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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　回顾与整理

（一）数与代数

（１）把下面的数按要求填空。

!"#$%&'()*+,-。

　 （　　　　　　）是自然数，（　　　　　　）是小数，
（　　　　　　）是分数，　（ ）是整数，
（ ）是正数，　（ ）是负数。

（２）选择上面的数，说一说分数、小数、百分数是怎样互化的。

（３）把上面的数按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起来。

在图里填上合适的数。
（１）　　　　　　　 　　　 （２）３０以内的自然数中

　　　６和２４的最大公因数

　　　 是 。
　　４和６的最小公倍数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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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亮家!月份的收支情况记录如下!

!!!!月"日!爸爸领工资!#$%%元
!月&日!交水电费!##%元
!月'日!妈妈领工资!#(%%元
!月(#日!给亮亮买书!)%元
!月($日!妈妈买衣服!$"%元
!月#%日!给亮亮买旅游鞋!($%元
!月#(日!爸爸领奖金!!%%元
!月#!日!到游乐场游玩!"%%元
!月#&日!交物业管理费!!%元
!月#)日!妈妈领奖金!"%%元
!月"%日!本月伙食费!("%%元

"(#估算一下亮亮家!月份大约收
入多少元$支出多少元$结余
多少元%

"##把亮亮家!月份的收支情况填
在右表中$并试着计算出结余%

亮亮家!月份收支

情况记录表

日 期
收支情

况 !元"
结余

!元"

" *#$%%

人民币上的号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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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一读!写一写"

四大洋面积统计表

海洋名称 面积 !平方千米" 改写成用 #万平方
千米$作单位的数

太平洋 一亿七千九百六十七万九千 !"#$"#%%% !"#$""#

大西洋 九千三百三十六万三千

印度洋 七千四百九十一万七千

北冰洋 一千三百一十万

"!在括号里填上合适的数"

#!$珠穆朗玛峰的高度为&&''"'(米!用 %四舍五入法&取近似数'

!保留到一位小数是# $米"

"保留到整数是# $米"

#保留到整十数是# $米"

#)$死海湖面低于地中海海面(#&米!可以记作# $米"

#($月亮表面的温度!白天高达!)"#!可记作# $#(夜晚却降至

零下!&(#!可记作# $#"

#'$(时)%分*# $分*# $时

!%&%克*# $千克# $克*# $千克

#+$

#!下面的方框里可以填入哪些数字)

$ %%!$+%% & (万"&$%万

'$ %%%#'"万 +) %%%%%%%#+(亿

$!在圈里填上"*!或*"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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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则运算!
写出整数"小数和分数加"减"乘"除的算式#并计算!

$!%整数和小数的四则运算有什么联系&
$"%#和!在四则运算中有哪些特殊情况&

$!%减法是加法的逆运算!
加数$加数%和
!
被减数&减数%

"

#

$差
%

一个加数%和&另一个加数
被减数%差$减数
减数%被减数&

&

'

( 差

$"%除法是乘法的逆运算!
因数'因数%积
!
被除数(除数%

"

#

$商
%

一个因数%积(另一个因数
被除数%商'除数
除数%被除数(

&

'

(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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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则混合运算和运算定律!

"!#先说一说运算顺序$再计算!
"#$%&'!(!!!!!!!"&()!*#'"*%$!##
!++)"!,$%#-. !.+-"%$*'&#
,*!&)#!*()+!,# ('%"#%$("#-*&

"##把学过的运算定律整理在下表中!

名!称 举!例 用字母表示

加法交换律 !*$%/%$!* !$"/"$!

加法结合律

乘法交换律

乘法结合律

乘法分配律

"*#应用运算定律进行简便运算!
#%*$!+($&.$%#!!!!#"($&#%!!!!*#'#%
!#,'!#$.&'!# %,&)*+( "('.%

估算!

"!##
%$!

#
的结果比!大吗'

!"#$%&'？

"##每千克西瓜!!%元!

!"!#$%&。

!一个西瓜重*!#千克!买这个西瓜$%元钱
够吗'

"计算一下实际要花多少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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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写得数!

!"#$%#& !!%#'(#& !)(##$*#& !**#$++&

)"('+##& #"#!'+###& *"!$+##& !#$+##&

"!计算!

"+#"",%-)""!!!!)!+'+(!!!!""#+.,"/

!"!('+" )"*($#"!( !"",$!,

"!#%"!)'+", "结果精确到#"#+#

,!"#%$!"( "结果保留一位小数#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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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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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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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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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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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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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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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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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用计算器计算!

我国大约有+%亿人&如果每人节约+角钱&就是+"%亿元!

"+#建一所希望小学需+##万元&这些钱可以建多少所希望小学'

"!#援助每名贫困学生需(##元&这些钱可以使多少名贫困学生免受失

学之苦'

")#你认为这些钱还可以做些什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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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图书馆计划买"#本 #科技天地$和$#本 #数学家

的故事$%按原价估算一下&买这些书'!###元够吗(

!%"算一算&打折后买这些书要少花多少元(

!&"如果把打折省下的钱再买书'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每瓶饮料%元'!$#人每人一瓶饮料'最少要花多少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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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居民楼一层!户居民合用一个总电表!"月份共需付电费#$%"%元"

按照每户分电表上的用电数分摊电费!请你把各户应付的电费填入下表"

住!户 #$# #$& #$!

分电表用电数 !千瓦时" '& %" %(

应付电费 !元"

"!小强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度假"

$#%小强全家的往返车费一共是多

少元&

$&%全家在旅店预交了!天的住宿费

和餐费!一共是'&$元"他们打

算住一周!需再交多少元&

165! 150!

#!平均每棵向日葵可收获葵花子)$$克"

$#%一共可收获多少千克葵花子&

$&%如果葵花子的出油率为#"#!那么这些

葵花子可出油多少千克&

$!

$#%打折后每种玩具卖多少元&

$&%王东买一辆玩具车!能节省多少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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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阿姨开了一个小食品店!有一次她把!""#千克什锦糖分装成$"#千克
的小袋""

!"#$%&'
. ()*！0 5

正当王阿姨去储藏室取糖时!张叔叔把所有装糖的袋子一起放在了
货架上""

不够分量的糖是怎样找出来的#

"!!红红和聪聪同时从家里出发!相向而行$红红家的小狗也跟来了!而且
跑在了前面$当小狗和聪聪相遇后!立即返回跑向红红!遇到红红后!
又立即返回跑向聪聪$这样跑来跑去!一直到两人相遇$

算一算%这只小狗一共跑了多少米#

#!!假如!$$千克西瓜可以出!千克
西瓜子!那么买回来%$$$千克
西瓜!吃瓜留子!以子换瓜!反
复地换!一共可以吃到多少千克
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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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犫，犪－３犫

（３）０．１５犪，０．８５犪

（４）８狓

◆��E
１．#'©áa�

i´��*9<5ð，
3BC"i´ （１）�。
$%²，L9LÁ*2
'�§Nmn，efá
a�i´。ÜÝ�*C
"á«１００－４狓＝２，
F!?±:Æ。ÿ�
2â*W&.È，I{
１００－２＝４狓，3ia
�：４狓＝１００－２。
２．BC";<i

´（２）�、（３）�。$%
²，Â3L9LÁ{*
2'�§。´w：

（２）狓＝１．５

（３）狓＝９０

À：F!ÿ^a®
9�8�jR�6�*
��，BC"i´。

书书书

!"#$%&'()*+。

在括号里填上合适的式子!
"!#刘强家上月收入!元$剩余"#$元$支出" #元!
"%#一盘彩带长!米$做一个中国结用"米!做&个中国结

用" #米$还剩" #米!
"&#一瓶盐水重!克$盐的质量占盐水的!'!$这瓶盐水含

盐" #克$含水" #克!
""#一台插秧机每小时插秧#平方米$上午工作'小时$下

午工作&小时!上午和下午一共插秧" #平方米!

列方程并求出方程的解!
"!#李老师买下面的乒乓球拍$给售货员!((元$找回%元$

一副乒乓球拍的价钱是多少元%

"%#两人骑摩托车同时出发$几小时后相遇%

!"
#$%&' ()44

#$%&' ()48

138 ()
*+

,-

./

"&#张叔叔摘了一小车西瓜$卖了%
&
后$还剩&(个!张叔

叔一共摘了多少个西瓜%

!"

!"#$

１．��4&、'©、��â¡a���6%*��。

２．��8���*â×YZ���'�§，u�a�YZ

:é*2'�§，�áa�i�:é��。

３．=>â¡a�=i���H*ib，Z@\]o%，û

ü45*ó�p°�q�p°。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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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把数量关系和表示它的式子!用线连起来"

!!!!! "与"的和 !"

!!!!! "的平方 "
!

!!!!! "的!倍 !""#

!!!!! "的二分之一 """

!!!!! 比"的!倍多#的数 "!

"!解方程"

#$#!%"&'() #$*+"#'!*

&!#,#"(+#'%*!- )#$(!!)'(&

&#$*!&#'(!) .!)#"*!*#'(%)

#!某文艺团体为 #希望工程$义演!卖票收入&-++元"已知卖出成人票

)%+张!卖出儿童票多少张%

$!甲&乙两个修路队!共同修一条((.千米长的路!两队从两端同时修!

(#天修完"已知甲队每天修*千米!乙队每天修多少千米%

%!一台电脑的售价是)*++元!比一台彩电售价的%倍还多%++元"这台彩

电的售价是多少元%

&!一件毛衣!打七五折后的价钱是(!+元"这件毛衣的原价是多少元%

!"

　　◆'&'

Ò１�，BC"f

g�U2。$%²，Â

3L9L “犪¡犪*�”

“犪*２U”“犪*�a”

kl*¦§�@©。

Ò２�，´w：

狓＝１１．５，狓＝４０

狓＝３，狓＝５．１

狓＝０．５，狓＝１３

Ò３�，#BC"

ó�，hi�H*�C

���fÔ*��，L

9L “��ä�”�
“��”âNmnop，

3;>i´。´w：

４００�

Ò４～６�，?á

a�i´。$%²，L

9LÁ{*2'�§。

´w：

Ò４�，５Ò�。

Ò５�，１１８０ê。

Ò６�，１６０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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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 ¤¥
１．'©�。BC

"L9LmnN�，�
��b、¨��mn�
§，^_�*W&.È。
２．'©��。B

C"C�L9LmnN
��，��*W&.È
Nmn，�³�Z�。
３．ª«�１*?

Ô，BC",��，½
¾$%。

◆,¤¥、 ¦¤¥
１．#BC"�;

<*DíL9LmnN
0������。½¾
fg � ２ H * j R
��。
２．ª«øùú*

?Ô，BC"C«"@
Hç0、���*�×。
３．'©�pA«

YZ0��、���*
��Y¯â，òÎC"
�ú、�*§ìÐÑi
���Y¯â*o�。

◆§0#$
１．#BC"hi

�®H���®*�，
3;<æç�� （１）。

$%²，L9L���
®çmn��。
２．·¸C"v@

æç�� （２），½¾$
%Nefk*。
３．BC";<i

´ （３）�*jR��。
$%z»*ab¾，h
ÿ^3ª«y��¨�
*��，BC"i´。

书书书

从!"的因数中选出四个数组成比例!请写出三组"
!"#$%&'()*+,-.。

判断下面各题中两种量成不成比例!成什么比例"
##$用砖铺地!砖的块数和铺地的面积"
#!$平行四边形的面积一定!它的底和高"

一种药水是把药粉和水按照#%
%!$$的质量比配制而成的"

##$分别算出!克药粉&"克药粉&%克药粉''需要加入
多少克水!填在下表中"

药粉 !克" $ # ! " % & #$
水 !克" $ !$$

#!$把上面的数据在方格纸上画图表示出来"

#'$看图回答问题"
!用#!克药粉配制药水!需加水多少克(
"要把!!(千克水配成药水!需要药粉多少克(

!"

!"#$

１．��4&、'©、������，0������6%

*��。

２．st����*o��W&.È，u�¨'fgç0、

����§*je'，ui�������*:é��。

３．$%{"@H�{µç0�������§*��，�

��C*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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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写出两个比值都是"的比#并组成比例$
!#"写出一个比例#使它的两个内项的积是!#$

"!!!"如果"$"%#$&#那么"%%#%!!!"%%!!!"$
!#"如果"%%'%(!#%%)#那么"%!!!"$

#!看图填空$
!!"总价与数量的比是 #比值是 $
!#"路程与时间的比是 #比值是 $

!!
$!用一辆汽车运送一批货物#请完成下表$

载重 !吨" ' * !( !# !&
运输的次数 !次" "( #(

!!"运的货物质量一定#汽车载重的吨数和运的次数成什么比例&
!#"如果用载重为"(吨的大货车运这批货物#几次可以运完&

%!一片芦苇塘的面积为!公顷$在!(平方米的
范围内发现了&(只蝗虫$
!!"照这样估计#这片芦苇塘里大约有多少

只蝗虫&
!#"在方格纸上把!(平方米'#(平方米'"(平方米((!((平方米的

芦苇塘里大约有蝗虫的只数画图表示出来$

!"

　　◆'&'
Ò１�，�9Æ*

æN.，BC";<æ
ç。½¾，$%C",
«*��。L9LNe
f°*、efk*。

Ò２�，BC";
>æç。$%²，L9
LNef°*。´w：

（１）５，３

（２）
４

３５

Ò３�，ªZC"
üMÅ “１２ê°３ÒÉ”
� “２;²th２８Ò�”
â88³je'，3æ
çjR��。´w：

（１）１２∶３，４

（２）２８∶２，１４

Ò４�，BC";
<æç¥Y，�i´j
R��。$%²，#L
9L�� （１）fg*
�4，3$%�� （２）

Nefk*。´w：
（１）���
（２）４^
Ò５�，BC"#

L9L１Ì�2"µ¶
�a�，3;>æç�
� （１）。$%²，L9
LNefz»*。fg
9:���*�ú��
�*l�NÁç��，
çmn��。½¾，;
<æç�� （２）。ÿ
·¸C"ª«���
z»。

!"%&

５６



'(·)*+,-./01　

　　◆¨y©���
１．BC"y�１

*f×�;�Gv=
�，� æ ç （１）*
YL。
２．BC"DEY

L�ÎÏÐÑ，3�8
���*â× “２狀＋

１”YZ狀Rv=��
;�*q�。
３．ª«�� （２），

BC"x�ãä«*�
�â×�»。´w：
２３q
◆ª]«���
１．BC"ó�２

*ü��DE|�K，
L9 L Î Ï h m n
ÐÑ。
２．·¸C"v@

æç。ªZC" （４）�
?#»«|�9¿�µ
¶�，�:*Nmn�
F*。´w：

（１）１２１�
（２）�，�
（３）Þ，Þ
（４）Þ F３６�，

�F５１�，�F３４�
◆¬.���
１．BC"ó9ó

�３（１）�H*IR
�，L9LÎÏhmn。
½¾，gëC"：ßf
*�jk4ü�。BC
"ó«-R4ü�。
２．ö÷ （２）�*

ü�，LMÁ4ü�*
ab。,«FGH*v
R�，BC";<��
»ã6r�»，1{I
{4ü�(�。

书书书

照下面的样子摆一摆!

"!#把每幅图中三角形的个数和用小棒的根数填在下表中!

图!号 ! " # $ % & !
三角形的个数 !个"

小棒的根数 !根"

""#根据式子计算$摆第!!幅图形需要多少根小棒%

一座南北方向的商业大楼有!"#米长$邻街一面的楼顶插着
$种颜色的彩旗!

!"#$%&'
()*+ ,。1

"!#一共有多少面彩旗%
""#第%&面彩旗是什么颜色的% 第'(面呢%
"$#最后"面彩旗是什么颜色的%
"%#三种颜色的彩旗各有多少面%

"!#下面是一些有趣的数!先从左往右$再从右往左读出各数
的数字$你发现了什么%

!"#$%&'($。

(#(!!'$!$'!!%%%%!!!#!#!

!!

!"#$

１．äwÃ���，��Ë0��H�8*ÐÑ*��。

２．uÎÏ��H�8*ÐÑ，ui��ÐÑ*��H*9

�:é��。

３．�á\�ÐÑ*������，ûüË0Ð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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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任取一个自然数#把它倒过来与原数相加#得到一个和#
然后用这个和重复上面的运算$一直重复下去#最后总能
得到一个回文数$用下面的数算一算$

"#!!$!"!!%#&

!!找规律#填数$

!'"##(#'$#! "#! "#! "#!(
!!"$#&#"#'!#'(#! "#! "##!
!$")!##!!##%!##'!!##! "#$)!##! "

"!!'"用计算器计算下面各题#看一看有什么规律$

'*''+!!!!!!*''+

$*''+ &*''+
!!"请你用发现的规律接着写出几个算式$

#!照下面的样子摆一摆#按规律填表$

① ② ③ ④ ⑤

图!号 ! " # $ %

扣子个数 !个"

照上面的规律摆下去#第%个三角形需要多少个扣子% 第,个三角形呢%

$!各是星期几%

!"#

2012 10$ % 2012 12$ %

!" !"

2013 10$ %

!"

　　３．BC";<,
«9R;½�，��»
«4ü�。

◆'&'
Ò１�，$%²，

Â3L9LNefÁ{
ÐÑ*。

（１）¾�9R��
D�9R�µ４。´w：
１７，２１，２５
（２）z[\æñ，

×�jR�*Ð]^N
１、３、５、７……´w：

２８，３９
（３）z[\æñ，

×�jR�*Ð]^N
２、４、６……´w：

２０．５，４２．５
Ò２�，#BC"

��»ã�» （１）�
H*I7�，ÎÏ�*
ÐÑ。½¾，ª« （２）

�*?Ô，BC"UV
,«-R»â_I�，
���»ã Í。

Ò３�，BC";
>æç。$%²，L9
LÎÏ*ÐÑ。´w：
２１R，３６R
Ò４�，ªZC"

#»«9¿�hµ¶
)，3qeÏR���
７)µ»。´w：

２０１２P１０�１５¢
{２０１２P１２�１¢N
１７＋３０＋１＝４８（)），
４８÷７＝６ （ª）……
６（)）。２０１２P１２�
１¢N��O。

２０１２P１０�１５¢
{２０１３P１０�１５¢N
３６５＋１＝３６６ （)），
３６６÷７＝５２（ª）……
２（)）。２０１３P１０�
１５¢N��$。

!"%&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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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１．#'©C�³

�2，¨©L9L2

S、w2、12â�m

n¿3。

２．BC"DE�１

*K，�;<*abf

g。$%²，L9LN

effg*。

３．¨©�� “L

9L”*��，s95

�����jS12*

ÂÃ�§。

◆°

１．#BC"L9

LC�³�=，'©=

*âo¨Ù¡�=*¹

;�§2。

２．«Z�２，#Q

ÕÖ×L9L，3ØÙ

4´。Â3$%eff

g=*[�。

◆±²y©

１．#'©C�³

���K��³�@�

K�，½¾«Z�３*

�RK�。BC"¨�

ãäÏRK�*¿*，

3ÚÛ$%。

书书书

!二" 图形与几何

下面哪两条直线互相平行!哪两条直线互相垂直"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在同一平面内!两条直线的位置有几种情况"
#"$在什么情况下!两条直线互相垂直"
##$在什么情况下!两条直线互相平行"

读出钟面上的时刻!并说出分针和时针组成的是什么角%

观察下面的图形%

!"!#$%&'()*+,。

!"

!"#$

１．��'©、ãä-�K�*W&¿*_t�§*��。

２．s95�i�st-�K�*¿*，uXKYZ×�K

�l*�§。

３．=DE、$%、 x、µ�2@AH，s95Î1C"

*¦lDV。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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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为什么说正方形是特殊的长方形#
!""为什么说长方形$正方形都是特殊的平行四边形#

!"#$%&'()*+。

一个立体%从前面和左面看到的图形如下&

要搭成这样的立体%至少要用多少个小正方体#

!!看图解答问题&

!!"李华从家到学校有几条路可以走%哪条路最近#
!""李华经过航空馆到学校%需要走!#分钟&如果他以同一速度从家直

接到学校%能节省多少时间#

"!有一根$"厘米长的铁丝&用它围成一个等边三角形%这个三角形的边长
是多少# 如果用它围成一个正方体框架%这个正方体框架的棱长是多少#

#!下面哪组小棒能围成一个三角形#
!!" !! !""

!"

　　２．¨©ª« “¬
9¬”*jR��，B
C"qeK�*¿*4
´，s95�iK�k
l*�=¦§。

３．ª«øùú*
?Ô，BC"=¨©&
ÀXK，½¾ÚÛ$%。

◆³´µ{

１．ª«��：z
D�、��、À�DE
0a��Va�，¨©
uR{mnK�？ØÙ
4´。

２．«Z�４*K
�，BC"v@pª、

°ù，½¾4´：¸¶
?�µ¶R;0a�，

Nef�*？

◆'&'
Ò１�，�"j3

klU2*V[_Ô²
l*ëw¨©。#ØÙ
4´ （１）�，3BC
";<i´ （２）�。

Ò２�，N2\v
=�、0a�*ªV�
\*¿**§â¨©。

´w：

２４¯�；６¯�
Ò３�，�"v=

�v\�§*¨©。B
C"L9LNeffg
*。´w：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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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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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NÁ0K。

Ò５�，ªÊC"

�XKYu*st,

-。$%²，>?RC

"XKNÁÐW。

Ò６�，NDE�

��@a�1æK*ë

w¨©。p(@a�*

OR�EN0a�，?

KÆ1æKN³9R@

a�*，?qeÏR@

a�R{*vR�À*

Kw^_1æKÀKw

*ÂÃTfg。#BC

"L9Lfg*pa，

3;<fg。´w：

@a�③
Ò７�，qeK�

fgDE��*=[。

´w：

Ò9JKN88R

{*；Ò$JKNR×

R{*；ÒvJKN�

�R{*。

书书书

!!先测量出每个三角形中!!和!"的度数!再计算未知角"的度数"

"!按要求画图"

#!$画一条#厘米长的线段"

#"$画一个长是$厘米%宽是"!#厘米的长方形"

#%$用圆规画一个半径是%!#厘米的圆"

#!下面的展开图是由!"#中哪个立方体展开得到的&

① ②

③ ④

$!下面三幅图分别是谁看到的&

!"

!"%&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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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 "

在下面的括号里填上进率!

长度单位 面积单位 体积 !容积"单位
千米

!米
分米

厘米

"
"
"
"

毫米

!!""""
!!!"
!!!"
!!!"

平方千米

公!!顷
平 方 米

平方分米

"
"
"
"

平方厘米

!!!"
!!!"
!!!"
!!!"

立方米!!!!
立方分米!升"!
立方厘米!毫升

"
"

"

!!!"
!!!"

! !长度单位#面积单位和体积单位的进率各有什么规律$

将下面图形的周长公式与面积公式整理在表中!

平面图形 周长 !!" 面积 !""

b
a

a
a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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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éÂ�K�Ìâ，4&��K�ªV��úÌâ、@�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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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ì*�ú�»Ìâ，u0K¤�Ìâst�»。

３．u�;<*DíYø×�Ìâ*µG��，�iÌâkl*�=¦§，s95�
��ìp°，Î1C"*¦lDV。

１７



'(·)*+,-./01　

　　２．ª«øùú*
��，·¸C"�;<
*DíYø。

３．«ZK�*�
§K，BC"qeKL
9LOe��K��ú
ÌâµG�Ë0*�
�。ÄC"s95��
ÌâµG*pa�a
b，ùú@A� ，�
ç,�*6%É�。

◆µ{y©~q
１．BC";<æ

ç�３*YL，½¾$
%¥*äÝ。

２．ª«¡¢£*
?Ô，#BQÕÖ×L
9L，3ØÙWX，!
"¿Qãä@��úÌ
âµG*pa�ab。

◆'&'
Ò１�，�"V[

éÂ�ªV*ëw¨
©。Â3ªÊC"�ª
VjV*�i。´w：

６０¯�

书书书

将下面立体图形的表面积公式与体积公式整理在表中!

立体图形 表面积 !!" 体积 !""

a bh

a
a

a
r

h

rh

!"#$%&'(')*+,
-./0$1234。

!#用同样大小的方格拼成了图形!和"!其中"图形!的周长是!"厘米"
图形"的周长是多少厘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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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下面每个方格表示!平方厘米!试着估算方格图中曲线所围部分的面积"

"!求下面各图涂色部分的面积"#单位$"#%

#$计算下面各立体图形的体积"

$$#!%做下面两个无盖鱼缸!每个鱼缸至少需要玻璃多少平方分米&

#%%如果把鱼缸都装满水!哪个鱼缸盛水多!多多少升&

!"

　　Ò２�，z&K�

�ú*¨©，BC";

<æç。$%²，L9

LNefz&*。ÜÝ

«ÏàQ´w，l?=

0£WËnÿ。

Ò３�，��K�

*�ú�»。´w：

９４．８８�a¯�

２０．２５�a¯�

６４．８６�a¯�

２３５．５�a¯�

Ò４�，@�K�

*�ú�»。´w：

６４@a¯�

０．４５@a�

７５．３６@a¨�

５６５．２@a¯�

Ò５�，�"Y�

ú��ú*:é���

�。ªZC"ÀoéÂ

kl*�ì。´w：

（１）１７９�a¨�；

１８０�a¨�

（２）0a��ã�

®µ，µ６ó。
!"%&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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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１．BC"ó��

DEK，hi�a±D
�*«、1,âØ*N
mn。ÿ^BC"�
��9�D��µV、
µ�。
２．ª«�� （１），

#��9:�a±D�
�9ª�a*�ú�D
�*��ú�mn�
§，3;<i´。½
¾，$%�»*ab�
äÝ。´w：
６８�a�
３．ª«�� （２），

#BC"L9Lef
�，3;<i´。$%
²，L9LNef°
*，ef»*。´w：

Ý８１¨ 
◆¸¹º#$
１．B C " ó �，

äwZoK�i�H*
��。ª«�� （１），

BC"���9�ßR
_¡ÂK*�¢。
２．BC"i´�

� （２）��� （３）。

½¾，$%�»*ab
�äÝ。´w：

（２）３２００�a¯�
（３）１６０００@a¯�
◆�u»¼#$
BC"ó�，äw

ZoK�i�H*��
�fÔ*��，½¾;
<i´。´w：
３．３３¯�

书书书

压路机的前轮是圆柱形的!这台
压路机前轮的宽是!!"米"直径
是!!#米"工作时每分钟大约转

!$周!
#!$这台压路机每分钟大约压路

多少平方米% #得数保留整数$

!"#$%&'()!"*
+*,-.$%+/*,。

##$这台压路机要压完宽是%!&米&长是!!&千米的路面"
大约需要多长时间%

!"#$%&'() *+,-!1

有一块长方形铁皮"先在它的四
个角上分别剪去一个边长是

#$厘米的正方形"然后沿虚线折
起"焊接成一个没有盖的铁箱!
#!$想象一下这个铁箱的形状!
##$铁箱的表面积是多少平方厘米%
#%$铁箱的容积是多少立方厘米% #铁皮厚度忽略不计$

一个圆柱形水桶内装有半桶水"桶内
底面积是!#平方分米!现在把一个长
是#分米&宽是#分米&高是!分米的
长方体铁块全部放入水中"桶内的水
面会升高多少厘米% #得数保留两位小数$

!"

!"#$

１．��ëw¤�6%i��K���*����*��。

２．uëw¤�fC6%�abi�:é*����，uý

�'Y¯i���*pa�ab。

３．7IëwZ�6%i�����*ç·� ，?@¤�

�Ci���*;��。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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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光明小学操场扩建后!面积增加了"#$$平方米"

#"$操场的长增加了多少米%

#%$现在操场的面积是多少平方米%

"!一个量筒!盛有&$$毫升的水!放入&颗半径相等的钢

珠后!水面上升到刻度是&'$毫升的地方"每颗钢珠

的体积是多少立方厘米%

#!将一根圆木锯成相同的两块!求其中一块木料的表面积和体积"

$!一个圆柱形储气罐!底面直径是"(米!高是")米"

#"$它的体积是多少立方米%

#%$现在要在罐的顶面和侧面涂上油漆!如果每千克油漆只能涂

(平方米!这个储气罐需要涂油漆多少千克% #得数保留整千克$

%!下面的领奖台由四个相同的长方体木块拼合而成"在它的前&后两面涂

上白色油漆!上面和侧面铺上红色地毯"

#"$需要涂油漆部分的面积是多少%

#%$做这个领奖台需要多少立方米木料%

#&$想一想'地毯展开后是什么图形!面积是多少%

!"

　　◆'&'

Ò１�，ªÊC"

uÁ¢@¤��úÌâ

i���。´w：

（１）３０�
（２）６６００�a�

Ò２�，ªÊC"

uÁ¢@¤��ú、�

ú*6%i���。�

CBC"�i３¢Ô£

*�ú¡®�Àó*�

§。´w：

２０@a¯�

Ò３�，ªÊC"

uÁ¢@¤���Y�

ú、�úÌâi��

�。´w：

Y�úÝ５．３４�a�

�ú０．３９２５@a�

Ò４�，N���

ú���ú、Y�ú*

ëw¨©。´w：

（１）２３０７．９@a�
（２）２０４ÒÉ

Ò５�，NVa�

�ú、�ú*ëw¨

©。RC"uÁqeÃ

���)*w®*�e

st�»。´w：

（１）６４００�a¯�
（２）０．０９６@a�
（３）'¤1æK(

６０００�a¯�

!"%&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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Ò６�，ªÊC"

uÁëw¤�6%i�

����。´w：

２６_

Ò７�，ªÊC"

uÁëw¤�Y�ú、

�ú、T¨�26%i

�����。（３）�，ª

ZC"ÀWK»。´w：

（１）１２@a�

（２）３１０９è

（３）２４４ÒÉ

（４）１０．２�

Ò８�，ªÊC"

uÁ¢@¤��*ª

V、v=�*�ú、V

a�*�ú26%i�

����。´w：

（１）２６¯�

（２）０．０８５@a�

书书书

６．在一块长是４５米、宽是２８米的长方形地上铺一层３厘米厚的沙土。如

果用能装１．５立方米的小车运送沙土，至少需要运多少车？

７．某苗圃基地计划建一个圆柱形蓄水池，如下图。（单位：米）

（１）这个蓄水池的容积是多少立方米？（得数保留整数）

（２）用砖砌池壁，如果按每立方米用砖５００块计算，那么建这个蓄水池

至少要准备多少块砖？

（３）如果按每平方米抹水泥５千克计算，并且内、外面及底面全部抹水

泥，那么需准备水泥多少千克？（得数保留整数）

（４）如果每次按蓄水池容积的８５％蓄水，那么一次蓄水大约多少

吨？（１立方米的水重１吨）

８．一棵大树如右图，在１米高的地方量

得树干的周长是８２厘米。

（１）这棵大树树干的直径大约是多少

厘米？（得数保留整数）

（２）如果将这棵大树的树干加工成一

根最大的方木，方木的体积是多

少立方米？（得数保留三位小数）

６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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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观察下面两幅图!你从中发现了哪些对称"平移和旋转的
现象#

按要求在方格纸上画图$

%!&画出上面两个轴对称图形的另一半$
%"&将画好的图形!平移$%自己确定平移的方向和格数&
%#&将画好的图形"旋转$%!$%自己确定绕哪个点和向哪个

方向旋转&

!!

　　◆�H½¾

BC"DEjJ

K，L9LzHÎÏh

³��¡、�#、¥�

Ïù，Neffg*。

◆¿À�Áy

y?Ô¨©æçv

RXK¨©。C"®

¨$%àQkb*±

�，Â 3 � À ^ :

��。

（１）�，$%²，

L9LNefX*。

（２）�，$%²，

Â3L9LK��#*

aX�L�。

（３）�，$%²，

Â3L9LK�②¦³

R3X³RaX¥�。

!"#$

１．äwÃ���，��'©ãä “K�*¤A”��6%*��。

２．s95=>"@H*�¡、�#、¥�Ïù，st=aLqÀXv�¡K�*~

9´、§:éK��#Ê¥�９０°，^_y��N¹Ê¨;K�*ab。

３．=DE、XK、$%2@AH，s95Î1C"*¦lDV。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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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ÂÃ、 ÄÅy©

１．BC"y?Ô

=aLqÀæç （１）�

� （２）�。

２．$%XK*�

��äÝ，Â3L9L

y��N¹Ê¨;*

ab。

◆'&'

Ò１�，ªÊC"

*°ùuý_¦lD

V。ÿ^#BC"°9

°，½¾�;�ÊåÎ

�Z9:。

书书书

按要求在方格纸上画图!
"!#将图形的每条边放大到原来的"倍!

""#将图形的长和宽分别缩小到原来的"
#

!

!!下面是用纸做成的小旗$想象一下$快速旋转小棒$小旗转动一周会形

成哪个图形$用线连起来!

!"

!"%&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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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完成下面的轴对称图形!并计算每个图形的面积"#每个方格的边长表示

!厘米$

"!在方格纸上按要求画图"

#!$将图形"向右平移"个方格"

A

##$将图形#绕点!顺时针旋转$%$"

B M

!"

Ò２�，ªÊC"

�"K��¡*6%�

XK*Yu。$%²，

L9LNefX*。

Ò３�，ªÊC"

�"K��#、¥�*

6%_=aLqÀXK

*Yu。

!"%&

９７



'(·)*+,-./01　

　　◆³´¶uy

１．#BC"DE

��K，½¾ª«øù

ú*��，$%zKÀ

hi{*,-。

２．ª«�� （１），

BC"��&'��

»，½¾$%。

３．ª«�� （２），

#BC"��&'，�

$%&'*äÝ。3ª

«¡¢£*?Ô，BC

"x�I{*îï_

=[，÷øâ©ª*

ÂÃ。

４．ª«�� （３），

BC"=FêAÀÄ«

^_û*ÂÃ。$%

²，L9LNefk*。

书书书

观察下面的平面图!

!"#$%&'(？

"!#先量出镇政府与各村庄之间的图上距离$再根据比例尺
算出它们之间的实际距离!

""#以镇政府为中心$用量角器测量出与描述各村庄位置相
关的角度!

!"#$%&'()*+$,-。

"##汽车站在镇政府北偏西$%!的&%%米处$把汽车站的位
置标在图上!

!"

!"#$

１．��'©、ãä “K�¡ÂÃ”��6%*��。

２．uqe��â、'=ã2i���KH*��，u���YZÂÃ。

３．=DE��K、KÆ��ÂÃ*��H，s95Î1C"*¦lDV。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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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把数对表示的点在右图中描出来!
7
6
5
4
3
2
1

1 2 3 4 5 6 70

! "!#"$

" "##!$

# "$##$

$ ""#$$

% ""#"$

!!看图回答问题!

"!$点!的位置为 "%#$$!

"#$点"的位置为 "!#!$!

"&$点#的位置为 "!#!$!

"'$点&的位置为 "!#!$!

"%$在点%西面与点%相邻的点的位置为 "!#!$!

""$在点$南面与点$相邻的点的位置为 "!#!$!

!"

　　◆0.T12Y

#BC"L9LÏ

R��H*��YZm

nop，½¾=aLq

À÷«犃、犅、犆、犇、

犈â3*ÂÃ。

◆'&'

Ò１�，>?ªÊ

C"NÁumqeaL

qÀ3*ÂÃ,«�

�。´w：

（２）（８，６）

（３）（２，５）

（４）（７，１）

（５）（２，３）

（６）（４，３）

!"%&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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Ò２�，ªÊC"

����K�N¹*6

%XK。$%²，Â3

L9LNefk*。

书书书

8
7
6
5
4
3
2
1

1 2 3 4 5 6 7 80

!!有时候!艺术家要通过复制一幅小一

些的图画!来完成一幅更大的图画"

他们通过画好的方框来确定图画的位

置"你能将这幅稍小的图画复制到下

面大一点的方格纸中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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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观察下面的平面图!

"!#测量并填空!

!儿童活动中心在学校北偏西"! !#度$距学校"! !#米!

"超市在学校北偏东"!!#度$距学校"!!#米!

#广场在学校南偏西"!!#度$距学校"!!#米!

$小明家在学校南偏东"!!#度$距学校"!!#米!

""#根据下面的条件$在上图中标出公园和火车站的位置!

!公园在学校南偏东#$"$距学校!%$$米!

"火车站在学校北偏西&$"$距学校"$$$米!

"!北京与南京之间的实际距离约是'$$千米!在!%%&$$$$$$的地图上$

北京与南京之间的图上距离是多少厘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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