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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你们好，我叫“理思”。

我是一个有理想、乐思考的小

女孩，很高兴能跟你交朋友！

我的军师：

智多星

我的好爸爸 我的好伙伴：

阿笨猫

“理思”与她的朋友们



数学是一门重要的基础学科，记得 20 世纪 80 年代曾经流行过一句非常响

亮的口号：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数学，显然是数理化的领头羊。这

句话也从某个侧面告诉我们，数学是其他学科的基础。在科技飞速发展的 21 世

纪，数学的重要性更是毋庸置疑的。

数学，是锻炼思维的体操。思维的锻炼，要从小开始抓起。通过科学、严格、

系统的训练，为今后进一步深造学习打好坚实的基础。

这套奥数教程有三大特点。

第一，遵循孩子学习的特点设置栏目。本书作者长期从事数学竞赛的培训

工作，深知孩子的特点是喜欢听故事，因此本书每讲的切入点是“故事堡”，用

一个个有趣的小故事把孩子们吸引到数学学习中来，孩子们不知不觉地就会喜

欢上数学。

第二，把发展孩子对数学的兴趣放在首位，不搞难题、偏题、怪题，不搞题海战术。

过难过怪过偏的题目，只会挫伤孩子们对数学的兴趣；题海战术只会加重孩子课外

学习的负担，让孩子们的宝贵时间浪费在不必要的、枯燥无聊的重复之中。这套教

程让孩子的奥数学习之路从零起步，循序渐进，一步步迈向神秘的数学殿堂。

第三，本套教程，每个细节之处都强调方法比知识更重要。 不仅仅“授之

以鱼”，更“授之以渔”，教会他们解题的方法。思维的训练，关键就是在方法，

方法掌握了，事半功倍。本套教程中所设置的“知识点”让每一章的重点难点

一目了然，而“分析与解答”“思维导图”等栏目，让数学思维方法更醒目、更直观。

本书的每道例题、练习题都有详细的解答过程和步骤，既可作为学校第二课堂

的兴趣教材，也适合孩子们在家自学。

小学阶段是每个孩子人生之中求学的起步阶段，我们希望这些理念能够得

到家长和老师们的认同。编一套奥数书并不难，难就难在要编出一套能让孩子

们真正喜欢的奥数辅导书，如果本套书能够在孩子们的成长道路上给予他们哪

怕一丁点的帮助，我们也就心满意足了。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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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几个数的和与这几个数之间

的倍数关系，求这几个数的应用题称

之为和倍问题。要想顺利地解答和倍

问题，最好的方法是根据题目所给的

条件和问题画出线段图，可以使数量

关系一目了然，从而帮助我们理清思

路，找到解题方法。

知识点

第一讲  和倍问题

故事堡

理思参加市里举办的芭蕾舞比赛，获奖归来的那天，爸爸给她买了一双舞鞋和

一条裙子作为获奖的礼物，理思非常高兴。可爸爸非要她算出这双舞鞋和这条裙子

各值多少钱才送给她，并且告诉她这双舞鞋和这条裙子共花了 58 元，其中裙子的价

钱是舞鞋的 2 倍还多 10 元。理思为了得到爸爸的礼物，冥思苦想，最后还是在电话

里通过智多星的帮助，才得到了爸爸的礼物。小朋友，请你先自己动手算算，再看

看理思的计算方法。

把舞鞋的价钱看成一倍，

共花了 58 元是这样的几倍还

多 10 元呢？

裙子的价钱是舞鞋的 2 倍多 10 元，这样合起来就是 3 倍

再加上 10 元，共 58 元。那么 3 倍就是 58-10=48（元），这

样一倍的钱就是舞鞋的价钱。列式为：58-10=48（元）；48÷
（1+2）=16（元）；16×2+10=42（元）或 58-16=42（元）。

答：舞鞋的价钱是 16 元，裙子的价钱是 4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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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屋

任务单1  整倍型
难度等级  ☆

学校图书室买来科技书和故事书共 160 本，其中故事书的本数是科技书的 3 倍。

学校图书室买来科技书    本，故事书    本。

把科技书的本数看成一倍，

160 本里共有这样的几倍？

分析与解答

题中把科技书的本数看做一倍数，那么故事书的本数就是 3 个一倍数，科技

书与故事书共 160 本就是（3+1）个一倍数，因此可以先求科技书的本数，再求故

事书的本数。

1. 根据题意画出线段图。

2. 求一倍数。

科技书的本数：160÷（3+1）=40（本）   （注：160 本对应的是四倍数）

3. 求解。

故事书的本数：40×3=120（本）或 160-40=120（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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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学校图书室买来科技书 40 本，故事书 120 本。

4. 验算。

可以把求出的科技书本数和故事书本数相加，看和是不是 160 本；再用故事

书的本数除以科技书的本数，看是不是等于 3 倍。如果与条件相符，表明这道题

解答正确。

120+40=160（本）  120÷40=3 倍

思维导图

和倍问题

（整倍型）

解答和倍问题的最快方法是：要先找准哪个数量是“一

倍数”，再看看“和”里有几个这样的一倍数。

和倍问题是已知大小两个数的和与它们的倍数关系，求

大小两个数的应用题。

基本数量关系：和 ÷（倍数 +1）= 一倍数（较小的数）

       一倍数 × 倍数 = 几倍数（较大的数）

       或：和 - 一倍数 = 几倍数

任务单2  非整倍型
难度等级  ☆

宏 星 小 学 有 学 生 760 人， 其 中 男 生 人 数 是 女 生 的 3 倍 少 40 人， 男 生

有    人，女生有    人。

760 人不是男、女生人数的整

倍数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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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与解答

把女生人数看做一倍，由于男生人数是女生人数的 3 倍还少 40 人，如果用男、

女生人数总和 760 人再加上 40 人，就等于女生人数的 4 倍。

1. 根据题意画出线段图。

2. 转化成整倍数后求一倍数。

女生人数：（760+40）÷（3+1）=200（人）  （注：760+40 人对应的是四倍数）

3. 求解。

男生人数：200×3-40=560（人）

或 760-200=560（人）

答：男生有 560 人，女生有 200 人。

4. 验算。560+200=760（人）  （560+40）÷200=3 倍

思维导图

和倍问题

（非整倍型）

2. 转化方法：“多”的减去，“少”的加上。

1. 解题思路：先转化成整倍问题。

 当题目中给出的数量，不是整倍数时不能直接用除法，

可以先转化成整倍数，再求出一倍数。

3. 一般解题步骤：

 ①画线段图（先画倍数关系，再标明数量）；

 ②求一倍数（数量与倍数对应好才能相除）；

 ③根据题目要求求相应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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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单3  移多补少
难度等级  ☆☆

甲班有图书 120 本，乙班有图书 30
本，甲班给乙班    本后，甲班图

书是乙班图书的 2 倍。

不管怎么移，总的图书总量

不变。

分析与解答

从已知条件中得出，不管甲班给乙班多少本书，还是乙班从甲班得到多少

本书，甲、乙两班图书总和是不变的量。最后要求甲班图书是乙班图书的 2 倍， 
那么甲、乙两班图书总和相当于乙班现有图书的 3 倍。依据解和倍问题的方法，

先求出乙班现有图书多少本，再与原有图书本数相比较，可以求出甲班给乙班多

少本书。

1. 根据题意画出线段图。

题目里的倍数关系是甲班给乙班书后的情况，所以根据该关系画出的线段图

是“移”完之后的。

2. 求解。

①甲、乙两班共有图书的本数：30+120=150（本）

②甲班给乙班若干本图书后，甲、乙两班共有的倍数：2+1=3 倍

移来移去，到底哪个量才是

不变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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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乙班现有的图书本数：150÷3=50（本）

④甲班给乙班图书本数：50-30=20（本）

综合算式：（30+120）÷（2+1）=50（本） 50-30=20（本）

答：甲班给乙班 20 本后，甲班图书是乙班图书的 2 倍。

3. 验算。

（120-20）÷（30+20）=2 倍

（120-20）+（30+20）=150（本）

思维导图

和倍问题

（移多补少）

解这类题的关键是找出哪个量是变量，哪个量是不变量。

根据倍数关系，先求出变化后的一倍数，再和原来的数

量相比较，得出移动的数量。

任务单4  变式练习
难度等级  ☆☆

两箱茶叶共重 88 千克，如果从甲箱取 15 千克放入乙箱，那么乙箱的重量是甲

箱的 3 倍。原来甲箱有茶叶    千克，乙箱有茶叶    千克。

分析与解答

两箱茶叶共重 88 千克，从甲箱取 15 千克放入乙箱，两箱茶叶的重量还是 88
千克，这时乙箱的重量是甲箱的 3 倍。那么 88÷（1+3）可求出现在甲箱的茶叶

重量，现在甲箱茶叶的重量加上甲箱取出 15 千克就是原来甲箱茶叶的重量，最后

求原来乙箱的茶叶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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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移动后甲箱茶叶的重量：88÷（1+3）=22（千克）

②甲箱原有茶叶的重量：22+15=37（千克）

③乙箱原有茶叶的重量：88-37=51（千克）

答：甲箱原有茶叶 37 千克，乙箱原有茶叶 51 千克。

任务单5  多个变量
难度等级  ☆☆☆

甲、乙、丙三所小学学生人数的总和为 1999，已知甲校学生人数的 2 倍，乙校

学生人数减 3，丙校学生人数加 4 都是相等的，甲校人数是　　　　 人， 乙校人数是 
　　　　 人，丙校人数是 　　　　 人。

分析与解答

解法 1 ：甲校学生人数为：（1999-3+4）÷（1+2+2）=400（人），乙校学生 
人数为：400×2+3=803（人），丙校学生人数为：400×2-4=796（人）。甲、乙、

丙三校的人数分别为 400，803，796。
解法 2 ：把甲校学生人数作为标准，画出线段图：

把甲校人数看作 1 份，乙校人数就是 2 份多 3，丙校就是 2 份少 4。我们

把乙校人数减去 3，丙校人数加上 4，都凑成 2 份，则总人数变成：1999-3+4= 
2000（人）。

答：甲校人数为：2000÷（1+2+2）=400（人）；乙校人数为：400×2+3=803（人）；

丙校人数为：400×2-4=79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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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兵场

1. 饲养场养鸡的只数是养鹅的 5 倍，养的鸡、鹅共有 480 只，饲养场养

鸡    只、鹅    只。

2. 果园里有梨树和苹果树共 324 棵，苹果树的棵数是梨树的 5 倍，苹果树比梨

树多    棵。

3. 书店去年和今年共售书 380 万册，今年的售书量是去年的 3 倍还少 40 万册。

去年共售书    万册，今年共售书    万册。

4. 商店运来橘子、苹果、香蕉共 53 千克，橘子的重量是苹果的 3 倍少 3 千克，

香蕉的重量是苹果的 2 倍多 2 千克。苹果重    千克，橘子重    千克，

香蕉重    千克。

5. 甲桶内有油 40 千克，乙桶内有油 16 千克。将    千克的油从乙桶倒入

甲桶后，甲桶的油就是乙桶的 3 倍。

6. 小丁有 240 元，小张有 100 元，两人用去了一样多的钱后，小丁剩下的钱是

小张剩下的钱的 3 倍。小丁和小张各用去了    元。

7. 书架上、下两层共有书 109 本，如果把新买的 15 本放入上层，那么上层的书

正好是下层的 3 倍。上层原有书    本，下层原有书    本。

8. 甲水池有水 1500 升，乙水池有水 1200 升，每分钟从甲水池流入乙水池 25 升

水，    分钟后，乙水池的水是甲水池的 2 倍。

9. 三堆苹果共有 130 个，第二堆的苹果数是第一堆的 3 倍，第三堆的苹果数

是第二堆的 2 倍多 10 个。第一堆有    个，第二堆有    个，第三堆

有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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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少先队一、二、三中队共植树 200 棵，二中队植树的棵数是一中队的 2 倍多

5 棵，三中队植树的棵数比一、二中队之和多 4 棵。一中队植树    棵，二中队

植树    棵，三中队植树    棵。

竞赛直通车

甲、乙、丙三人，甲的年龄是乙的 2 倍还大 3 岁，乙的年龄是丙的 2 倍小 2 岁，

三个人的年龄之和是 109 岁。甲 　　　　 岁，乙 　　　　 岁，丙 　　　　 岁。



010

“差倍问题”就是已知两个数的差

和它们的倍数关系，求这两个数。差

倍问题的解题思路与和倍问题一样，

先要在题目中找到一倍数，再画图确

定解题方法。

知识点

第二讲  差倍问题

故事堡

学校要举行运动会了。体育老师派理思去买 68 个球，其中足球是篮球的 2 倍，

篮球比排球多 4 个。这下，理思可被搞糊涂了，究竟应该分别买多少个足球、篮球

和排球呢？小朋友，你能帮理思算一算吗？

把篮球看成一倍数，68
个里有这样的 4 倍数少 4 个，

那该怎么办？

篮球：（68+4）÷（1+1+2）=18（个）

足球：18×2=36（个）

排球：18-4=14（个）

答：理思应该买 36 个足球，18 个篮球和

14 个排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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