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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数学家华罗庚曾经说过：宇宙之大，粒子之微，火箭之速，化工之巧，地球之变，日用之繁，
无处不用数学，可见学好数学的重要性。奥数是训练学生掌握数学技能的一把金钥匙。学习
奥数，不仅可以激发学生钻研数学的浓厚兴趣，还可以使学生积累学习数学的思想和方法，实
现潜能的开发、智力的增长，为学生学好数学奠定坚实的基础。

笔者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编排了这套符合学生认知水平、讲练结合、层层推进、拓展延伸
的经典题型。全书设有３６关，涵盖了每一学段学生应掌握的奥数知识要点，题型新颖有趣，覆
盖面广，以便切实有效地帮助学生系统地学习奥数知识、快速提升数学成绩。每关以周为单
位，以星期一到星期五为５个小节进行编排，循序渐进地为学生呈现每个专题。编者的主旨
是，不提倡题海战术，每天只需２０分钟，便能让学生掌握奥数解题技巧、轻松过关。每一关包
括如下四个栏目：

冲关必备　提炼学生解决问题需要的知识点、方法技巧，有效地激发学生的灵感、拓展学
生的思维。

冲关例题　精挑细选新颖独特、典型灵活且富有趣味的例题，使学生感到学习的愉悦，增
强自主学习的动力，从而轻松渐入奥数佳境。

名师支招　对例题进行巧妙易懂的讲解点拨，强化学习方法的指导，也有助于开阔学生的
视野，使学生可以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我是小能手　提供３道具有针对性、层次性和发展性的练习题，与冲关例题做到匹配一
致，步步提升，帮助学生牢固掌握。３道练习题都附有答案，有利于检查学习成果。

本书注重发展学生的数学思维品质，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奥数的学习中。合抱之
木，生于毫末；百丈之台，起于垒土。只要每天坚持学习２０分钟，一周便能掌握一个专题的解
题方法和技巧。驽马十驾，功在不舍。只要坚持使用本书，定可有效促进知识的吸收和升华，
从而使学生的数学技能逐步提高。

学生借助本书能提高成绩、掌握技能、增强信心是编者最大的心愿。书中如有不足之处，
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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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１关
对长度的认识

冲关必备
１．常用的测量长度的工具有直尺、米尺、卷尺等。
２．常用的长度单位有米、分米、厘米、毫米等，１米＝１０分米，１分米＝１０厘米，１厘米＝

１０毫米。
３．用尺子量物体的长度时，要认清物体的起点和终点各在尺子上的刻度是多少，最后从

尺子的０刻度处开始测量。

冲关例题
下图中的铅笔有多长？

名师支招
图中的铅笔在测量时，没有从直尺的０刻度处开始，所以铅笔的长度不能直接从直尺上读

出，而要通过计算才能得出。从直尺上可以看出，铅笔的起点在直尺上的刻度是２，终点在直
尺上的刻度是７．２，７．２－２即可得出铅笔的长度。

解：７．２－２＝５．２（ｃｍ）
我是小能手

１．下图中的小木块有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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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下图中的铅笔有多长？

３．下面这个铁链是由长度相同的铁环组成的，铁链的长度一共有多少厘米？

冲关例题
一只小松鼠从犃点出发，它的家在犆点。小松鼠选哪条路最近？

名师支招
从图中可以看出，从犃点直接到犆点是４０ｍ，从犃点经犅点到犆点是２０＋３０＝５０（ｍ），

所以选４０ｍ的那条路最近。
解：２０＋３０＝５０（ｍ），４０ｍ＜５０ｍ，选４０ｍ那条路最近。
我是小能手

１．从犃点到犅点，走哪条路近？

２．说一说，小兔从哪条路回家最近？

３．图形Ａ和图形Ｂ比较，哪个图形的周长长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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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关例题
李庄和王庄两村分别在一条公路的两侧（如图１），现在要在公路旁建一个公交车停车点，

停车点建在何处离两村的距离之和最短？

图１ 　　 图２

名师支招
因为两点之间线段最短，所以，连接李庄和王庄两点，在这条线段与公路的交点处修建停

车点，停车点到李庄和王庄的距离之和最短。
解：在连接李庄和王庄的线段与公路交点处修建停车点（如图２）。
我是小能手

１．同样长的两条线，第一条剪去８米，第二条接上８米。现在两条线相差多少米？
２．在一条小河的两边有犃、犅两个旅游景点，为了方便游客，准备在河上架一座桥。这座

桥架在什么位置，才能使两个景点的游客来往的路程最短？

３．柳树村和杨树村在一条公路的两边，现在两村想在公路边修一个大型购物商场，以方
便两村村民购物，你觉得下面犃、犅、犆几个地点中，选哪点修建商场最合适？

冲关例题
叔叔将手握成拳头后，拳头的宽度为１０厘米，小军的书桌有８个拳头还多５厘米，你知道

小军的书桌有多宽吗？
名师支招

叔叔的１个拳头的宽度为１０厘米，那么２个拳头的宽度为２０厘米……依
此类推，８个拳头的宽度为８０厘米，再加上多出的５厘米，就是书桌的宽。

解：１０×８＋５＝８５（厘米）或１０＋１０＋１０＋１０＋１０＋１０＋１０＋１０＋５＝８５（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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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小军的书桌宽度为８５厘米。
我是小能手

１．小军的拳头宽度为６厘米，小强的拳头宽度为７厘米，教室里讲桌的宽度是５个小军
的拳头宽度加上５个小强的拳头宽度，那么讲桌宽多少厘米？
２．李叔叔的一“步”长约为５０厘米，他从家到单位走了４００步后，离单位还有１５０米。李

叔叔从家到单位大约有多少米？

３．如右下图，小丽的一“鳰”长约１０厘米，她量了一下课桌是６“鳰”长、５“鳰”
宽，课桌的一周大约有多长？

冲关例题
仔细观察下面的线段，哪一条最长，哪一条最短？

名师支招
观察发现，第一条线段长４格多一些，第二条线段长３格，第三条线段长４格，这样就看出

第一条线段最长，第二条线段最短。
解：第一条线段最长，第二条线段最短。
我是小能手

１．哪一条线段最长，哪一条线段最短？
２．如图，小林从家到学校有两条路线，哪一条更近些？
３．如图，小老鼠要从入口穿过迷宫到出口，不能经过黑点，也不能重复走，有几条路可选？

哪条路比较近？

（第１题） 　　 （第２题） 　　 （第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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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２关
巧算加减法

冲关必备
１．凑整法：几个数相加，把能凑成整十、整百、整千……的两个数先相加，再加上另一个加

数，和不变。
２．拆数法：在加减法运算中，当其中一个数与整十、整百、整千很接近时，可以把其他数分

解开，使分解出的数与这个数凑成整十、整百、整千的数。或将接近整十、整百、整千的数，先凑
成整十、整百、整千，多算了几，就在最后减去几；少算了几，就在最后加上几。
３．运用加、减法运算定律计算：加法交换律：犪＋犫＝犫＋犪，加法结合律：犪＋犫＋犮＝犪＋

（犫＋犮），减法的性质：犪－犫－犮＝犪－（犫＋犮）。

冲关例题
计算。
（１）１３０＋２９８＋７２　　　　　　　　　　（２）４７３＋７７＋３５０
名师支招

算式（１）中１３０与７０可以凑成整百数，１９８与２也可以凑成整百数，７２正好可以分成７０和
２；算式（２）中的４７３与２７可凑成整百数，３５０与５０可凑成整百数，而７７正好可以分成２７和５０。

解：（１）１３０＋２９８＋７２
＝１３０＋２９８＋７０＋２
＝（１３０＋７０）＋（２９８＋２）
＝２００＋３００
＝５００

　　　　　

（２）４７３＋７７＋３５０
＝４７３＋２７＋５０＋３５０
＝（４７３＋２７）＋（５０＋３５０）
＝５００＋４００
＝９００

我是小能手
１．填空。
　１８５＋１４５＋２７０
＝１８５＋　　＋　　＋２７０
＝（１８５＋　　）＋（　　＋２７０）
＝（　　）＋（　　）
＝（　　）

　　　　

　３６４＋６６＋２３０
＝３６４＋　　－　　＋２３０
＝（３６４－　　）＋（　　＋２３０）
＝（　　）＋（　　）
＝（　　）

２．巧算下面各题。
３２２＋４８８－３９０　　　　　　　　　２５６＋３８４＋２１０　　　　４７３＋２３０－１３３
３．巧算下面各题。
４２２３＋２３３５－２２２４－３３６　　　　６３４５－７０１＋１３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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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关例题
用简便方法计算。
（１）１７＋３９＋４３　　　　　　（２）１１９＋２７＋１８１＋３３　　　　（３）３８７－１３２－１１８
名师支招

（１）观察算式中的三个数，我们发现１７＋４３＝６０，即两数相加的和为整十数，再与３９相加；
（２）１１９＋１８１＝３００，２７＋３３＝６０，这样可以凑成一个整百数和一个整十数，再把两个数相加；
（３）１３２＋１１８＝２５０，根据减法的性质：连续减去几个数，可以用被减数减去几个减数的和。

解：（１）１７＋３９＋４３
＝１７＋４３＋３９
＝６０＋３９
＝９９

　　　　
（２）１１９＋２７＋１８１＋３３
＝（１１９＋１８１）＋（２７＋３３）
＝３００＋６０
＝３６０

　　　　
（３）３８７－１３２－１１８
＝３８７－（１３２＋１１８）
＝３８７－２５０
＝１３７

我是小能手
１．填空。
３４＋４２＋２６＝　　＋　　＋４２　　１４＋２７＋３６＋３３＝（　　＋　　）＋（　　＋　　）
７５－２６－３４＝７５－（　　＋　　）　　　　８２－（３７＋２２）＝８２－　　－　　
２．用简便方法运算。
２２７＋１２５＋２４５　　　　１２１＋３８３＋２１７＋２１９　　　　４９３－１２１－１７９
３．用简便方法运算。
２９８－（１９８＋７）　　　　１０００－７７５－１１５－１０　　　　１１２＋２４３＋１３７＋８８

冲关例题
计算。
（１）５５５＋９９９　　　　　　　　（２）６２８－３９９
名师支招

（１）９９９接近１０００，所以我们可以把９９９看成１０００－１，然后把５５５减去１，再与１０００相
加。（２）观察发现，３９９接近４００，我们就把３９９看成是４００－１，然后用６２８减去４００，再把多减
去的１加上。

解：（１）５５５＋９９９
＝５５５＋１０００－１
＝１５５５－１
＝１５５４

　　　　　　　　
（２）６２８－３９９
＝６２８－４００＋１
＝２２８＋１
＝２２９

我是小能手
１．填空。
２９９＋１３３＝（　　）－（　　）＋１３３　２０１＋３０１＋４０１＝（　　）＋（　　）＋（　　）＋３
６８８－１９９＝６８８－（　　）＋（　　）
２．用简便方法计算。
４３９＋９９　　　　 ６８３－２９８　　　　 ２３９＋９９９
３．用简便方法计算。
６４２＋２０９　　　　 １０１＋３０１＋５９８　　　　 １１６４－９９７



第２关　巧算加减法 　

７　　　　

冲关例题
巧算。
（１）１＋３＋５＋７＋９＋１１＋１３＋１５＋１７＋１９　（２）１０－９＋８－７＋６－５＋４－３＋２－１
名师支招

（１）这道题可以用分组凑整法，把能凑成整十的两个数分组相加，再把所得的各个和加起
来；（２）这道题可以改变运算顺序，如１０－９＝１，８－７＝１，……然后把差相加起来，使计算
变得简便。

解：（１）１＋３＋５＋７＋９＋１１＋１３＋１５＋１７＋１９
＝（１＋１９）＋（３＋１７）＋（５＋１５）＋（７＋１３）＋（９＋１１）
＝２０＋２０＋２０＋２０＋２０
＝１００
（２）１０－９＋８－７＋６－５＋４－３＋２－１
＝（１０－９）＋（８－７）＋（６－５）＋（４－３）＋（２－１）
＝１＋１＋１＋１＋１
＝５
我是小能手

１．巧算。
２＋４＋６＋８＋１０＋１２＋１４＋１６＋１８
２．巧算。
２２－２１＋２０－１９＋１８－１７＋１６－１５＋１４－１３＋１２－１１
３．巧算。
９２８－８２６＋７２４－６２２＋５２０－４１８＋３１６－２１４＋１１２－１０

冲关例题
巧算。
（１）４３＋４２＋４１＋４０＋３９　　　　　（２）１０１＋１００＋９９＋１０２＋９８＋１０３＋９７
名师支招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题（１）中，从４３中拿出２给３９，从４２中拿出１给４０，这５个数都变成
了４１，所以可以用４１乘以５来求出得数；题（２）中的各个加数的大小都很接近１００，所以可以
把每个加数先按接近的数相加，然后再把少算的加上，多算的减去，从而实现巧算。

解：（１）４３＋４２＋４１＋４０＋３９
＝４１×５
＝２０５

　　　　
（２）１０１＋１００＋９９＋１０２＋９８＋１０３＋９７
＝１００×７＋１＋０－１＋２－２＋３－３
＝７００

我是小能手
１．巧算。
７８＋７９＋８０＋８１＋８２
２．巧算。
９８＋９９＋１００＋１０１＋１０２＋１０３＋１０４
３．巧算。
１１７＋１２２＋１１６＋１２１＋１１５＋１２０＋１１４＋１１９＋１１３＋１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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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３关
寻找规律填图

冲关必备
１．图形排列的规律：有的图形是按一定的规律排列的，如按图形的形状、位置、大小、方

向、颜色等有规律地循环排列。
２．图形个体数量的规律：有的图形是由很多相同的个体组成的，一列图形中每个图形的

个体数量不同，而且按一定的规律出现。

冲关例题
仔细观察下面前三组图，想一想，第四组图应该填什么图形？
（１）

（２）

名师支招
（１）仔细观察前三组图，可以发现，“▲”从右向左依次前进……其他图形也都是从右往左

前进，每一组图的第一个图形依次变为下一组图的最后一个图形。（２）从前三组图可以看出，
“田”字格中的图形是按顺时针方向移动的，每次移动一格，同时格内的每个图形的方向也按顺
时针方向旋转，每次旋转９０°。

解：（１） 　　　　（２）

我是小能手
１．按照前面３个图形的变化规律，想一想，第四组图应该填什么图形？

２．仔细观察，画出最后一幅图形。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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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找规律，在空白方格里画出相应的图形。

（１）

（２）

冲关例题
仔细观察下面的图形，找出变化规律，猜猜第三组右框空白格内填什么图形？

名师支招
仔细观察后会发现，第１组左边是一个大菱形，右边是一个小菱形；第２组左边是一个大

圆形，右边是一个小圆形。其规律是左右两个图形形状相同，左边图形大，右边图形小。

解：

我是小能手
１．找出前两幅图中的规律，在最后一幅图的空格内画出合适的图形。

２．找出前两幅图中的规律，在最后一幅图的空格内画出合适的图形。

３．找出前两幅图中的规律，在最后一幅图的空格内画出合适的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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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关例题
仔细观察下图，想一想，第三幅图应该如何画？

名师支招
仔细观察第一幅图，左、上、右、下依次是１个“★”，２个“▲”，３个“◆”，４个“●”；第二幅

图中的四种图形按顺时针方向旋转，左、上、右、下依次是１个“●”，２个“★”，３个“▲”，４个
“◆”；第三幅图也应按顺时针方向旋转，左起依次是１个“◆”，２个“●”，３个“★”，４个“▲”。

解：

我是小能手
１．仔细观察下图，想一想，第三幅图应如何画？

２．根据下面图形的变化规律，画出第四幅图。

３．找规律接着画下去。

冲关例题
将Ａ、Ｂ两个图形重叠后，会变成右边的哪个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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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支招
新图形是由两个图形重叠而成的。所以图（１）和图（４）显然不正确，图（３）里面小正方形的

条纹方向与图Ｂ不同，所以图（２）是正确的。

解：

我是小能手
１．左边的两个图形重叠后，所形成的图形是（　　）。

２．左边的两个图形重叠后，所形成的图形是（　　）。

３．左边的两个图形重叠后，所形成的图形是（　　）。

冲关例题
观察下面由点组成的图形，想一想，方框内的点群应该由多少个点组成？并画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