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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给我最大快乐的，

不是已懂的知识，而是不断地学习；

不是已有的东西，而是不断地获取；

不是已达到的高度，而是继续不断地攀登。

——高斯

近年来，奥数一直是被争议的焦点，甚至被“神话”或“妖魔化”，作为一种锻炼孩子逻

辑思维能力的手段，奥数的“功劳”应该被肯定，它可以像绘画、音乐、体育一样，成为一种

兴趣特长。

这套书包括3年级到5年级，每个年级包括讲解版和练习版，共6本，建议配合使用。

主要适合以下读者使用：

•对奥数比较感兴趣的家长和学生

•想通过各个杯赛的初赛但缺少对奥数体系认识的学生

•通过了初赛，希望在决赛中更进一步的学生

那么，与市面上众多的奥数书相比，本套书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1.讲解版全书的结构设置体现了“由点到线再到面”的理念，共五大模块，每个模块下根

据内容的多少设置不同的讲次，每讲又细化了若干问题，每个问题都由3~4个例题和2个巩

固练习题构成，再配合专门的练习版作为习题量的补充，非常适合40~60分钟的教学需要，

训练起来更加灵活和自主。

2.书中所有的习题基本涵盖了当前各大杯赛中频繁出现的考点与知识点，并且讲解版中对

每类问题的解题方法及技巧都有深入的讲解和总结。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所有的题目都已经

用培训班上课讲义的形式进行了几轮的磨合试验和调整。

3.题目的难度契合当下的竞赛。 编委会将本书的题目与几大热门杯赛真题进行了回归、

方差等因素分析，发现其“匹配性”较高。 在专题的设置上，除了尽量靠近杯赛的考纲设置，

按照计算、数论、几何、应用题等竞赛中常见热点和考点进行编排，还根据实际，增加了“口

奥”和小升初的专题训练。

另外，本书在代数部分注重解题技巧的传授，在几何部分注重方法的总结。 在讲解清楚

每个问题后，还有针对性地配套了一定的训练和巩固练习（详见“练习版”），旨在提高学生

举一反三的能力，使学生在杯赛中能灵活处理所给题目，抓住关键分，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希望学生能通过本书的讲练有所收获，在竞赛及“小升初”的考试中取得佳绩，更希望学

生能从本书中掌握其中蕴含的数学思想方法，拓展数学思维，喜欢上奥数，并学会合理、有逻

辑地阐述自己的想法和观点。

当然，书中一定有疏漏错谬之处，敬请联系编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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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195+196+197+198+199

�  计算:89+899+8999+89999+899999

�  11+192+1993+19994+199995所得结果的数字之和是多少?

�  请从3,7,9,11,21,33,63,77,99,231,693,985这12个数中选出5个数,使它们的和

等于1995.

�  计算:1997+1-2-3+4+5-6-7+8+9-10-11+…+1993-1994-1995+1996

�  将1999减去253以后,再加上244,然后再减去253,再加上244……这样一直减下

去,减到第几次,得数恰好等于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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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定义a*b=3×a+5×b,其中a、b是正整数,那么1*(2*3)= (  ).

�  如果定义2△3=2+3+4,5△4=5+6+7+8,那么2△(3△3)=(  ).

�  定义3!=1×2×3,4!=1×2×3×4.
(1)求6! 和8! 的值.(2)如果n!=120,求n.

�  如果定义a*b=a÷b×2+3,若256*a=19,求a的值.

�
 在下面各题的五个数中,选出与其他四个数规律不同的数,并把它划掉,再从括号中

选一个合适的数替换.
(1)42,20,18,48,24 (21,54,45,10)
(2)15,75,60,45,27 (50,70,30,9)
(3)42,126,168,63,882 (27,210,33,25)

�  有一列由三个数组成的有一定规律的数组,它们依次是(1,5,10);(2,10,20);(3,15,
30)……问第99个数组内三个数的和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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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图所示,天平两边平衡,所以1个 =(  )个 .

 题7图

�  根据图示,想一想,一只猫相当于几只甲壳虫的重量?

(a) (b) (c)

 题8图

�  假如20只兔子可换2只羊,9只羊可换3头猪,8头猪可换2头牛,那么用5头牛可

换多少只兔子?

��  小明去文具店买了6支铅笔和5本笔记本,共花去了13元5角,已知3支铅笔的价

钱与2本笔记本的价钱相等,求1支铅笔和1本笔记本各要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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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1)6+11+16+…+501  (2)101+102+103+104+…+999

�
 下面的算式是按一定规律排列的,那么,第100个算式的得数是多少?

4+2,5+8,6+14,7+20……

�  将11~18这8个连续自然数的和再加上2008后所得的值恰好等于另外8个连续自

然数的和,则另外8个连续自然数中的最小数是多少?

�  把100根小棒分成10堆,每堆小棒的根数都是单数且一堆比一堆少2根,应如何分?

�  把一堆苹果分给8个小朋友,要使每个人都能拿到苹果,且每个人拿到的苹果个数都

不同,这堆苹果至少应该有几个?

�
 下面是一个数字方阵,求所有数之和.

1,2,3,4,5,6…98,99,100
2,3,4,5,6,7…99,100,101
3,4,5,6,7,8…100,101,102
     ……
100,101,102,103,104,105…197,198,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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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250×64×125×9

�  计算:950÷25

�  计算:8442÷(21×67)

�  计算:7600÷(38÷25)

�  计算:291÷50+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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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999×222+333×334

�  计算:765×963963-765765×963

�  计算:2239+239×999

�  计算:760÷(38÷125)×80

�� 计算:(2001+2000×2002)÷(2001×2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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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绕某一点旋转180°后能和原来的图形重合的图形叫做中心对称图形,沿一条直线对

折后两部分完全重合的图形叫做轴对称图形.下面4个图形中,既是中心对称图形又

是轴对称图形的有(    )个.

(a) (b) (c) (d)

 题1图

�  两条直线相交所成的锐角或直角称为两条直线的“夹角”.现平面上有若干条直线,它
们两两相交,并且“夹角”只能是30°、60°或90°.问:最多有多少条直线?

�  如图所示是王超同学为“环境保护专栏”设计的一个报头,用到的基本几何图形有:
线段、三角形、四边形、圆、弧线,其中用得最多的一种图形是(    ).

 题3图

�
 两条直线交于一点形成2对对顶角,如图所示,直线AB 与直线CD 交于点O,∠1

与∠2是对顶角,∠AOC 与∠BOD 是对顶角.三条直线交于一点共有6对对顶角,
那么,四条直线交于一点共有(    )对对顶角.

A

D
O

C

B

1 2

 题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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