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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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时　认识负数（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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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填空。

（１）淡水开始结冰的温度是（　　）℃。某地一天的最高气温是５℃，记作（　　）℃，最低气温是

零下５℃，记作（　　）℃。

（２）在０．５、－１．３、＋
１

１４
、０、１２、－４、１１这些数中，（　　　　　　）是负数，（　　　　　）是正数，

（　　）既不是正数也不是负数。

（３）＋４５０读作（　　　　　），－
３

４
读作（　　　　　）。

（４）如果向东走９ｍ记作“＋９ｍ”，那么向西走８ｍ记作（　　　）。

（５）银行存折上“２０００．００”表示“存入２０００元”，那么“－１５０．００”表示（　　　　）。

（６）在数轴上，从左往右的数越来越（　　），分界点是（　　），负数都在０的（　　），正数都在０

的（　　）。

（７）一包糖的包装上写有“净含量（４５０±５）ｇ”。说明这包糖最多是（　　）ｇ，最少是（　　）ｇ。

（８）比－４大，比４小的整数有（　　）个，分别是（　　　　　　　）。

（９）在下面的圆圈里填上“＞”“＜”或“＝”。

１５○１１　　　　－３○９　　　　－６○－９　　　　１３○０○－１１

２．把下面各数在数轴上标出来，并从大到小排列。

－１　　１．８　　－５．６　　２　　４．７

0

３．有五箱水果，质量分别是４５ｋｇ、６０ｋｇ、４３ｋｇ、５８ｋｇ、６３ｋｇ，如果把５０ｋｇ记作“＋０ｋｇ”，那么这五

箱水果分别可以用什么数来表示？

４．在下面的数轴上，一只小蚂蚁从点“－２”处开始爬行，先向右爬行４格（算１次），再向左爬行７格

（也算１次），再向右爬行４格（又算１次），再向左爬行７格（又算１次）……这样爬行了１０次，此

时小蚂蚁在数轴上的哪个位置？

0-2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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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时　认识负数（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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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判断。

（１）没有最小的负数，也没有最大的正数。 （　　）

（２）０大于所有的负数，小于所有的正数。 （　　）

（３）一个数不是正数就是负数。 （　　）

（４）０．０００１２３是负数。 （　　）

（５）在数轴上，４、－４和０的距离相等。 （　　）

２．选择。

（１）下面说法正确的是（　　）。

Ａ．０没有实际意义　　Ｂ．负数没有实际意义　　Ｃ．一般来说，上升为正，下降为负

（２）某电梯停在第２层，如果现在下降３层，那么现在电梯在第（　　）层。

Ａ．－３ Ｂ．－１ Ｃ．３

（３）“向东行－５０ｍ”的意思是（　　）。

Ａ．向西行了５０ｍ Ｂ．向南行了５０ｍ Ｃ．向北行了５０ｍ

（４）下面说法错误的是（　　）。

Ａ．整数分成正整数、负整数和０

Ｂ．最小的自然数是０

Ｃ．整数分成正整数和负整数

３．有一路公交，包括起点站和终点站共有１０站。有一辆公交车，除终点站外，在每一站上车的乘客

中，恰好各有一位乘客乘到后面的每一站下车。为使每位乘客都有座位，这辆公交车上最少要有

多少个座位？（先填写下表，再回答问题）

站台号 起点站 １号站 ２号站 ３号站 ４号站 ５号站 ６号站 ７号站 ８号站 终点站

上车人数

下车人数

公交车上的乘客数

４．把下面各数在数轴上标出来，并从大到小排列。

－１
１

３
　　１．８　　－５．６　　

８

５
　　２

２

５
　　４．７

0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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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时　整理和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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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一个仓库里有１００箱货物，某四天仓库里

运进、运出货物的数量如下表所示（运进为

正、运出为负）。

天数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数量／箱 －５０ ＋４５ －９０ ＋１０

（１）哪一天运出的货物箱数最多？运出多

少箱？

（２）哪一天运进的货物箱数最多？运进多

少箱？

（３）四天后，仓库里还剩下多少箱货物？

２．在某次体检中，有６个同学的体重分别是

３５ｋｇ、３８ｋｇ、３２ｋｇ、３４ｋｇ、３１ｋｇ、４０ｋｇ。

（１）这６个同学的平均体重是多少千克？

（２）如果把平均体重记为０ｋｇ，那么这６个

同学的体重分别应该怎样记录？

３．下表是阳阳家今年２月份的收支明细。

日期 项目 收支情况／元

１月结余 ２００００

２月１日 妈妈工资 ＋８０００

２月９日 买营养品 －３００

２月１３日 爸爸工资 ？

２月１６日 买学习用品 －２５０

２月１９日 旅游 －２０００

２月２５日 缴纳水电费 －５５０

２月２８日 买书 －４４０

２月结余 ３４５００

爸爸的工资是多少元？

４．中国最大的咸水湖———青海湖的海拔高度

是＋３１９６米，世界上海拔最低的湖———死

海的湖面海拔高度低于海平面４００米左

右。青海湖和死海湖面的海拔高度相差多

少米？

５．已知犪，犫为整数，且犪＞０，犫＜０，犪＋犫＜０。

请将四个数犪、犫、－犪、－犫按从小到大的顺

序排列。

４



第二单元

百分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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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时　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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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填空。

（１）六五折就是（　　）％，１０％可以看作打

（　　）折。

（２）一件衣服原价是犪元，打八五折后是

（　　）元，便宜了（　　）元。

（３）商店对某商品推出“第二杯半价”的促

销活动，某顾客买了两杯该商品，这两杯的

总价相当于在原价的基础上打（　　）折。

（４）某商店推出“买四送一”的促销活动，某

顾客买了５件同一种商品，这５件商品的

总价相当于在原价的基础上打（　　）折。

２．“非常鞋城”推出促销活动，店内所有款式

的鞋子一律八五折出售。款式Ａ原价３００

元，款式Ｂ原价４５０元。李叔叔买了这两

种款式的鞋子各一双，一共比原价便宜了

多少元？

３．新星服装店推出一款上衣，为促销打八折

出售，出售价是１２００元。这款上衣的原价

是多少元？

４．新星服装店推出一款上衣，为促销打八折

出售，这样就比原价便宜了３００元。这款

上衣的原价是多少元？

５．某电器商店在新年期间准备了１００台笔记

本电脑，每台定价为５０００元。该商店计划

从正月初一开始开展促销活动，准备从这

１００台笔记本电脑定价的总额中，拿出５％

让利给顾客。请你为商店设计一种促销

方案。

６．两件衣服，一件涨价２０％，一件降价２０％，

最后的价格都是２４０元。原来这两件衣服

的价格分别是多少元？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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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时　成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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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填空。

（１）１５÷２０＝
（　　）

３０
＝（　　）％＝（　　）折＝（　　）成（　　）

（２）某果农种了一些苹果树，今年苹果的产量比去年增加了三成，今年苹果的产量是去年

的（　　）％。

（３）某小麦试验田去年产了１５吨小麦，今年因天气问题减产一成五，今年小麦的产量是去年的

（　　）％，今年产小麦（　　）吨。

（４）填写下表：

成数 一成四

分数 ２

５

小数 ０．８

百分数 ５５％

２．某职业高中有５０００名学生，有两成的学生没有购买安全意外保险，请问购买安全意外保险的有

多少人？

３．某职业高中有４０００名学生购买了安全意外保险，有两成的学生没有购买安全意外保险，这个职

业高中一共有多少人？

４．某花生实验田，今年收花生５．５吨，比去年增产一成。如果这种花生的出油率是３０％，那么把去

年收的花生全部拿去榨油，可以出油多少吨？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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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时　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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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选择。

（１）某商场某月的营业额是４００万元，按

５％的税率缴纳营业税，商场这个月需要缴

纳（　　）万元营业税。

Ａ．５　　　　Ｂ．２０　　　　Ｃ．５％

（２）李大爷家去年收了４０００ｋｇ小麦，今年

比去年增加２０％，则今年比去年增加

（　　）ｋｇ。

Ａ．８００ Ｂ．４８００ Ｃ．２０

（３）王老师每个月的工资是７０００元，按规

定超出５０００元的部分要按３％的税率缴纳

个人所得税，王老师这个月应缴纳个人所

得税多少元？

下面的算式列式正确的是（　　）。

Ａ．７０００×３％

Ｂ．５０００×３％

Ｃ．（７０００－５０００）×３％　

（４）一家饭店九月份按营业额的５％缴纳

了营业税１０万元。这家饭店九月份的营

业额是多少万元？

下面的算式列式正确的是（　　）。

Ａ．１０×５％

Ｂ．１０÷５％

Ｃ．１０÷（１－５％）　

２．李老师出版了一本专著，获得稿费３万元，

这笔稿费要按照１１．２％的税率缴纳个人所

得税。最后李老师实际拿到多少万元

稿费？

３．李叔叔想买一辆标价为１０．２万元的小汽

车。李叔叔一次性付款，可以便宜０．２万

元，然后还要按照实际购入价的３％缴纳购

置税。李叔叔买这辆小汽车一共用了多少

万元？

４．有一批电子产品的进价为１万元，需要先

缴纳１０％的关税，再在关税和进价总和的

基础上缴纳１５％的增值税。这批电子产品

一共需要缴纳多少税额？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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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时　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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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张叔叔把５００００元存入银行，存期３年，年

利率是３．５％，到期后，张叔叔能得到利息

多少元？

２．李亮的妈妈每个月的工资是６５００元，她每

月固定剩下３０００元。半年后，她把剩下的

钱一次性存入银行，存期一年，年利率是

１．７５％。到期后，李亮的妈妈可以从银行

取回多少钱？

３．蒋阿姨将３万元稿费存入银行，准备存两

年，到期后，她可以拿到本息共多少万元？

（本息＝本金＋利息）

存期 年利率

半年 １．５％

两年 ２．７％

三年 ３．３％

４．王强买了２万元五年期国债，到期后他一

共拿到利息４５００元。这个五年期国债的

年利率是多少？（买国债不需要缴税）

５．王强和黄飞分别把１０万元存入Ａ银行和

Ｂ银行，存期都是５年。到期后谁拿到的

利息多？多多少元？

银行名称 五年

Ａ ３．７％

Ｂ ３．６％

６．李叔叔想把２０万元存入银行，有两种存款

方式。Ａ 方式：直接存４年，年利率是

３．２５％；Ｂ方式：先存入银行一年，每年到

期后把本金和利息取出后再存一年，这样

连存４年，年利率是１．７５％。这两种存法，

哪种更合算？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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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I

１．填空。

（１）应纳税额与各种收入的比率叫做（　　）。

（２）八五折是指（　　）是（　　）的８５％。

（３）一本书打了八折后便宜了１０元，这本

书的原价是（　　）元。

（４）一件商品的售价是９００元，售出后可获

得５０％的利润，那么这件商品的成本价是

（　　）元。

２．选择。

（１）有一本书，第一天看了４０％，第二天看

了３５％，第二天比第一天少看了１０页，这

本书一共有多少页？

下列算式列式正确的是（　　）。

Ａ．１０÷３５％

Ｂ．１０÷４０％

Ｃ．１０÷（４０％－３５％）

（２）学校四月份付的水费是３０００元，比上

个月节省５００元，比上个月节省了百分之

几？下列算式列式正确的是（　　）。

Ａ．５００÷３０００×１００％

Ｂ．５００÷（３０００＋５００）×１００％

Ｃ．５００÷（３０００－５００）×１００％

（３）王强在银行里存了５万元，存期３年，

年利率是３．７５％，到期时王强可以取回本

息共多少万元？

下列算式列式正确的是（　　）。

Ａ．５×３．７５％×３

Ｂ．５×３．７５％＋５

Ｃ．５×３．７５％×３＋５

（４）一本故事书的原价是３５元，现在按六

折出售，这本故事书便宜了多少元？

下列算式列式正确的是（　　）。

Ａ．３５×６０％

Ｂ．３５×（１－６０％）

Ｃ．３５÷（１－６０％）

（５）某山林种植公司栽了１０００棵树苗，其

中９９５棵成活；接着又种了５棵，全部成

活。这两批树苗的成活率是多少？

下列算式列式正确的是（　　）。

Ａ．９９５÷１０００

Ｂ．（９９５＋５）÷１０００

Ｃ．（９９５＋５）÷（１０００＋５）

（６）某种小麦的出粉率为７５％～８０％，现在

要得到５０ｋｇ面粉，至少要准备多少千克小

麦？下列算式列式正确的是（　　）

Ａ．５０÷７５％　　　　Ｂ．５０÷８０％

Ｃ．５０÷７８％

（７）小明过年拿到５０００元压岁钱，他准备

把这些钱存入银行。他用这种方式存钱：

存银行一年，年利率是２．７５％，到期后连本

带利取出来再转存一年，第二年到期后，再

连本带利取出来。到期后小明拿到利息多

少元？下列算式列式正确的是（　　）。

Ａ．５０００×２．７５％×２

Ｂ．５０００×２．７５％×２．７５％

Ｃ．５０００×２．７５％×１＋（５０００＋５０００×

２．７５％×１）×２．７５％×１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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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时　整理和复习（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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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填空。

（１）１１÷２０＝
（　　）
（　　）

＝（　　）％＝（　　）

折＝（　　）成（　　）

（２）“七五折”是指现价是原价的（　　）％，

“六折”是指现价比原价便宜了（　　）％。

（３）一本书打九折后是５４元，这本书原价

是（　　）元，便宜了（　　）％。

（４）一家汽车销售商店今年二月份的销售

额比上个月下降了三成，今年二月份的销

售额是上个月的（　　）％。

（５）一种商品标价５００元，后来为了促销，

决定“满４００元减１００元”。买这件商品相

当于打（　　）折。

２．判断。

（１）“买一送一”相当于打五折。 （　　）

（２）本金越多，存在银行里得到的利息也就

越多。 （　　）

（３）某地小麦今年的收成比去年减少三成，

就是说今年的收成是去年的３０％。（　　）

（４）一件商品先涨价１０％，后降价１０％，这

件商品的价格降低了。 （　　）

３．选择。

（１）李大叔买福利彩票中了１０万元，按照

２０％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后，李大叔实

际得到（　　）万元。

Ａ．２　　　　Ｂ．８　　　　Ｃ．１０

（２）李阿姨买了一辆１５００元的自行车，按

规定要缴纳１０％的购置税，李阿姨买这辆

自行车实际用了（　　）元。

Ａ．１５００ Ｂ．１３５０ Ｃ．１６５０

（３）甲、乙两个电器商店出售同一种家电，定

价都是５０００元。甲电器商店先提价１０％，

再降价１０％；乙电器商店先降价１０％，再提

价１０％。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Ａ．这两个电器商店出售这种家电的售价

都比５０００元低

Ｂ．甲电器商店最后的售价比乙电器商

店高

Ｃ．乙电器商店最后的售价比甲电器商

店高

（４）妈妈想买电磁炉，甲店打七五折出售，

乙店满１００元减２４元，这两家店里电磁炉

的标价都是１６８元。那么妈妈到（　　）店

买更合算。

Ａ．甲

Ｂ．乙

Ｃ．无法判断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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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时　整理和复习（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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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填空。

（１）
２１

２５
＝（　　）÷５０＝

８４
（　　）

＝（　　）％＝

（　　）成（　　）

（２）一本书打九折后的售价比原来便宜了

６元，这本书的原价是（　　）元。

（３）一家商场搞促销活动，决定“每满５００元，

立减５０元”。一件衣服１０００元，购买这件衣

服实际支付（　　）元，相当于打（　　）折。

（４）一件商品原价为１２００元，现在打八五折

出售，但是要另外支付折后售价的１０％的税

金。买这件商品实际要支付（　　）元。

（５）某股票第一天的收盘价比开盘价下跌

了６．５％，称为负增长，可记为增长（　　）；

第二天收盘价与开盘价持平，称为零增长，

用百分数表示是（　　）；第三天跌停，用百

分数表示是－９．９８％，说明开盘价下跌了

（　　）。

（６）妈妈把３万元存入银行，定期三年，年

利率为２．７％，到期后可得利息（　　）

万元。

（７）胡阿姨想买一部标价为３５００元的手

机。正好手机店搞促销活动，在标价的基

础上打九折，如果再购买价格为１００元的

手机壳，则手机的价格在打完折的基础上

还可以再优惠５％。那么胡阿姨买这部手

机（含手机壳）一共花了（　　）元。

（８）张老师出了一本书，稿费是６０００元，按

规定，超过１０００元的部分要按１５％缴纳个

人所得税。张老师实际得稿费（　　）元。

２．如图所示，买这样的一套服装实际花了多

少元？

４５０元／件

３００元／条

统一八折优惠

３．某地区的房价在五月份时比四月份上涨了

三成，每平方米的售价为１．３万元。那么

四月份时每平方米的售价是多少万元？

４．五一黄金周期间，甲商场全场九折，乙商场

“每满１００元减１０元”。王叔叔打算买一

件标价８５０元的西服，他去哪个商场买

划算？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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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时　圆柱的认识（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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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填空。

（１）一个圆柱的上、下两个圆叫作圆柱的（　　　），它们是（　　　）的圆；圆柱两个底面之间的距

离叫作圆柱的（　　），一个圆柱有（　　）条高。

（２）一张长方形纸长１０ｃｍ，宽８ｃｍ。以长为轴旋转，可以得到一个（　　），这个圆柱的底面半径

是（　　）ｃｍ，高是（　　）ｃｍ；以宽为轴旋转，也可以得到一个（　　），这个圆柱的底面半径是

（　　）ｃｍ，高是（　　）ｃｍ。

（３）一个圆柱，沿着它的（　　）把侧面展开，可以得到一个（　　　）。

（４）一张长方形纸长２０ｃｍ，宽１５ｃｍ，用这张长方形纸卷成一个圆柱，这个圆柱的底面周长可能

是（　　）ｃｍ，也可能是（　　）ｃｍ。

２．判断下面的立体图形中哪些是圆柱，在（　　）里打“√”。

(        ) (        ) (        ) (        ) (        ) (        )

３．把下表填写完整。（单位：ｃｍ）

16

12

20
5

18

15

底面半径／ｃｍ

底面周长／ｃｍ

高／ｃｍ

４．一个圆柱，沿着它的高把侧面展开，正好是一个边长为３１．４ｃｍ的正方形，这个圆柱的底面半径

是多少厘米？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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