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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市面上的小学数学教辅图书浩如烟海、质量参差不齐，大部分家长都很

困惑：给孩子挑选什么样的教辅书，才能既提升孩子的学习效果，又不浪费孩子的

时间？孩子做什么样的题目才能真正提高解题思维能力，从而转化成孩子自己的

思路？

本套书的作者拥有３０多年的教辅图书编写经验，对图书内容把握精准、对学

生认知规律熟悉了解，与此同时出版了很多广受读者好评的中小学数学教辅图书，

如《周计划：小学数学计算题强化训练（１～６年级）》《周计划：小学数学应用题强化

训练（１～６年级）》等。

小学阶段的学生容易出现粗心、审题不清、遇到复杂题目就无从下手等问题，

归根结底是由于基本知识掌握得不牢固、没有习得方法；还有一部分小学生课内知

识掌握得很好，但想进一步提升数学思维能力却无从下手。针对以上问题，我们精

心选择题型，经过多次推敲和取舍，终于完成本套丛书的出版。以下是本套丛书的

几个主要特点，希望对您有帮助。

第一，重点突出，针对性强。我们将每个年级的章节单独成册，进一步细分题

型，方便针对性练习和提升，且使用起来轻便、无压力。

第二，选题科学，专项提优。在题目选择上，我们重点选取了中等及中等以上

难度的题目。目前小学数学教材的特点是低年级过于简单，中、高年级难度爬升又

较快，进入初中、高中更是如此。为此，我们在大纲的范围内适当拓展了低年级的

题型，提升了难度，让小学生在课业负担较轻时打好基础，避免进入高年级后手忙

脚乱、力不从心。同时也为有志冲刺重点初中的同学夯实基础。

第三，编排合理，循序渐进。每册书的“典型题训练”都是同一类题型，便于学

生熟悉各种题型，打好基础。且题目难度都在逐渐提升，避免很多教辅书中出现的

头重脚轻、编排混乱等问题，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感受数学的魅力。

总之，本套书中的题型全且新，编排科学合理，非常适合小学生作为课后辅导

资料使用，相信使用后一定会取得很好的效果。

由于时间仓促，错谬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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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节　含有括号的运算

0�������	������������典型题训练1（难度等级★）

1.计算下列各题：

（１）９３－（２８＋１９＋３４）＝ （２）８７－（２３＋１６＋２７）＝

（３）７５－（３６＋２５＋１３）＝ （４）８２－（１８＋２１＋２４）＝

2.计算下列各题：

（１）５９－（４３－２５＋２９）＝ （２）６４－（５８－３６＋２４）＝

（３）７１－（５１－３２＋２６）＝ （４）７５－（３９－１８＋３８）＝

3.计算下列各题：

（１）８３－（２２＋１４＋３６）＝ （２）６７－（６９－３１＋２７）＝

（３）７８－（１９＋２４＋１７）＝ （４）９２－（４８－２９＋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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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典型题训练2（难度等级★）

1.计算下列各题：

（１）８４－（３２＋２９－４３）＝ （２）５７－（２６＋２７－３８）＝

（３）６２－（４２＋３５－４７）＝ （４）４３－（４９＋１８－３５）＝

2.计算下列各题：

（１）７３－（６２－１９－２８）＝ （２）５４－（８７－１５－４１）＝

（３）６５－（７１－４８－１３）＝ （４）５９－（５４－２１－１７）＝

3.计算下列各题：

（１）７１－（４６＋２９－３５）＝ （２）６２－（３７＋１８－２３）＝

（３）３９－（６３－２２－２４）＝ （４）５８－（９５－３９－３４）＝



��3

００３　　　　

0�������	������������典型题训练3（难度等级★）

1.计算下列各题：

（１）７５－（３４－１３）－（２２＋１４）＝ （２）８２－（６７－３８）－（１７＋２６）＝

（３）６４－（５２－３６）－（１３＋２８）＝ （４）７３－（４３－２５）－（３１＋１８）＝

2.计算下列各题：

（１）８６－（４９－２４）－（３７＋１９）＝ （２）６７－（７２－４６）－（１１＋２３）＝

（３）４９－（３４－１８）－（５９－２６）＝ （４）８８－（６５－２８）－（３４－１７）＝

3.计算下列各题：

（１）６４－（７３－５２）－（８７－５３）＝ （２）７３－（４１－２３）－（７６－４８）＝

（３）５１－（３９－２１）－（６２－３９）＝ （４）９４－（８６－５７）－（６４－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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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典型题训练4（难度等级★）

1.计算下列各题：

（１）６７－（２９＋２３）＋（２４＋４８）＝ （２）８４－（３８＋２９）＋（２７＋３１）＝

（３）７８－（４３＋１８）＋（３５＋３２）＝ （４）６３－（１４＋４７）＋（３９＋４２）＝

2.计算下列各题：

（１）８６－（３４＋４３）＋（２６＋２７）＝ （２）５８－（２３＋１６）＋（２７＋３６）＝

（３）４３－（１４＋１９）＋（８３－７１）＝ （４）７４－（３９＋２６）＋（６１－３７）＝

3.计算下列各题：

（１）６２－（２５＋２３）＋（４７－１９）＝ （２）８１－（２７＋４１）＋（６２－３６）＝

（３）５８－（１８＋３５）＋（６３－４２）＝ （４）７８－（３２＋２４）＋（７３－４９）＝



��3

００５　　　　

第●２节　简便运算

0�������	������������典型题训练5（难度等级★）

1.通过交换律（“带符号搬家”法）和添括号进行简便运算：
（１）３２＋６７－４７＋２８＝ （２）７４－４３＋１６－２７＝

（３）９３－５３＋２６＋３４＝ （４）１３＋６５－３５＋２７＝

2.通过交换律（“带符号搬家”法）和添括号进行简便运算：
（１）９７＋２４＋２６－５７＝ （２）４５＋３６－１６＋３５＝

（３）３４＋６２－２２－１４＝ （４）８３＋１５－７３＋４５＝

3.通过交换律（“带符号搬家”法）和添括号进行简便运算：
（１）３９＋４７＋１１－２７＝ （２）８５－２９－４５＋４９＝

（３）６６－３８＋２４－２２＝ （４）７２＋２８－４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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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典型题训练6（难度等级★）

1.通过交换律（“带符号搬家”法）和添括号进行简便运算：

（１）５７＋３５－２７－１５＝ （２）８３＋５６－３６－４３＝

（３）７４＋２２－５４＋３８＝ （４）１６＋６９－３９＋５４＝

2.通过交换律（“带符号搬家”法）和添括号进行简便运算：

（１）４３－２６＋４７－３４＝ （２）３９＋４８－２８＋３１＝

（３）５２＋３７－４２＋３３＝ （４）６７＋１４－３７＋４６＝

3.通过交换律（“带符号搬家”法）和添括号进行简便运算：

（１）２８＋４９－２９＋５２＝ （２）８２－２９＋１８－４１＝

（３）９１－２３－４１＋６３＝ （４）５３－１６＋３７－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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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节　移项变号法则

0�������	������������典型题训练7（难度等级★★）

1.在下面的(　　)里填上合适的数：

（１）５１－（　　）＝７４－３９ （２）６９－（　　）＝５３－２６

（３）７３－（　　）＝８２－４４ （４）５６－（　　）＝６７－４１

2.在下面的(　　)里填上合适的数：

（１）８４－（　　）＝７１－３６ （２）５７－（　　）＝４９－２３

（３）７８－（　　）＝６４－２７ （４）６１－（　　）＝８７－５９

3.在下面的(　　)里填上合适的数：

（１）６６－（　　）＝９１－４３ （２）８３－（　　）＝４５－２８

（３）７２－（　　）＝６３－２９ （３）９６－（　　）＝７４－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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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典型题训练8（难度等级★★）

1.在下面的(　　)里填上合适的数：

（１）（　　）－４３＝５８－３１ （２）（　　）－３６＝６９－４８

（３）（　　）－２７＝７７－４３ （４）（　　）－２５＝８３－５２

2.在下面的(　　)里填上合适的数：

（１）（　　）－３４＝４７－１５ （２）（　　）－４９＝７１－３２

（３）（　　）－５９＝７３－４５ （４）（　　）－１６＝６９－２７

3.在下面的(　　)里填上合适的数：

（１）（　　）－３５＝６３－４６ （２）（　　）－３２＝４６－２５

（３）（　　）－６３＝７４－５９ （４）（　　）－４１＝５８－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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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典型题训练9（难度等级★★）

1.在下面的(　　)里填上合适的数：

（１）３９＋（　　）＝８４－３２ （２）２４＋（　　）＝７９－２８

（３）４３＋（　　）＝９１－２５ （４）５５＋（　　）＝８９－１３

2.在下面的(　　)里填上合适的数：

（１）２６＋（　　）＝６４－１８ （２）３２＋（　　）＝８８－３７

（３）１５＋（　　）＝７６－２９ （４）２８＋（　　）＝９６－３４

3.在下面的(　　)里填上合适的数：

（１）４５＋（　　）＝７８－１７ （２）２１＋（　　）＝９３－２４

（３）１８＋（　　）＝６４－２３ （４）３６＋（　　）＝８２－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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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典型题训练10（难度等级★★）

1.在下面的(　　)里填上合适的数：

（１）（　　）＋２３＝５４－１６ （２）（　　）＋３５＝９８－４４

（３）（　　）＋３１＝７６－２４ （４）（　　）＋２９＝８７－２６

2.在下面的(　　)里填上合适的数：

（１）（　　）＋１２＝７３－３９ （２）（　　）＋３７＝９４－３１

（３）（　　）＋２４＝８２－１４ （４）（　　）＋１１＝７８－４３

3.在下面的(　　)里填上合适的数：

（１）（　　）＋３６＝７１－２２ （２）（　　）＋２８＝８５－２７

（３）（　　）＋１７＝６５－３４ （４）（　　）＋３８＝９２－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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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节　常规应用题

0�������	������������典型题训练11（难度等级★）

１．公园里有菊花３５盆，菊花比一串红少２６盆，一串红有多少盆？

２．小巧读一本书，已经读了１８页，还剩２６页没读，这本书共有多少页？

３．一些孩子做游戏，有４６个皮球，给每个孩子分一个还多１３个，参加游戏的孩子

有多少个？

４．大林比小林多做１５道口算题，小明比小林多做６道口算题，大林比小明多做几

道口算题？

５．幼儿园买了８５个苹果，小朋友们第一天吃了３１个，第二天吃了２８个，幼儿园

现有的苹果比原来少了多少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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