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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教育部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明确提出:“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

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获得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过程同时成为学会学习

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改变课程内容‘难、繁、偏、旧’和过于注重书本知识的现状,加强

课程内容与学生生活以及现代社会和科技发展的联系,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经验,精选终

身学习必备的基础知识和技能。”因而,如何引导学生积极主动的学习与探究,真正能够在学

习和生活中成为佼佼者,成为我们编者共同关注的问题,我们编写了《第一名·100分专题

训练》丛书。

本丛书以每个年级数学教学内容为依托,立足于学生基础知识进行拓展,言简意赅地揭

示问题本质;以数学新课程标准为准绳,着眼于培养学生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将课程学习

与生活实际结合,趣味性强,具有代表性和启迪作用;以思维训练为核心,着重于培养学生的

自主探究能力。同时,本丛书具有如下几个部分内容:

【知识导学】 简明扼要地归纳知识要点,针对疑难问题给出解决方法或思维方式。

【名师辅导】 选例新颖独特,例题的解析点评深入浅出,化繁为简,通俗易懂。

【专题限时训练】 提供了有层次性、发展性的题目,让学生在探索中有一种“意料之外,

情理之中”的感觉。

【错题整理】 将分散的错题集中整理,方便复习与反思。吃一堑,长一智,如果同学们

能从做的错题中得到启发,从而不再犯类似的错误,成绩就能有较大的提高。

我们相信,同学们在研读此书后,能更加喜爱数学,更加聪明勤奋,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在

原有的基础上会更上一层楼。数学好玩、数学有趣、数学有用,愿更多的学生喜欢数学,快乐

地探究数学,取得优良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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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小数乘法

1.1 小数乘整数

快速提分必备知识
【知识导学】

学前指导

本节课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小数乘整数,如:58.6×6.计算小数乘整数的方法一般有两

种:一种是根据乘法的意义(58.6×6表示6个58.6的和是多少),将其转化为小数加法进行

计算,即:58.6+58.6+58.6+58.6+58.6+58.6=351.6,从而得到58.6×6=351.6;另一种方

法是将其转化为整数乘法(586×6)来进行计算,然后再根据积的变化规律确定58.6×6的

积,具体思考过程如下:将58.6扩大到原来的10倍得到586,586×6=3516,根据积的变化

规律可知:一个因数不变,另一个因数扩大到原来的10倍,积也扩大到原来的10倍,所以要

得到原积,只需将586×6的积3516缩小到原来的
1
10
(351.6)即可.

两种方法相比,将小数乘整数转化为小数加法计算比较麻烦,所以本节课的重点是研究

如何将小数乘整数转化为整数乘法进行计算,然后再根据积的变化规律确定小数乘整数

的积.
重难点点拨

1.结合具体计算,理解小数乘整数的算理.
2.小数乘整数,先按照整数乘法的计算方法计算,再看因数中有几位小数,就从积的右

边起数出几位点上小数点.

【名师辅导】

例1 计算:4.8×9.
解:4.8×9=43.2

���	�,���

�

����

���

h �

���

� �

h

��
�

4��	�,

点评:一个因数(9)不变,另一个因数(4.8)扩大到原来的10倍,积也跟着扩大到原来的

10倍,所以要想得到原积,需将48×9的积(432)缩小到原来的
1
10
,得到43.2(竖式右边的内

容是思考过程,计算时不必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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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 计算:0.25×14.
解:0.25×1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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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1)一个因数(14)不变,另一个因数(0.25)扩大到原来的100倍,积也跟着扩大到

原来的100倍,所以要想得到原积,需将25×14的积(350)缩小到原来的
1
100
,得到3.5.

(2)因为是将0.25×14转化为整数乘法进行计算,所以竖式计算过程中,不加小数点.
(3)根据小数的基本性质,要将0.25×14=3.50的结果进行化简,得到3.5.
(4)总结方法:小数乘整数,先按照整数乘法的计算方法计算,再看因数中有几位小数,

就从积的右边起数出几位点上小数点.

专题限时训练
【5分钟基础知识】

1.3.2+3.2+3.2+3.2用乘法算式表示是(     ),求积时可以先看成(   )×
(   ),得到积(   ),再从积的右边起数出(   )位小数点上小数点,得(   ).
2.3个5.1相加是多少,列式是(   ),它表示(   ).
3.10个0.18的和是(   ).
4.已知32×9=288,那么3.2×9=(   ),32×0.9=(   )

5.0.7的32倍是多少,列式是(   ),结果是(   )位小数.

【20分钟能力提高】

6.列竖式计算.
0.82×2=    3.95×42=       2.073×15=

7.火眼金睛辨对错.(请将错误的题目进行改正)
(1) �� � ��

h �

��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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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一个修路队每天修路0.45千米,4天修路多少千米?

9.一个正方形边长是1.2米,这个正方形的周长是多少米?

10.一个长方形宽是4分米,比长短2.3分米,这个长方形的面积是多少平方分米?

【15分钟课外拓展】

11.一个瓶子里装满水,连瓶称1.1千克,把瓶里的水倒去一半,再连瓶称是600克.瓶重

多少克?

12.妈妈去粮店看到价牌上写着大米每千克2.5元,面粉每千克2.3元,妈妈准备买大米

30千克,买面粉25千克,妈妈有150元钱,够吗?

【错题整理】

错题 错因分析 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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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小数乘小数

快速提分必备知识
【知识导学】

学前指导

本节课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小数乘小数,让学生探索小数乘小数的一般计算方法,即将小

数转化成整数乘法进行计算,然后根据乘数扩大的倍数,将积缩小相同的倍数.如计算

2.6×0.8,2.6扩大到原来的10倍得到26,0.8扩大到原来的10倍得到8,26×8=208,根据

乘数扩大的倍数10×10=100,将积208缩小到原来的
1
100

是2.08,那么可知2.6×0.8=2.08.

通过观察体会到:2.6有一位小数,0.8有一位小数,两个乘数共有两位小数,它们的积2.08
有两位小数,可总结:两个乘数共有几位小数,积就有几位小数.

重难点点拨

1.发现乘数中小数位数与积中小数位数的对应关系.
2.悟出“两个乘数中的小数位数的和就是积中的小数的位数”.
【名师辅导】

例1 计算:1.2×0.8.
解:1.2×0.8=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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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一个因数(1.2)扩大到原来的10倍,另一个因数(0.8)也扩大到原来的10倍,积也

跟着扩大到原来的10×10=100(倍),所以要想得到原积,需将12×8的积(96)缩小到原来

的
1
100
,得到0.96(竖式右边的内容是思考过程,计算时不必写出).

例2 计算:2.15×2.1.
解:2.15×2.1=4.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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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1)一个因数(2.15)扩大到原来的100倍,另一个因数(2.1)扩大到原来的10倍,
积也跟着扩大到原来的100×10=1000倍,所以要想得到原积,需将215×21的积(4515)缩

小到原来的
1
1000

,得到4.515.

(2)因为是将2.15×2.1转化为整数乘法进行计算,所以竖式计算过程中,不加小数点.
(3)总结方法:小数乘小数,先按照整数乘法的计算方法计算,再看因数中共有几位小

数,就从积的右边起数出几位点上小数点.

专题限时训练
【5分钟基础知识】

1.3.62×1.7中,第一个因数有(  )位小数,第二个因数有(  )位小数,它们的积是

(  )位小数.
2.5.13×0.25的积有(   )位小数.0.015×4.1的积有(  )位小数.
3.0.125扩大到它的1000倍,再乘以0.1,积是(   ).
4.3.9的1.35倍是(   ).
5.不计算,观察下面算式,按积的大小用“>”把三个算式连接起来.
   25×0.27  2.5×0.027  0.25×2.7
  (     )>(     )>(     )

【20分钟能力提高】

6.列竖式计算.
4.8×0.3=     0.05×0.46=       2.04×2.4=

7.判断题.
(1)0.2×7和7×0.2的意义相同,计算结果也相同.  (  )
(2)0.44×0.01的积有三位小数. (  )
(3)一个数乘小数,积一定比这个数小.  (  )
(4)几个小于1的数相乘,它们的积一定小于1.    (  )

8.1米电线重0.12千克,买60.5米电线重多少千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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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一种奶糖每千克14.8元,买3.3千克需要多少钱?

【15分钟课外拓展】

10.一块菜地长10.8米,宽5.4米,全部种黄瓜,如果每平方米产黄瓜3.5千克,这块地

共产黄瓜多少千克?

11.一辆汽车每小时行驶88.5千米,从甲地到乙地往返一次共需4小时,甲、乙两地相

距多少千米?

【错题整理】

错题 错因分析 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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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积的近似值

快速提分必备知识
【知识导学】

学前指导

小数乘法中积的近似值内容是在前面学习完取小数的近似值的基础上进行教学的,所
用的方法同取小数的近似值一样,不同的是小数乘法要在计算完后对乘积用“四舍五入”法
保留一定的数位.如将0.4×1.2的积保留一位小数,我们先按照小数乘小数的计算方法求出

0.4×1.2=0.48,保留一位小数,我们看百分位上的数是8,8>5,向十分位入“1”,那么

0.4×1.2≈0.5.
重难点点拨

对乘积用“四舍五入”法保留一定数位小数,保留一位小数看百分位上的数;保留两位小

数看千分位上的数,依此类推.

【名师辅导】

例1 计算0.8×0.9(得数保留一位小数)
解:0.8×0.9≈0.7

  

�

����

��
��
�

h

点评:(1)根据小数乘小数的计算方法,0.8扩大到原来的10倍,0.9也扩大到原来的10
倍,积也跟着扩大到原来的10×10=100(倍),所以要想得到原积,需将8×9的积(72)缩小

到原来的
1
100
,得到0.72.

(2)在计算完后对乘积用“四舍五入”法保留一位小数,看百分位上的数,百分上的数是

2,2<5,舍去2,得到0.8×0.9≈0.7.
例2 计算10.45×2.3(得数保留两位小数)
解:10.45×2.3≈2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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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1)根据小数乘小数的计算方法,10.45扩大到原来的100倍,2.3扩大到原来的

10倍,积也跟着扩大到原来的100×10=1000(倍),所以要想得到原积,需将1045×23的积

(24035)缩小到原来的
1
1000

,得到24.035.

(2)在计算完后对乘积用“四舍五入”法保留两位小数,看千分位上的数,千分上的数是

5,5=5,向百分位入1.得到10.45×2.3≈24.0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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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求积的近似值的妙招:

① 正确地计算出乘法算式的积;

② 看要保留位数的下一位是几;

③ 按要求“四舍”或“五入”.

专题限时训练
【5分钟基础知识】

1.30.21十分位上的数是(  ),百分位上的数是(  ),如果把30.21保留一位小数

求近似值,是(   ).
2.2.052保留一位小数是(  ),12.342保留两位小数是(  ).
3.9.8×0.4的积保留两位小数的近似值是(  ),保留一位小数的近似值是(  ).
4.求15.23的5倍是多少? 列式为(  ),积是(   ),保留一位小数是(   ).
5.如果一个两位小数取近似值是5.6,那么这个两位数最大值是(   ).

【20分钟能力提高】

6.求出下面各题积的近似值.
(1)得数保留整数:

4.5×2.4 2.7×3.4

(2)得数保留一位小数:

7.2×0.09  0.86×3.2

(3)得数保留两位小数:

0.28×0.7 5.89×3.6

7.2003年我国城市公园面积约为11.3万公顷,2014年我国城市公园面积是2003年的

2.76倍.2014年我国城市公园面积大约有多少万公顷? (得数保留一位小数)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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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公园里有一个长2.8米,宽1.62米的花坛,丽丽围绕花坛步行2圈,丽丽一共走了多

远? (得数保留整数)

【15分钟课外拓展】

9.李老师和王老师带领五(1)班42名同学上山采集药材,平均每人采集13.5千克药

材,他们一共可采集多少千克药材?

10.求小数的近似值时,末尾的0能去掉吗? 为什么? 请举例说明.

【错题整理】

错题 错因分析 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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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小数四则混合运算及简算

快速提分必备知识
【知识导学】

学前指导

本节课研究的是小数的四则混合运算及简便运算.这是在掌握整数四则混合运算的顺

序和简便运算的基础上进行学习的.学习本节课内容我们可以运用迁移、类推等数学思想方

法.如计算:(8+0.8)×1.25,先说出运算顺序,先算乘除,后算加减,有括号的先算括号里的,
(8+0.8)×1.25=8.8×1.25=11;也可以运用乘法分配律进行简便计算:(8+0.8)×1.25=8
×1.25+0.8×1.25=10+1=11.我们可以体会到小数的四则混合运算的顺序和整数的四则

混合运算的顺序相同,都是先算乘除,后算加减,有括号的先算括号里的,整数的运算律在小

数的运算中仍然适用,并能使小数的四则混合运算简便.
此外,我们还要解答一些文字题和用小数计算的一般应用题,以巩固和提高我们分析问

题的能力.
重难点点拨

1.小数的四则混合运算的顺序和整数的四则混合运算的顺序相同,都是先算乘除,后算

加减,有括号的先算括号里的.
2.整数的运算律在小数的运算中仍然适用.

【名师辅导】

例1 五(1)班的同学要给希望小学4名学生买学习用品,每人一个11.7元的文具盒和

一本8.3元的《小故事》,该班的同学一共要花多少元?
解:方法一:根据“单价×数量=总价”分别求出买4个文具盒的总钱数和买4本《小故

事》的总钱数,再把买4个文具盒的总钱数和买4本《小故事》的总钱数加起来就是一共要花

的总钱数.
买4个文具盒的总钱数:  11.7×4=46.8(元)  
买4本《小故事》的总钱数:8.3×4=33.2(元)
一共要花的钱数: 46.8+33.2=80(元)
方法二:根据上面的解题思路可以列成综合算式.
 11.7×4+8.3×4
=46.8+33.2
=80(元)
方法三:先求出买一个文具盒和一本《小故事》的钱数,再乘以4,即可求出买4个文具盒

和买4本《小故事》一共要花的总钱数.
 (11.7+8.3)×4
=20×4 
=80(元)
答:该班的同学一共要花80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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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小数的四则混合运算的顺序和整数的四则混合运算的顺序相同,都是先算乘除,
后算加减,有括号的先算括号里的.

例2 计算0.6+7.91+3.4+0.09. 
解:0.6+7.91+3.4+0.09
方法一: 0.6+7.91+3.4+0.09  方法二: 0.6+7.91+3.4+0.09

=8.51+3.4+0.09     =(0.6+3.4)+(7.91+0.09)

=11.91+0.09    =4+8
=12    =12

点评:整数的运算定律在小数的运算中仍然适用,并能使小数的四则混合运算简便.

专题限时训练
【5分钟基础知识】

1.在    里填上适当的数.

6.7+4.95+3.3=6.7+    +4.95

(1.38+1.75)+0.25=    +(   +    )

7.1×2.4+2.9×2.4=(   +    )×    

2.算式(4.7+2.6)+7.4,计算时应先算(  ),得(  ),再算(  ),得(  );
算式4.7+(2.6+7.4),计算时应先算(  ),得(  ),再算(  ),得(  ).
3.口算下面各题.
1.34+0.45=     1200÷30=       8-4.6=
4.1+0.12=     4.5+5.5=       0.78-0.28=
0.2×0.5=     1.8-0.9=       5.5-0.5=

【20分钟能力提高】

4.列式计算.
(1)0.5除3与1.5的和,商是多少?

(2)3.2加4.8的和乘3.5,积是多少?

(3)8个12.5除以0.8,商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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