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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位加法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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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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1~20 各数的认识

典型题训练 1（难度等级★）

直接写出得数。

（1）2+12=	 （2）5+14=

（3）7+10=	 （4）3+15=

（5）4+13=	 （6）2+13=

（7）8+11=	 （8）3+13=

直接写出得数。

（1）18+1=	 （2）11+5=

（3）15+4=	 （4）13+1=

（5）17+2=	 （6）12+4=

（7）10+5=	 （8）16+2=

直接写出得数。

（1）14+2=	 （2）16+3=

（3）2+15=	 （4）4+11=

（5）11+3=	 （6）12+5=

（7）5+13=	 （8）8+10=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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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题训练 2（难度等级★）

直接写出得数。

（1）18-5=	 （2）17-2=

（3）19-8=	 （4）16-3=

（5）12-2=	 （6）19-4=

（7）15-4=	 （8）14-1=

直接写出得数。

（1）19-13=	 （2）14-11=

（3）18-14=	 （4）13-10=

（5）12-10=	 （6）17-12=

（7）15-11=	 （8）16-13=

直接写出得数。

（1）19-15=	 （2）14-1=

（3）17-3=	 （4）16-5=

（5）18-7=	 （6）14-13=

（7）14-12=	 （8）15-12=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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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题训练 3（难度等级★）

在下面的（　　）里填上合适的数。

（1）2+（　　）=12	 （2）5+（　　）=17

（3）（　　）+5=16	 （4）（　　）+8=18

（5）（　　）+3=18	 （6）6+（　　）=19

（7）4+（　　）=16	 （8）（　　）+7=19

在下面的（　　）里填上合适的数。

（1）（　　）+13=14	 （2）（　　）+12=17

（3）16+（　　）=18	 （4）11+（　　）=18

（5）（　　）+15=19	 （6）11+（　　）=12

（7）13+（　　）=17	 （8）（　　）+15=18

在下面的（　　）里填上合适的数。

（1）（　　）+15=19	 （2）12+（　　）=15

（3）（　　）+6=18	 （4）3+（　　）=14

（5）4+（　　）=18	 （6）（　　）+4=14

（7）（　　）+13=19	 （8）15+（　　）=19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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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题训练 4（难度等级★）

在下面的（　　）里填上合适的数。

（1）（　　）-14=4	 （2）（　　）-13=6

（3）16-（　　）=3	 （4）（　　）-11=3

（5）14-（　　）=2	 （6）12-（　　）=1

（7）（　　）-14=2	 （8）15-（　　）=5

在下面的（　　）里填上合适的数。

（1）（　　）-2=12	 （2）19-（　　）=15

（3）（　　）-1=10	 （4）（　　）-3=12

（5）16-（　　）=14	 （6）17-（　　）=11

（7）（　　）-2=16	 （8）（　　）-5=14

在下面的（　　）里填上合适的数。

（1）18-（　　）=15	 （2）15-（　　）=3

（3）（　　）-14=2	 （4）（　　）-3=15

（5）（　　）-1=18	 （6）15-（　　）=13

（7）17-（　　）=13	 （8）（　　）-10=5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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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题训练 5（难度等级★）

在下面的	 	里填上“>”“<”或“=”。

（1）7+11 19	 （2）8+10 17

（3）1+14 17	 （4）2+13 14

（5）4+12 15	 （6）5+12 17

（7）6+11 14	 （8）3+16 18

在下面的	 	里填上“>”“<”或“=”。

（1）16+3 19	 （2）14+2 15

（3）10+9 16	 （4）13+5 15

（5）15+3 18	 （6）12+2 16

（7）14+4 17	 （8）11+1 12

在下面的	 	里填上“>”“<”或“=”。

（1）5+14 13	 （2）2+15 18

（3）7+12 15	 （4）4+11 14

（5）16+2 19	 （6）14+4 17

（7）13+3 14	 （8）10+6 16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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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题训练 6（难度等级★）

在下面的	 	里填上“>”“<”或“=”。

（1）19-12 6	 （2）17-11 5

（3）14-11 5	 （4）15-12 4

（5）18-12 7	 （6）16-13 3

（7）17-13 3	 （8）18-15 6

在下面的	 	里填上“>”“<”或“=”。

（1）16-3 10	 （2）17-5 10

（3）18-4 12	 （4）13-2 12

（5）14-2 11	 （6）15-5 11

（7）19-5 17	 （8）15-2 13

在下面的	 	里填上“>”“<”或“=”。

（1）18-16 3	 （2）16-14 2

（3）19-15 6	 （4）14-11 2

（5）14-3 11	 （6）18-7 10

（7）15-4 12	 （8）17-3 12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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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题训练 7（难度等级★★）

在下面的	 	里填上“>”“<”或“=”。

（1）7+11 3+14	 （2）5+14 6+13

（3）6+12 5+11	 （4）3+13 5+12

（5）2+15 2+12	 （6）4+12 2+11

（7）4+11 6+10	 （8）3+15 8+10

在下面的	 	里填上“>”“<”或“=”。

（1）16+2 14+5	 （2）12+7 15+3

（3）10+9 13+6	 （4）16+1 13+4

（5）14+3 12+6	 （6）15+2 13+5

（7）15+3 10+8	 （8）14+5 11+7

在下面的	 	里填上“>”“<”或“=”。

（1）14+3 13+4	 （2）13+6 11+6

（3）16+1 10+9	 （4）15+2 13+5

（5）7+12 9+10	 （6）3+11 2+14

（7）6+13 4+15	 （8）5+11 3+12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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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题训练 8（难度等级★★）

在下面的	 	里填上“>”“<”或“=”。

（1）19-4 15-2	 （2）15-3 19-2

（3）17-5 16-6	 （4）14-3 13-2

（5）16-2 15-2	 （6）19-4 18-5

（7）12-1 15-3	 （7）16-3 19-8

在下面的	 	里填上“>”“<”或“=”。

（1）15-13 18-17	 （2）19-15 16-12

（3）19-12 17-13	 （4）17-11 15-12

（5）18-11 16-13	 （6）16-12 19-14

（7）16-14 14-11	 （8）14-11 13-10

在下面的	 	里填上“>”“<”或“=”。

（1）19-7 13-3	 （2）17-5 18-6

（3）13-2 16-2	 （4）14-2 15-3

（5）17-11 18-14	 （6）18-15 16-13

（7）19-13 17-12	 （8）14-12 15-11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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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题训练 9（难度等级★★）

在下面的（　　）里填上合适的数。

（1）8+10=（　　）+17	 （2）7+11=（　　）+13

（3）4+13=（　　）+15	 （4）2+15=（　　）+11

（5）14+3=（　　）+10	 （6）11+6=（　　）+12

（7）15+3=（　　）+12	 （8）12+6=（　　）+15

在下面的（　　）里填上合适的数。

（1）10+8=3+（　　）	 （2）12+4=5+（　　）

（3）15+4=6+（　　）	 （4）13+2=3+（　　）

（5）3+14=（　　）+15	 （6）5+11=（　　）+14

（7）2+16=（　　）+12	 （8）4+15=（　　）+13

在下面的（　　）里填上合适的数。

（1）6+12=5+（　　）	 （2）5+12=2+（　　）

（3）5+14=7+（　　）	 （4）3+13=5+（　　）

（5）11+8=6+（　　）	 （6）15+2=7+（　　）

（7）10+6=4+（　　）	 （8）13+4=5+（　　）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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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题训练 10（难度等级★★）

在下面的（　　）里填上合适的数。

（1）13-2=（　　）-5	 （2）17-5=（　　）-3

（3）12-2=（　　）-4	 （4）18-3=（　　）-2

（5）19-14=（　　）-4	 （6）14-12=（　　）-6

（7）16-12=（　　）-2	 （8）18-12=（　　）-1

在下面的（　　）里填上合适的数。

（1）19-16=7-（　　）	 （2）15-12=6-（　　）

（3）17-13=8-（　　）	 （4）18-13=8-（　　）

（5）16-3=15-（　　）	 （6）17-5=13-（　　）

（7）19-8=13-（　　）	 （8）15-4=16-（　　）

在下面的（　　）里填上合适的数。

（1）16-4=（　　）-7	 （2）17-4=（　　）-5

（3）18-6=（　　）-4	 （4）19-5=（　　）-3

（5）18-5=14-（　　）	 （6）15-3=14-（　　）

（7）16-10=18-（　　）	 （8）14-11=16-（　　）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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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题训练 11（难度等级★★）

直接写出得数。

（1）5+5+9=	 （2）2+8+8=

（3）6+4+3=	 （4）3+7+5=

（5）4+6+7=	 （6）8+2+4=

（7）7+3+6=	 （8）1+9+3=

直接写出得数。

（1）4+4+10=	 （2）1+5+13=

（3）1+2+15=	 （4）3+4+11=

（5）13+2+2=	 （6）16+1+2=

（7）14+3+2=	 （8）11+2+4=

直接写出得数。

（1）7+11+1=	 （2）2+15+1=

（3）4+12+3=	 （4）2+14+2=

（5）5+10+4=	 （6）3+10+2=

（7）4+14+1=	 （8）1+13+3=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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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题训练 12（难度等级★★）

直接写出得数。

（1）17-3-3=	 （2）15-3-2=

（3）18-4-3=	 （4）19-4-3=

（5）16-4-2=	 （6）14-2-1=

（7）18-6-2=	 （8）17-4-1=

直接写出得数。

（1）18-15-1=	 （2）16-13-2=

（3）14-10-3=	 （4）18-14-1=

（5）19-12-4=	 （6）15-12-1=

（7）17-14-2=	 （8）17-11-2=

直接写出得数。

（1）19-4-5=	 （2）17-4-2=

（3）18-3-2=	 （4）16-2-2=

（5）13-11-1=	 （6）17-14-2=

（7）19-12-4=	 （8）18-13-3=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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