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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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收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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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下面是二（１）班同学最喜欢的动物卡

片调查情况（每人只能选一张）。

（１）数一数，完成表格。

动物卡片

人数

（２）算一算，这个班有（　　）个学生。

２．下面是二（２）班同学最喜欢吃的水果

情况统计表（每人只能选一种）。

最喜欢吃

的水果

人数 １４ ５ ２５ ４

（１）全班一共有（　　）人。

（２）最喜欢吃（　　）的人数最多，最

喜欢吃（　　）的人数最少。

（３）最喜欢吃 的有（　　）人。

（４）二（２）班在欢庆“六一”儿童节时，

如果只买一种水果，买（　　）比较

合适。

（５）“六一”儿童节时，给全校同学买

苹果，选择这种水果合适吗？为什么？

３．二（２）班学生投票选最喜爱的少儿节

目，小莎将结果用条形图记录，但忘

记画出《大风车》这一栏。已知这个

班有２９名同学，每人只投一票。请问

有多少名同学投票给《大风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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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时　记录数据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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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王刚是一位科学迷，他记录的一个月

的天气情况如下。

（１）用画“正”字的方法统计下面各种

天气出现的次数。

天气

记录情况

（２）填表。

天气

天数

（３）这个月一共有（　　）天。

（４）这个月（　　）天气最多，（　　）

天气最少。

（５）雨天比晴天少（　　）天。

（６）这个月是一年四季中的（　　）季。

２．下面是二（３）班四名同学竞选班长的

得票情况。

姓名 李明 王红 陈飞 陈力

记录情况        

（１）根据记录填写下面的表格。

姓名 李明 王红 陈飞 陈力

票数

（２）根据上面整理的结果，当选班长

的应该是（　　），她得了（　　）票。

如果每人只能投１票，投票时有５名

同学弃权，那么二 （３）班一共有

（　　）名学生。

３．小灵对本班同学喜欢乐器的情况进

行了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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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把小灵的统计结果填在下表中。

乐器

人数

（２）这个班喜欢足球的人数比喜欢架

子鼓的人数的２倍少３人，喜欢足球

的有（　　）人；喜欢排球的人数比喜

欢小提琴的人数的３倍多２人，喜欢

排球的有（　　）人。

（３）你能提出其他数学问题并解

答吗？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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