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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小学阶段的教育,对于一个孩子的整个学习生涯乃至后续的工作、生活状态都至关重要。
素质教育提到今天,越来越多的老师和家长能够比较准确地定位孩子在小学阶段的成长目标,
开始日益重视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顺应孩子的天性,关注孩子学习兴趣的持续性,
为孩子减负,让孩子快乐成长。

但毕竟小学生也是学生,实实在在地面对着测验、考试、升学压力。于是各种各样的课外

补习提高、竞赛辅导从未真正离开过小学生的生活,各种鱼龙混杂的教辅图书也始终摆在孩子

的桌上。休息时间,各种补习班之间的奔波,重复、低效的题海训练,在时间、精力甚至经济上

都给了孩子和家长持续的压力。
既要成绩,又想要家长和孩子从题海中解放出来,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学习效率。反映在

做题上,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做足好题,做那些真正有助于打牢基础,又能锻炼能力的经典题、
提高题,同时不让过于简单或者过于偏、怪的题目浪费时间。我们把这些好题叫作“优等生

题”,即通过这些题目的训练,能保证学生达到优等生的水平。
本书即针对三年级阶段要求的“优等生”水平精心选题编写。编写人员全部为小学高级教

师及以上职称,在一线教学岗位有着丰富的经验,能够非常精确地把握题目质量,做到题题都

有针对性,循序渐进,既全面又不重复。
在本书的使用上,有以下几点说明:

1.各版本教材均可使用

本书根据国家教育部颁布的《九年义务教育数学新课程标准》编写,以重要知识点作为训

练单元,精心挑选了各个教材版本的经典题型,开阔学生的视野和思维,并不受特定版本教材

限制。

2.根据学习内容逐个专项提高

本书供学习巩固、提高之用,为非同步类辅导图书。使用本书时,根据课堂学习进度找到

对应专题,有针对性训练,不必按本书既定顺序学习。

3.使用建议

本书每个专题,共设“点睛导航”“精选过关题”“巧练易错题”“挑战竞赛题”四个栏目。在

平时学习过程中针对性训练时,需要严格按照每个栏目逐一完成。如果在完成一个年级学习

之后的假期使用本书,即对本年级所学内容回顾总结时,可以只训练“巧练易错题”和“挑战竞

赛题”部分。
轻松地成为优等生,是每个孩子的梦想,也是每位老师和家长的期望!
轻松地成为优等生,轻松地保持优等生水平,让本书帮你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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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一

时、分、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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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学生学习了时、分的基础上安排的关于时间的新内容,主要是认识时间单位“秒”。

2.各时间单位之间的进率换算、经过时间的计算。

����� +*/(�96"/�(60�(6"/�5*�

1.填空题。
(1)钟面上有3根针,其中一根又细又长的针,它走得最快,它就是(  )针。
(2)电子表上的秒:10:1220 表示:(  )时(  )分(  )秒。
(3)秒针走1小格是(  ),秒针从数12走一圈回到数12,走(  )小格,也就是(  )

秒。这时分针走了(  ),也就是(  )分。
(4)大润发超市上午8:00营业,晚上10:00关门。一天的营业时间是(  )。
(5)从北京———兰州的列车经过A城市的时间是早晨6:30。现在要晚点15分,它(  )

到达。
(6)体育老师对第一小组同学进行50米测试,成绩如下:小红用9秒,小丽11秒,小明8

秒,小军10秒。(  )跑得最快,(  )跑得最慢。

2.单位换算。

1分12秒=(  )秒   3分21秒=(  )秒  
(  )时=240分    65秒=(  )分(  )秒

200秒=(  )分(  )秒 1时5分=(  )分

3.填上合适的时间单位。
(1)做一道口算题大约需要3(  )。 (2)小学生每天睡9(  )。
(3)吃午餐用了30(  )。   (4)小红跳100下绳子用了60(  )。

4.在○里填上“>”“<”或者“=”。

半小时 ○40分     1分5秒 ○65秒      7分 ○70秒

30秒 ○30分    91秒 ○1分30秒      300分 ○6时

9时 ○540分      36秒 ○6分        200秒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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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时间计算。

50分+10分=(  )时      1分-35秒=(  )秒

30分+50分=(  )时(  )分 24秒+48秒=(  )分(  )秒

3分55秒+2分45秒=(  )分(  )秒

6.下面是小红星期天上午的作息时间表。

8:00~9:50 英语口语训练

9:50~10:30  做作业

10:30~11:10  看电视

11:10~12:00  玩游戏

12:00~12:30  吃午饭

(1)小红做作业用了多长时间?

(2)小红玩游戏用了多长时间?

(3)小红看电视和玩游戏一共用了多长时间?

(4)小红下午2:15去体育馆打羽毛球,吃完午饭后,离她去打羽毛球还有多长时间?

����� 2*"0�-*"/�:*�$60�5*�

1.填空题。
(1)4时45分,时针已快靠近(  ),分针正好指在(  )上。
(2)一场足球赛19:40开始,40分钟结束,该球赛的结束时间为(  ):(  )

2.选择合适的时间连线。
小青跑60米           1小时

小军每天写作业         11秒

新闻联播            20分

小明每天家务劳动        30分



专题一 时、分、秒

3    

3.判断题。
(1)秒针跑一圈就是1小时。           (  )
(2)分针走1小格的时间,秒针正好走1大格。    (  )

4.写出下面每个钟面上所指的时间,并写一写它们经过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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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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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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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
11 1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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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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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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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解决问题。
(1)乐佳超市早上9:00开门,晚上8:00关门,小敏早上8:40来到超市,她还要等几分钟超

市才开门?

(2)园林饭店的营业时间为11:00—13:20,16:00—21:40,该饭店一天的营业时间为多少

小时?

6.下面是一列假日列车的运行时间表。

行驶方向 站名 到达时间 出发时间

↓

北京 6:00

济南 10:50 11:00

徐州 14:10 14:20

南京 18:00 18:10

上海 21:00

(1)从北京到济南火车共运行 小

时 分钟。
(2)在济南车站火车停靠 分钟。
(3)从北京到上海火车运行了 小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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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红和小云要做若干个同样多的小红花。她们同时开始做第一朵小红花。小红每10分

钟做好一朵,15时30分做好最后一朵;小云每20分钟做好一朵,18时做好最后一朵。那么她

们开始做第1朵的时间是几时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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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二

万以内的加法和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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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正确计算万以内的加减法,并能够结合具体情境,进行加法、减法估算,培养估算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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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口算。

150-80=  700+900= 520-370= 350-60=
260+80=  530+90= 35+48= 400+600=
37-8=   600-300= 7×4+2= 28-4×5=

2.填空题。
(1)笔算加减法时要注意:相同(  )要对齐,从(  )位算起。

哪一位上相加满十,要向(   )位(   )。
哪一位上不够减,要从(   )位(   )再减。

(2)用7、2、9、0组成最大的四位数是(  ),最小的四位数是(  ),它们相差(  )。
(3)比9999多1的数是( ),它是(  )位数;比1000少1的数是(  ),它是(  )

位数。
(4)(  )+28=345      562-(  )=48

3.竖式计算,打“*”的请写出验算过程。

465+168=      904-425=        *376+589=

603-497=      436+573=       *503-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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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估算。

98+25≈      376+284≈      517-348≈

5.解决问题。
(1)三年级有203人,四年级有279人,三、四年级一共有多少人?

(2)水果店运进318千克荔枝,上午卖出276千克,还剩多少千克?

(3)新华书店的一种新书有600本,上午卖出192本,下午卖出249本,还剩下多少本?

����� 2*"0�-*"/�:*�$60�5*�

1.选择题。
(1)用加法验算408-219=189的算式是(  )。

A.408+189    B.219+189      C.408+219
(2)两个三位数相加,它们的和是(  )。

A.三位数   B.四位数     C.三位数或四位数

(3)最小的三位数减去35,差是(  )。 
A.75     B.135       C.65
(4)一台电话105元,一台风扇65元,一个电子手表25元,花200元够买吗? (  )

A.不够      B.不多不少,刚刚够      C.够买,而且还有剩钱

(5)564>(  )+63
A.501       B.500         C.504

2.判断题。
(1)在加法算式中,和一定比两个加数都大。     (  )
(2)最大的四位数加1得最大的五位数。       (  )
(3)计算减法时,可以用加法验算。         (  )
(4)和是100的两个数一定是70和30。       (  )
(5)在减法算式中,差一定比被减数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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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字题。
(1)244比700少多少?

(2)485比几少76?

(3)减数是536,差是79,被减数是多少?

4.解决问题。
(1)电影院一共有400个座位。二年级有183个学生,三年级有218个学生。他们要一起

看电影,能坐下吗?

(2)世博园上午有游客752人,中午有265人离去。下午又来了506位游客,这时园内有多

少游客? 全天园内一共来了多少游客?

(3)商店运来410千克鸡蛋,上午卖出152千克,下午卖出174千克,还剩多少千克? (两种

方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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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三个同学跳绳,第一个同学跳了287个,比第二个同学多跳了65个,第三个同学比第一

与第二个同学的总和少142个。第三个同学跳了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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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三

测 量 长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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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常见长度单位有千米,米,分米,厘米,毫米。知道每个单位长度大约的长度。

2.千米用字母km表示,米用字母m表示,分米用字母dm表示,厘米用字母cm表示,毫米用

字母mm表示。会选择合适的单位描述物体的长度。

3.单位换算:1米=10分米  10分米=1米  1分米=10厘米 10厘米=1分米

1厘米=10毫米 10毫米=1厘米 1米=100厘米  100厘米=1米

1千米=1000米 1000米=1千米 1分米=100毫米 100毫米=1分米

����� +*/(�96"/�(60�(6"/�5*�

1.填空题。

(1)常见的长度单位有:(  )、(  )、(  )、(  )和(  ),分别用字母(  )、

(  )、(  )、(  )和(  )。

(2)10张纸叠起来厚1毫米,100张纸叠起来厚(  )毫米,合(  )厘米。

2.单位换算。

8千米=(  )米   70厘米=(  )分米      3厘米=(  )毫米

4米=(  )分米   (  )米=50分米      100厘米=(  )米

30mm=(  )cm   15dm=(  )m(  )dm      6km50m=(  )m

2000m=(  )km  9dm=(  )cm 500cm=(  )m 30mm=(  )cm

3.在○里填上“>”“<”或“=”。

70毫米 ○70厘米    3千米 ○2970米      7厘米+23厘米 ○3米

6分米 ○58厘米    1米-2分米 ○8分米      60毫米 ○6厘米

5千米 ○4500米     300厘米 ○20分米      2厘米 ○10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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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填上合适的单位名称。

床长约2(  )  儿童漫画书宽约2(  )

一根跳绳长2(  )  小华身高130(  )

一本小学生字典厚4(  ) 一把小学生尺子长2(  )

一幢楼高约12(  )  马拉松长跑比赛全长42(  )

5.算一算。

15米+9米=(  )米   46厘米-26厘米=(  )厘米 

48千米+32千米=(  )千米 1米-40厘米=(  )厘米

3分米2厘米-8厘米=(  )分米(  )厘米

6.解决问题。

(1)一辆汽车每小时行60千米,照这样计算,3小时行多少千米?

(2)河西村要清理一条15千米长的河道,每天清理2千米,已经清理了4天,还剩多少千米

没有清理? 合多少米?

����� 2*"0�-*"/�:*�$60�5*�

1.选择题。

(1)一枚1元的硬币厚度约是(  )。

A.2克     B.2毫米      C.2厘米

(2)妈妈2小时(  )行8千米。 

A.步    B.骑自行车     C.乘汽车

(3)上海到杭州的公路长是150(  )。

A.米     B.千米        C.分米

(4)计量比较长的路程通常用(  )作单位。

A.米     B.千米    C.分米     D.毫米

2.判断题。

(1)一张床长约22dm。             (  )

(2)明明的身高150cm,红红的身高15dm,两人一样高 。 (  )

(3)因为400>4,所以400米>4千米。      (  )

(4)测量一段路的长度,可以用km,m作单位。   (  )

(5)飞机每小时飞行800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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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骑自行车每小时大约走15千米。        (  )

3.连一连。(把每小时行的路程和合适的工具用线连起来)

 飞机  小汽车  人步行  和谐号高铁

 80千米 800千米  5000米  300千米

4.把下列每组数量按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

(1)6厘米  6千米  6毫米  6米   6分米

(2)3千米  300厘米  30米  3分米

5.解决问题。

(1)一本数学书的厚度为5毫米。8本这样的数学书厚多少厘米?

(2)有一根长10厘米的火腿,壮壮吃了6厘米长的一块。妈妈把剩下的每5毫米切成一

片,一共可以切几片?

(3)小丁丁和爸爸早上7时乘汽车从汽车站出发,汽车每小时行80千米,上午9时能到达

天安门吗?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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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园艺公司要在一条长30米的路旁种一排树,每两棵树的间隔是3米,首尾都要种,能种多

少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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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四

克、千克、吨

���� %*"/�+*/(�%"0�)"/(

  “吨”是常见量的概念,同时又是一个大计量单位。一般来说,学生对于大计量单位接触较

少,观念的建立是比较困难的,是计量单位教学的难点。知道1吨=1000千克。

����� +*/(�96"/�(60�(6"/�5*�

1.填空题。

(1)比千克大的质量单位是(  )。

(2)常用的质量单位按从大到小的顺序是(  )、(  )、(  )。

(3)三年级一班的40名同学的体重之和大约是1吨,也就是(  )千克。

(4)1袋方便面重100克,(  )袋方便面重1千克,3千克这样的方便面有(  )袋。

(5)4千克鸡蛋16元,每千克鸡蛋(  )元。

2.填上合适的单位。

(1)一枚2分硬币约重1(  )。

(2)李老师从市场买回一条1200(  )的鱼和2(  )的白菜。

(3)这辆车的载重量20(  )。

(4)一袋食盐重500(  ),2袋食盐重1(  )。

(5)一头猪重200(  ),5头猪重(  )千克,也就是1(  )。

3.单位换算。

2kg=(  )g     700kg=(  )t      (  )t=3000kg  

5吨400千克=(  )千克   3500千克=(  )吨(  )千克  

2700克=(  )千克(  )克 5400克-1400克=(  )千克

560克+440克=(  )千克    8吨-640千克=(  )千克

95千克-28千克=(  )千克  3千克-1千克600克=(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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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克+35克)×2=(  )克  3千克80克-1千克480克=(  )克

4.在○里填上“>”“<”或“=”。

4千克 ○4吨    6吨 ○6000千克

6千克 ○6600克  2吨150千克 ○2150千克

4500千克 ○4吨  1吨 ○800千克+300千克

5.按照要求排排队。

30吨40千克  3400千克  3004千克   3吨40千克

(     )<(     )<(     )<(     )

����� 2*"0�-*"/�:*�$60�5*�

1.填空题。

(1)1袋大米重约50千克,1吨大米约有(  )袋,(  )袋大米重约5吨。

(2)比4吨少800千克是(  )千克。

(3)比15千克少3000克是(  )千克。

(4)测量一本书的长和宽,一般用(  )作单位,计量河流的长度通常用(  )作单位,黄

金首饰的重量用(  )作单位。

(5)小明身高153(  ),体重27(  ).

2.选择题。

(1)用天平称物体,一般用(  )作单位。

A.吨   B.克  C.千克

(2)一只大公鸡约重(  )。

A.3千克   B.300克   C.30千克

(3)20个苹果重3千克,每个苹果重(  )

A.150千克  B.150克  C.15千克

(4)买1千克香蕉需要4元钱,现有20元钱,可买(  )克的香蕉。

A.5000  B.5  C.500
(5)环形跑道一圈400米,小明跑了5圈,共跑了(  )千米。

A.2000   B.20  C.2

3.判断题。

(1)6吨棉花比6吨铁轻。       (  )

(2)一个西瓜重5克。          (  )

(3)一袋面粉重25千克,40袋面粉重1吨。 (  )

(4)小丽身高是34千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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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一袋盐重500克,两袋盐重1吨。  (  )

(6)1吨比999千克多1千克。     (  )

4.填表。

种类 苹果 橘子 香蕉

上午 6000克 15千克 4500克

下午 9千克 (  )克 (  )克

合计 (  )千克 18千克 6千克

5.解决问题。
(1)一批货物25吨,载重5吨的卡车运了1车,剩下的用载重2吨的小卡车运,小卡车要运

几车才能运完?

(2)一瓶饮料连瓶重1千克,瓶重100克,请问饮料有多重?

(3)每千克草莓的价格是8元,买3千克500克的草莓应付多少钱?



��� 5*"0�;)"/�+*/(�4"*�5*�

1.一瓶麻油连瓶称重120克,用去一半麻油后,连瓶称还重65克。这瓶里有多少克麻油? 空

瓶重多少克?

2.相同重量的甲乙两桶水,甲桶里倒出6千克,乙桶里加入8千克,这时乙桶的水是甲桶的3
倍。两桶水原来各有多少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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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五

周  长

���� %*"/�+*/(�%"0�)"/(

1.周长的概念:封闭图形一周长度的总和,周长的单位是长度单位。

2.长方形的周长=(长+宽)×2;正方形的周长=边长×4。

����� +*/(�96"/�(60�(6"/�5*�

1.填空题。

(1)封闭图形一周长度的总和就是它的(  )。

(2)三角形的周长指的是(  )条边长的(  );四边形的周长指的是(  )条边长的

(  )。

(3)长方形相邻两边的和是这个长方形的周长的(  )。

(4)一个正方形的边长是5厘米,它的周长是(  )厘米。

(5)长是30米,宽是20米的长方形周长是(  )米。

(6)一个三角形的三条边长分别是3厘米、5厘米、6厘米,这个三角形的周长是(  )。

2.选择题。

(1)计算长方形的周长可以用(  )。

A.长+宽×2  B.(长+宽)×2  C.长+宽

(2)边长1厘米的正方形的周长是(   )。

A.1厘米    B.2厘米   C.4厘米

3.计算图形的周长。

6�1

5�1

4�1

周长=
   

18�1

16�1

25�1

20�1

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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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

48�1

周长=
    37�1

周长=

4.解决问题。

(1)一个长方形运动场,长250米,宽200米,这个运动场的周长是多少米?

(2)一个正方形菜园,边长是80米,如果要用篱笆把菜园的四周围起来,篱笆长多少米?

����� 2*"0�-*"/�:*�$60�5*�

1.填空题。

(1)一个正方形的游泳池,围着这个游泳池走一圈要走120米,这个游泳池的边长是(  )

米。

(2)用8根2厘米的小棒摆成一个长方形,它的周长是(  )厘米。

(3)把两个边长是3厘米 的小正方形拼成一个长方形,这个长方形的周长是(  )

(4)用一根48厘米的铁丝折成一个正方形,这个正方形的边长是(  )厘米。

2.选择题。

(1)用2个边长1厘米的正方形拼成的长方形的周长是(  )厘米。

A.8  B.7  C.6
(2)下图中,阴影部分(甲)与空白部分(乙)的周长相比(  )。

A.甲长  B.乙长  C.同样长

�

�

(3)一张长是10厘米的长方形纸片对折后,正好得到一个正方形(如图所示),这个正方形

的周长是(  )。

A.20厘米   B.40厘米  C.80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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