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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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套丛书的作者拥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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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根结底是因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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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０各数的认识

0�������	������������典型题训练1（难度等级★）

１．果园里有３棵桃树、５棵苹果树、４棵橙子树。

（１）桃树和橙子树一共有多少棵？

（２）桃树和苹果树一共有多少棵？

２．糖罐里有６块奶糖、２块椰子硬糖、３块玉米软糖。

（１）奶糖和玉米软糖一共有多少块？

（２）椰子硬糖和玉米软糖一共有多少块？

３．小白兔拔了１２个萝卜，小黑兔拔了５个萝卜，小灰兔拔了４个萝卜。

（１）小白兔和小黑兔一共拔了多少个萝卜？

（２）小黑兔和小灰兔一共拔了多少个萝卜？

４．１个乒乓球的售价为１元，１个羽毛球的售价为２元，１个皮球的售价为８元。

（１）买２个乒乓球和１个羽毛球一共需要多少钱？

（２）买１个羽毛球和１个皮球一共需要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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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典型题训练2（难度等级★）

１．植树节那天，同学们去种柏树和松树，已经种了７棵柏树和１３棵松树，还剩下

１１棵柏树和６棵松树没有种。

（１）计划要种多少棵柏树？

（２）计划要种多少棵松树？

２．读书角有若干本童话书和美术书，周一同学们借走了１１本童话书和１４本美术

书，还剩下５本童话书和６本美术书。

（１）读书角原来有多少本童话书？

（２）读书角原来有多少本美术书？

３．树上有一些黄鹂鸟和百灵鸟，一辆小汽车驶过，吓跑了１３只黄鹂鸟和５只百灵

鸟，此时树上还剩下２只黄鹂鸟和１６只百灵鸟。

（１）树上原来有多少只黄鹂鸟？

（２）树上现在一共有多少只鸟？

４．停车场里停着若干辆白色、黑色的小轿车，开走了３辆白色小轿车和６辆黑色

小轿车后，还剩下１３辆白色小轿车和４辆黑色小轿车。

（１）停车场里原来有多少辆白色小轿车？

（２）停车场里现在还有多少辆小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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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典型题训练3（难度等级★）

１．一个月中，有６天晴天，比雨天少１０天，比阴天少２天。

（１）这个月有多少天是雨天？

（２）这个月有多少天是阴天？

２．玩具店一天售出了３个洋娃娃，比皮球少７个，比陀螺少１５个。

（１）玩具店这一天售出了多少个皮球？

（２）玩具店这一天售出了多少个陀螺？

３．班级举办元旦活动需要扎气球，扎的红色气球有１３个，比蓝色气球少３个，比

紫色气球少６个。

（１）扎的蓝色气球有多少个？

（２）扎的紫色气球有多少个？

４．一个商场里入驻了１２家美食店和６家珠宝店，美食店比服装店少７家，珠宝店

比鞋包店少１１家。

（１）商场里有多少家服装店？

（２）商场里有多少家鞋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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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典型题训练4（难度等级★）

１．波波家有１５个桃子和８个橘子，这天波波吃了２个桃子，爸爸吃了３个橘子。

（１）家里还剩多少个桃子？

（２）家里还剩多少个橘子？

２．花店里有１５朵玫瑰和１７朵康乃馨。一天，卖掉了４朵玫瑰和１１朵康乃馨。

（１）花店里还剩下多少朵玫瑰？

（２）花店里还剩下多少朵康乃馨？

３．菜园里结了１８个南瓜和１５个冬瓜，王爷爷摘下１２个南瓜和１２个冬瓜，准备

拿到集市上去卖。

（１）菜园里还剩下多少个南瓜？

（２）菜园里还剩下多少个冬瓜？

４．咖啡馆的菜单上有１８种咖啡和１６种蛋糕，受到暴雨的影响，老板没能及时出

门补充食材，所以现在有３种咖啡和５种蛋糕无法供应。

（１）顾客现在有多少种咖啡可以选择？

（２）顾客现在有多少种蛋糕可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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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典型题训练5（难度等级★）

１．期末考试，一年级（１）班成绩为犃的同学有２０人，（２）班成绩为犃的同学比（１）

班少７人，（３）班成绩为犃的同学比（１）班少４人。

（１）一年级（２）班成绩为犃的同学有多少人？

（２）一年级（３）班成绩为犃的同学有多少人？

２．医院口腔科有１８名患者在候诊，骨科的候诊患者比口腔科少１２人，内科的候

诊患者比口腔科少４人。

（１）骨科有多少名患者在候诊？

（２）内科有多少名患者在候诊？

３．爸爸、妈妈和小桃在微信群里抢爷爷发的红包，爸爸抢到１７元，妈妈比爸爸少

抢到１２元，小桃比爸爸少抢到１３元。

（１）妈妈抢到多少钱？

（２）小桃抢到多少钱？

４．爷爷连续三天去钓鱼，第一天钓了１６条鱼，第二天比第一天少钓３条鱼，第三

天比第二天少钓２条鱼。

（１）第二天爷爷钓了多少条鱼？

（２）第三天爷爷钓了多少条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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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典型题训练6（难度等级★）

１．松鼠妈妈给松鼠宝宝们带了１３个松果和１５个橡子，一天过后还剩下２个松果

和３个橡子。

（１）松鼠宝宝们这一天吃了多少个松果？

（２）松鼠宝宝们这一天吃了多少个橡子？

２．老师在课堂上布置了１８道选择题和２０道填空题，笑笑写了２０分钟后，还剩下

１１道选择题和８道填空题没完成。

（１）笑笑已经完成了多少道选择题？

（２）笑笑已经完成了多少道填空题？

３．汽车专卖店里有１６辆红色轿车和１７辆灰色轿车待售，一个月后，店内还剩下５

辆红色轿车和１１辆灰色轿车。已知这个月内没有新的轿车进店。

（１）这个月售出了多少辆红色轿车？

（２）这个月售出了多少辆灰色轿车？

４．晚会上一共有１５个语言类节目和２０个歌舞类节目，时间过去大半后，还剩下４

个语言类节目和８个歌舞类节目没有表演。

（１）已经表演过的语言类节目有多少个？

（２）已经表演过的歌舞类节目有多少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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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典型题训练7（难度等级★★）

１．鸡妈妈连续２０天每天生１颗蛋，除了被主人吃掉的５颗蛋和孵化过程中不小

心损坏的４颗蛋，剩余的蛋中都顺利地孵出了小鸡。

（１）没有孵出小鸡的蛋一共有多少颗？

（２）一共孵出了多少只小鸡？

２．爸爸买回一盒巧克力，里面共有２０块。小其吃了一些巧克力后，还剩下３块牛

奶巧克力、５块白巧克力和２块黑巧克力。

（１）一共还剩下多少块巧克力？

（２）小其吃了多少块巧克力？

３．圣诞节，小其制作了１５张贺卡。在学校，小其送出了其中的１２张贺卡，又收到

了１１张贺卡。

（１）小其制作的贺卡还够送给爸爸、妈妈、爷爷和奶奶每人各１张吗？

（２）此时小其有多少张贺卡？

４．商店里有红色、黄色、绿色三种用来包装礼品的丝带，三种丝带的长度分别为

１２米、１４米、１６米，一天的营业结束后，小张测量剩下的丝带的长度，红色、黄

色、绿色三种丝带分别剩下３米、２米、１１米。

（１）这一天用掉了多少米黄色的丝带？

（２）剩下的丝带的总长为多少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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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典型题训练8（难度等级★★）

１．鱼塘里有三种鱼，鲫鱼有８条，鲤鱼和鲫鱼一样多，鲢鱼比鲤鱼少６条。

（１）鲢鱼有多少条？

（２）三种鱼一共有多少条？

２．超市在做促销活动，５瓶酸奶卖１０元，５包薯片的价格比５瓶酸奶少２元，５袋

榨菜的价格比５包薯片少４元。

（１）５袋榨菜卖多少钱？

（２）小华买５瓶酸奶和５包薯片，一共需要花多少钱？

３．小珍１小时可以做８个汉堡，小豪１小时可以做１４个汉堡，小池１小时做的汉

堡比小豪少３个。

（１）小池１小时可以做多少个汉堡？

（２）小珍和小池１小时总共可以做多少个汉堡？

４．欢欢的花圃里长了三种颜色的玫瑰花，红玫瑰有１７朵，黄玫瑰比红玫瑰少１４

朵，白玫瑰比黄玫瑰多１２朵。

（１）黄玫瑰有多少朵？

（２）黄玫瑰和白玫瑰一共有多少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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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节　多余条件

0�������	������������典型题训练9（难度等级★）

１．小明去花卉市场购买鲜花，买２盆月季花花了２元，买４盆水仙花了８元。小

明一共买了几盆花？

２．奶奶买回２０个苹果，姐姐吃了１４个，弟弟吃了５个。姐弟俩一共吃了多少个

苹果？

３．公共汽车上原来有１５名女士，又上来了５名女士和２名男士。车上现在一共

有多少名女士？

４．小红周六吃了４颗糖，周日吃了１２颗糖，周一吃了３颗糖。小红周末一共吃了

多少颗糖？

５．妈妈买了１２瓶桃子口味的酸奶、１瓶可乐、３瓶芦荟口味的酸奶和４瓶橙汁。

妈妈一共买了多少瓶酸奶？



��� ������M��@3

０１０　　　

0�������	������������典型题训练10（难度等级★）

１．灯具店里原来有１８盏灯，卖掉３盏后，又购进４盏，现在灯具店里的灯比原来

多了多少盏？

２．小方原来有８元零花钱，买橡皮和铅笔花掉２元，爸爸又给了小方１５元，小方

现在的零花钱比原来多了多少元？

３．体育室里原来有１１个排球和１６个篮球，后来一年级（１）班同学借走３个排球

和３个篮球，现在体育室里的排球比篮球少多少个？

４．甲蓄水池里有１５吨水，乙蓄水池里有１１吨水，操作员往甲、乙两个蓄水池里又

各注入了４吨水，现在甲蓄水池里比乙蓄水池里多多少吨水？

５．有甲、乙两块西瓜地，甲西瓜地里有１７个西瓜，乙西瓜地里有１５个西瓜，朱爷

爷从两块西瓜地中各摘走４个西瓜，现在甲西瓜地里比乙西瓜地里多多少个

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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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典型题训练11（难度等级★★）

１．食堂里原来有１８袋大米，中午做饭用了８袋，下午又购进１８袋，晚上做饭用了

１２袋，现在食堂里的大米比原来多了还是少了？多或少多少袋？

２．商店里原来有２０个足球，第一天卖掉５个，第二天购进１８个，第三天又卖掉１０

个，现在商店里的足球比原来多了还是少了？多或少多少个？

３．超市里原来有１８名售货员，后来有１１人离职，超市招聘了１９人后又有３人离

职，现在超市里的售货员比原来多了还是少了？多或少多少人？

４．泳池里原来有１８人在游泳，一小时后，新来１２人下水游泳，６人上岸，又过了

一小时，新来７人下水游泳，１１人上岸，现在泳池里的人比原来多了还是少了？

多或少多少人？

５．宠物福利院里有无家可归的流浪猫、流浪狗共２０只，月初，工作人员又收养了

在小区新发现的９只流浪狗，陆陆续续地，流浪猫被爱心人士领养了１１只，流

浪狗被领养了８只，现在宠物福利院里流浪猫、流浪狗的总数量比原来多了还

是少了？多或少了多少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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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节　四宫格

0�������	������������典型题训练12（难度等级★）

１．如图所示是一个４×４的方格。请根据已知数字，在剩

余空格中填入数字１～４，使这４个数字在每一行、每一

列和每个小四宫格中都恰好出现一次。

完成填空后，计算：

（１）第１行４个数字的和；

（２）２个黑点连线上的３个数字的和。

２．如图所示是一个４×４的方格。请根据已知数字，在剩

余空格中填入数字１～４，使这４个数字在每一行、每一

列和每个小四宫格中都恰好出现一次。

完成填空后，计算：

（１）２个黑点所在小格内的数字之差；

（２）２个黑点连线经过的６个小格中最大数与最小数

的差。

３．如图所示是一个４×４的方格。请根据已知数字，在剩

余空格中填入数字１～４，使这４个数字在每一行、每一

列和每个小四宫格中都恰好出现一次。

完成填空后，计算：

（１）第１行中最大数与最小数的差；

（２）２个黑点连线上的４个数字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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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典型题训练13（难度等级★★）

１．如图所示是一个４×４的方格。请根据已知数字，在剩

余空格中填入数字１～４，使这４个数字在每一行、每一

列和每个小四宫格中都恰好出现一次。

完成填空后，计算：

（１）犃＋犅＋犆；

（２）５＋犃＋犇。

２．如图所示是一个４×４的方格。请根据已知数字，在剩

余空格中填入数字１～４，使这４个数字在每一行、每一

列和每个小四宫格中都恰好出现一次。

完成填空后，计算：

（１）６－犃－犅；

（２）（犃＋犆＋犇）与（１）的结果的差。

３．如图所示是一个４×４的方格。请根据已知数字，在剩

余空格中填入数字１～４，使这４个数字在每一行、每一

列和每个小四宫格中都恰好出现一次。

完成填空后，计算：

（１）（犃＋犅）与（犆＋犇）的差；

（２）７－犃＋犆－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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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典型题训练14（难度等级★★）

１．如图所示是一个４×４的方格。请根据已知数字，在剩

余空格中填入数字１～４，使这４个数字在每一行、每一

列和每个小四宫格中都恰好出现一次。

完成填空后，计算：

（１）８＋犅＋犃；

（２）以犃为十位数字、犆为个位数字组成的两位数与犅

的和。

２．如图所示是一个４×４的方格。请根据已知数字，在剩

余空格中填入数字１～４，使这４个数字在每一行、每一

列和每个小四宫格中都恰好出现一次。

完成填空后，计算：

（１）９－犃＋犅；

（２）犃、犅、犆、犇中较大的２个数字之和与剩下的２个数

字之和的差。

３．如图所示是一个４×４的方格。请根据已知数字，在剩

余空格中填入数字１～４，使这４个数字在每一行、每一

列和每个小四宫格中都恰好出现一次。

完成填空后，计算：

（１）１０－犃－犅＋犆－犇；

（２）（１）的结果与（犃＋犅）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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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典型题训练15（难度等级★★）

１．如图所示是一个４×４的方格。请根据已知数字，在剩

余空格中填入数字１～４，使这４个数字在每一行、每一

列和每个小四宫格中都恰好出现一次。

完成填空后，计算：

（１）犃＋犅＋犆＋犇＋犈；

（２）１１＋犅＋犆＋犇。

２．如图所示是一个４×４的方格。请根据已知数字，在剩

余空格中填入数字１～４，使这４个数字在每一行、每一

列和每个小四宫格中都恰好出现一次。

完成填空后，计算：

（１）１２＋犃－犅；

（２）１４－犆＋犇；

（３）（２）的结果与（１）的结果的差。

３．如图所示是一个４×４的方格。请根据已知数字，在剩

余空格中填入数字１～４，使这４个数字在每一行、每一

列和每个小四宫格中都恰好出现一次。

完成填空后，计算：

（１）１３－犃＋犅－犆＋犈；

（２）１５＋犅－犆－犇；

（３）（２）的结果与（犅＋犇－犈）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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