇的充分条件，狇不

是狆的必要条件

 狓 对任意的狓，对所有的狓

 狓 存在狓

ｓｉｎ狓 狓的正弦

ｃｏｓ狓 狓的余弦

ｔａｎ狓 狓的正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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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也是一种语言，从它的结构和内容来看，这是一种

比任何国家的语言都要完善的语言．

……通过数学，自然界在论述；通过数学，世界的创造

者在表达；通过数学，世界的保护者在讲演．

狄尔曼

蓝蓝的天空中，一群鸟在欢快地飞翔；

茫茫的草原上，一群羊在悠闲地走动；

清清的湖水里，一群鱼在自由地游泳；

……

鸟群、羊群、鱼群……都是“同一类对象汇集在一起”，这就是本

章将要学习的集合．

　　

其实，在过去的学习中，我们已经使用了“自然数集”“有理数集”

“实数集”等术语．我们知道，所有的自然数在一起组成“自然数集”，

所有的有理数在一起组成“有理数集”，所有的实数在一起组成“实数

集”．我们还知道，“实数集”包含“有理数集”，“有理数集”包含“自然

数集”……

这里，用“集合”来描述研究的对象，既简洁又清晰．那么，

● 怎样用集合语言来刻画研究的对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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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集合的概念与表示

在初中的数学学习中，我们曾做过下面的作业：

这里有“正数集合”“负数集合”“整数集合”“分数集合”，那么，

● 什么是集合？

● 如何用数学语言表示集合？

考察一下“整数集合”，１５可以填入“整数集合”的圈内，而－
１
９
不

能填入这个圈内；－５可以填入“整数集合”的圈内，而
２
１５
不能填入这

个圈内……可以发现，对于给定的数，这个数要么可以填入“整数集

合”，要么不可以填入“整数集合”，两者有且只有一种情形成立．

康托尔（Ｇ．Ｃａｎｔｏｒ，

１８４５—１９１８），德国数

学家、集合论创始人，

他在１８７４年发表了关

于集合论的论文．

这说明，“整数集合”由确定的、互不相同的“数”组成，对于任意

给定的一个数，这个数要么在“整数集合”中，要么不在“整数集合”

中，两者一定有一个成立，而且只有一个成立．

一般地，一定范围内某些确定的、不同的对象的全体组成一个

集合（ｓｅｔ）．集合中的每一个对象称为该集合的元素（ｅｌｅｍｅｎｔ），简

称元．

“中国的直辖市”组成一个集合，该集合的元素就是北京、天津、

上海和重庆这４个城市．

“ｙｏｕｎｇ中的字母”组成一个集合，该集合的元素就是ｙ，ｏ，ｕ，ｎ，

ｇ这５个字母．

“ｂｏｏｋ中的字母”也组成一个集合，该集合的元素就是ｂ，ｏ，ｋ这

３个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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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０以内的所有质数”组成一个集合，该集合的元素就是２，３，

５，７这４个数．

为书写方便，我们通常用大写拉丁字母来表示集合，例如集合犃、

集合犅等．

特别地，全体自然数组成的集合，叫作自然数集，记作犖；

全体正整数组成的集合，叫作正整数集，记作犖或犖＋；

全体整数组成的集合，叫作整数集，记作犣；

全体有理数组成的集合，叫作有理数集，记作犙；

全体实数组成的集合，叫作实数集，记作犚．

集合的元素常用小写拉丁字母表示．如果犪是集合犃的元素，那

么就记作犪∈犃，读作“犪属于犃”，例如，槡２∈犚；如果犪不是集合犃的

元素，那么就记作犪犃或犪∈犃，读作“犪不属于犃”，例如，槡２犙．

列举法和描述法是表示集合的常用方式．

列举法　将集合的元素一一列举出来，并置于花括号“｛｝”内，

例如｛北京，天津，上海，重庆｝，｛ｙ，ｏ，ｕ，ｎ，ｇ｝．用这种方法表示集

合，元素之间要用逗号分隔，但列举时与元素的次序无关．

　　　　｛狓狘狆（狓）｝中狓

为集合的代表元素，

狆（狓）指元素狓具有的

性质．

描述法　将集合的所有元素都具有的性质（满足的条件）表示出

来，写成｛狓｜狆（狓）｝的形式，如：｛狓｜狓为中国的直辖市｝，｛狓｜狓为ｙｏｕｎｇ

中的字母｝，｛狓狘狓＜－３，狓∈犚｝．

为了直观地表示集合，我们常画一条封闭的曲线，用它的内部来表

示一个集合，称为Ｖｅｎｎ图，例如图１ １ １．

　　文恩（Ｊ．Ｖｅｎｎ，

１８３４—１９２３），英国数

学家．

北京，上海，

天津，重庆

　　　　

ｙ，ｏ，ｕ，ｎ，ｇ

图１ １ １

一个集合可以用不同的方法表示．例如，由方程狓２－１＝０所有

的实数解组成的集合，可以表示为下列形式．

（１）列举法：｛－１，１｝（也可以是｛１，－１｝）；

（２）描述法：｛狓狘狓２－１＝０，狓∈犚｝（也可以是｛狓狘狓为方程

狓２－１＝０的实数解｝）．

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集合是由元素唯一确定的．对

于给定的犪和集合犃，我们能够判定犪∈犃，还是犪犃．如果两个集合

所含的元素完全相同（即犃中的元素都是犅的元素，犅中的元素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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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犃的元素），那么称这两个集合相等，例如

｛北京，天津，上海，重庆｝＝｛上海，北京，天津，重庆｝．

例１　用列举法表示下列集合：

（１）大于１且小于１３的所有偶数组成的集合；

（２）由１～１５以内的所有质数组成的集合．

解　（１）设大于１且小于１３的所有偶数组成的集合为犃，那么

犃＝｛２，４，６，８，１０，１２｝．

（２）设由１～１５以内的所有质数组成的集合为犅，那么

犅＝｛２，３，５，７，１１，１３｝．

例２　用描述法表示下列集合：

（１）大于１的所有偶数组成的集合；

（２）不等式２狓－３＞５的解集．

解　（１）设大于１的偶数为狓，并且满足条件

狓＞１，狓＝２犽，犽∈犖．

因此，这个集合表示为

犃＝｛狓狘狓＞１，狓＝２犽，犽∈犖｝．

（２）由２狓－３＞５可得狓＞４，故不等式２狓－３＞５的解集为
　　集合｛狓狘狓＞４，

狓∈犚｝可以简记为

｛狓狘狓＞４｝．

｛狓狘狓＞４，狓∈犚｝．

例１中的集合的元素都有有限个，例２中的集合的元素都有无限个．

一般地，含有有限个元素的集合称为有限集，含有无限个元素的

集合称为无限集．

我们把不含任何元素的集合称为空集，记作．例如，集合 ｛狓狘

狓２＋狓＋１＝０，狓∈犚｝就是空集．

练　习 １用“∈”或“／∈”填空：

１　　　　犖，－３　　　　犖，０　　　　犖，槡２　　　　犖，

１　　　　犣，－３　　　　犙，０　　　　犣，槡２　　　　犚．

２用列举法表示下列集合：

（１）｛狓狘狓＋１＝０｝；

（２）｛狓｜狓为１５的正约数｝；

（３）｛狓｜狓为不大于１０的正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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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用描述法表示下列集合：

（１）奇数的集合；

（２）正偶数的集合；

（３）不等式狓２＋１≤０的解集．

４用适当的方法表示下列集合：

（１）方程狓２＋２狓－１５＝０的根的集合；

（２）不等式４狓－３＜５的解集．

５用列举法表示下列集合：

（１）｛犪狘０≤犪＜６，犪∈犖｝；

（２）“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中的字母”组成的集合；

（３）汉字“永”的笔画组成的集合．

习题１．１ 　

感受·理解 １用“∈”或“／∈”填空：

２

７
　　　　犙，π　　　　犙，槡７　　　　犚，槡２＋槡３　　　　犚．

２用列举法表示下列集合：

（１）｛狓狘狓２＋３狓－１８＝０，狓∈犚｝；

（２）｛狓狘狓为不超过５的自然数｝；

（３）｛狓狘－３＜２狓－１≤３，狓∈犣｝；

（４）｛（狓，狔）狘０≤狓≤２，０≤狔＜２，狓，狔∈犣｝．

３用描述法表示下列集合：

（１）不等式３狓＋２＞５的解集；

（２）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第二象限的点组成的集合；

（３）二次函数狔＝狓２－２狓＋３图象上的点组成的集合．

思考·运用 ４用“∈”或“／∈”填空：

（１）若犃＝｛狓狘狓２－狓＝０｝，则１　　　　犃，－１　　　　犃；

（２）若犅＝｛狓狘１≤狓≤５，狓∈犖｝，则１　　　　犅，１．５　　　　犅；

（３）若犆＝｛狓狘－１＜狓＜３，狓∈犣｝，则０．２　　　　犆，３　　　　犆．

５．设犪，犫为实数，已知犕＝｛１，２｝，犖＝｛犪，犫｝，且犕＝犖，求犪，犫的值．

６．已知犃＝｛狓狘狓＝３犽＋１，犽∈犣｝，问：－１，５，７三个数中，哪些数是犃的元素？

探究·拓展 ７．（写作题）我们使用符号“∈”代表短语“是……的元素”（ｉｓａｎｅｌｅｍｅｎｔｏｆ）．符号

“３∈犃”表示“３是集合犃的元素”．如果“３不是集合犃的元素”，那么写成

“３犃”．虽然“∈”看起来有点像字母“ｅ”，但这两个符号并不相同，不应混淆．

请查阅有关资料，寻找最先引入符号“∈”的数学家，以及符号“∈”的原

始意义等信息，写一篇关于符号“∈”的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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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子集、全集、补集

观察下列各组集合：

（１）犃＝｛－１，１｝，犅＝｛－１，０，１，２｝；

（２）犃＝犖，犅＝犚；

（３）犃＝｛狓狘狓为正方形｝，犅＝｛狓狘狓为四边形｝．

● 集合犃与犅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

● 如何用数学语言来表述这种关系？

观察（１），可以发现，集合犃中的每个元素都是集合犅的元素．

观察（２）（３），它们也有同样的特征．

这时称犃是犅的子集．一般地，

　　如果集合犃的任意一个元素都是集合犅的元素（若犪∈犃，

则犪∈犅），那么集合犃称为集合犅的子集（ｓｕｂｓｅｔ），记为犃犅

或犅犃，读作“集合犃包含于集合犅”或“集合犅包含集合犃”．

图１ ２ １

　　例如，｛１，２，３｝犖，犖犚，｛狓狘狓为正方形｝｛狓狘狓为四

边形｝等．

犃犅可以用Ｖｅｎｎ图来表示（图１ ２ １）．

根据子集的定义，我们知道犃犃．也就是说，任何一个集合是它

本身的子集．

对于空集，我们规定犃，即空集是任何集合的子集．

例１　判断下列各组集合中，犃是否为犅的子集．

（１）犃＝｛０，１｝，犅＝｛－１，０，１，－２｝；

（２）犃＝｛０，１｝，犅＝｛狓狘狓＝２犽，犽∈犖｝．

解　（１）因为０∈犅，１∈犅，即犃中的每一个元素都是犅的元素，

所以犃是犅的子集．

（２）因为１∈犃，但１犅，所以犃不是犅的子集．

思　考 犃犅与犅犃能否同时成立？

　　集合｛犪１，犪２，犪３，

犪４｝有多少个子集？

　　例２　写出集合｛犪，犫｝的所有子集．

解　集合｛犪，犫｝的所有子集是，｛犪｝，｛犫｝，｛犪，犫｝．

如果犃犅，并且犃≠犅，那么集合犃称为集合犅 的真子集

（ｐｒｏｐｅｒｓｕｂｓｅｔ），记为犃犅或犅犃，读作“犃真包含于犅”或“犅真

包含犃”，如｛犪｝｛犪，犫｝．



必修第一册 数学

１０　　　

例３　下列各组的３个集合中，哪２个集合之间具有包含关系？

图１ ２ ２

（１）犛＝｛－２，－１，１，２｝，犃＝｛－１，１｝，犅＝｛－２，２｝；

（２）犛＝犚，犃＝｛狓狘狓≤０｝，犅＝｛狓狘狓＞０｝；

（３）犛＝｛狓狘狓为整数｝，犃＝｛狓狘狓为奇数｝，犅＝ ｛狓狘狓为

偶数｝．

解　在（１）（２）（３）中都有犃犛，犅犛，可以用图１ ２ ２来

表示．

思　考 　　观察例３中每一组的３个集合，它们之间还有什么关系？

在例３中，观察（１），可以发现，犃犛，犛中的元素－２，－１，１，

２去掉犃中的元素－１，１后，剩下的元素为－２，２，这两个元素组成

的集合就是犅．

观察（２）（３），它们也有同样的特征．这时称犅是犃 在犛中的补

集．一般地，

　　设犃犛，由犛中不属于犃的所有元素组成的集合称为犛的

子集犃的补集（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ｓｅｔ），记为瓓犛犃（读作“犃在犛中的

补集”），即

瓓犛犃 ＝｛狓狘狓∈犛，且狓／∈犃｝．

图１ ２ ３

　　瓓犛犃可用图１ ２ ３中的阴影部分来表示．

对于例３，我们有

犅＝瓓犛犃，犃＝瓓犛犅．

如果一个集合包含我们所研究问题中涉及的所有元素，那么就

称这个集合为全集（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ｓｅｔ），全集通常记作犝．

例如，在实数范围内讨论集合时，犚便可看作一个全集犝．

例４　设全集犝＝犚，不等式组
２狓－１＞０，

３狓－６≤
烅
烄

烆 ０
的解集为犃，试求

犃及瓓犝犃，并把它们分别表示在数轴上．

解　犃＝｛狓狘２狓－１＞０，且３狓－６≤０｝＝ 狓
１

２
＜狓≤烅

烄

烆
烍
烌

烎
２，

瓓犝犃 ＝狓狓≤
１

２
，或狓＞烅

烄

烆
烍
烌

烎
２，在数轴上分别表示如下（图１ ２ ４）．

　　注意实心点与空

心点的区别．

图１ ２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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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　习 １．写出下列集合的所有子集：

（１）｛１｝；　　　　（２）｛１，２｝；　　　　（３）｛１，２，３｝．

２．已知全集犝＝｛０，１，２，３，４，５，６｝，分别根据下列条件求瓓犝犃．

（１）犃＝｛０，２，４，６｝；

（２）犃＝｛０，１，２，３，４，５，６｝；

（３）犃＝ !．
３判断下列表述是否正确：

（１）犪｛犪｝；　　　　　　　　　（２）｛犪｝∈｛犪，犫｝；

（３）｛犪，犫｝｛犫，犪｝；　　　　　 （４）｛－１，１｝｛－１，０，１｝；

（５）０∈； （６）｛０｝＝；

（７）｛０｝； （８）｛－１，１｝．

４若犝＝犣，犃＝ ｛狓狘狓＝２犽，犽∈犣｝，犅＝ ｛狓狘狓＝２犽＋１，犽∈犣｝，

则瓓犝犃 ＝　　　　　　，瓓犝犅＝　　　　　　．

５瓓犝（瓓犝犃）＝ ．

６．已知犝＝犚，犃＝｛狓狘狓＜０｝，求瓓犝犃．

习题１．２ 　

感受·理解 １如图，试说明集合犃，犅，犆之间有什么包含关系．

（第１题）

２指出下列各组集合犃与犅之间的关系：

（１）犃＝｛－１，１｝，犅＝犣；

（２）犃＝｛－１，０，１｝，犅＝｛狓｜狓２－１＝０｝；

（３）犃＝｛１，３，５，１５｝，犅＝｛狓狘狓是１５的正约数｝；

（４）犃＝犖，犅＝犖．

３已知犝＝｛狓狘狓是至少有一组对边平行的四边形｝，犃＝｛狓狘狓是平行四边

形｝，求瓓犝犃．

４（１）已知犝＝｛１，２，３，４｝，犃＝｛１，３｝，求瓓犝犃；

（２）已知犝＝｛１，３｝，犃＝｛１，３｝，求瓓犝犃；

（３）已知犝＝犚，犃＝｛狓狘狓≥２｝，求瓓犝犃；

（４）已知犝＝犚，犃＝｛狓狘－２≤狓＜２｝，求瓓犝犃．

思考·运用 ５设犃是一个集合，下列关系是否成立？

（１）犃＝｛犃｝；（２）犃｛犃｝；（３）犃∈｛犃｝．

６．已知犃犅，犃犆，犅＝｛０，２，４｝，犆＝｛０，２，６｝，写出所有满足上述条

件的集合犃．

７．设犿为实数，若犝＝犚，犃＝｛狓狘狓＜１｝，犅＝｛狓狘狓＞犿｝．

（１）当瓓犝犃犅时，求犿的取值范围；

（２）当瓓犝犃犅时，求犿的取值范围．

探究·拓展 ８．子集符号“”与不等号“≤”看起来很相似．“≤”具有下面的性质：

（１）如果犪≤犫且犫≤犮，那么犪≤犮；

（２）如果犪≤犫且犫≤犪，那么犪＝犫．

试写出“”相应的“性质”，并判断其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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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交集、并集

集合犃在集合犛中的补集瓓犛犃 是由给定的两个集合犃，犛得到

的一个新集合．这种由两个给定集合按照某种规则得到一个新集合

的过程称为集合的运算．集合的交与并也是常见的两种集合运算．

观察下列各组集合：

（１）犃＝｛－１，１，２，３｝，犅＝｛－２，－１，１｝，犆＝｛－１，１｝；

（２）犃＝｛狓狘狓≤３｝，犅＝｛狓狘狓＞０｝，犆＝｛狓狘０＜狓≤３｝；

（３）犃＝｛狓｜狓为矩形｝，犅＝｛狓｜狓为菱形｝，犆＝｛狓｜狓为正方形｝．

● 集合犃，犅，犆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

● 如何用数学语言表述这种关系？

观察（１），可以发现，１∈犃且１∈犅，即元素１既属于集合犃又

属于集合犅．这样的元素还有－１．所有这样的元素构成的集合就是

犆＝｛－１，１｝．（２）（３）也具有这种特征．

这时称犆是犃与犅的交集．一般地，

　　由所有属于集合犃且属于集合犅的元素构成的集合，称为

犃与犅的交集（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ｅｔ），记作犃∩犅（读作“犃交犅”），即

犃∩犅＝｛狓狘狓∈犃，且狓∈犅｝．

图１ ３ １

犃∩犅可用图１ ３ １中的阴影部分来表示．

显然有

犃∩犅＝犅∩犃，

犃∩犅犃，

犃∩犅犅．

思　考 　　犃∩犅＝犃可能成立吗？犃∩犅＝可能成立吗？

交集犃∩犅是由给定的两个集合犃，犅经过“运算”而得到的新集

合，这种运算称为“交”．而集合间另一种称为“并”的运算也十分常

见．观察集合犃＝｛－１，１，２，３｝，集合犅＝｛－２，－１，１｝，集合犇＝

｛－２，－１，１，２，３｝，可以发现，集合犇是由所有属于集合犃或者属于

集合犅的元素构成的．

这时，犇称为犃与犅的并集．一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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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所有属于集合犃或者属于集合犅的元素构成的集合，称

为犃与犅的并集（ｕｎｉｏｎｓｅｔ），记作犃∪犅（读作“犃并犅”），即

犃∪犅＝｛狓狘狓∈犃，或狓∈犅｝．

图１ ３ ２

犃∪犅可用图１ ３ ２中的阴影部分来表示．

显然有

犃∪犅＝犅∪犃，

犃犃∪犅，

犅犃∪犅．

思　考 　　犃∪犅＝犃可能成立吗？犃∪瓓犝犃是什么集合？

例１ 已知犃＝｛－１，０，１｝，犅＝｛０，１，２，３｝，求犃∩犅和

犃∪犅．

解　犃∩犅＝｛－１，０，１｝∩｛０，１，２，３｝＝｛０，１｝；

犃∪犅＝｛－１，０，１｝∪｛０，１，２，３｝＝｛－１，０，１，２，３｝．

例２　学校举办了排球赛，高一（１）班４５名同学中有１２名同学

参赛．后来又举办了田径赛，班上有２０名同学参赛．已知两项都参赛的

有６名同学．两项比赛中，高一（１）班共有多少名同学没有参加过比赛？

解　设犝＝｛狓狘狓为高一（１）班的同学｝，犃＝｛狓狘狓为参加排球

赛的同学｝，犅＝｛狓狘狓为参加田径赛的同学｝，则犃∩犅＝｛狓狘狓为

排球赛和田径赛都参加的同学｝．　　

画出Ｖｅｎｎ图（图１ ３ ３）：

图１ ３ ３

可知没有参加过比赛的同学有

４５－（１２＋２０－６）＝１９（名）．

答　这个班共有１９名同学没有参加过比赛．

例３　设犃＝｛狓狘狓＞０｝，犅＝｛狓狘狓≤１｝，求犃∩犅和犃∪犅．

解　犃∩犅＝｛狓狘狓＞０｝∩｛狓狘狓≤１｝＝｛狓狘０＜狓≤１｝；

犃∪犅＝｛狓狘狓＞０｝∪｛狓狘狓≤１｝＝犚．

为了叙述方便，在以后的学习中，我们常常会用到“区间”的概念．

设犪，犫∈犚，且犪＜犫，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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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犪，犫］＝｛狓狘犪≤狓≤犫｝，

（犪，犫）＝｛狓狘犪＜狓＜犫｝，

［犪，犫）＝｛狓狘犪≤狓＜犫｝，

（犪，犫］＝｛狓狘犪＜狓≤犫｝，

（犪，＋∞）＝｛狓狘狓＞犪｝，　　符号“＋∞”读作

“正 无 穷 大”，符 号

“－∞”读 作 “负 无

穷大”．

（－∞，犫）＝｛狓狘狓＜犫｝，

（－∞，＋∞）＝犚．

［犪，犫］，（犪，犫）分别叫作闭区间、开区间；［犪，犫）叫作左闭右开区

间，（犪，犫］叫作左开右闭区间；犪，犫叫作相应区间的端点．

区间［犪，犫］，（犪，犫），［犪，犫），（犪，犫］，（犪，＋∞），（－∞，犫）在数

轴上的表示分别为图１ ３ ４（１）（２）（３）（４）（５）（６）．

图１ ３ ４

练　习 １已知犃＝｛狓狘狓为小于７的正偶数｝，犅＝｛－２，０，２，４｝，求犃∩犅和

犃∪犅．

２设犝为全集，若犃为犝的子集，则

犃∩犃＝　　　　，犃∪犃＝　　　 　　，犃∩＝　　 　　　，

犃∪＝　　　　，　犃∩瓓犝犃 ＝　　　　，　犃∪瓓犝犃 ＝　　　　．

３．根据下列条件，分别求犃∩犅，犃∪犅．

（１）犃＝｛－１，０，１，２，３｝，犅＝｛－１，０，４｝；

（２）犃＝｛－１，０，１，２，３｝，犅＝｛－１，０，１｝；

（３）犃＝｛－１，０，１，２，３｝，犅＝｛－１，０，１，２，３｝；

（４）犃＝｛－１，０，１，２，３｝，犅＝．

４．根据下列条件，分别求犃∩犅，犃∪犅．

（１）犃＝｛狓狘狓≥０｝，犅＝｛狓狘狓≤０｝；

（２）犃＝｛狓狘狓≥０｝，犅＝｛狓狘狓＜２｝；

（３）犃＝｛狓狘狓≥０｝，犅＝｛狓狘狓＞２｝．

５设犃＝｛（狓，狔）狘狔＝－４狓＋６｝，犅＝｛（狓，狔）狘狔＝５狓－３｝，求犃∩犅．

６设犃＝｛狓狘狓＝２犽－１，犽∈犣｝，犅＝｛狓狘狓＝２犽，犽∈犣｝，求犃∩犅，犃∪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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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１．３ 　

感受·理解 １填表：

∩  犃 犅



犃 犃∩犅

犅

∪  犃 犅



犃

犅 犅∪犃

∩  犃 瓓犝犃



犃

瓓犝犃

∪  犃 瓓犝犃



犃

瓓犝犃

２已知犃＝（－１，３］，犅＝［２，４），求犃∩犅．

３已知犃＝（０，１］，犅＝［－１，０］，求犃∪犅．

４已知犃＝｛１，２，３，４，５，６，７，８｝，犅＝｛２，４，６，８｝．

（１）犅犃成立吗？犃犅成立吗？

（２）求犃∩犅和犃∪犅．

５．已知犃＝｛１，２，３｝，犅＝｛１，３，４｝，犆＝｛１，５，６｝，求犃∩（犅∩犆）和

（犃∪犅）∪犆．

６．已知犃＝｛狓狘狓≤０｝，犅＝｛狓狘狓≤１｝，求犃∩犅，并判断犃与犅之间

的关系．

７在平面内，设犃，犅，犗均为定点，犘为动点，下列集合分别表示什么图形？

（１）｛犘狘犘犃＝犘犅｝；

（２）｛犘狘犘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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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某班级有三个微信群，文学群成员有：梅、兰、竹、桂、松、柳，数学群成员有：

梅、竹、松、枫、杨、桦，音乐群成员有：兰、菊、荷、桂、松、柳．用集合表示三个

群的成员．

９写出阴影部分所表示的集合．

　　　　　

（第９题）

思考·运用 １０（１）已知犝＝｛１，２，３，４，５，６｝，犃＝｛２，３，５｝，犅＝｛１，４｝，求瓓犝（犃∪

犅）与（瓓犝犃）∩（瓓犝犅）；

（２）在下图中用阴影表示瓓犝（犃∪犅）与（瓓犝犃）∩（瓓犝犅）；

（３）由（１）（２），你有什么发现？

（第１０（２）题）

１１．已知犝＝犚，犃＝｛狓狘１≤狓≤３｝，犅＝｛狓狘２＜狓＜４｝，分别求犃∩犅，

犃∪犅，犃∪瓓犝犅．

１２．设犿为实数，犃＝｛犿＋１，－３｝，犅＝｛２犿－１，犿－３｝．若犃∩犅＝｛－３｝，

求犿的值．

探究·拓展 １３（探究题）我们知道，如果集合犃犛，那么犛的子集犃 的补集为瓓犛犃 ＝

｛狓狘狓∈犛，且狓／∈犃｝．类似地，对于集合犃，犅，我们把集合｛狓狘狓∈犃，且

狓／∈犅｝叫作集合犃与犅的差集，记作犃－犅．例如，犃＝｛１，２，３，４，５｝，

犅＝｛４，５，６，７，８｝，则有犃－犅＝｛１，２，３｝，犅－犃＝｛６，７，８｝．

据此，试回答下列问题：

（１）犛是高一（１）班全体同学的集合，犃是高一（１）班全体女同学的集合，求

犛－犃及瓓犛犃；

（２）在下列各图中用阴影表示集合犃－犅；

（３）如果犃－犅＝，集合犃与犅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

（第１３（２）题）



集　　合 第１章

１７　　　

问题与探究 集合运算的运算律

我们知道实数“＋”“×”运算有如下运算律成立：

犪＋犫＝犫＋犪，犪×犫＝犫×犪；

（犪＋犫）＋犮＝犪＋（犫＋犮），（犪×犫）×犮＝犪×（犫×犮）；

（犪＋犫）×犮＝犪×犮＋犫×犮；

……

集合运算“∪”“∩”是否也满足一些运算律呢？通过具体例子，

画Ｖｅｎｎ图进行探究，并比较集合运算“∪”“∩”的运算律与实数运算

“＋”“×”的运算律的相同点与不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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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有限集与无限集

在本章１．１节中，我们曾讨论过有限集和无限集．例如，｛１，２，

３｝是有限集，犖是无限集．对于有限集犃＝｛１，２，３｝，犅＝｛犪，犫｝，

犆＝｛犪，犫，犮｝，我们知道集合犃的元素比集合犅的元素多，犃与犆的

元素一样多．然而，对于两个无限集犖 ＝ ｛１，２，３，…｝，犖＝

｛０，１，２，…｝，你能判断哪一个集合的元素“更多”吗？

德国数学家康托尔根据人们在计数时运用的“一一对应”思想给

出了两个集合“等势”的概念：若两个无限集的元素之间能建立起一

一对应，则称这两个集合等势．

先看有限集之间的“一一对应”．教室里有４５个座位，老师走进教

室，一看坐满了人，他无须一个个地点数，便知听课人数为４５，这是因

为每个人坐１个座位，且每个座位上都坐１个人，两者一一对应，从而

听课人数与座位数相等．下图也清楚地表明，元素之间有一一对应关

系的两个集合，其元素个数相等．

我们也可以建立犖与犖这两个无限集之间的一一对应，如

｛１，２，３，４，…｝

   
｛０，１，２，３，…｝　

于是，犖与犖等势．通俗地说，它们的元素“一样多”！

从下面的一一对应中，你能得到什么结论？

｛１，２，３，４，５，６，…｝　　　狀

     　　　　 
｛２，４，６，８，１０，１２，…｝　　　２狀

｛１，２，３，４，５，…｝　　 狀

     　　　　 
｛１２，２２，３２，４２，５２，…｝　 狀２

　　　

犘


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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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本章回顾

　　本章主要学习了集合的初步知识，包括集合的有关概念、集合的

表示、集合之间的关系及集合的运算等．

我们从生活中的实例出发，探索了用集合语言来描述数学对象

的方法．应用集合语言，可以更为清晰地表达我们的思想．集合是整

个数学的基础，它在以后的学习中有着极为广泛的应用．

复 习 题 　

感受·理解 １用适当的方法表示“小于５的自然数”所构成的集合．

２判断下列集合是有限集还是无限集：

（１）犃＝ 狓 狘狓狘＜１０，狓∈｛ ｝犣 ；

（２）狓狓＝
狀

狀＋１
，狀∈｛ ｝犖 ；

（３）犛＝｛犘狘犃犘＋犘犅＝犃犅｝（犃，犅为平面上两个不同的定点，犘为动点）．

３已知犝＝｛狓狘狓是三角形｝，犃＝｛狓狘狓是等边三角形｝，求瓓犝犃．

４已知犃＝｛０，１，２｝，犅＝｛１，２，３，４｝，求犃∩犅和犃∪犅．

５已知犃＝｛狓狘狓＜２｝，犅＝｛狓狘狓＞１｝，求犃∩犅和犃∪犅．

６设犪为实数，犃＝［１，４），犅＝（－∞，犪）．若犃犅，求犪的取值范围．

７已知犃＝［－１，２），对于下列全集犝，分别求瓓犝犃：

（１）犝＝犚；　　　　　　　　　　　（２）犝＝（－∞，３］；

（３）犝＝［－２，２］；　　　　 （４）犝＝［－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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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８求满足｛１，３｝∪犃＝｛１，３，５｝的集合犃．

９．设狓为实数，犃＝｛１，２，３｝，犅＝｛１，狓｝．若犃∪犅＝犃，求狓的值．

思考·运用 １０试用Ｖｅｎｎ图表示集合犝，犃，犅，使得犝＝｛１，２，３，４，５｝，犃∪犅＝犝，

犃∩犅＝｛１，２，３｝．

１１．高一年级某班共有４５人，其中文艺爱好者２０人，体育爱好者１５人，文艺、

体育均不爱好的２０人，问：文艺、体育均爱好的有多少人？

１２利用Ｖｅｎｎ图，探求瓓犝（犃∩犅），瓓犝犃，瓓犝犅三者之间的关系．

１３．设犿为实数，若犃＝｛狓狘狓２－３狓＋２＝０，狓∈犚｝，犅＝｛狓狘狓－犿＝０，

狓∈犚｝，求当犅犃时犿的取值集合．

探究·拓展 １４设犃，犅均为有限集，犃中元素的个数为犿，犅中元素的个数为狀，犃∪犅中

元素的个数为狊，下列各式能成立吗？

（１）犿＋狀＞狊；

（２）犿＋狀＝狊；

（３）犿＋狀＜狊．

１５（阅读题）对于集合犃，犅，我们把集合｛（犪，犫）狘犪∈犃，犫∈犅｝记作犃×犅．

例如，犃＝｛１，２｝，犅＝｛３，４｝，则有犃×犅＝｛（１，３），（１，４），（２，３），

（２，４）｝，犅×犃＝｛（３，１），（３，２），（４，１），（４，２）｝，犃×犃＝ ｛（１，１），

（１，２），（２，１），（２，２）｝，犅×犅＝｛（３，３），（３，４），（４，３），（４，４）｝．

（１）已知犆＝｛犪｝，犇＝｛１，２，３｝，求犆×犇；

（２）已知犃×犅＝｛（１，２），（２，２）｝，求集合犃，犅；

（３）若犃有３个元素，犅有４个元素，犃×犅有几个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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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本章测试

一、填空题 １．已知集合犃＝｛狓狘狓２－１＝０，狓∈犚｝，用列举法表示犃，犃＝　　　　．

２．若用描述法表示所有负偶数构成的集合犕，则犕＝　　　　　　　　．

３．有下列命题：① 空集是任何集合的真子集；② 设犃犅，若犿∈犃，则

犿∈犅；③｛０，１，２｝｛１，２，０｝．其中，正确的有　　　　．（填序号）

４．若集合犃＝｛０，１，２，３，４，５｝，集合犅＝｛－１，０，１，６｝，则犃∪犅＝

　　　　　　　　，犃∩犅＝　　　　 ．

５．设犝＝犚，犃＝｛狓狘狓＜１｝，则瓓犝犃 ＝ ．

６．某班４５名学生中，有围棋爱好者２２人，足球爱好者２８人，同时爱好这两项

的人最少有　　　　人，最多有　　　　人．

二、选择题 ７．若犕＝｛－１，０，１，２，３，４，５，６，７｝，犖＝｛狓狘狓２－２狓－３＝０，狓∈犚｝，

则瓓犕犖 ＝（　　）．

　　　　　　　　　　　　　　　　　　　　　　　　　Ａ．｛－１，３｝　　　　　 Ｂ．｛－１，０，１，２，３，４，５，６，７｝

Ｃ．｛０，１，２，４，５，６，７｝　　 Ｄ．｛１，２，３，４，５，６，７｝

８．若集合犕＝｛狓狘－１＜狓＜１｝，犖＝｛狓狘０≤狓＜２｝，则犕∩犖＝（　　）．

Ａ．｛狓狘－１＜狓＜２｝　　 Ｂ．｛狓狘０≤狓＜１｝

Ｃ．｛狓狘０＜狓＜１｝　　　 Ｄ．｛狓狘－１＜狓＜０｝

９．若非空且互不相等的集合犕，犖，犘满足：犕∩犖＝犕，犖∪犘＝犘，则

犕∪犘＝（　　）．

Ａ．犕　　　 Ｂ．犖

Ｃ．犘　　　 Ｄ．

１０．满足｛１｝犃｛１，２，３｝的集合犃的个数为（　　）．

Ａ．２　　　 Ｂ．３

Ｃ．８　　　 Ｄ．４

三、解答题 １１．设犿为实数，犕＝｛２，犿｝，犖＝｛２犿，２｝．若犕＝犖，求犿的值．

１２．已知犃∪犅＝｛０，１，２，３，４，５｝，犃∩犅＝｛１，２，３，４，５｝，求集合犃，犅，

并用Ｖｅｎｎ图表示．

１３．已知犝＝犚，犃＝｛狓狘－１≤狓≤３｝，犅＝｛狓狘狓＜２｝，求瓓犝（犃∩犅）．

１４．设犿为实数，集合犃＝｛狓狘１≤狓≤４｝，犅＝｛狓狘犿≤狓≤犿＋２｝．若

犃犅，求犿的取值范围．

１５．已知犕＝｛１｝，犖＝ ｛１，２｝，设犃＝ ｛（狓，狔）狘狓∈犕，狔∈犖｝，犅＝

｛（狓，狔）狘狓∈犖，狔∈犕｝，求犃∩犅，犃∪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