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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小学阶段是学生思维能力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学生智力发展的

重要阶段。 这一阶段的学生或多或少都会接触一些奥数思维方面的训练，

然而很多时候他们一学完就忘记了。 编者建议学生通过练习难度适中且与学

习进度匹配的习题来保持状态。 乐课力的名师团队通过对多年教学经验以及学

员反馈的总结，编写了“乐·数学 数学思维天天练”系列丛书，整套书分为

5册，分别适用于小学一至五年级的学生。

本丛书具有如下几大特色。

一、内容全面

本丛书涵盖小学一至五年级，包含奥数思维中的七大模块：计算、数论、几

何、行程、应用题、计数和杂题。 按照课内学习的进度、学生的认知能力和接

受能力，乐课力的老师们精心设置了各个难度水平的练习。

二、适用性强

本丛书以小学奥数思维为基础，设置不同难度的练习，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

水平选择适合自己能力的练习，从而使不同层次的学生感受到学习的乐趣，增强

学习的自信心。 本丛书既可以作为学生的练习册，也可以作为教师的教学参考

书，同时还可以作为家长辅导孩子的材料。

三、编排合理

【打牢基础】精选了奥数思维训练中入门级练习，该部分内容略高于课内数

学课程的难度，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能独立解题。

【拓展提高】紧扣考点，精选奥数中等难度的练习，该部分练习需要学生深

入探究，寻找解决难题的技巧和规律，通过分析判断和逻辑推理才能解答。

【难度挑战】在练习完以上两部分以后，如学有余力想突破自己，

可尝试“难度挑战”。 加油吧，你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乐·数学 数学思维天天练”这套书的书后配有参考答案，学生

使用时先独立完成，遇到困难时可参考解答。

在编写和校对本丛书的过程中，我们秉着精益求精的

态度，追求卓越的品质。 因此我们欢迎广大读者对本

丛书的不足之处提出批评和建议。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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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认识线和角

【打牢基础】
 

1
 请你判断一下,下面的图中, 是直线, 是线段, 是

射线。

U1U U2U U3U

U4U U5U U6U

U7U U8U U9U

2
 请你数一数,下面的图形中各有几条线段?

� �

U1U U2U



�g������4��3U��3U2    

3
 观察下面各图,判断哪个图形里有角并在有角的图形下面的括号中打

“√”。

U1U U2U U3U

U4U U5U U6U

U``U U``U U``U

U``U U``U U``U

4
 请你数一数,下面的图形中各有几个角?

� �

U1U U2U

5
 下面的各图中,平行的有 ,垂直的有 。

U1U U2U U3U

U4U U5U U6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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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下面的各图中,属于锐角的有 ,直角的有 ,钝角的有 。

U1U U2U U3U

U4U U5U U6U

7
 观察下图,请你数一数。

      

图中分别有:

个锐角;

个直角;

个钝角。

8
 观察下图,请你数一数。

      

图中分别有:

个锐角;

个直角;

个钝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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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提高】
 

9
 请你数一数,下面的图形中,各有几条线段?

� �

U1U U2U

10 
 请你数一数,下面的图形中,有 个直角。

11 
 观察下图,请你数一数。

      

图中分别有:

个锐角;

个直角;

个钝角。



�g������4��3U��3U 5    

12 
 数一数,下面的图形中,有 条线段。

13 
 数一数,下面的图形中共有 组平行线。

14 
 数一数,下面的图形中共有 组平行线。

15 
 观察下图,请你数一数。

      

图中分别有:

个锐角;

个直角;

个钝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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