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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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即针对五年级阶段要求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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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数的乘法

���� %*"/�+*/(�%"0�)"/(

1.小数乘法的计算法则:先按照整数乘法的法则算出积,再看因数里共有几位小数,就从积的

右边向左数出几位,点上小数点。

2.在积里点小数点的时候,位数不够的,要在前面用“0”补足,还可以用交换两个因数位置再

算一遍的方法进行验算。

3.一个小数乘10,就是把这个小数扩大10倍,只要把小数点向右移动一位;一个小数乘100,

就是把这个小数扩大100倍,只要把小数的小数点向右移动两位……

����� +*/(�96"/�(60�(6"/�5*�

1.填空题。

(1)2.5+2.5+2.5=(  )×(  )。

(2)3.5×0.8=(  )×(  )÷(  )=(  )÷(  )=(   )

(3)0.57×6的积是(  )位小数;5.46×0.34的积中有(  )位小数。

(4)把15.6的小数点去掉后,原来的数就扩大了(  )倍;0.52扩大(  )倍是52;86缩

小到原来的(  )是0.086。

(5)2.45×16可以转化成245×16,计算后把所得的积缩小到它的(  )。

(6)一本《成语接龙》14.8元,买2本应付(  )元。

(7)把7.4×0.6转化成74×6,积扩大为原来的(  )倍,要得到原来的积,小数点应向

(  )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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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判断题。

(1)一个因数扩大10倍,另一个因数不变,积也扩大10倍。 (  )

(2)5.47×6可以转化成547×6,积的大小不变。     (  )

(3)4.8×3表示3个4.8的和是多少,也表示4.8的3倍是多少。 (  )

(4)3.8×0.4=38×0.04。               (  )

3.直接写得数。

0.8×4=  2.5×100= 0.06×7= 0.5×100=  

1.3×5= 4.2×3=  1.3×0.2= 3.5×0.3=   

3.8×0.1= 0.6×0.9= 1.875×0= 3.6×0.2=

4.竖式计算。(带“*”号的要验算)

0.32×6= 4.5×18=  32.5×12= *0.72×3.1= 

3.2×4.3= 0.28×0.06= *4.6×1.02= 3.05×1.4=

����� 2*"0�-*"/�:*�$60�5*�

1.不计算比大小,并说说你发现了什么规律。

3.15×0.2○3.15    5.6×0.3○5.6       1.2×0.5○1.2  

4.5×1.2○4.5    0.85×1○0.85×0.9       2.3×3○2.3
我发现:                          

2.选择题。

(1)下面算式中,计算结果是0.18的是 (  )。

A.1.2×1.5    B.0.12×0.15  C.0.12×1.5

(2)两个小数相乘,积的小数位数是这两个小数位数的(  )。

A.差       B.和      C.积

(3)两个因数的积是9.65,一个因数扩大原来的10倍,另一个因数扩大原来的100倍,积扩

大原来的 (  )。

A.10倍     B.1000倍    C.110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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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145×18=2610在括号里填上适当的数。

14.5×(  )=2.61    (  )×0.18=2.61       1.45×(  )=2.61 

145×(  )=261     (  )×1.8=26.1       (  )×18=2.61

4.解决问题。

名称 香蕉 苹果 葡萄

单价/元 4.2元 3.5元 4.5元

(1)根据表中所给的各水果的价格,计算买5.6千克苹果需要多少钱?

(2)五年级(5)班举行联欢会,中队长带25元钱,买5.2千克葡萄,钱够用吗?

(3)你还能提出什么数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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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下面这道题怎样计算简便?

123456789×2.7

2.下列乘法算式中,相同的汉字代表相同的数字,不同的汉字代表不同的数字,写出算式。

(1) �	���FAC��

��������  ���

�h

  (2) ������C

C

��� � � �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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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二

小数的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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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除数是整数的小数除法法则:先按照整数除法的法则去除,商的小数点要和被除数的小数

点对齐;如果除到被除数的末尾仍有余数,就在余数的后面添“0”继续除;如果被除数的整

数部分不够商1,商的个位上要写“0”。

2.除数是小数的除法计算法则:先移动除数的小数点,使它变成整数,除数的小数点向右移动

几位,被除数的小数点也向右移动几位(位数不够的,在被除数的末尾加“0”补足),然后按

照除数是整数的小数除法法则进行计算。

3.一个小数除以10,就是把这个小数缩小到原来的
1
10
,只要把小数点向左移动一位;一个小数

除以100,就是把这个小数缩小到原来的
1
100
,只要把小数的小数点向左移动两位……

����� +*/(�96"/�(60�(6"/�5*�

1.填空题。

(1)小数除法的意义与整数除法的意义(  ),是已知(   )的积与其中一个(  ),求

另一个(  )的运算。

(2)除数是小数的除法,首先根据商不变性质,把被除数和除数同时扩大(  )的倍数,使

除数变成(  ),然后按照除数是(  )的除法进行计算。

(3)43.5是5的(  )倍;11.7里有(  )个2.6;13.5是0.03的(  )倍。

(4)已知两个数的积是39.9,一个因数是1.9,另一个因数是(  )。

(5)一辆汽车4天节约汽油40.8升,平均每天节约(  )升汽油。

(6)4本《大唐全传》共51.2元,每本(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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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75÷0.25=(  )÷25,0.672÷4.2=(  )÷42,24÷4.8=(  )÷48。

2.选择题。

(1)一个数是36.3,是另一个数的3倍,另一个数是(  )。

A.108.9     B.2.1      C.12.1

(2)下面算式中商小于1的是(  )。

A.221.4÷31    B.1.176÷26  C.103.5÷23

(3)被除数扩大到原数的100倍,要使商不变,除数要(  )。

A.缩小到原数的
1
100 B.扩大到原数的10倍

C.扩大到原数的100倍

(4)商比被除数大的算式是(  )。

A.1.056÷25 B.2.5÷2.5 C.1.764÷0.36

3.直接写得数。

3.6÷3=  7.8÷6= 0÷4= 1÷8=

1.2÷0.4= 36÷0.6= 2.1÷0.7= 0.27÷0.3=

4.竖式计算。(带*号的要验算)

16.8÷12= 369÷18= *1.62÷27= 1÷25=

1.75÷0.7=  5.1÷0.17= 32.4÷3.6=  *36.4÷2.6= 

����� 2*"0�-*"/�:*�$60�5*�

1.不计算,比大小。

0÷4.25○4.25    6.3÷0.3○6.3       12.1÷0.11○12.1

72÷1.8○72     0.02÷0.4○0.02       4.56÷1○4.56
2.判断题。

(1)计算小数除法时,小数点的移动是以除数的小数位数为标准的。 (  )

(2)84÷0.01实际就是把84扩大到原来的100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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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两个数相除的商是10.4,被除数和除数的小数点都向左移动一位,商就变成了1.04。

(  )

3.连一连

2.4÷0.12   120   0.84÷2.8   60

60÷0.5   20   42÷0.7   7

1.8÷30   0.08  6.3÷0.9   0.7

0.24÷3   0.06  0.49÷0.7   0.3

4.解决问题。

(1)长方形菜地的宽是4.5米,面积是81平方米,菜地的长是多少米?

(2)一辆轿车每小时行驶95千米,4.8小时到达目的地。如果每小时行驶80千米,需要多

少小时到达目的地?

(3)图书馆新购进了5本《百科丛书》和8本《300个经典成语》,一共花了312.4元,每本《百

科丛书》14.8元,每本《300个经典成语》多少钱?



��� 5*"0�;)"/�+*/(�4"*�5*�

1.小丁丁在计算一道有余数的除法时,把被除数147错写成了174,这样计算出来的商比原来

多了3,而余数未变。这道题的除数和余数各是多少?

2.小胖乘坐出租车去公园,下车后付了49.5元的车费。已知出租车起步价为3.5千米9元,超

出后按2.70元/千米收费。小胖家到公园有多少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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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三

商的近似数和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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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生产和生活中,小数除法常常会遇到不能除尽,或者所得商的小数位数太多而实际又不

需要的情况,可以按照“四舍五入”法取商的近似值,一般除到比需要保留的小数位数多一

位。

2.有限小数和无限小数:小数部分的位数是有限的,叫作有限小数;小数部分的位数是无限

的,叫作无限小数。

3.循环小数:一个小数从小数部分的某一位起,一个数字或几个数字依次不断地重复出现,这

样的小数叫作循环小数。

����� +*/(�96"/�(60�(6"/�5*�

1.填空题。

(1)取商的近似值时,要比需要保留的小数位数多除出(  )位,然后再按“(    )”法

省略尾数。

(2)7.9864保留整数约是(  ),精确到十分位约是(  ),保留两位小数约是(  ),省

略千分位后面的尾数约是(  )。

(3)一个小数的(  )部分,从某一位起,一个数字或几个数字(  )地重复出现,这样的

小数叫作(  )。例如(   )。

(4)5.856856…是(  )小数,循环节是(  ),用简便记法写作(  ),保留三位小数约

是(  )。

2.判断题。

(1)求商的近似数时,商只要除到比要保留的位数多一位就可以了。 (  )

(2)一个数保留两位小数约是21.40,这个数最大是21.40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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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098精确到十分位是11.0。          (  )

(4)因为8.0=8,所以8.0和8没有区别。      (  )

(5)1÷0.6的商保留两位小数约是1.66。  (  )

3.列竖式计算,按要求对商进行凑整。

(1) ���+�����

2÷0.9≈     12.68÷4.1≈       350.6÷42≈

(2) ���+�����

4.29÷7≈      50÷16≈         8.74÷6.2≈

4.列竖式计算。(商是循环小数的用简便记法表示)

4÷1.1=     11÷0.12=        6.48÷1.8=

5.解决问题。

(1)14个鸡蛋重2千克,平均一个鸡蛋约重多少千克? (得数保留两位小数)

(2)小白兔每小时跑34.5千米,每分钟能跑多少千米? (得数保留两位小数)

����� 2*"0�-*"/�:*�$60�5*�

1.判断题。

(1)无限小数一定比有限小数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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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无限小数都是循环小数。     (  )

(3)循环小数都是无限小数。     (  )

(4)0.66666是循环小数。       (  )

(5)一个小数不是有限小数,就是无限小数。 (  )

2.选择题。

(1)6.484848…的循环节是(  )。

A.84     B.48      C.4848

(2)0.9
·
7
·

保留一位小数约是(  ),保留两位小数约是(  )。

A.0.9    B.1.0     C.0.98

3.比较大小。

2÷4○0.5
·
    4.92

·
1
·

○4.92
·
       2.4

·

○2.44…

9.6○9.59
·
    4÷3○1.3       5.37

·
5
·

○5.35
·
7
·

4.你能帮小数找到家吗?

9.488   0.777…   8.222…   9.4561…   8.956 

10.1212  0.44…   8.5
·
  12.311 2.81414…

�L��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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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幼儿园要给小朋友的寝室换窗帘,共买布270米,每幅窗帘要用布2.6米,请你帮忙算一算:

这些布最多可以做多少幅窗帘?

2.两个整数部分都是8的一位小数相乘,乘积用“四舍五入”法保留一位小数的近似值是68.1,

这两个数乘积的正确值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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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四

小数四则混合运算

���� %*"/�+*/(�%"0�)"/(

1.小数四则混合运算的顺序和整数四则混合运算的顺序相同。

2.整数加法的交换律、结合律和乘法的交换律、结合律、分配律在小数加法和乘法中同样

适用。

3.整数减法和除法的运算性质在小数减法和除法中同样适用。

����� +*/(�96"/�(60�(6"/�5*�

1.根据运算定律和运算性质填数。

(1)(2.7+3.6)×3=   ×3+   ×3
(2)12.5×7.8×8=12.5×   ×7.8
(3)6.5×4+3.5×4=(   +   )×4
(4)8.64+8.64×99=   ×(   +   )

(5)1.01×88=   ×    +   ×   
(6)38.5÷12.5÷8=38.5÷(  ×   )

2.选择题。

(1)32.5×1.8=1.8×32.5运用了(  )。

A.乘法交换律    B.乘法分配律       C.乘法结合律

(2)下列算式中应用乘法结合律的是(  )。

A.3.4×1.6=1.6×3.4

B.3.51×4.9+3.51×5.1=3.51×(4.9+5.1)

C.(0.25×4.6)×80=(0.25×80)×4.6
(3)可用来对3.6×4.5+4.5×6.4进行简便运算的是(  )。

A.乘法结合律    B.乘法分配律        C.乘法交换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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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直接写得数。

8.5-5= 0.8-8×0.1= 5.8÷0.2= 12.5×8= 

1.2÷1.2×2.6=    0.02×0.4×2=       15÷0.2÷0.1=

8-3.2-1.8=     3.7+11+4.3=       4×2.5+6×2.5=

4.计算下面各题,能简便计算的请用简便方法计算。

13.78+4.2×1.3    6.8×4.1+5.9×6.8       215-42.17-57.83

0.83×0.25×4    8.4÷12.5       8.941×99+8.941

8.25×99 0.73×101 7.8÷2.5÷4 640÷0.4÷0.2

5.列式计算。

(1)0.2的1.2倍与0.2的差是多少?  (2)18减去3.21的3倍,差是多少?

(3)一个数的一半是35.2,这个数的1.5倍是多少?

����� 2*"0�-*"/�:*�$60�5*�

1.判断题。

(1)9.4×10.1=9.4×10+9.4×0.1  (  )

(2)20×5.1+4.9×80=(20+80)×(5.1+4.9) (  )

(3)1.25×16=1.25×8+8      (  )

(4)0.6×5+0.4=(0.6+0.4)×5   (  )

2.用简便方法计算。

3.56×38.5+0.7×356+9.15×35.6  8.3×9.9+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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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先填一填,再列出综合算式。

(1) ��� ���

���

h

r

 (2) ���� ���

����

r

r

综合算式 :   综合算式 :

4.连一连。

(1)把相对应的算式和结果用线连起来。

8.4÷0.42÷2        (0.25×4)×12    10

0.25×48        8.4÷(0.42×2)    14

62×10.1        4.8÷0.6+3.6÷0.6   626.2

(4.8+3.6)÷0.6       62×10+62×0.1    12

(2)一个工程队计划6天修路2400米,实际每天比计划多修150米。

计划每天修路多少米?   2400÷6+150

实际每天修路多少米?   2400÷6

实际用了多少天修完?   150×6

6天一共多修多少米?   2400÷(2400÷6+150)



��� 5*"0�;)"/�+*/(�4"*�5*�

1.简便计算:0.1÷0.1÷0.1÷0.1÷0.1÷…÷0.1
  

98个0.1

。

2.小龙是个集邮爱好者,他有1.2元和0.8元的邮票共32张,面值32.8元,小龙这两种邮票各

有多少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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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五

用字母表示数

���� %*"/�+*/(�%"0�)"/(

1.用含有字母的式子可以表示数量关系或计算公式。

2.根据乘法分配律和交换律、结合律能化简形如ax+bx 和ax·b的式子。

3.数字与字母、字母与字母相乘时,“×”可以简写成“·”,也可以省略不写,数与数相乘,乘号

不能省略。数字与字母相乘时,数字写在字母前面,通常简写成ax 的形式,表示1与字母

相乘时,字母前面的1可以省略不写。

����� +*/(�96"/�(60�(6"/�5*�

1.填空题。

(1)比a 的6倍少8的数用式子表示是(         )。

(2)m 的平方减去a 的4倍用式子表示是(         )。

(3)商场上午卖出电视机10台,下午又卖了7台,每台电视机a 元。全天卖电视机一共收

入(    )元,上午比下午卖电视机多收入(    )元。

(4)正方形的边长a 厘米,它的周长为(  )厘米,它的面积为(  )平方厘米。当a=5

厘米时,周长为(  )厘米,面积为(  )平方厘米。

(5)每个水壶a 元,每把茶壶25元,买4个同样的水壶付(  )元;买4个水壶和1把茶壶

一共要付(   )元。

(6)仓库里有一批水泥,运走5车,每车n 吨,还剩m 吨,这批水泥有(  )。

(7)一个工地用汽车运土,每辆车运x 吨。一天上午运了6车,下午运了5车。这一天共运

土(    )吨,上午比下午多运土(   )吨。

2.判断题。

(1)a·18=18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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