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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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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套书的主编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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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小学各个学科领域出版了很多广受师生好评的畅销书。

小学阶段的数学从题型上可以分为计算题、应用题、几何题，有些孩子总是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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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以上问题，编者经过精心选编题型、无数次推敲和取舍，终

于完成了本套书的出版。以下是本套书的几个主要特点，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一、精选题型，强化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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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编排合理，循序渐进

参考各个版本的小学数学教材的进度和内容，将每学年分为上下两册。每册的每

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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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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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科学安排，附赠视频

本套书科学安排学生每周、每日的学习进度，让学生“周周有计划，日日有安

排”。书中附赠免费的思维拓展动画视频讲解，讲解清晰、生动、有趣，符合低年级小

学生的认知和学习特点。此外，本套书采用全彩印刷，活泼的内页设计能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开本采用大 16 开，大字号、宽行距的版式设计能有效保护学生视力；答案

单独成册，方便检查与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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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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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第 1 章　时、分、秒

典型题训练 1（难度等级★）

根据钟面上时针、分针、秒针的位置在横线上写出大致时刻（包含时、

分、秒）。

根据所给时刻在钟面上画出时针、分针、秒针的大致位置。

在方框和括号里写出相应的时间。

在方框和括号里写出相应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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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题训练 2（难度等级★★）

一场雷阵雨下了 1 时 32 分，10：55 停止。这场雷阵雨是几点开始下的？

小宁今天看了一场足球比赛，下午 1：20 开始，全场用时 1 时 45 分。这场

足球比赛下午几点结束？

浩浩每天早晨 7：25 前出发去学校才能不迟到，他从起床到出门要 45 分钟。

浩浩至少几点起床？

某公交车 16 分钟一班，妈妈想乘坐 8：05 的那一班公交车，但到达公交站

时已经是 8：08。她要等待几分钟才能乘坐下一班公交车？

芳芳周日下午 3：30 在家看某动画片，该动画片每集片长 13 分钟，每集结

束后会播放一段广告。她看完两集后是下午 4：00，中间广告的时长是几

分钟？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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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题训练 3（难度等级★★）

在学校举行的四百米跑步比赛中，欢欢用了 2 分 1 秒，浩浩用了 1 分 

48 秒，笑笑用了 1 分 53 秒，军军用了 1 分 45 秒。四位同学中跑得最快

的同学比跑得最慢的同学快多长时间？

在女子 4×100 混合泳接力赛中，第一棒用时 1 分 2 秒，第二棒用时

1 分 11 秒，第三棒用时 1 分 6 秒，第四棒用时 59 秒。四人一共用了多

长时间？

元旦晚会上，某节目中途出现失误，导致该节目的时长延长了 48 秒，随

后主持人需要缩减原本 2 分 25 秒的台词，以便后续节目正常进行。缩减

后主持人的发言时长是多少？

小芳周末在家帮妈妈做家务。分拣衣物用时 2 分 16 秒，洗衣机洗衣服

用时 45 分钟（洗衣机洗衣时小芳可做其他事情），拖地用时 28 分 37 秒，

擦拭灰尘用时 15 分 24 秒，洗碗用时 4 分 8 秒。小芳做完这些家务需要多

长时间？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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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万以内的加法和减法（一）

典型题训练 4（难度等级★）

小芳的爷爷今年 62 岁，爸爸今年 36 岁。两人一共多少岁？

某儿童服装店里，一件上衣的售价是 56 元，一条裤子的售价是 72 元。一

件上衣比一条裤子便宜多少元？

停车场里开走了 22 辆车后还剩下 63 辆车。停车场里原来停了多少辆车？

某商店卖苹果，上午卖出 31 个，下午卖出 66 个。该商店这天一共卖出多

少个苹果？

学校元旦晚会上，参加合唱团表演的男生有 43 人、女生有 49 人。参加合

唱团表演的一共有多少人？

妈妈给欢欢买了一个 56 元的书包和一个玩具，一共花了 99 元。这个玩具

的售价是多少元？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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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题训练 5（难度等级★）

某电影院的巨幕厅里有 240 个座位，一场电影入座了 180 位观众。该巨幕

厅里还剩多少个空座位？

鱼塘里放养了 510 条鲫鱼和 480 条草鱼。鱼塘里一共放养了多少条鱼？

菜地里有白萝卜和胡萝卜共计 560 颗，其中白萝卜有 240 颗。胡萝卜有多

少颗？

某博物馆第一天的游客接待量是 420 人，第二天的游客接待量是 370 人。

该博物馆两天一共接待了多少名游客？

某工程队要修一条长 3500 米的公路，第一天结束后还剩 2100 米没修。该

工程队第一天修了多少米？

小军去学校要经过小芳家，小军家距离学校 2300 米，小芳家距离学校

1700 米。小军家距离小芳家多少米？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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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典型题训练 6（难度等级★）

某商店第一天卖出 167 包方便面，第二天卖出 124 包方便面。两天内该商

店大约一共卖出多少包方便面？

去年植树节，全校师生一共植树 193 棵；今年植树节，全校师生一共植树

239 棵。两年内全校师生大约一共植树多少棵？

小芳和小丽折纸星星，小芳折了 392 个纸星星，小丽折了 516 个纸星星。

小丽比小芳大约多折了多少个纸星星？

某校开展节约用水活动。活动前，学校平均每月交水费 622 元；活动后，

学校平均每月交的水费减少了 158 元。现在学校平均每月大约交水费多

少元？

一台打印机的售价是 608 元，一台相机的售价是 888 元，爸爸带了 1600

元。请你估算一下爸爸买这两样东西的钱够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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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题训练 7（难度等级★★）

妈妈带着儿子去游乐园玩，成人票是 180 元，儿童票是 90 元。妈妈给售

票员 300 元，应找回多少元？

学校组织 530 名师生坐游船游览某湖泊景观，安排了一艘 380 座的大游船

和一艘 270 座的小游船。两艘游船上一共空余多少个座位？

一台电风扇的售价是 140 元，一台电磁炉的售价是 280 元。妈妈带了

450 元来买这两样东西，钱够不够？如果够，还剩多少元？如果不够，还

差多少元？

某服装厂接到一个订单，需要订做 750 套西装，第一天做了 280 套，第二

天做了 330 套。该服装厂是否完成了任务？如果完成了，多做了多少套西

装？如果没有完成，还差多少套西装？

浩浩和欢欢打羽毛球，不慎将羽毛球打到旁边的树枝上，羽毛球距离地

面 250 厘米。浩浩向上举起球拍的高度是 180 厘米，凳子高 50 厘米，浩

浩站在凳子上能够到羽毛球吗？如果能够到，球拍顶部比羽毛球高多少厘

米？如果够不到，还差多少厘米？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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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题训练 8（难度等级★★）

在始发站上车 830 名乘客，到达第一站后下车 160 名、上车 80 名。此时

火车上有多少名乘客？

化肥商店第一天卖出 210 袋化肥，第二天卖出 150 袋化肥，第三天卖出

的化肥比前两天卖出的化肥总和少 50 袋。化肥商店第三天卖出多少袋

化肥？

王伯伯家今年收获了 330 斤棉花，李伯伯家今年收获了 370 斤棉花，张

伯伯家今年收获的棉花比王伯伯家和李伯伯家今年收获的棉花总和还多

120 斤。张伯伯家今年收获了多少斤棉花？

一瓶牛奶有 1000 毫升，小芳喝了 250 毫升，爸爸喝了 370 毫升，妈妈喝

了 140 毫升，还剩多少毫升牛奶？

养鸡场某天鸡蛋的产销情况如下：上午产蛋 470 枚，售出 310 枚；下午产

蛋 380 枚，售出 260 枚。到了晚上，养鸡场这天产的鸡蛋还剩多少枚？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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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题训练 9（难度等级★★）

某小学三年级三个班向灾区捐赠衣物。三（1）班捐赠了 190 件，三（2）班

捐赠了 210 件，三（3）班捐赠了 230 件。

（1）三（3）班比三（1）班多捐赠了多少件衣物？

（2）三个班一共捐赠了多少件衣物？

苗圃里种了 220 棵樱花树和 250 棵香樟树，桂花树比樱花树和香樟树的总

和还多 60 棵。

（1）苗圃里种了多少棵桂花树？

（2）苗圃里一共种了多少棵树？

某电影院里有三个放映厅，一号厅里有 270 个座位，二号厅里有 210 个座

位，三号厅里的座位比一号厅和二号厅里的座位总和少 110 个。

（1）三号厅里有多少个座位？

（2）该电影院里一共有多少个座位？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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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题训练 10（难度等级★★）

某小学计划给贫困山区捐赠 600 本图书。在实际捐赠的图书中，童话故事

类有 240 本，科普知识类比童话故事类多 190 本。

（1）科普知识类图书有多少本？

（2）该小学实际捐赠了多少本图书？

（3）该小学有没有达到捐赠目标？如果达到了，超出多少本？如果没达到，

还差多少本？

冬至那天，媛媛在家帮妈妈包饺子。一共买了 240 张饺子皮，妈妈包了

110 个饺子，媛媛比妈妈少包了 60 个饺子。

（1）媛媛包了多少个饺子？

（2）妈妈和媛媛一共包了多少个饺子？

（3）还要包多少个饺子才能用完饺子皮？

小军周末陪爷爷爬山，爬到山顶要经过 990 级台阶。当爷爷爬到第 460 级

台阶时，小军比爷爷多爬了 80 级台阶。

（1）小军爬到了第几级台阶？

（2）爷爷还要爬多少级台阶才能到达山顶？

（3）小军还要爬多少级台阶才能到达山顶？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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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题训练 11（难度等级★★）

四种商品的售价如下表所示。

商品 大衣 羽绒服 派克服 羊毛衫

售价 / 元 260 540 320 160

（1）一件羽绒服比一件派克服贵多少元？

（2）买一件大衣和一件羽绒服一共要花多少元？

（3）小希妈妈带了 500 元，至少买两种衣服的话要怎么选？

俊俊家一年四个季度的用电量如下表所示。

季度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用电量 /（千瓦·时） 250 220 280 240

（1）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的用电总量是多少千瓦·时？

（2）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的用电总量是多少千瓦·时？

（3）用电量最高的季度比用电量最低的季度高多少千瓦·时？

（4）俊俊家一年的用电量是多少千瓦·时？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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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题训练 12（难度等级★★★）

浩浩买了一本笔记本、一把尺子和一支钢笔，一共花了 39 元；军军买了

一本笔记本和一把尺子，一共花了 28 元；欢欢买了一把尺子和一支钢笔，

一共花了 31 元。三种文具的售价分别是多少元？

妈妈买了苹果、车厘子、芒果这三种水果，一共花了 82 元，买苹果和车

厘子一共花了 62 元，买车厘子和芒果一共花了 65 元。妈妈买三种水果分

别花了多少元？

小芳、小丽、小华一共有 520 元的零花钱，小芳和小华一共有 330 元的零

花钱，小丽和小华一共有 380 元的零花钱。小芳、小丽、小华分别有多少

元的零花钱？

一枚金牌、一枚银牌、一枚铜牌一共重 740 克，一枚金牌和一枚银牌一共

重 510 克，一枚银牌和一枚铜牌一共重 490 克。一枚金、银、铜牌分别重

多少克？

正值秋收，伯伯家收获的玉米、芝麻和花生一共重 840 千克，玉米和芝麻

一共重 650 千克，芝麻和花生一共重 360 千克。伯伯家收获的三种农作物

分别重多少千克？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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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测　　量

典型题训练 13（难度等级★）

1 本书的厚度是 15 毫米，4 本同样的书叠在一起的厚度是多少厘米？

爸爸的身高是 18 分米，小芳的身高是 120 厘米，爸爸比小芳高多少厘米？

小欢的头发长 310 毫米，妈妈带她去理发，要求理发师剪去 15 厘米，理

发后小欢的头发长多少厘米？

小华去年种了一棵 70 厘米高的小树，今年去测量，发现它长到了 1 米

2 分米。小树长高了多少分米？

一只蚂蚁沿着桌脚往上爬，第一次爬到 4 分米高时掉到地面上，第二次爬

到 520 毫米高时掉到地面上。这只蚂蚁两次一共爬了多少厘米？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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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题训练 14（难度等级★）

亮亮家距离学校 1500 米，小海家距离学校 2 千米，亮亮去上学比小海去

上学少走多少米？

某工程队要修一条长 3 千米的公路，已经修了一部分，还剩 800 米没修。

该工程队已经修了多少米？

小敏和小霞在 400 米的环形跑道上跑步，小敏跑了 3 圈，小霞跑了 1 千米。

（1）小敏和小霞中谁跑的距离长？

（2）两人一共跑了多少米？

一列火车在行驶途中经过了三个隧道，第一个隧道长 2300 米，第二个隧

道长 3 千米，第三个隧道长 1700 米。

（1）第二个隧道比第三个隧道长多少米？

（2）这列火车在行驶途中经过的隧道一共长多少千米？

星期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