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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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和扇形

1.1 圆和扇形的认识

快速提分必备知识
【知识导学】

学前指导

圆是由一条封闭的曲线所组成的图形.基本元素是圆心、直径和半径.所有通过圆心,两
个端点都在圆上的线段都是直径,圆有无数条直径.圆是轴对称图形,直径所在的直线是圆

的对称轴,圆有无数条对称轴.从圆心到圆上任意一点的线段叫做半径.圆有无数条半径,直
径是半径的2倍.由一条弧和经过这条弧两端的两条半径所围成的图形叫做扇形.扇形是圆

的一部分.
重难点点拨

1.结合实物认识圆的各部分名称及其特点.
2.利用直径和半径的定义来分析:同一圆中直径与半径的关系.
3.通过比较扇形与圆,来掌握扇形的特征.

【名师辅导】

例1 

观察这些图片,你有什么发现? 折一折手里的圆片,你有什么发现? 你会用圆规画大小

不同的圆吗?
解:图片里面都有圆,折一折圆片,就会发现,圆是轴对称图形,它有无数条对称轴.将圆

规尖尖的头固定在一个点上,设该点为A,则A 点为圆心.再将圆规另一边带有铅笔的杆子

拉开一定距离,这个距离就是要画的圆的半径,此时,只要围绕A 把圆规旋转一圈,就能得

到一个圆.改变半径的大小,就能画出大小不同的圆.
点评:通过用圆规画圆,可以知道,圆是由一条封闭的曲线所组成的图形.圆规尖端固定

的点叫圆心,圆心决定圆的位置;圆的大小,是由圆心和圆规的另一个尖端的距离(即半径)
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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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2 观察下面的图片,你有什么发现?

解:这些图片的形状都接近扇形.
点评:一条弧和经过这条弧两端的两条半径所围成的图形叫扇形.扇形是圆的一部分.

专题限时训练
【5分钟基础知识】

1.我们把圆多次对折后,发现圆是(   ),它有(   )条对称轴.
2.在同一个圆中,所有半径的长度都(   ),直径的长度都是半径长度的(   )

倍,用字母表示它们的关系是(   )或(   ).
3.一个圆的直径有(   )条,半径有(   )条,在同一个圆内,最长的线段是

(   ).
4.扇形是由圆的两条(   )和圆上一段(   )围成的.
5.在同一个圆内,扇形和圆相比,(   )大.

【20分钟能力提高】

6.一个圆可以平均分成(   )个圆心角为60°的扇形.
7.画一个直径为8.2厘米的圆,圆规两脚间的距离应该是(   )厘米.

8.圆心角是(   )的扇形,它的大小正好是所在圆的
1
4.

9.判断题.
(1)两端都在圆上的线段叫做直径.  (  )
(2)半径是射线,直径是直线.    (  )
(3)大小相等的两个圆,它们的半径一定相等.  (  )
(4)因为圆有无数条对称轴,所以半圆也有无数条对称轴.  (  )
(5)在同一个圆内,扇形的大小与圆心角的度数有关.   (  )

10.看图填空.

(2)(1)

上面图案是由圆和半圆组成的,仔细观察:图(1)需要由(   )个圆组成;图(2)需要

由(   )个半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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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画一个半径为2厘米的圆,在圆中画出圆心角分别为90°和60°的两个扇形.

【15分钟课外拓展】

12.看图填空.

120°

(1)没有阴影的扇形的圆心角是(   )度.
(2)观察两个扇形,在同一个圆内,(   )决定扇形的大小.
13.在周长为16厘米的正方形内画一个最大的圆,圆的半径是多少? 把这个圆画出来.

【错题整理】

错题 错因分析 改正

·3·

第1章 圆和扇形



1.2 圆的周长

快速提分必备知识
【知识导学】

学前指导

圆周长和直径长之比叫圆周率,用字母π表示.任何一个圆,不论其直径大小,圆周率都

是一个无限不循环小数,它的值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计算时,常常采用四舍五入

法保留两位小数,即取3.14.圆的周长是根据圆的直径或半径计算出来,其公式为:圆周长=
圆周率×直径或圆周率×半径×2,用字母表示为C=πd 或C=2πr.

重难点点拨

实际操作,测量不同圆的周长与直径,分别求出周长与直径的比值,掌握圆周率的意义,
进而掌握圆周长的计算公式.

【名师辅导】

例1 取三个直径大小不等的圆片,分别测量出它们的直径和周长,并计算出周长和直

径的比值,填入下表.

直 径 周  长 周长和直径的比值

解:直径的测量可以先画出来用直尺直接测量,圆的周长的测量有难度,可以用卷尺测

量,也可以把圆片在直尺上滚动来测量,还可以用线绕圆一圈,再用直尺测量线的长度.经过

计算所量周长和直径的比值大约都是3多一些.
点评:任何一个圆,不论其直径大小,圆周率都是一个无限不循环小数,它的值在

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计算时,常常采用四舍五入法保留两位小数,即取3.14.
例2 求下图中圆的周长.

d����

O

解: 3.14×6=18.84(厘米)
答:圆的周长是18.84厘米.
点评:本题中知道圆的直径是6厘米,根据C=πd 直接算出圆的周长.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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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限时训练
【5分钟基础知识】

1.判断题.
(1)圆的周长是它的直径的3倍. (  )
(2)圆的周长是它的直径的π倍. (  )
(3)两个半圆一定能拼成一个圆. (  )
(4)大圆的圆周率小于小圆的圆周率. (  )

2.车轮滚动一周,前进的距离是车轮的(   ).
3.有一个圆形鱼池的半径是10米,如果绕其周围走一圈,要走(   )米.
4.一个挂钟的时针长5厘米,一昼夜这根时针的尖端走了(   )厘米.
5.小圆的半径是6厘米,大圆的半径是9厘米.小圆直径和大圆直径的比是(   )∶

(   ),小圆周长和大圆周长的比是(   )∶(   ).

【20分钟能力提高】

6.判断题.
(1)水桶是圆形的. (  )
(2)所有的直径都相等. (  )
(3)圆的直径是半径的2倍. (  )
(4)两个圆的直径相等,它们的半径也一定相等. (  )
(5)π=3.14. (  )
(6)圆的半径扩大4倍,圆的周长也扩大4倍. (  )
(7)如果两个圆的周长相等,那么这两个圆的半径和直径的长度也一定分别相等.(  )

(8)小圆半径是大圆半径的
1
2
,那么小圆周长也是大圆周长的

1
2.

(  )

(9)半圆的周长就是这个圆周长的一半. (  )

7.圆的半径是7厘米,它的周长是(   )厘米,圆的直径是13米,它的周长是

(   )米.圆的周长是75.36分米,它的半径是(   )分米.
8.用圆规画一个圆,如果圆规两脚之间的距离是6厘米,画出的这个圆的周长是

(   )厘米.
9.已知圆的周长是106.76分米,圆的半径是(   ).
10.小刚在操场上滚铁环,铁环的直径是70厘米,如果小刚每分转20周,他10分钟能

行多少米?

11.要在底面半径是14厘米的圆柱形水桶外面打上一个铁丝箍,接头部分是6厘米,需
用铁丝多少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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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分钟课外拓展】

12.计算环形跑道的周长.(单位:米)

100

80

13.小圆的直径是2厘米,你能比较一下大圆和小圆的周长之和吗?

���

【错题整理】

错题 错因分析 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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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圆的面积

快速提分必备知识
【知识导学】

学前指导

圆的面积是指圆形物体、圆形所占平面的大小或圆形物体表面的大小.圆面积的推导过

程:将圆形等分成若干个小扇形,可以切拼成一个近似的长方形.因为长方形的面积=长×

宽,可得出圆的面积=
C
2×r=

2πr
2 ×r=πr

2.学习圆是从学习直线图形到学习曲线图形的过

度,无论是内容本身,还是研究问题的方法都有所变化.通过探究圆的面积,初步认识研究曲

线图形的基本方法———“化曲为直”“化圆为方”.可以借鉴在学习圆周长时的经验来研究圆

的面积,感悟学习平面图形的规律和方法.
重难点点拨

通过实际操作,弄清长方形的长与圆的周长的关系,从而得出圆面积公式.

【名师辅导】

例1 小组合作,把手里的圆片平均分成若干等份,看看能拼成什么图形? 拼成的图形

和圆有什么联系? 你能借助拼成的图形发现圆面积的计算方法吗?

r

r

r

C
�

��	���

����

� �� f

������ �	� f

S � f

�
�

πr r   �πr2

解:如果圆片分成的份数少,那拼成的图形就接近平行四边形;如果分成的份数多,拼成

的图形就接近长方形.长方形的长是圆周长的一半,长方形的宽是圆的半径.根据长方形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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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长×宽,可得出圆的面积=
C
2×r=

2πr
2 ×r=πr

2

点评:通过这样一个操作活动,体验研究曲线图形的基本方法———“化曲为直”“化圆为

方”,把不熟悉的圆形转化成熟悉的长方形,借助长方形的面积公式推导出圆面积的计算

公式.
例2 在一个美丽的风景区,为了使草坪更加生机勃勃,园林工人在草地上装置了自动

旋转喷水器,喷水器旋转一周,在草地上形成了一个圆,这个圆的半径是3米,你能算出喷过

的草地面积有多大吗?
解:3.14×32=28.26(平方米)
答:喷过的草地面积有28.26平方米.
点评:求喷过的草地面积,实际就是求圆的面积.知道圆的半径,根据圆面积的计算公

式,就能求出圆的面积.
例3 下图环形部分的面积是多少?

��� �
�� ��
�

解: 3.14×152-3.14×102

=3.14×(225-100)

=3.14×125
=392.5(平方厘米)

答:环形部分的面积是392.5平方厘米.
点评:环形是两个圆心相同,半径不同的圆之间宽度相同的部分,用外圆的面积,减去内

圆的面积,就可以求出环形的面积.

专题限时训练
【5分钟基础知识】

1.把一个圆分成若干等份,剪开拼成一个近似的长方形.这个长方形的长相当于

(    ),长方形的宽就是圆的(   ).因为长方形的面积是(      ),所以圆

的面积是(      ).
2.圆的直径是6厘米,它的周长是(    ),面积是(    ).
3.圆的周长是25.12分米,它的面积是(    ).
4.要在底面半径是12厘米的圆柱形水桶外面打上一个铁丝箍,接头部分是8厘米,需

用铁丝(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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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用圆规画一个圆,如果圆规两脚之间的距离是7厘米,画出的这个圆的周长是

(   )厘米.这个圆的面积是(   )平方厘米.

【20分钟能力提高】

6.周长相等的长方形、正方形、圆,(   )面积最大.
7.甲圆半径是乙圆半径的3倍,甲圆的周长是乙圆周长的(   ),甲圆面积是乙圆面

积的(   ).
8.圆的半径由6厘米增加到9厘米,圆的面积增加了(   )平方厘米.
9.要在一个边长为10厘米的正方形纸板里剪出一个最大的圆,剩下的面积是(  ).
10.判断题.
(1)半径是2厘米的圆,它的周长和面积相等.      (  )
(2)两个圆的面积相等,则两个圆的半径一定相等.     (  )
(3)如果一个圆的半径扩大2倍,那么它的周长也扩大2倍,面积则扩大4倍. (  )
(4)任何圆的圆周率都是π.   (  )

11.有一只羊拴在草地的木桩上,绳子的长度是4米,这只羊最多可以吃到多少平方米

的草?

12.一种铝制面盆是用直径30厘米的圆形铝板冲压而成的,要做1000个这样的面盆至

少需要多少平方米的铝板?

13.用一根长16分米的铁丝围成一个圆,接头处长0.3分米,这个圆的面积是多少?

14.一张长30厘米,宽20厘米的长方形纸,在纸上剪一个最大的圆.还剩下多少平方厘

米的纸没用?

15.一个圆形喷水池的周长是62.8米,绕着这个水池修一条宽2米的水泥路.求路面的

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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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分钟课外拓展】

16.一个圆形花坛,原来的直径是20米,扩建后的直径与原来的直径之比是6∶5.扩建

后的面积比原来增加了多少?

17.一个半圆形花坛,周长为10.28米,面积为多少平方米?

【错题整理】

错题 错因分析 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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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比和比例

2.1 认识比

快速提分必备知识
【知识导学】

学前指导

两个数相除又叫两个数的比.比的后项不能为“0”.比的前项除以后项的商叫做比值.比
的前项和后项同时乘或者除以相同的数(0除外),比值不变.这是比的基本性质.根据比的基

本性质,可以把比进行化简.
重难点点拨

通过与除法的比较弄清比的意义和基本性质,明确化简比的根据是比的基本性质.

【名师辅导】

例1 赵凡的头部的长和身长有怎样的关系呢?

88
�
�

16
0�
�

66��

��

25
�
�

解:可以用25÷160表示头部长是身长的几分之几;也可以用160÷25表示身长是头部

长的几倍.头部长和身长的关系还可以说成:头部长和身长的比是25比160,记做25∶160

或
25
160
;身长和头部长的比是160比25,记做160∶25或

16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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