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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学生对教材知识的理解和应用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牢牢掌握课内

知识是打好基础的第一步。 但教材中的练习常常比较简单，不足以适应考试的变化。

为了打造一套真正适合小学生使用的同步教辅，我们组织一线名师，结合教与学的实

际，关注儿童心理特点和学习特点，精心编写了这套《计时练：小学数学 10分钟课课

练》。

本丛书分为 6个年级，每个年级分上、下两个学期，共 12册。 内容由浅入深，螺

旋式上升。 相比同类书，本书题型多样，包括新型题、变式题和拓展题，同时更关注

以下几点：

1.科学合理的体例设置

同步的课时练首先要紧贴教材，编者结合多年一线的教学实践经验，精心设计了课

时训练、单元测试、期中复习、期末复习等模块，帮助学生对每个知识点进行针对训

练，逐个击破。

2.扎实高效的题型编排

大量的重复练习“高耗低效”，我们的宗旨是：必要的题要练，没见过的题要练，

可能会错的题要练，已掌握的题不练或少练，尽可能让学生练有所得，把时间花在“刀

刃”上。 因此，在每课时的题型设计上，我们要求既能夯实基础，又能提升能力、拓

展思维，深刻体现“练”的价值。

3.眼前一亮的新题好题

我们深知，无论做什么事，都需要不断推陈出新。 在本书中，我们还创编了一些

从未见过的新题、好题，这些题贴近生活，巧而不偏，富有情趣，让人眼前一亮。

当然，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书中难免还有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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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课时 秒的认识

0����������	�����������������������������������������������*�����������I

●1.下面的说法对吗? 正确的画“√”,错误的

画“×”。

(1)
 

秒是比分更小的时间单位,用来计量很

短的时间。 (  )

(2)
 

秒针在钟面上最细最长,秒针走1小格

的时间是1秒。 (  )

(3)
 

1分钟是100秒。 (  )

●2.写出钟面上显示的时间。

��������������������������������.

��������������������������������. ��������������������������������.

��������

●3.分别进行下面的活动,记录花了多少秒。

  

 做一次深呼吸

 约(  )秒。

  

丽丽读一首古诗

约(  )秒。

玩一把“石头剪刀布”

的游戏约(  )秒。

  

照样子画一画,

需(  )秒。

●4.在(  )里填合适的时间单位。

 

小军跑50米用

了10(  )。

 

  课间休息的时间

  通常是10(  )。

  春节联欢晚会

  约4(  )。

芳芳跳绳18下,大

约要用16(  )。

●5.琳琳家住在4楼,她每上一层楼需要9秒,

琳琳从一层走到四层需要多少秒?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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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课时 时间单位的换算

0����������	�����������������������������������������������*�����������I

●1.小蝌蚪找妈妈。 (连一连)

120.

5�

300.

140.

1�30.

2�

2�20.

70�

2�40�

90.

1�10�

160�

●2.在○内填上“>”“<”或“=”。

5分○50秒    100分○3时    140分○1时40分

60分○1时 9分○90秒 1时30分○90分

●3.将下面的时间按从短到长的顺序排列。

玩一次过山车用2分钟。

  

坐一圈观光缆
车用半小时。

  

 玩一次蹦床

 用3分30秒。

  

 玩一次旋转飞

 机用150秒。
(                

 

)

●4.先写出钟面上的时间,再按时间顺序给三幅图编号。

����������U���������� ����������U���������� ����������U����������

●5.下面是马小虎写的一段话,请你把用错的时间单位找出来,并在旁边改正。

力力早晨6:45起床,用了4小时穿衣服,整理床铺、洗脸刷牙用了5秒,然后拿起妈妈准备

好的一杯温开水,“咕咚咕咚”一口气喝完,只用了20分钟,接着吃起了妈妈做的营养早餐。 最

后,力力迅速背上书包,和爸爸用了25分钟坐电梯从10楼到1楼,爸爸用汽车把力力送到学校,
力力正好在7:40到达学校。

3



�������IAA3��� e����3�

第 � 课时 计算经过的时间

0����������	�����������������������������������������������*�����������I

●1.看动画片用了多长时间?

方法一:分针走了(  )个大格,

(  )×(  )=(  ),所以看了(  )分钟。

方法二:8时15分相当于7时(  )分,

(  )-(  )=(  ),即看了(  )分钟。

●2.火炬小学三年级师生从学校出发去江海风情园参观留念,请根据钟面时间完成填空。

���K

(� �     U�    )
�D�K

(� �     U�    )
4��K

(� �     U�    )
E��K

(� �     U�    )

●3.按规律画出最后一个钟面的时针和分针。

  

●4.下面是森林运动会长跑比赛各选手的成绩表,请小朋友排出它们的名次。

选  手 小猫 小狗 小兔 小猴

开始时刻 9时45分 9时45分 9时45分 9时45分

结束时刻 9时58分 9是56分 10时 9时57分

●5.下表显示两架飞机在一个机场起飞与抵达机场Q的时刻。 飞机N的抵达时刻没有显示出来。

飞机 起飞时刻 抵达时刻

M 08:50 10:15

N 21:15

两架飞机飞往机场Q所需的时间是相同的。 飞机N延误20分钟起飞,计算其抵达时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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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课时 整理和复习

0����������	�����������������������������������������������*�����������I

●1.连一连。

180.

4�

240�

1�10.

240.

3�

25.�45.

3�L5.

3�40.�35.

4�

●2.圈出合适的答案。

(1)  江南春(杜牧)
千

 

里
 

莺
 

啼
 

绿
 

映
 

红,
水

 

村
 

山
 

郭
 

酒
 

旗
 

风。
南

 

朝
 

四
 

百
 

八
 

十
 

寺,
多

 

少
 

楼
 

台
 

烟
 

雨
 

中。

读一遍这首古诗

少于30秒 多于30秒

(2)
 

唱一遍歌曲《闪闪的红星》
少于1分钟 多于1分钟

●3.选一选。

(1)
 

选择合适的时间单位填在后面的括号内。

①
 

爸爸每天工作8(  )。

②
 

做一次深呼吸需要5(  )。

③
 

聪聪吃午饭花了20(  )。

④
 

“快乐园书屋”每天营业9(  )。

⑤
 

小丽刷牙大约需要3(  )。

⑥
 

弹一遍《天空之城》大约用了4(  )。

A.
 

秒   B.
 

分钟   C.小时

(2)
 

高铁一般在开车前15分钟开始检票,一
辆高铁下午3:08从成都东站开往昆明南

站,那么开始检票的时间是下午的(  )。

A.
 

2:53 B.
 

3:23 C.
 

3:53
(3)

 

9月1日,花园小学举行了开学典礼,
上午9:45开始,持续了1小时15分,那
么,开学典礼在上午(  )结束。

A.
 

10:60 B.
 

11:60 C.
 

11:00

●4.下面是某地周五下午的停电通知。

停电通知

  因电路检修,本周五下午部分小区

停电,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龙馨佳苑:2:00—3:15
博士花园:3:25—4:35

(1)
  

哪个小区停电的时间长?

(2)
 

丽丽下午3:50回到家,发现家里停电

了,你知道她家在哪个小区吗? 她需要等

多长时间才能恢复供电?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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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
万以内的加法
和减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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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课时 两位数加法的口算

0����������	�����������������������������������������������*�����������I

●1.填一填。

计算33+28=□。

(1)
 

��0�����������28����������U

�0��������������������������������

33    �����28�

     (2)
 

33    �����28�

��030�20����������U�0�������������������������������U

�	0��������������������������������

●2.小鱼吐泡泡。 (连一连)

52�14 26�27 65�13 72�24

24�37 49�32 55�39 26�64

81 66 61 94 78 90 96 53

●3.看图回答问题。

�C�38�� �C�46���!((�
C�15��

((����

(1)
 

伟伟和玲玲一共跳了(  
 

)下。

(2)
 

丽丽跳了(  )下。

A.
 

38+15=53

B.
 

38+46=84

C.
 

15+46=61

●4.相同的图形代表相同的数字,不同的图形

代表不同的数字。

 ���	�=��U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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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课时 两位数减法的口算

0����������	�����������������������������������������������*�����������I

●1.填一填。

计算64-38=□。

(1)
 

��064���������������������U

�0�����������8�����������

64    �����38�

(2)
 

64    �����38�

��064���������������������U

�0�����������30�����������

●2.小动物接力赛。

58
�34 �49 �27 �28

�17 �28 �36 �15
69

●3.看图选择填空。

���42�� �!77�
�13��

77!��
�15��

77 �� 33

(1)
 

丽丽拍了(  )。

(2)
 

红红拍了(  )。

A.
 

42-13=29(下)

B.
 

42+15=57(下)

C.
 

42-15=27(下)

●4.杏花树小学三年级各班人数情况统计表。

人数 三(1)班 三(2)班 三(3)班 三(4)班

男生/人 22 19 20

女生/人 21 24 18

合计/人 42 43

(1)
 

先填写统计表,然后计算三(3)班和

三(4)班的女生一共有(  )人。

(2)
 

如果列式:22-19=3(人)。 那么,提出

的问题是(            )。

●5.根据要求填空。

�2�3�4�5�����
�"0�U������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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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课时 几百几十加减法的笔算

0����������	�����������������������������������������������*�����������I

●1.列竖式计算。

450+360=   580-390=

330+470= 620-180=

●2.中国第一高楼———上海中心大厦高约630

米,马来西亚的双子塔是世界上最高的双

塔楼,高约450米。 双子塔比中心大厦低

多少米?

●3.看图回答问题。

�����=
	�B160��

350� 180�

(1)
 

买一套衣服需要多少元?

(2)
 

这件上衣的进货价为多少元?

●4.选一选(根据算式,选择合适的问题)。

3500 2600 1700

(1)
 

350+170=520(筐) (  )…………

(2)
 

260-170=90(筐)
 

(  )…………

(3)
 

350-260=90(筐)
 

(  )…………

(4)
 

350+260+170=780(筐)
 

(  )…

A.
 

梨比苹果少多少筐?

B.
 

梨比香蕉多多少筐?

C.
 

三种水果共有多少筐?

D.
 

苹果和香蕉一共有多少筐?

●5.下面是一位烹饪用具批发商蓝洁女士说

的话。

�*3520�B���&N*�U
����8�470�++��

蓝洁女士想从中获得该盈利的这一套烹饪

用具的售价是(  )。

A.
 

3050元  B.
 

3970元  C.
 

3990元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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