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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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丛书题型多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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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丛书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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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物体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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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时　观察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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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选择。

（１）至少用（　　）个小正方体，可以拼成一

个大正方体。

Ａ．４　　　　Ｂ．８　　　　Ｃ．９

（２）用相同的正方体拼成一个物体，无论

从前面、后面、左 面、右 面，还 是 从 上

面都要看到 ，至少要（　　）个正

方体。

Ａ．６ Ｂ．８ Ｃ．９

（３）数一数，下图是由（　　）个小正方体摆

成的。

Ａ．１０ Ｂ．１１ Ｃ．１２

（４）用４个一样大的正方体分别摆成下面

的物体。

　　

从（　　）看，看到的形状是不同的。

Ａ．前面 Ｂ．右面 Ｃ．上面

２．数一数，下面的立体图形各由几个小正方

体摆成。

U��������U� U��������U�

U��������U� U��������U�

３．从不同方向观察下面的立体图形，请分别

画出从前面、右面、上面看到的图形。

�L

	L �L

４．在图中添上一个同样大小的小正方体，使

得从左面看到的图形不变，有（　　）种添

法，请画出其中的一种。（添上的小正方体

至少要和原来的小正方体有一个面完全重

合，不考虑只有棱和棱相接的情况）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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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时　整理和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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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红红、亮亮、聪聪分别用４块小正方体拼搭

立体图形，图（１）是他们从立体图形的正面、

上面和侧面观察到的图形。他们分别搭的

是哪个立体图形？在图（２）中用线连起来。

�L �L

33U

 L

�L �L L

��U

�L �L L

55U

U�U

�� 33

U�U

55

２．下面的几个立体图形都是由５个一样大的

正方体拼成的。

�

��

�

�

�

从前面看是 的有（　　　）号立

体图形，从右面看是 的有（　　　）

号立体图形，从上面看是 的有

（　　　）号立体图形。

３．画一画。

如图所示是用５个一样大的正方体拼成的

立体图形，从前面、右面和上面看一看，在

方格纸上画出看到的图形。

�L 	L �L

４．如图所示的物体中一共有几个正方体？至

少再添上多少个这样的正方体，才能拼成

一个完整的长方体？（请写出过程）

３



第二单元

因数与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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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时　因数和倍数（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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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填空。

（１）在（　　）除法中，如果商是（　　）而没有（　　），我们就说被除数是除数的（　　），除数是被

除数的（　　）。例如２４÷３＝８，我们说（　　）是（　　）的倍数，（　　）是（　　）的因数。２４÷８＝３，

我们说（　　）是（　　）的倍数，（　　）是（　　）的因数。

（２）如果５×６＝３０，那么我们可以说（　　）是（　　）的倍数，（　　）是（　　）的因数；还可以说

（　　）是（　　）的倍数，（　　）是（　　）的因数。

（３）先把下面的乘法算式改写成除法算式，再说说谁是谁的倍数，谁是谁的因数。

６×９＝５４，改写：（　　　　　　　），（　　）是（　　）的倍数，（　　）是（　　）的因数；

１１×１４＝１５４，改写：（　　　　　　　　），（　　）是（　　）的倍数，（　　）是（　　）的因数；

１０×１０＝１００，改写：（　　　　　　　　），（　　）是（　　）的倍数，（　　）是（　　）的因数。

２．判断。

（１）因为５×３＝１５，所以１５是３和５的倍数，３和５都是１５的因数。 （　　）

（２）因为３．２÷０．４＝８，商是整数，且没有余数，所以３．２是０．４的倍数，０．４是３．２的因数。

（　　）

（３）因为１０００÷１００＝１０，商是整数，且没有余数，所以１０００是倍数，１００是因数，１０也是因数。

（　　）

（４）因为犪犫＝犮（犪、犫、犮都是自然数，且都不为０），所以犪和犫是犮的因数，犮是犪的倍数，也是犫

的倍数。 （　　）

３．在２、５、６、９、１０、２７这六个数中，谁是谁的因数？谁是谁的倍数？你能都找出来吗？

４．学校图书馆新买来一些书，数量在２３０～２５０之间，并且比１３的倍数多６。这些书大约有多少本？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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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时　因数和倍数（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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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填空。

（１）写出下面各数的所有因数。

１５的因数有（　　　　　　　　　　）；

４０的因数有（　　　　　　　　　　）；

２４的因数有（　　　　　　　　　　）；

由此发现：一个数的因 数 的 个 数 是

（　　　）的（选填“有限”或“无限”），最小的

因数是（　　　），最大的因数是（　　　）。

（２）按要求写出下面各数的倍数。

从小到大写出４个８的倍数：（　　　　　

　　　　　　）；

从小到大写出１２的倍数：（　　　　　　

　　　　　）；

从小到大写出２３的倍数（１００以内）：

（　　　　　　　　　　　）；

由此发现：一个数的倍 数 的 个 数 是

（　　　）的（选填“有限”或“无限”），最小

的倍数是（　　　），（　　）最大的倍数。

（３）２４的最大的因数是（　　），最小的倍

数是（　　　）；

１９的最大的因数是（　　），最小的倍数是

（　　　）；

９９的最大的因数是（　　），最小的倍数是

（　　　）；

由此发现：一个数最大的因数是（　　　），

最小的倍数是（　　　）。

（４）先按要求填写，再仔细观察，看看你有

什么发现。

６的因数是（　　　　　　　　　　），共

（　　　）个；

１５的因数是（　　　　　　　　　），共

（　　　）个；

４的因数是（　　　　　　　　　　），共

（　　　）个；

９的因数是（　　　　　　　　　　），共

（　　　）个；

１６的因数是（　　　　　　　　　），共

（　　　）个；

由此发现：当一个数是（　　　　　）数时，

它的因数的个数是奇数个；当一个数不是

（　　　　　）数时，它的因数的个数是偶

数个。

自己找一个平方数再验证一下你的发现是

否正确。

２．体育课上，有４８名学生面向老师站成一

排。现在从左往右开始报数：１、２、３、４、…、

４７、４８。老师先让报数是４的倍数的学生

向后转，接着让报数是５的倍数的学生向

后转，现在有多少名学生是背向老师的？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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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时　因数和倍数（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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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选择。

（１）６的因数有１、２、３、６，这４个因数的关系是１＋２＋３＝６。像６这样的数，叫作完全数（也叫完

美数）。下面不是完美数的是（　　）。

Ａ．２８　　　　　　　　　　Ｂ．４９６　　　　　　　　　　Ｃ．３０

（２）一个数的最小倍数（　　）这个数的最大因数。

Ａ．小于 Ｂ．等于 Ｃ．大于

（３）下面哪组数既是２７的因数，又是３的倍数？（　　）

Ａ．３、６、９、１２、１８ Ｂ．３、９ Ｃ．１、３、９

（４）下面哪个数的因数个数是奇数？（　　）　

Ａ．１２１ Ｂ．１２０ Ｃ．１１９

（５）１８是９的倍数，９是３的倍数，下面（　　）是错误的。

Ａ．１８是３的倍数 Ｂ．３是１８的因数 Ｃ．３是１８的最小因数

（６）如果犪是犫的倍数，犫是犮的倍数，那么犪是犮的（　　）。

Ａ．倍数 Ｂ．因数 Ｃ．不能判断

２．把下面的数填入适当的圈里。

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１２、１４、２４、２５、３６、７２、６４、４８

6+�� 48+��

３．根据下面的信息猜电话号码。

１３７０ＡＢＣＤＥＦＧ

Ａ是８的倍数；

Ｂ是最小的自然数；

Ｃ是５的最大因数；

Ｄ既是４的倍数，又是４的因数；

Ｅ的所有因数有两个，分别是１和５；

Ｆ只有一个因数；

Ｇ的所有因数有１、２、３、６。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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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时　２、５的倍数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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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填空。

（１）个位上是（　　　　　）的数都是２的倍数，个位上是（　　　　　）的数都是５的倍数。在

２、５、８０、５３、１４、１４６５６０、４５６７０、１００５１、３２５６中，是２的倍数的有（　　　　　　　　　　　），是５

的倍数的有（　　　　　　　　），既是２的倍数又是５的倍数的有（　　　　　　　）。

（２）３０以内的数（含３０）是２的倍数的有（　　　　　　　　　　　　　　　　　　），是５的倍数

的有（　　　　　　　　　　），既是２的倍数又是５的倍数的有（　　　　　　　　　　　）。

（３）整数中，是２的倍数的数叫作（　　），不是２的倍数的数叫作（　　　）。在２４、５７、７８、４５２、

４４９０５１、２８０、５９９３３４、３９４７５０５８５７４９１这些数中，偶数有（　　　）个，奇数有（　　　）个。

２．把下面的数填入适当的圈里。

２５、３６、６５、１０１、７７、１００５、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０、３０３、７５９、２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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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有四张写着２、５、０、９的卡片，请按要求写数。

（１）组成的数是偶数：（　　　　　　）。（写两个）

（２）组成的数是奇数，且是５的倍数，又是两位数：（　　　　　）。（写出所有可能）

（３）组成的数是四位数，既是２的倍数，又是５的倍数：（　　　　　　　）。（写三个）

４．水果店运来３袋苹果，一袋有７５个，一袋有５０个，还有一袋有６８个。这三袋苹果，如果每２个苹

果装一个小的礼品盒，哪袋正好能装完？为什么？如果是每５个苹果装一个小的礼品盒呢？

８



�����0���

第 �课时　３的倍数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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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填空。

（１）１２０２１（　　）３的倍数（选填“是”或“不是”），这是因为（　　　　　　　　　）。

（２）１００以内的自然数（０除外），最大的３的倍数是（　　），最小的３的倍数且是偶数的是（　　）。

（３）３的倍数中，最小的三位奇数是（　　　），最大的四位偶数是（　　）；不是３的倍数的自然数

中，最大的两位偶数是（　　），最小的五位奇数是（　　　）。

（４）１１２不是３的倍数，至少加上（　　　）就是３的倍数了，或者至少减去（　　）就是３的倍

数了。

（５）在下面的方框里填上合适的数，使每个数都是３的倍数。

４□　　　　　２６□　　　　　１８３□

５□１ ９□０ □３６１

□１□ １□６□０ ５□□１

（６）从１、０、３、８这四个数字中选择适当的数字组成符合要求的数，每题写两个。

组成一个三位数，且是３的倍数： 　；

组成一个两位偶数，且是３的倍数： 　；

组成一个三位数，且不是３的倍数： 　；

组成一个两位偶数，且既是２的倍数，又是３的倍数： 　；

组成一个三位数，既是２的倍数，又是３的倍数，还是５的倍数： 　。

（７）五（４）班５０名同学排成三队去操场，这样会发现有（　　）人多出来了，这时，如果再加上

（　　）人，正好可以排成人数相同的三队。

２．李老师买了１００本练习本，平均分给五年级三个班，至少要拿走（　　）本才能正好分，或者至少

再买（　　）本也能正好分。

３．小区里有一条长３０米的长廊，在它的一侧从头到尾摆了一排花。原来每３米放一盆，现在要改

成每５米放一盆，那么有多少盆花可以不用移动位置？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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