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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数学是一门重要的基础学科，记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经流行过非常响亮的一句口

号：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数学，显然是数理化的领头羊。这句话也从某个侧面

告诉我们，数学是其他学科的基础。在科技飞速发展的 21世纪，数学的重要性更是毋
庸置疑的。

数学，是锻炼思维的体操。思维的锻炼，要从小开始抓起。通过科学、严格、系统的

训练，为今后进一步深造学习打好坚实的基础。

这套奥数教程有三大特点：

第一，遵循孩子学习的特点设置栏目。 本书作者长期从事数学竞赛的培训工

作，深知孩子的特点是喜欢听故事，因此本书每章的切入点是“故事堡”，用一个个有趣

的小故事把孩子们吸引到数学学习中来，孩子们不知不觉地就会喜欢上数学。

第二，把发展孩子对数学的兴趣放在首位，不搞难题、偏题、怪题，不搞题海战术。

过难过怪过偏的题目，只会挫伤孩子们对数学的兴趣；题海战术只会加重孩子课外学习

的负担，让孩子们的宝贵时间浪费在不必要的、枯燥无聊的重复之中。这套教程让孩子

的奥数学习之路从零起步，循序渐进，一步步迈向神秘的数学殿堂。

第三，本套教程，从每个细节之处都强调方法比知识更重要。 不仅仅“授之以

鱼”，更“授之以渔”，教会孩子解题的方法。思维的训练，关键就是在方法，方法掌握了，

事半功倍，本套教程中所设置的“知识点”让每一章的重点难点一目了然，而“分析与解

答”、“思维导图”等栏目，让数学思维方法更醒目、更直观。本书的每道例题、练习题都

有详细的解答过程和步骤，既可作为学校第二课堂的兴趣教材，也适合孩子们在家自学。

小学阶段是每个孩子人生之中求学的起步阶段，我们希望这些理念能够得到家长们

和老师们的认同。编一套奥数书并不难，难就难在要编出一套能让孩子们真正喜欢的

奥数辅导书，如果本套书能够在孩子们的成长道路上给予他们哪怕一丁点的帮助，我们

也就心满意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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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

已知几个数的和与这几个数之间的倍数关系，求这几个数的应用题称之为和倍问

题。要想顺利地解答和倍问题，最好的方法是根据题目所给的条件和问题画出线段图，

可以使数量关系一目了然，从而帮助我们理清思路，找到解题方法。

故事堡

理思参加市里举办的芭蕾舞比赛，获奖归来的那天，爸爸给她买了一双舞鞋和一条

裙子作为获奖的礼物，理思非常高兴。可爸爸非要她算出这双舞鞋和这条裙子各值多

少钱才送给她，并且告诉她这双舞鞋和这条裙子共花了 58元，其中裙子的价钱是舞鞋

的 2倍还多 10元。理思为了得到爸爸的礼物，冥思苦想，最后还是在电话里通过智多

星的帮助，才得到了爸爸的礼物。小朋友，请你先自己动手算算，再看看理思的计算方法。

裙子的价钱是舞鞋的 2倍多 10元，这样合起来就是 3倍再

加上 10元，共 58元。那么 3倍就是 58－10＝48（元），这样一倍

的钱就是舞鞋的价钱。列式为：58－10＝48（元）；48÷（1＋2）＝
16（元）；16×2＋10＝42（元）或 58－16＝42（元）。

答：舞鞋的价钱是 16元，裙子的价钱是 42元。

把舞鞋的价钱看成一

倍，共花了 58元是这样的几

倍还多 10元呢？

第一讲 和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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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屋

例 1
学校图书室买来科技书和故事书共 160本，其中故事书的本数是科技书的 3倍。学

校图书室买来科技书和故事书各多少本？

分析与解答

题中把科技书的本数看做一倍数，那么故事书的本数就是 3个一倍数，科技书与故

事书共 160本就是（3＋1）个一倍数，因此可以先求科技书的本数，再求故事书的本数。

1. 根据题意画出线段图。

2. 求一倍数。

科技书的本数：160÷（3＋1）＝40（本） （注：160本对应的是四倍数）

3. 求解。

故事书的本数：40×3＝120（本）或 160－40＝120（本）

答：学校图书室买来科技书 40本，故事书 120本。

4. 验算。

可以把求出的科技书本数和故事书本数相加，看和是不是 160本；再用故事书的本

数除以科技书的本数，看是不是等于 3倍。如果与条件相符，表明这道题解答正确。

120＋40＝160（本） 120÷40＝3（倍）

把科技书的本数看成一倍，

160本里共有这样的几倍？

科技书

故事书

1

？本
3倍 160本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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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

顺藤摸瓜

1. 饲养场养鸡的只数是养鹅的 5倍，养的鸡、鹅共有 480只，饲养场养鸡

只、鹅 只。

2. 果园里有梨树和苹果树共 324棵，苹果树的棵数是梨树的 5倍，苹果树比梨树

多 棵。

例 2
宏星小学有学生 760人，其中男生人数是女生

的 3倍少 40人，男、女生各有多少人？

分析与解答

把女生人数看做一倍，由于男生人数是女生人数的 3倍还少 40人，如果用男、女生

人数总和 760人再加上 40人，就等于女生人数的 4倍。

1. 根据题意画出线段图。

2. 转化成整倍数后求一倍数。

女生人数：（760＋40）÷（3＋1）＝200（人） （注：760＋40人对应的是四倍数）

3. 求解。

男生人数：200×3－40＝560（人）

和倍问题
（整倍型）

和倍问题是已知大小两个数的和与它们的倍数关系，求大小两
个数的应用题。

解答和倍问题的最快方法是：要先找准哪个数量是“一倍数”，再
看看“和”里有几个这样的一倍数。

基本数量关系：和÷（倍数＋1）＝一倍数（较小的数）
一倍数×倍数＝几倍数（较大的数）
或：和－一倍数＝几倍数

760人不是男、女生人数

的整倍数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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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760－200＝560（人）

答：男生有 560人，女生有 200人。

4. 验算。560＋200＝760（人） （560＋40）÷200＝3（倍）

思维导图

顺藤摸瓜

3. 书店去年和今年共售书 380万册，今年的售书量是去年的 3倍还少 40万册。去

年共售书 万册，今年共售书 万册。

4. 商店运来橘子、苹果、香蕉共 53千克，橘子的重量是苹果的 3倍少 3千克，香蕉

的重量是苹果的 2倍多 2千克。苹果重 千克，橘子重 千克，香蕉重

千克。

例 3
甲班有图书 120本，乙班有图书 30本，甲班给乙班

多少本后，甲班图书是乙班图书的 2倍？

分析与解答

从已知条件中得出，不管甲班给乙班多少本书，还是乙班从甲班得到多少本书，甲、

乙两班图书总和是不变的量。最后要求甲班图书是乙班图书的 2倍，那么甲、乙两班图

书总和相当于乙班现有图书的 3倍。依据解和倍问题的方法，先求出乙班现有图书多

少本，再与原有图书本数相比较，可以求出甲班给乙班多少本书。

1. 解题思路：先转化成整倍问题。
当题目中给出的数量，不是整倍数时不能直接用除法，可以先

转化成整倍数，再求出一倍数。

3. 一般解题步骤：
①画线段图（先画倍数关系，再标明数量）；
②求一倍数（数量与倍数对应好才能相除）；
③根据题目要求求相应的解。

2. 转化方法：“多”的减去，“少”的加上。
和倍问题
（非整倍型）

移来移去，到底哪个量

才是不变的呀？

不管怎么移，总的图

书总量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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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据题意画出线段图。

题目里的倍数关系是甲班给乙班书后的情况，所以根据该关系画出的线段图是“移”

完之后的。

2. 求解。

①甲、乙两班共有图书的本数：30＋120＝150（本）

②甲班给乙班若干本图书后，甲、乙两班共有的倍数：2＋1＝3（倍）

③乙班现有的图书本数：150÷3＝50（本）

④甲班给乙班图书本数：50－30＝20（本）

综合算式：（30＋120）÷（2＋1）＝50（本） 50－30＝20（本）

答：甲班给乙班 20本后，甲班图书是乙班图书的 2倍。

3. 验算。

（120－20）÷（30＋20）＝2（倍）

（120－20）＋（30＋20）＝150（本）

思维导图

顺藤摸瓜

5. 甲桶内有油 40千克，乙桶内有油 16千克。将 千克的油从乙桶倒入甲

桶后，甲桶的油就是乙桶的 3倍。

6. 小丁有 240元，小张有 100元，两人用去了一样多的钱后，小丁剩下的钱是小张

剩下的钱的 3倍。小丁和小张各用去了 元。

例 4
两箱茶叶共重 88千克，如果从甲箱取 15千克放入乙箱，那么乙箱的重量是甲箱的

3倍。两箱原有茶叶各多少千克？

根据倍数关系，先求出变化后的一倍数，再和原来的数量相比较，
得出移动的数量。

和倍问题
（移多补少）

解这类题的关键是找出哪个量是变量，哪个量是不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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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与解答

两箱茶叶共重 88千克，从甲箱取 15千克放入乙箱，两箱茶叶的重量还是 88千克，

这时乙箱的重量是甲箱的 3倍。那么 88÷（1＋3）可求出现在甲箱的茶叶重量，现在甲

箱茶叶的重量加上甲箱取出 15千克就是原来甲箱茶叶的重量，最后求原来乙箱的茶叶

重量。

①移动后甲箱茶叶的重量：88÷（1＋3）＝22（千克）

②甲箱原有茶叶的重量：22＋15＝37（千克）

③乙箱原有茶叶的重量：88－37＝51（千克）

答：甲箱原有茶叶 37千克，乙箱原有茶叶 51千克。

顺藤摸瓜

7. 书架上、下两层共有书 109本，如果把新买的 15本放入上层，那么上层的书正好

是下层的 3倍。上层原有书 本，下层原有书 本。

8. 甲水池有水 1500升，乙水池有水 1200升，每分钟从甲水池流入乙水池 25升

水， 分钟后，乙水池的水是甲水池的 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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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

“差倍问题”就是已知两个数的差和它们的倍数关系，求这两个数。差倍问题的解

题思路与和倍问题一样，先要在题目中找到一倍数，再画图确定解题方法。被除数的数

量和除数的倍数关系要相对应，相除后得到的结果是一倍数，然后求出另一个数，最后

再写出验算和答题。

故事堡

学校要举行运动会了。体育老师派理思去买 68个球，其中足球是篮球的 2倍，篮

球比排球多 4个。这下，理思可被搞糊涂了，究竟应该分别买多少个足球、篮球和排球

呢？小朋友，你能帮理思算一算吗？

聪明屋

例 1
学校图书室买来的故事书比科技书多 80本，

其中故事书的本数是科技书的 3倍。学校图书室

买来科技书和故事书各多少本？

把篮球看成一倍数，68个里有这样的 4倍数少 4个，

那该怎么办？

第二讲 差倍问题

把科技书的本数看成一倍数，

80本里有这样的几倍？

篮球：（68＋4）÷（1＋1＋2）＝18（个）

足球：18×2＝36（个）

排球：18－4＝14（个）

答：理思应该买 36个足球，

18个篮球和 14个排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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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与解答

把科技书的本数看做一倍数，故事书的本数是科技书的 3倍，那么故事书比科技书

多 2倍。又已知“故事书比科技书多 80本”，即 2倍与 80本相对应，可以理解为 2倍是

80本，这样可以算出一倍数是多少本。最后就可以求出学校图书室买来科技书和故事

书各多少本。

1. 根据题意画出线段图。

2. 求一倍数。

科技书的本数：80÷（3－1）＝40（本） （注：80本对应的是二倍数）

3. 求解。

故事书的本数：40×3＝120（本）或 40＋80＝120（本）。

答：学校图书室买来科技书 40本，故事书 120本。

4. 验算：120－40＝80（本） 120÷40＝3（倍）

思维导图

顺藤摸瓜

1.节日里彩旗飘，红旗的面数是黄旗的 3倍，黄旗比红旗少 24面。红旗有

面，黄旗有 面。

2. 被除数比除数大 72，商是 7。被除数是 ，除数是 。

差倍问题
（整倍型）

差即“相差”，可表述为“谁比谁多多少”或“谁比谁少多少”。

解题规律：差÷（倍数－1）＝一倍数（较小的数）

一倍数×倍数＝几倍数（较大的数）
或一倍数＋差＝几倍数（较大的数）

解答关键：找出两个数量的差与两个数量的倍数的差的对应关系。
用除法求出一倍数，也就是较小的数，再求几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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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
学校买来的白粉笔比彩色粉笔多 15箱，白粉笔

的箱数是彩色粉笔的 4倍还多 3箱。学校买来白

粉笔、彩色粉笔各多少箱？

分析与解答

1. 根据题意画出线段图。

2. 转化成整倍数后求一倍数。

彩色粉笔箱数：（15－3）÷（4－1）＝4（箱） （注：15－3人对应的是三倍数）

3. 求解。

白粉笔箱数：4＋15＝19（箱）或 4×4＋3＝19（箱）

答：学校买来白粉笔 19箱，彩色粉笔 4箱。

4. 验算：19－4＝15（箱）；4×4＋3＝19（箱）

思维导图

顺藤摸瓜

3. 学校舞蹈队的女生人数是男生的 3倍多 2人，女生比男生多 24人。舞蹈队男

生有 人，女生有 人。

4. 学校举行“小松鼠”跳、踢比赛。参加跳绳比赛的人数是踢毽子人数的 4倍少 15

多的 15 箱并不是相差
的 3倍，那该怎么办？

差倍问题
（非整倍型）

1. 解题思路：先转化成整倍问题。
当题目中给出的数量，不是整倍数时不能直接用除法，可以先

转化成整倍数，再求出一倍数。

2. 转化方法：“多”的减去，“少”的加上。

3. 一般解题步骤：
①画线段图（先画倍数关系，再标明数量）；
②求一倍数（数量与倍数对应好才能相除）；
③根据题目要求求相应的解。

彩色粉笔

白粉笔

1
15箱

4－1＝4倍数

3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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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跳绳人数比踢毽子人数多 24人。参加跳绳比赛的有 人，参加踢毽子比赛

的有 人。

例 3
菜站运来的白菜是萝卜的 3倍，卖出白菜 1800

千克，萝卜 300千克，剩下的两种蔬菜的重量相等，

菜站运来的白菜和萝卜各是多少千克？

分析与解答

根据“菜站运来的白菜是萝卜的 3倍”应把运来的萝卜的重量看做一倍数；“卖出白

菜 1800千克，萝卜 300千克，剩下的两种蔬菜的重量相等”，说明运来的白菜比萝卜多

1800－300＝1500（千克）。从下图中清楚地看到这个重量相当于萝卜重量的 3－1＝2

（倍），这样就可以先求出运来的萝卜是多少千克，再求运来的白菜是多少千克。

1. 根据题意画出线段图。

2. 求解。①运来萝卜重量：（1800－300）÷（3－1）＝750（千克）

②运来白菜重量：750×3＝2250（千克）

答：菜站运来白菜 2250千克，萝卜 750千克。

3. 验算。2250－1800＝450（千克）（白菜剩下部分的重量）

750－300＝450（千克）（萝卜剩下部分的重量）

思维导图

差倍问题
（找暗差）

有些应用题把两个数的差“暗藏”起来，我们管暗藏的差叫“暗
差”。

在未直接告诉差的差倍问题中，先画草图，把差找到，再把差“搬”
到对应的倍数关系图上，就一目了然了。

开始倍数关系 相等
找差：反向变化用加法；

同向变化用减法。

各自变化后

运来的白菜比萝卜多

多少千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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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藤摸瓜

5. 甲、乙两个仓库各存一批面粉，甲仓库面粉的袋数是乙仓库的 3倍，从甲仓库运

走 850袋，从乙仓库运走 50袋，两仓库剩下的袋数相等。原来甲仓库存有 袋

面粉，乙仓库存有 袋面粉。

6. 甲、乙两人存款若干元，甲存款是乙存款的 3倍，如果甲取出 80元，乙存入 20

元，甲、乙的存款正好相等。甲原来存款 元，乙原来存款 元。

例 4
有两根同样长的绳子，第一根截去 12米，第二

根接上 14米，这时第二根长度是第一根的 3倍，两

根绳子原来各长多少米？

分析与解答

两根绳子原来的长度一样长，但是从第一根截去 12米，第二根绳子又接上 14米后，

第二根的长度是第一根的 3倍，则应该把变化后的第一根长度看做一倍数，而 12＋14＝

26（米），正好相当于第一根绳子剩下的长度的 2倍。所以，当第一根截去 12米后剩下的

长度可以求出来，那么第一根、第二根原有长度也就相应可以求出。

1. 根据题意画出线段图。

2. 求解。

①第一根截去 12米剩下的长度：（12＋14）÷（3－1）＝13（米）

②两根绳子原来的长度：13＋12＝25（米）

答：两根绳子原来各长 25米。

顺藤摸瓜

7. 两筐重量相等的苹果，从甲筐取出 7千克，乙筐加上 19千克，这时乙筐的重量

是甲筐重量的 3倍。甲、乙两筐原来各有苹果 千克。

8. 两块同样长的花布，第一块卖出 31米，第二块卖出 19米后，第二块的长度是第

一块的 4倍，每块花布原来有 米。

例 4 和例 3 有什么不同之

处？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小朋友，想想看还
有其他方法能求出两根

绳子原来长多少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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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

和差问题是已知大小两个数的和与这两个数的差，求大小两个数各是多少的应用题。

为了解答这类应用题，首先要弄清两个数相差多少的不同叙述方式。有些题目明

确给了两个数的差，而有些应用题把两个数的差“暗藏”起来，我们管暗藏的差叫“暗

差”。知道两个数的和，以及它们的差，要求这两个数，解决和差问题需要我们画线

段图来分析。

故事堡

文具王国的尺子点点和跳跳是一对好朋友，他们一会儿高兴地把

自己绑在一起，一会儿又闹起小别扭，竖起小脑袋来比比谁长得高，

每天他们总是有使不完的劲儿。同学们，你们能根据右边的图，算出

点点和跳跳各有多长吗？

第三讲 和差问题

假设跳跳多 4厘米，那么就和点点一样长，这时总长增长
到了 16＋4＝20（厘米），2个点点的长是 20厘米，那么点点的

长就是 20÷2＝10（厘米），跳跳就是 10－4＝6（厘米）。点点（大

数）：（16－4）÷2＝10（厘米）；跳跳（小数）：10－4＝6（厘米）。

假设点点少 4厘米，那么就和跳跳一样长，这时总长就减
少到了 16－4＝12（厘米），2个跳跳的长是 12厘米，那么跳跳

的长就是 12÷2＝6（厘米），点点就是 6＋4＝10（厘米）。跳跳

（小数）：（16＋4）÷2＝6（厘米）；点点（大数）：6＋4＝10（厘米）。

012



聪明屋

例 1
两筐水果共重 150千克，第一筐比第二筐多

8千克，两筐水果各多少千克？

分析与解答

假设第二筐和第一筐重量相等时，两筐共重 150＋8＝158（千克）；假设第一筐重量

和第二筐相等时，两筐共重 150－8＝142（千克）。

1. 根据题意画出线段图。

2. 求解。

解法 1：①第二筐重多少千克？（150－8）÷2＝71（千克）

②第一筐重多少千克？71＋8＝79（千克）或 150－71＝79（千克）

解法 2：①第一筐重多少千克？（150＋8）÷2＝79（千克）

②第二筐重多少千克？79－8＝71（千克）或 150－79＝71（千克）

答：第一筐重 79千克，第二筐重 71千克。

思维导图

和差问题

解答和差问题的应用题，学会画线段图是关键，从线段图上找到
大数和小数，并找到解决方法。

和差问题的一般解题规律是院渊和－差冤÷2＝较小数曰
和－较小数＝较大数或较小数＋差＝较大数遥

动脑筋想一想：（和＋差）÷2＝ 。

如果从总数中取出第一筐比

第二筐多的 8千克，则第一

筐和第二筐的数量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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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藤摸瓜

1. 甲、乙两人同时以相同的速度打字，2分钟共打了 240个字，已知甲每分钟比乙

多打 10个字。甲每分钟打 个字，乙每分钟打 个字。

2. 长方形操场的长与宽相差 80米，沿操场跑一周是400

米，这个操场的长是 米，宽是 米。

例 2
图书馆的书架上、下两层共存书 220本，如果从上

层拿出 10本放入下层，则两层书架上书数相等。求原

来上、下两层各存书多少本？

分析与解答

根据从上层拿出 10本放入下层后两层书架上的书同样多，可以知道上层书架上的

书比下层书架上的书多 2个 10本，如果从上层书架中减去 10×2＝20（本），就和下层

书架上的书同样多，那么上、下两层书架上书的总数减少了 20本，这时上、下两层书架

上书的总数就相当于下层书架上书的 2倍。

1. 根据题意画出线段图。

2. 求解。

解法 1：①下层存书：（220－20）÷2＝100（本）

②上层存书：220－100＝120（本）

解法 2：①上层存书：（220＋20）÷2＝120（本）

②下层存书：220－120＝100（本）

答：原来上层存书 120本，下层存书 100本。

顺藤摸瓜

3. 松鼠妈妈和小松鼠共摘了 40只松果准备过冬，松鼠妈妈给小松鼠 6只松果后，

小松鼠的松果和松鼠妈妈一样多。松鼠妈妈摘了 只松果，小松鼠摘了

只松果。

宽

长

这里的和是 220，
“差”呢？是 10吗？

差应是 10×2＝20本，动脑
筋想一想，这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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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甲、乙两人共存款 3400元，甲若给乙 400元，则两人存款相等，甲存款

元，乙存款 元。

例 3
有三块布料共 190米，第二块比第一块长 20米，第三块比第二块长 30米。每块布

料各长多少米？

分析与解答

先画线段图，从线段图中可以看出，以第一块为标准，第二块减少 20米，第三块减

少 20＋30＝50（米），总和减少 20＋50＝70（米），即 190－70＝120（米）。120米相当于第

一块布料长的 3倍，先求出第一块布料的长度，第二块、第三块就可以相应求出。

1. 根据题意画出线段图。

2. 求解。①第一块布料长度的 3倍：190－（20＋20＋30）＝120（米）

②第一块布料的长度：120÷3＝40（米）

③第二块布料的长度：40＋20＝60（米）

④第三块布料的长度：60＋30＝90（米）

答：第一块长 40米，第二块长 60米，第三块长 90米。

思维导图

顺藤摸瓜

5. 甲、乙、丙三个数的和是 105，甲数比乙数多 4，乙数比丙数多 4，丙数是 。

6. 有 3条绳子，总长 95米，第一条比第二条长 7米，第二条比第三条长 8米。第

一条绳子长 米，第二条绳子长 米，第三条绳子长 米。

为什么要
除以 3？

和差问题
（找暗差） 当题中出现了几个不相等的数量及它们的总和时，可先把它们转

化为几个相等的量后，再进行计算。

有时候，题目中的“和”或“差”没有直接告诉我们。我们就要仔细
分析，先把它们找出来，然后再解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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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4
甲、乙两校共有学生 1050人，部分学生因搬家

需要转学，已知由甲校转入乙校 20人，这样甲校比

乙校还多 10人。两校原来有学生各多少人？

分析与解答

这道题只告诉了我们两个数的和，两数的差属于隐藏条件。由甲校转入乙校 20

人，这样甲校比乙校还多 10人，实际上甲校比乙校多 20×2＋10＝50（人），找到了隐藏

的差，就转变成了典型的和差问题。

1. 根据题意画出线段图。

2. 求解。①乙校人数：（1050－50）÷2＝500（人）

②甲校人数：1050－500＝550（人）

答：甲校原来有学生 550人，乙校原来有学生 500人。

顺藤摸瓜

7. 小华和小敏共有铅笔 25支，如果小华用去 4支，小敏用去 3支，那么小华还比

小敏多 2支。小华原来有 支铅笔，小敏原来有 支铅笔。

8. 甲、乙两校共有学生 864人，为了照顾学生就近入学，从甲校调入乙校 32人，这

样甲校学生还比乙校多 48人，甲校原来有学生 人，乙校原来有学生 人。

例 5
叮叮和铛铛做口算题，8分钟两人共做 240道。如果两人各做 2分钟，叮叮比铛铛

少做 8道。叮叮和铛铛每分钟各做多少道口算题？

分析与解答

“和”是 240÷8＝30（道）；“差”是 8÷2＝4（道）

①叮叮每分钟做题：（30－4）÷2＝13（道）

②铛铛每分钟做题：（30＋4）÷2＝17（道）

答：叮叮每分钟做题 13道，铛铛每分钟做题 17道。

好像刚才碰到过这类题，

比较一下，有什么不同呢？

为什么要先
“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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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

顺藤摸瓜

9. 一位少年短跑选手，顺风跑 90米用了 10秒钟。在同样的风速下，逆风跑 70米
也用了 10秒钟。在无风的时候他跑 80米要用 秒。

这道题的“和”与“差”并不是在同一时间内得到的，就应当先求出两人每分钟共做
的题数和每分钟相差的题数，所以要先“除”，得到的结果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和”与“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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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

所谓图的一笔画，指的就是：从图的一点出发，笔不离纸，遍历每条边恰好一次，即

每条边都只画一次，不准重复。

故事堡

在 18世纪的哥尼斯堡城，流经那里的一条河中有两座小岛，还有七座桥把这两座

小岛与河岸联系起来，那里风景优美，游人众多。在这美丽的地方，人们议论着一个有

趣的问题：一个游人怎样才能不重复地一次走遍七座桥，最后又回到出发点呢？

对这个貌似简单的问题，许多人跃跃欲试，但都没有获得成功。直到 1836年，瑞士

著名的数学家欧拉才证明了这个问题的不可能性。

欧拉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非常巧妙。他认为：人们关心的只是一次不重复地走遍

这七座桥，而并不关心桥的长短和岛的大小，因此，岛和岸都可以看做一个点，而桥则可

以看成是连接这些点的一条线。这样，一个实际问题就转化为一个几何图形（如下图）

能否一笔画出的问题了。

在七桥问题的图中有四个奇

点，因此，欧拉断言：这个图无法一

笔画出，即游人不可能不重复地一
次走遍七座桥。

第四讲 一笔画

什么叫一笔画？什么样的图可以一笔画出？欧

拉又是如何彻底证明七桥问题的不可能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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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屋

例 1
下面这些图形（字），哪些能一笔画成？哪些不能一笔画成？

回 旦 口 中 吕 日 品
（1） （2） （3） （4） （5） （6） （7）

可以一笔画成的是 ，不能一笔画成的是 。

分析与解答

通过尝试：（3）、（4）、（6）画的时候是连通的，笔没有离开纸，是可以一笔画的，而（1）、

（2）、（5）、（7）不是连通的，所以不能一笔画。

思维导图

顺藤摸瓜

1. 找出下面图（字）中哪些能一笔画成？哪些不能一笔画成？

上 凹 只 几 凸
（1） （2） （3） （4） （5）

可以一笔画成的是 ，不能一笔画成的是 。

2. 下面这些图形，哪些能一笔画成？哪些不能一笔画成？

一笔画

能一笔画成的图，必须是连通的；没有连成一体的不连通图是不
可能一笔画成的。

我们把和 1条、3条、5条等奇数条线相连的点叫做奇点。

我们把和 2条、4条、6条等偶数条线相连的点叫做偶点。

连通的图就一定

能一笔画吗？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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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
下面的图形，哪些能一笔画成？哪些不能一笔画成？

分析与解答

图（1）有 2个奇点，2个偶点，可以一笔画成，须由 A开始到 B结束或由 B开始到 A

结束。

图（2）有 10个奇点，大于 2，不能一笔画成。

图（3）有 4个奇点，1个偶点，因此也不能一笔画成。

思维导图

顺藤摸瓜

3. 判断下面的图形能否一笔画成，然后画一画。

粤 月 C D E
4. 判断下面的图形能否一笔画成，然后画一画。

A B

（1） （2） （3）

欧拉定理 凡是只有两个奇点（其余均为偶点）的连通图，一定可以一笔画
成；画时必须以一个奇点为起点，另一个奇点为终点。

凡是由偶点组成的连通图，一定可以一笔画成；画时可以任一偶
点为起点，最后一定能以这个点为终点画完此图。

其他情况的图，都不能一笔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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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
下面是一个公园的平面路线图，要使游客进入公园后，走遍每条路而且不重复，请

问出、入口分别应设在哪里？

分析与解答

要使游客走遍每条路而且不重复，也就要求一笔画出路线图。所以我们要分析图

中的奇点，有没有？有的话，有几个？

经观察，只有 B、F两个奇点，所以，只要出、入口分别设置在 B、F点上，游客就可以
从入口进去，不重复地走遍每条路，再从出口处离开公园。

顺藤摸瓜

5. 在一个公园的湖里，有 4个小岛，它们互相之间共有 6座桥连接，公园想用游船

连接岛和岸，使游客上岛以后能游览全部 4个岛并不重复地走过 6座桥，然后离开，请

问应该在哪里设置码头？

6. 甲、乙两个邮递员去送信，两人以同样的速度走遍所有的街道（阴影部分），甲从

A 点出发，乙从 B点出发，最后都回到邮局（C点）。如果都选择最短的线路，谁先回到邮
局？

A
I

H

G
F

ED
C

B
小朋友，你能帮我找找基点

的个数和基点的位置吗？

A

B
C

D

如果是一个所有都是偶点的图，应

该怎样设置出、入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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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4
观察下面的图，看各至少用几笔画成？

分析与解答

我们把不能一笔画成的图，归纳为多笔画。通过前面的学习我们已经知道：当奇点

个数不是 0或 2时，图不能一笔画成。因此，我们可以猜想：奇点个数是研究多笔画问

题的关键。

（1）图中有 8个奇点，因此需用 4笔画成。

（2）图中有 12个奇点，需用 6笔画成。

（3）图是无奇点的连通图，可一笔画成。

思维导图

顺藤摸瓜

7. 观察下面的图，看各至少用几笔画成？

（1） （2） （3）

多笔画

一个连通图的奇点数一定是偶数个。如果只有 0或 2个奇点，就
能一笔画出；有 4个奇点，至少要 2笔画出；有 6个奇点，至少要
3笔画出……

公式：有 n个奇点，至少要（n÷2）笔画出。

（1） （2） （3）

I
G

F

EDC

B

A H

一个不能一笔画成的图，

至少用几笔才能画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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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观察下面的图，看各至少用几笔画成？

例 5
判断右边的图能否一笔画成；若不能，你能用什么方法把它改成

一笔画？

分析与解答

图中共有 4个奇点，因此，显然无法一笔画成。要想改为一笔画，就要将其奇点数

减少到 2个或者 0个。具体方法有两种：

①去边：去掉连接奇点 B、C的边 BC；
②添边：在奇点 A、C间添上边 AC。

思维导图

顺藤摸瓜

9. 请将右图改为一笔画。

10. 右图是某少年宫的平面图，共有五个大厅，相邻两厅之

间都有门相通（D与 E两厅除外），并且有一个入口和一个出口。
问游人能否从入口进入，而一次不重复地穿过所有的门？如果可

以，请指明穿行路线；如果不能，请你想一想，关闭哪扇门后就可

以办到？

A D
CB

（1） （2）

A
B

D
C

A
B

D
C

（1） （2） （3）

多笔画转化
为一笔画

多笔画转化为一笔画的关键：减少奇点数。（把奇点的个数减少到
0或 2个）

转化方法

去边。即将多余的两奇点间的边去掉。这种方法

只适用于多余的两奇点间有边相连的情况。

添边。即在多余的两奇点间添上一条边，添边的
方法适用于任意多笔画的图。

A

DC

B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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