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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学专业知识

（一）数

1、数的分类

（1）奇数与偶数（能否被 2整除）

奇偶性质：奇数 奇数=偶数，偶数 偶数=偶数

奇数 偶数=偶数，偶数 奇数=奇数

奇数×奇数=奇数，奇数×偶数=偶数，偶数×偶数=偶数

（2）质数与合数

质数（素数）：一个数除了 1和它本身，没有其它的约数．

合数：一个数除了 1和它本身，还有其它的约数．

注：1不是质数，也不是合数．

2是唯一的偶质数．4是最小的合数．

①分解质因数

如果一个质数是某个数的约数，那么就说这个质数是这个数的质因数．

把一个合数用质因数相乘的形式表示出来，叫做分解质因数．

②互质数：公因数只有 1的两个非零自然数，叫做互质数．

（3）分数

①分数的意义：一个整体可用“1”来表示，把这个整体平均分成若干份，表示这样的

一份或者几份的数叫做分数．

②分数单位：把单位“1”平均分成若干份，表示其中 1份的数，叫做分数单位．

③分数的基本性质

分数的分子和分母同时乘或者除以相同的数（0除外），分数的大小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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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百分数

①表示一个数是另一个数的百分之几．

注：“成”和“折”表示十分之几，如“七成”和“七折”表示十分之七．

2、数的表示

（1）有效数字

一个近似数四舍五入到哪一位，就说它精确到哪一位，这时，从左边起第一个不是零的

数字到右边精确的数位止的所有数字，叫做这个数的有效数字．

（2）科学记数法

把一个数写作 )101(10  aa n ，其中 n是整数，这种记数法叫做科学记数法．

n的值由 x的位数决定，�为 �的位数，则 1 mn

3、数的运算

（1）最大公因数和最小公倍数

①最大公因数：若干个数它们的公共因数中最大的那个，例如 12和 128的最大公因数

是 6．

②最小公倍数：若干个数它们的公共倍数中最小的那个，例如 3和 4的最小公倍数是

12．

注：“1”是任意整数的因数．

（2）比和比例

①比

性质：前项和后项都乘以或除以相同的数（0 除外）比值不变．

②比例

性质：两个外项的积等于两个内项的积．

③比例尺

图上距离和实际距离的比叫做这幅图的比例尺．即：图上距离:实际距离=比例尺．

（3）整除规律

若一个整数的末位是 0、2、4、6或 8，则这个数能被 2整除；

若一个整数的数字和能被 3（9）整除，则这个数能被 3（9）整除；

若一个整数的末尾两位数能被 4整除，则这个数能被 4整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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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一个整数的末位是 0或 5，则这个数能被 5整除；

若一个整数的个位数字截去，再从余下的数中，减去个位数的 2倍，如果差是 7的倍数，

则原数能被 7整除；（截尾、倍大、相减、验差）

把一个数由右边向左边数，将奇位上的数字与偶位上的数字分别加起来，再求它们的差，

如果这个差是 11的倍数，那么这个数能被 11整除．

（4）尾数规律

几个自然数的和、差、积的尾数等于这几个自然数的个位数的和、差、积的尾数；

两个相邻自然数的乘积的尾数只能是 0、2、6之一；

一个自然数的平方的尾数只能是 0、1、4、5、6、9这六个数之一．

（5）带余除法

指带有余数的除法，关系式为：被除数＝除数×商＋余数．

整数的带余除法定理：对于任意的 a、b（设 ba  且 0b ），存在唯一的商 q和余数 r ，

使得 rbqa  ．（注：余数小于除数）

4、单位换算

（1）1公里＝1千米＝1000米，1米＝10分米，1分米＝10厘米，1厘米＝10毫米

（2）1平方米＝100平方分米，1平方分米＝100平方厘米，1平方厘米＝100平方毫米

（3）1立方米＝1000立方分米，1立方分米＝1000立方厘米，1立方厘米＝1000立方

毫米

（4）1吨＝1000千克，1千克= 1000克= 1公斤= 2市斤

（5）1公顷＝10000平方米，1亩＝666.666 平方米

（6）1升＝1立方分米＝1000毫升，1毫升＝1立方厘米

（7）1元=10角，1角=10分，1元=100分

（8）1世纪=100年，1年=12月

大月(31天)有:1、3、5、7、8、10、12月

小月(30天)的有:4、6、9、11月

平年 2月 28天，闰年 2月 29天，平年全年 365天,闰年全年 366天

1日=24小时，1时=60分，1分=60秒，1时=3600秒

（二）数学广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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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数学思想方法

简单的排列：1,2 能组成几个两位数 排列组合思想方法

简单的逻辑推理：

猜猜他们那的是什么书

逻辑推理思想方法

重叠问题：

参加跳绳、踢毽子比赛学生名单

集合的思想方法

简单的组合：有几种不同的穿法；

简单的排列：3 个数字能排成几个三位数

排列组合思想

运筹问题：烙饼、沏茶、码头卸货等问题

对策问题：田忌赛马

运筹思想、对策论方法、

优化思想

鸡兔同笼问题 假设法思想方法

植树问题：两端都种、两端都不种、封闭方

阵中植树问题

植树问题的思想方法

化归的思想方法

数学建模思想

找次品：5 件、9 件中找次品 优化思想方法

数与形：图形和算式的关系

找规律

数形结合思想

有序思想

抽屉原理：4 只铅笔放入 3 个文具盒、5 本书

放入两个文具盒

鸽巢问题：5 只鸽子飞进 3 个笼子

抽屉原理

数学建模思想

1、逻辑推理

常用解题方法：排除法，假设法，反证法．

选准突破口（一般从出现次数最多的对象入手），分析时综合几个条件排除干扰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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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假设判断，在推理过程中，不断排除不可能情况，从而得出结论．

2、集合

在小学数学广角中，集合问题主要指的是重叠问题，而解决这类问题要用到数学中的一

个重要原理“容斥原理”，即当两个计数部分有重复包含时，为了不重复地计数，应从它们

的和中排除重复部分。

解题策略是从条件入手认真分析，可画出图示，借助图形思考，找出哪些是重复的，重

复了几次？明确求的是哪一部分，从而找出解答办法。满足如下规律：

二容斥关系公式： A B A B A B     ．

3、鸡兔同笼

常用解题方法：假设法（依照已知条件进行推算，根据数量上出现的矛盾，作适当调整，

从而找到正确答案）

“鸡兔同笼”关系式如下：

兔数＝（总脚数－每只鸡脚数×鸡兔总数）÷（每只兔脚数－每只鸡脚数）

鸡数＝鸡兔总数－兔数

4、植树问题

植树问题是在一定的线路上，根据总路程、间隔长和棵数进行植树的问题．

（1）在线段上的植树问题，三种情况

①两端都植树，则棵数＝间隔数＋1；

②只有一端植树，则棵数＝间隔数；

③两端都不植树，则棵数＝间隔数－1．

注：如果植树路线的两边或者两旁都要植树，那么植树的棵数应乘 2．

（2）在封闭线路上的植树问题，棵数＝间隔数．

（3）在正方形线路上植树，如果每个顶点都要植树，则棵数＝（每边的棵数－1）×边

数．

5、找次品

保证称最少次数找出次品基本方法技巧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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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总结：用天平找次品时，所测物品与测试的次数有以下关系（只含一个次品，已知

次品比正品轻或重）

要辨别的物品数目 保证能找出次品所需要测的次数

2~3
1

4~9
2

10~27
3

28~81
4

82~243
5

… …

即：称 n次，最多可以分辨 n3 个物品．

6、鸽巢问题（抽屉原理）

原理 1：把多于 1n 个的物体放在 n个抽屉里，则至少有一个抽屉里的东西不少于 2个

物体．

原理 2：把多于 1 nm （m不为 0）个物体放在 n个抽屉里，则至少有一个抽屉不少于

1m 个物体．

（三）奥数

1、和差倍问题

（1）和差问题：（和+差）÷2＝大数；（和-差）÷2＝小数

（2）和倍问题：和÷（倍数+1）＝小数

（3）差倍问题：差÷（倍数-1）＝小数

2、盈亏问题

①如果一次盈，一次亏，则有：

参加分配总人数=（盈+亏）÷两次分配量之差

②如果两次都盈或都亏，则有：

参加分配总人数=（大盈-小盈）÷两次分配量之差

参加分配总人数=（大亏-小亏）÷两次分配量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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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行程问题

（1）相遇问题：相遇路程＝速度和×相遇时间

（2）追及问题：追及距离＝速度差×追及时间

4、浓度问题

溶液质量＝溶质质量＋溶剂质量

浓度＝溶质质量÷溶液质量×100%

5、经济问题

利润＝售价-成本（进价）

利润率＝利润÷成本×100%＝（售价÷成本-1）×100%

折扣＝实际售价÷原售价×100%（折扣<1）

利息＝本金×利率×时间

6、工程问题

工作效率×工作时间＝工作总量

注：用假设工作总量为“1”的方法解工程问题

7、正方体展开、折叠问题

8、与圆锥相关计算问题

①体积公式： ShV
3
1



其中 S为底面积，即
2rS  ， h为高

②侧面面积公式： S 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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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锥侧面展开图为扇形，圆锥底面周长为展开后扇形的弧长

二、课标关键词句

1、数学是研究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科学．

2、义务教育阶段的数学课程是培养公民素质的基础课程，具有基础性、普及性和发展

性．

3、人人都能获得良好的数学教育，不同的人在数学上得到不同的发展．

4、教学活动是师生积极参与、交往互动、共同发展的过程．有效的教学活动是学生学

与教师教的统一，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是学习的组织者、引导者与合作者．

5、学生学习应当是一个生动活泼的、主动的和富有个性的过程．认真听讲、积极思考、

动手实践、自主探索与合作交流等，都是学习数学的重要方式．

6、学习评价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全面了解学生数学学习的过程和结果、激励学生学习和

改进教师教学．应建立目标多元、方法多样的评价体系．

7、义务教育阶段数学课程目标分为总目标和学段目标，从知识技能、数学思考、问题

解决、情感态度四个方面加以阐述．

8、十大核心概念：数感、符号意识、空间观念、几何直观、数据分析观念、运算能力、

推理能力、模型思想、应用意识和创新意识．

9、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思想、基本活动经验．（四基）

10、发现和提出问题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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