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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面上有 １２ 个大
格，６０ 个小格。

钟面上现在的时刻
是 4 时刚过。

�观察钟面，你发现了什么？

钟面上现在的时刻
是 ４ 时零 2 分。

时针走 １大格的时间是 １时，
分针走 １小格的时间是 １分。

�拿出钟表，拨拨看。

现在是 ３时，时针从 ３走到 ４，经过的时间是 １小时。

分针有什么变化？
分针正好走了一圈,
是 60 个小格。

� � 时针走 １大格，分针正好走 １圈，是 ６０分。

１时 =�６０分

七七 � 时、分、秒
�看图说话。

把上面六件事情按照发生的时
间排序，并讲给同学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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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面上有 １２ 个大
格，６０ 个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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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 � 时、分、秒
�看图说话。

把上面六件事情按照发生的时
间排序，并讲给同学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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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 6
1.�读出钟面上的时刻。

9:20 3:05 9:45

练一练练一练

快乐的星期天。
聪聪几时几分在做什么？

1.�你知道 １分钟能做些什么吗？
（2）闭着眼睛数数。

读（ ）字。 从 1数到（ ）。
（3）拍球。 （4）蹦高。

拍（ ）下。 蹦（ ）下。

蹦高前是（ ）次，蹦高后是（ ）次。

记录自己蹦高前、后
每分钟心跳的次数。

2.�考考自己。

��１分钟口算了（ ）道题。

６ + ４４２４ - ９５３ - ９３０ + ４０
４５ + ７９ + ３６１３ - ７
８６ - ７０９７ - ８６９ - ５０１７ + ８

1分钟的时间虽然短，但是能做
许多事情。 一定要珍惜时间！

（1）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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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 6
1.�读出钟面上的时刻。

9:20 3:05 9:45

练一练练一练

快乐的星期天。
聪聪几时几分在做什么？

1.�你知道 １分钟能做些什么吗？
（2）闭着眼睛数数。

读（ ）字。 从 1数到（ ）。
（3）拍球。 （4）蹦高。

拍（ ）下。 蹦（ ）下。

蹦高前是（ ）次，蹦高后是（ ）次。

记录自己蹦高前、后
每分钟心跳的次数。

2.�考考自己。

��１分钟口算了（ ）道题。

６ + ４４２４ - ９５３ - ９３０ + ４０
４５ + ７９ + ３６１３ - ７
８６ - ７０９７ - ８６９ - ５０１７ + ８

1分钟的时间虽然短，但是能做
许多事情。 一定要珍惜时间！

（1）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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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 说一说做下面每件事情大约需
要多长时间。

2.�把显示相同时刻的闹钟和电子表用线连起来。

身边的数学

�太阳快落山了。�太阳刚刚升起。

每天日出的时间升国旗，
日落的时间降国旗。

升旗时间：

降旗时间： 年 月 日

聪聪在公园玩的时间
是 １ 小时 ２０ 分。 也可以说聪聪在公园

玩了 ８０ 分钟。

说一说你是怎样算的。

（1）聪聪玩碰碰车用了多长时间？

（2）聪聪在公园玩了多长时间？

从 9 时 30 分到 9 时 45 分，聪聪玩了 1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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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 说一说做下面每件事情大约需
要多长时间。

2.�把显示相同时刻的闹钟和电子表用线连起来。

身边的数学

�太阳快落山了。�太阳刚刚升起。

每天日出的时间升国旗，
日落的时间降国旗。

升旗时间：

降旗时间： 年 月 日

聪聪在公园玩的时间
是 １ 小时 ２０ 分。 也可以说聪聪在公园

玩了 ８０ 分钟。

说一说你是怎样算的。

（1）聪聪玩碰碰车用了多长时间？

（2）聪聪在公园玩了多长时间？

从 9 时 30 分到 9 时 45 分，聪聪玩了 15 分钟。

8584

!!"ÍQÎÏÐÑ

!"A¿ëT $§

�8�� %�S��

'!(!/!"#Dö�

�ú�1���,eú

8Î¿÷!0(0��

Ã>³>�1©>³>

�!5��"#N��

8yz7¿��1�×

3³Å"

#"HI"#87

¿yz,JK!0(0

\rs�8!rs¿

8"mY£"#ÑS¿

�!ÈY0S\rs¦

§8�g"

$"�S�� '#(!

��"#��?÷!«

åæ7¿"HI³!!

" # 0 ( 0 \ r s

¿8"

"!ÍÒÓÐÑ

!"#Dös¿

÷!0(0÷�8uÄ

Å�¥pq!¤¥�S

�I8Y£!��"#

677Y8³Å"ÈY

"#0¨_|�¸Ý!

ijîÍLM,�É"

!"#$

!"J_e{�²!wx�üåæ7¿wn³Å«HI¿z

8no"

#"�N��8yz7¿����Öwn8³Å"

$""|Ö7Ò¡�Ë��8#�!ïð_|�Ë³Å83

±�Z"

'-



%&"'()*+,-./!

!!".,.

¯!�!!"#/

0(0"n¯(ëT

¿#vT,¯EëT¿

T8³Å!5��:È

À!«7¿"HI³!

0(0\rs¿8"

¯#�!/!"#

J~ø!!¤¥yz0

1!ãV³´!´µ0

(0\rs¿8"

¯$�!!"#�

�ù¾!ijLM"#

-X��8Ah��ù

¾"b¸Ý�`TR`

�!� 3ØÙKL"

ijY��"#ðLÖ

7Ò � Ë ³ Å 8 ±

�Z"

"uvwxy

½¾Öí����

�8¦Ë!!"#��

��³ÅÞb{â68

´Y�"�¸Ý!"#

¿(¿!��$ 8�

�#m#!%u³"^

³!Þ"#8"�#�

�#� ç ³ Å f g

LM"

兔博士网站

1.�在钟面上画出你们学校的上课时间并计算。

上第一节课 下第一节课 上第二节课

（ ）分
经过

练一练练一练

2.�
达学校。 你知道他是什么时刻从家出发的吗？

（2）如果 １１：４０放学，小明什么时刻可以回到家中？
3.�把自己做事的时间填在下表中。

事 项 起止时刻

起 床

洗 漱

吃 饭

睡 觉

（ ）时（ ）分开始
（ ）时（ ）分完成

（ ）时（ ）分开始
（ ）时（ ）分完成

（ ）时（ ）分开始
（ ）时（ ）分完成

（ ）时（ ）分开始

（ ）分

（ ）分

（ ）分

需要时间

你知道吗？ １０ 岁左右
的儿童每天应保证大
约 １０小时的睡眠。

你做得怎么样？

经过
（ ）分

百米赛跑。

加油！

快跑！

你知道自己跑 １00 米
用多少秒吗？

百米赛跑用“秒”计时。

卫星、飞船发射
前数秒……

春节联欢晚会上，大家一起数
秒迎接新年的钟声……

钟面上走得最快的是秒针，它
记录比 1 分钟还短的时间。

分针走 １小格，秒针正好走 １圈，是 ６０秒。

１分 =�６０秒

（1）小明从家到学校步行需要 １５分钟，今天他 ８：３０到

8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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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博士网站

1.�在钟面上画出你们学校的上课时间并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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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
经过

练一练练一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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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儿童每天应保证大
约 １０小时的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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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自己跑 １00 米
用多少秒吗？

百米赛跑用“秒”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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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数秒……

春节联欢晚会上，大家一起数
秒迎接新年的钟声……

钟面上走得最快的是秒针，它
记录比 1 分钟还短的时间。

分针走 １小格，秒针正好走 １圈，是 ６０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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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明从家到学校步行需要 １５分钟，今天他 ８：３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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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一练练一练

嘀嗒、嘀嗒……１ 秒、２ 秒……

听一听秒针走的
声音。

1.�深呼吸一次用（ ）秒。
2.�从 １数到 １００需要（ ��）秒。

兔博士网站

（1）乘汽车从石家庄到北京大约需要 ４（ ）。
1.�选用合适的时间单位。

（2）吃一顿饭大约用 １５（ ）。
（3）小亮跑 １００米所用的时间是 １４（ ）。

2.

每秒约行驶 ５0 米

飞机飞得好快呀！

小强绕操场跑一圈用
了 ５５ 秒， 小华跑一圈
用了 １分 ４秒。小强和
小华谁跑得快？

每秒约飞行 2００米 每秒约行驶 26 米

同桌互相帮
助计时。

� ３人照相。

变换他们的位置， 可以
照出几张不同的照片？

可以照这么多呀！

八八 � 探 索 乐 园

� ３名小朋友进行乒乓球比赛，结果可能有几种？

说一说你是怎样想的。

聪聪 亮亮小强

8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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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一练练一练

嘀嗒、嘀嗒……１ 秒、２ 秒……

听一听秒针走的
声音。

1.�深呼吸一次用（ ）秒。
2.�从 １数到 １００需要（ ��）秒。

兔博士网站

（1）乘汽车从石家庄到北京大约需要 ４（ ）。
1.�选用合适的时间单位。

（2）吃一顿饭大约用 １５（ ）。
（3）小亮跑 １００米所用的时间是 １４（ ）。

2.

每秒约行驶 ５0 米

飞机飞得好快呀！

小强绕操场跑一圈用
了 ５５ 秒， 小华跑一圈
用了 １分 ４秒。小强和
小华谁跑得快？

每秒约飞行 2００米 每秒约行驶 26 米

同桌互相帮
助计时。

� ３人照相。

变换他们的位置， 可以
照出几张不同的照片？

可以照这么多呀！

八八 � 探 索 乐 园

� ３名小朋友进行乒乓球比赛，结果可能有几种？

说一说你是怎样想的。

聪聪 亮亮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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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假如聪聪得第一。

聪聪得第一时，有 ２ 种可能。

还可能是亮亮得第
二，小强得第三。可能是小强得第

二，亮亮得第三。

又有 ２ 种可能。

��(2)假如小强得第一。

３ 个小朋友就有 ６ 种可能。

练一练练一练

1.�把下面 ３个玩具按不同的位置摆放，有（ ）种摆法。

2.�红红、 丫丫和丽丽 3 人进行踢毽子比赛， 结果可能有
（ ）种。 全部写出来。

3.�有 2、5、7三个数字。 按要求填空。
��(1)可以组成（ ）个三位数。 其中最大的是（ ），

最小的是（ ）。
��(2)任选两个数字组成两位数，可以组成（ ）个两位

数。 其中最大的是（ ），最小的是（ ）。

根据下面的天平图推算。

一个西瓜重 3千克，根据下面的天平图推算。

＝（ ）＝（ ）

＝（ ）克

说一说你是怎样想的。

练一练练一练
1.�看图填空。

(1) (2)

(1) (2)

2.�

＝（ ）

货架上有杯、瓶、壶三种盛水
的器具，这些器具盛满水后，
货架每层水的总质量都是

125 克

＝（ ）克

？ 克 ？ 克

＝（ ）

1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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