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轻松100分.小学数学周计划(1年级)/刘弢,吕春昕主编.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5.5

 ISBN978 7 5628 4190 6

 Ⅰ.①轻… Ⅱ.①刘… ②吕… Ⅲ.①小学数学课—习题集 

Ⅳ. ①G6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53711号

轻松100分:小学数学周计划(1年级)
…………………………………………………………………………………………………………………
主  编/刘 弢 吕春昕

策划编辑/戎 炜

责任编辑/郭 艳

责任校对/李 晔

封面设计/视界创意

出版发行/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 址:上海市梅陇路130号,200237
电 话:(021)64250306(营销部)

(021)64252174(编辑室)
传 真:(021)64252707
网 址:press.ecust.edu.cn

印  刷/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7.25
字  数/132千字

版  次/2015年5月第1版

印  次/2015年5月第1次

书  号/ISBN978 7 5628 4190 6
定  价/19.50元

联系我们:电 子 邮 箱press@ecust.edu.cn
官 方 微 博e.weibo.com/ecustpress
天猫旗舰店http://hdlgdxcbs.tmall.com



�?

���

看到市场上浩如烟海、质量参差不齐的小学数学教辅图书,有一个

想法在我们心中由来已久,那就是编写一套真正内容扎实、效果明显、让

同学和家长们的每一分钱都不虚掷的小学数学教辅丛书.经过精心选

编、无数次推敲和取舍,现在,这套丛书终于完稿了.以下是它们的几个

主要特点,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一、在选题上,选取中等及中等以上难度的应用题,避免低水平重

复.目前小学数学教材的特点是低年级过于简单,中高年级难度爬升又

较快,进入初、高中更是如此.为此,我们适当扩展了低年级的题型和难

度,使小学生在课业负担较轻时打好基础,避免进入高年级后手忙脚乱,

力不从心.同时也为有志于将来升入重点初中的同学夯实基础.

二、在编排上,每一套典型题训练都是一种题型,便于学生熟悉各种

题型,打好基础.并且,每套题的难度都在逐渐爬升,避免很多教辅书中

出现的头重脚轻、编排混乱等问题,并提供比同类书更为丰富的场景,让

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体会数学的魅力.

三、在选材上,我们尽量避开了一些教辅书中出现的学生不容易理

解的、与课程内容完全无关的某些竞赛题或拓展题,同时在参考答案中

配上较为详细的讲解,可以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和数学水平.

由于时间仓促,错谬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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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周

星期一

20以内数的一步加法(难度等级★)

一、计算题.
1.直接写出得数.
(1)3+8= (2)2+5= (3)4+9= (4)5+6=
(5)4+6= (6)6+3= (7)12+5= (8)11+3=
(9)8+8= (10)3+7= (11)6+9= (12)10+5=
(13)7+5= (14)9+8= (15)13+6= (16)12+3=

2.在下面的  里填上“>”“<”或“=”.

(1)5+3  12 (2)3+12  14 (3)14+1  17 (4)4+9  13

(5)7+6  13 (6)12+8  19 (7)8+7  17 (8)11+2  12

(9)16+3  18 (10)14+4  17 (11)5+8  12 (12)12+4  17

(13)6+14  19(14)8+9  15 (15)9+6  16 (16)10+9  16

二、解答题.

3.小明做数学题,星期六做了14道题,星期天做了5道题.小明两天一共做了多

少道题?

4.农场里有两头牛,一头牛产了8桶奶,另一头牛产了7桶奶.两头牛一共产了多

少桶奶?

5.商店里有玩具汽车9辆,后来又购进了7辆.商店里现有玩具汽车多少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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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20以内数的一步加法(难度等级★★)

一、填空题.

1.在下面的  里填上“>”“<”或“=”.

(1)4+3  6+2 (2)8+11  9+10 (3)5+9  7+6

(4)4+14  3+9 (5)8+7  4+12 (6)3+9  8+8

(7)5+8  7+7 (8)9+4  6+6 (9)3+17  9+10

(10)5+6  3+8 (11)6+12  4+15 (12)8+3  4+7

2.在下面的(  )里填上合适的数,使等式成立.
(1)5+(  )=14 (2)2+(  )=17 (3)(  )+4=13
(4)11+(  )=19 (5)3+(  )=15 (6)(  )+5=19
(7)13+(  )=20 (8)5+(  )=11 (9)6+(  )=14
(10)8+(  )=15 (11)(  )+13=16 (12)7+(  )=14
(13)7+(  )=19 (14)4+(  )=12 (15)(  )+9=20

二、解答题.

3.一片竹林里长出一些竹笋,巧巧挖走6棵,还剩9棵.竹林里一共长出多少棵

竹笋?

4.小白兔去采蘑菇,采了7朵后,发现地上还有12朵.地上原有多少朵蘑菇?

5.汽车专卖店卖掉了7辆汽车,还剩下9辆汽车.汽车专卖店原有汽车多少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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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20以内数的一步加法(难度等级★★★)

一、填空题.

1.算一算,在下面的(  )里最大能填几?
(1)2+(  )<7 (2)5+(  )<12 (3)2+(  )<11
(4)9+(  )<14 (5)3+(  )<15 (6)11+(  )<19
(7)9+(  )<16 (8)6+(  )<16 (9)7+(  )<14
(10)8+(  )<17 (11)12+(  )<17 (12)13+(  )<16

2.算一算,在下面的(  )里最小能填几?
(1)14+(  )>18 (2)5+(  )>13 (3)8+(  )>17
(4)11+(  )>16 (5)12+(  )>19 (6)3+(  )>14
(7)7+(  )>17 (8)9+(  )>12 (9)2+(  )>16
(10)4+(  )>13 (11)2+(  )>11 (12)3+(  )>15

二、解答题.

3.鱼塘里有两种鱼.鲤鱼有9条,鲫鱼和鲤鱼一样多.鱼塘里一共有多少条鱼?

4.张奶奶养了一群鸭子和一群鸡.星期天,鸭子下了8个蛋,比鸡下的蛋少9个.
鸡下了多少个蛋?

5.王伯伯的农场里有鸡、鸭、鹅三种家禽,其中鸡有17只,鸡比鸭少2只,鸭与鹅

数量相同.鹅有多少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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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20以内数的一步加法(难度等级★★★)

一、填空题.

1.在下面的(  )里填上合适的数.
(1)3+13=11+(  ) (2)7+5=9+(  )
(3)6+13=14+(  ) (4)11+3=7+(  )
(5)5+14=12+(  ) (6)11+6=4+(  )
(7)7+13=14+(  ) (8)7+8=11+(  )
(9)11+6=5+(  ) (10)12+6=3+(  )

2.将下列算式按得数大小从小到大排列.
(1)5+13  11+8  4+11  3+7  8+6  8+4
(  )< (  )< (  )< (  )< (  )< (  )

(2)7+11  5+12  5+6  12+8  6+9  4+15
(  )< (  )< (  )< (  )< (  )< (  )

(3)13+3  8+9  4+7  12+3  8+5  15+7
(  )< (  )< (  )< (  )< (  )< (  )

3.将1~10这十个数字填在(  )里,使等式成立,每个数只能用一次.
(  )+(  )=(  )+(  )=(  )+(  )

=(  )+(  )=(  )+(  )

二、解答题.

4.小雅有15块巧克力,她第一个星期吃了7块,第二个星期吃了4块,两个星期

共吃了多少块巧克力?

5.小明有11支铅笔,小亮比小明多4支,小白比小明多6支,小白有多少支

铅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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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20以内数的一步加法(难度等级★★★)

一、填空题.

1.找规律,填数字.
(1)1→(  )→5→7→(  )→11→(  )→(  )→(  )
(2)(  )→4→(  )→(  )→10→12→(  )→(  )→(  )
(3)3→6→(  )→12→(  )→(  )
(4)1→5→(  )→(  )→17

二、解答题.

2.小红家楼上有6层,楼下有11层.小红家住的楼一共有多少层?

3.张老师带男女同学各9人去看电影,一共要买多少张票?

4.春游时,老师发给每个人一顶帽子.小君看见戴黄帽子的同学有13人,戴蓝帽

子的老师有4人.总共有多少顶帽子?

5.三个小朋友踢毽子的比赛成绩如下:

小江 小海 小洋

8下 11下 (  )下

(1)小江和小海一共踢了多少下?
(2)小洋获得了第二名,他可能踢了多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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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周

星期一

20以内数的一步减法(难度等级★)

一、计算题.

1.直接写出得数.
(1)18-9= (2)12-5= (3)17-11= (4)15-7=
(5)14-8= (6)16-5= (7)12-3= (8)12-6=
(9)18-7= (10)11-7= (11)16-9= (12)11-5=
(13)17-13= (14)12-7= (15)17-6= (16)20-16=

二、填空题.

2.在下面的  里填上“>”“<”或“=”.

(1)17-5  12 (2)11-7  8 (3)17-11  7 (4)14-9  6

(5)17-6  10 (6)19-3  12 (7)14-9  7 (8)11-5  4

(9)16-8  4 (10)14-7  7 (11)15-8  6 (12)19-11  6

(13)14-5  7 (14)18-9  6 (15)19-6  15 (16)13-4  8

三、解答题.

3.邮递员准备投递16本杂志,已经投递了7本,还剩下多少本杂志没有投递?

4.小猴爬一棵18米高的树,爬了一段后,它离树顶还有5米.它爬了多少米?

5.小玉口袋里有12元,买了一些糖果后,口袋里还剩5元.买糖果花了多少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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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20以内数的一步减法(难度等级★★)

一、填空题.

1.在下面的  里填上“>”“<”或“=”.

(1)14-3  11-2 (2)18-11  9-5 (3)17-9  8-1

(4)15-4  14-3 (5)14-8  15-7 (6)14-9  18-11

(7)15-8  16-4 (8)18-13  16-11 (9)13-7  19-16

(10)12-6  11-7 (11)16-9  14-5 (12)14-3  12-2

2.在下面的(  )里填上合适的数,使等式成立.
(1)15-(  )=11 (2)17-(  )=7 (3)(  )-4=13
(4)11-(  )=5 (5)13-(  )=2 (6)(  )-5=9
(7)15-(  )=12 (8)16-(  )=7 (9)(  )-6=14
(10)18-(  )=13 (11)(  )-3=9 (12)17-(  )=4
(13)17-(  )=9 (14)14-(  )=8 (15)(  )-9=3

二、解答题.

3.放学后,17个小朋友在操场上玩耍,3小时后,12个小朋友回家了.操场上还

剩多少个小朋友?

4.某市2013年4月21日的最高温度是20℃,4月22日的最高温度比3月21日

低4℃.4月22日的最高温度是多少摄氏度?

5.一年级(1)班有20名同学去给15棵小树浇水,已经浇了12棵,还有几棵小树

需要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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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20以内数的一步减法(难度等级★★★)

一、填空题.

1.在下面的(  )里填上合适的数,使等式成立.
(1)11-5=17-(  ) (2)17-8=19-(  )
(3)16-13=14-(  ) (4)20-13=15-(  )
(5)15-4=12-(  ) (6)11-6=13-(  )
(7)17-13=(  )-14 (8)17-4=(  )-7
(9)11-3=(  )-5 (10)18-9=(  )-5
(11)10-6=(  )-12 (12)19-10=(  )-8

2.将下列算式按得数大小从小到大排列.
(1)15-13  11-8  16-11  17-7  19-6  18-14
(  )<(  )<(  )<(  )<(  )<(  )

(2)17-11  15-8  20-15  18-6  16-7  14-6
(  )<(  )<(  )<(  )<(  )<(  )

(3)13-6  18-9  14-4  12-6  18-13  15-11
(  )<(  )<(  )<(  )<(  )<(  )

3.将10~19这十个数字填在(  )里,使等式成立,每个数只能用一次.
(  )-(  )=(  )-(  )=(  )-(  )

=(  )-(  )=(  )-(  )

二、解答题.

4.水果店里有15斤香蕉,王先生买走了12斤,李先生想买5斤,剩下的香蕉

够吗?

5.小明买了17张贺卡,送给同学14张,剩下的还能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各

寄1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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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20以内数的一步减法(难度等级★★★)

一、填空题.

1.找规律,填数字.
(1)17→15→(  )→11→(  )→(  )→(  )→(  )→(  )
(2)19→16→(  )→10→(  )→(  )
(3)20→17→(  )→11→(  )→(  )→(  )
(4)18→(  )→10→(  )→(  )

2.在下面的(  )里填上合适的数,使等式成立.
(1)6=( )-12=14-( )=( )-6=20-( )=17-( )=15-( )
(2)9=( )-7=15-( )=( )-5=19-( )=( )-8=( )-3
(3)7=( )-11=9-( )=( )-4=16-( )=( )-13=( )-9
(4)8=( )-3=18-( )=( )-6=17-( )=12-( )=( )-5

二、解答题.

3.游泳池里一共有15名小朋友,男生戴红色泳帽,女生戴蓝色泳帽.池中的一名

女生小丽数了数,她看见4名戴蓝色泳帽的小朋友,她能看见多少名戴红色泳

帽的小朋友?

4.20只小动物在一起玩捉迷藏的游戏,小兔子已经捉到7个小伙伴,还有几个小

伙伴没有被捉到?

5.张老师和王老师带15名小朋友过马路.张老师先领着6个小朋友到了马路对

面,还有几个小朋友没有过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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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以内数的一步减法(难度等级★★★)

一、填空题.

1.算一算,在下面的(  )里最小能填几?
(1)13-(  )<5 (2)11-(  )<9 (3)19-(  )<14
(4)16-(  )<6 (5)17-(  )<14 (6)18-(  )<7
(7)12-(  )<8 (8)13-(  )<4 (9)10-(  )<3

2.算一算,在下面的(  )里最大能填几?
(1)14-(  )>8 (2)15-(  )>11 (3)18-(  )>7
(4)11-(  )>6 (5)12-(  )>9 (6)13-(  )>4
(7)7-(  )>3 (8)9-(  )>4 (9)17-(  )>10

二、解答题.

3.公鸡吃了16条蚯蚓,母鸡吃了11条蚯蚓.
(1)公鸡比母鸡多吃多少条蚯蚓?
(2)母鸡再吃多少条蚯蚓就和公鸡吃得一样多?

4.老师要求每个小朋友折15朵纸花.小莉再折8朵就折完了,小鸣已经折了

7朵.
(1)小莉已经折了几朵?
(2)小鸣还得折几朵才能折完?

5.王师傅10分钟加工了16个零件,张师傅15分钟加工了19个零件.
(1)张师傅比王师傅多加工了多少个零件?
(2)王师傅比张师傅少用多少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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