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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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

度螺旋式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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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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位置与方向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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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时　认识东、南、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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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星期天早上，小红和小伙伴们迎着太阳走

向动物园的大门。她们的前面是（　　）

面，后面是（　　）面，左边是（　　）面，右

边是（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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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进了动物园大门，小红和小伙伴们向着熊

猫馆奔去，这时，小红面对的是北面，她的

后面是（　　）面，左边是（　　）面，右边是

（　　）面。

３．图中的四辆车各在向哪个方向行驶？请你

连一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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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下图中，小红正在往南走，小明在往（　　）

走，小丽在往（　　）走，小林在往（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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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小朋友，你能在方框中填出另外三个方

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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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时　认识平面上的东、南、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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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看图填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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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大熊猫馆在小玲的（　　）面，狮虎山在

小玲的（　　）面。

（２）小玲的东面是（　　）馆，西面是（　　）

馆。

２．看图填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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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学校的南面是（　　　）家，学校的

（　　　）面是小明家。

（２）小丽家的北面是（　　　）家，（　　　）

面是小林家。

（３）小丽家在小明家的（　　　）面，小丽家

在小林家的（　　　）面。

３．请你帮小动物找到自己的家。

（１）熊猫住在森林公园的南面，小猪住在森

林公园的西面。

（２）小牛住在小猪的北面，小兔住在熊猫的

东面，小鹿住在熊猫的西面。

（３）小猴住在小牛的东面，小羊住在小兔的

北面。

�����

４．看图填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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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小红从家到体育馆，先向（　　）面走，

再向（　　）面走。

（２）小聪从少年宫回家，先向（　　）面走，

再向（　　）面走。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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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时　认识东北、东南、西北、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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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帮小动物找家。（连一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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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看图填空。

（１）熊谷在游乐场的（　　）方向，猴山在游

乐场的（　　）方向。

（２）猴山在斑马馆的（　　）面，科普馆在大

象馆的（　　）面。

（３）狮虎山在大象馆的（　　）方向，大熊猫

馆在斑马馆的（　　）方向。

（４）大象馆在长颈鹿馆的（　　）方向，科普

馆在长颈鹿馆的（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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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看图填空。

（１）体育馆在公园的（　　）方向，果园在体

育馆的（　　）方向。

（２）水上乐园在少年宫的（　　）方向，假山

在公园的（　　）方向。

（３）月星小区在体育馆的（　　）面，在水上

乐园的（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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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如图所示，在正方形土地的正中央有一间

房子。小明站在这间房子周围的某个小方

格的中心，若房子位于他的西北方向，请问

小明站在哪个小方格内？（　　）

a b c

f g h

d e

�

Ａ．犪　　　Ｂ．犮　　　Ｃ．犺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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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时　认识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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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如图所示是植物园的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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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根据小灵的描述，把这些植物园里的各

个分区对应的序号标在适当的位置上。

①菊花园　②梅花园　③玫瑰园

④百合园　⑤郁金香园　⑥桃花园

２．如图所示是游乐场的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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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水上世界在大门的（　　）面，空中观览

车在游乐场的（　　）角。

（２）激流勇进在凉亭的（　　）方向，旋转木

马在水上世界的（　　）方向。

（３）晶晶从游乐场的大门进入，她按下面的

顺序进行游玩。请在括号中填上晶晶前进

的方向。

大门 →
西北
旋转木马

（　　
→
）
空中观览车

（　　
→
）
水上世界

（　　
→
）
激流勇进

（　　
→
）

卡丁车

３．星期六下午，小红和小虎约好去好朋友小

丽家玩耍。写出小红和小虎分别从家出发

去小丽家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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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如图所示是某大楼的紧急疏散平面图（紧

急疏散时不走电梯）。遇到紧急情况时，２

号和１３号房间的人各应该朝哪个方向走？

1 3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5 7 9 1311�@�

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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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时　整理和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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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选一选。

（１）指南针是辨别方向的工具，无论把它放

在哪里，指针总是一端指向南面，另一端指

向（　　）面。

Ａ．东　　Ｂ．南　　Ｃ．西　　Ｄ．北

（２）在野外，可以通过观察树的年轮来辨别

方向。树的年轮较疏的地方向着（　　）面，

较密的地方向着北面。

Ａ．东 Ｂ．南 Ｃ．西 Ｄ．北

（３）小聪放学后回家是向西走的，这表示学

校在他家的（　　）面。

Ａ．东 Ｂ．南 Ｃ．西 Ｄ．北

（４）升旗台的国旗被风吹得向东南方向飘

动，此时刮的是（　　）风。

Ａ．东南 Ｂ．西南 Ｃ．西北 Ｄ．东北

（５）小红站在操场上，面向西南方向，她的

左面是（　　）方向。

Ａ．东南 Ｂ．西南 Ｃ．西北 Ｄ．东北

２．根据提示的信息，在圆圈内填上景点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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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月亮湖在艺术广场的西北方向。

（２）儿童乐园在艺术广场的西南方向。

（３）水上乐园在音乐喷泉的东北方向。

３．看图填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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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老虎园在孔雀园的（　　）方向，长颈鹿

馆在孔雀园的（　　）方向。

（２）孔雀园在猴山的（　　）方向，在狮子山

的（　　）方向。

（３）小林从猴山出发，按下面的顺序进行参

观。请在括号中填上小林前进的方向。

猴山 →
东南
天鹅湖

（　　
→
）
长颈鹿馆

（　　
→
）
狮

子山
（　　
→
）
水族馆

（　　
→
）
老虎园

４．根据描述，将小虎的乘车路线补充完整。

（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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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

除数是一位

数的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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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时　除数是一位数的口算除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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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填一填。

（１）口算８０÷４，（　　）个十除以４是

（　　）个（　　），也就是（　　）。

（２）口算６００÷３，（　　）个百除以３是

（　　）个（　　），也就是（　　）。

（３）口算２４０÷４，２４０是（　　）个十，（　　）

个十除以４是（　　）个十，也就是（　　）。

２．算一算。

４０÷２＝　　　６０÷６＝　　　９０÷３＝

３００÷３＝ ８００÷４＝ １５０÷５＝

２８０÷７＝ ３５０÷５＝ ２００÷４＝

３．在□内填上合适的数。

６０÷□＝３０　　　４００÷□＝１００

２７０÷□＝３０ □÷３＝３０

８０÷□＝４０ ９００÷□＝３００

３００÷□＝６０ □÷４＝２００

９０÷□＝１０ ２４０÷□＝４０

３２０÷□＝８０ □÷７＝５０

４．看图回答问题。

�3C���
��+4��

�3C+��
��+3�� �C�2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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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小丽踢了多少个？

（２）小玲踢了多少个？

５．图中的大长方形表示４８０，涂色部分表示

多少？

６．小朋友们都听过《曹冲称象》的故事吧，现

在有一头重８１０千克的小象和一堆石头，

如果称这头小象正好用完了这堆石头，且

每块石头的质量相同，你能求出这堆石头

一共有多少块吗？

9��

７．妈妈带了３００元去超市购买食用油，可以

买５桶。恰逢超市搞促销，食用油一律“买

五送一”。现在一桶食用油的价格比原来

便宜多少元？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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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时　除数是一位数的口算除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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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填一填。

口算８８÷４。

�0U��������Up��U��������UU�0U��������Up��

U��������UU�	0U��������U�U��������U�U��������U�

２．算一算。

２４÷２＝　　　４８÷４＝　　　６６÷３＝　　　８２÷２＝　　　９６÷３＝　　　８４÷４＝

６４÷２＝ ５５÷５＝ ３９÷３＝ ６８÷２＝ ８８÷４＝ ２８÷２＝

３．把表格填完整。

被除数 ９００ ６００ ４２０ ５４０ ８４ ６２

除　数 ３ ４ ６ ８ ２ ４

商 ２００ ２００ ６０ ７０ ３１ ２３

４．列竖式计算。

　２５８

＋４７３ 　　　　　

　６０１

－３９４ 　　　　　

　２７５

×　　３ 　　　　　

7 6 0

５．一个池塘的周长是８８米，每隔４米栽一棵柳树，需要栽多少棵？

６．图中的三个小朋友平均每人做了多少个小灯笼？

�	�;��
�����%0�

�� �;

�%

�� �;

�%

�������

７． ＋ ＝４２０克， ＋ ＝３７０克， ＋ ＝２９８克

＝（　　）克， ＝（　　）克， ＝（　　）克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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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时　两位数除以一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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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想一想，填一填。

（１）

2 4

0

6

���������������

���������������

���������������

（２）

0

�� 5�����������

��
��+��   �����	

��	B��

�� 5�����������

5 8 5

２．列竖式计算。（带☆的要验算）

８４÷４＝　　　　４５÷３＝

☆５２÷４＝ ☆９６÷６＝

３．小猫抓鱼。（连一连）

48÷2 70÷5 72÷6 91÷7

13 12 24 14

４．６４个同学参加乒乓球比赛。如果两人一

组，需要分成多少组？如果四人一组，需要

分成多少组？

５．王大爷今天摘了９６个迷你南瓜。本来想

４个装一盒，现在改成６个装一盒，这样少

装了几盒？

６．花店运来一批鲜花，其中康乃馨有３４枝，

百合有７５枝，玫瑰有９６枝。如果把２枝

康乃馨、５枝百合和８枝玫瑰配成一束花，

这些花最多能配成多少束花？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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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时　三位数除以一位数（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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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列竖式计算。（带☆的要验算）

4 7

0

2 4

　　

7 8

0

6

6

1

７４１÷３＝　　　　　☆８０４÷６＝

２．下面的计算过程对吗？如果错误，请写出

正确的计算过程。

（１）
2 3

0

3
2

6
1 6 3

6
6

1 3
1 2

（２）
4 5

0

5
4

6
1 1 4

6
6

5

1
1

4

３．连一连。

６５２÷４　　７１４÷３　　６５８÷２　　９３４÷２

３２９　　 　４６７　　 　１６３　　 　２３８

４．小玲家距离学校９１５米，小玲如果骑自行

车去上学，需要骑５分钟。小玲平均每分

钟骑多少米？

５．育才小学新买来２７５本科技书和３７６本故

事书，李老师把这些书平均放在３个书架

上，每个书架上放了多少本书？

６．看图回答问题。

�� �8�F
288�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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