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教版数学六上期中测试卷 2（含详解）

一、填空题（每空 1分）

1．12：15= =4÷ =24： = （填小数）．

2．在○里填上“＞、＜或=”

÷ ○

× ○

400÷8×5○400× ．

3．1.2吨= 千克

450立方分米= 立方米

时= 分

40公顷= 平方千米．

4．食堂有 2吨大米，每天吃 吨，可吃多少天？如果每天吃 ，可吃多少天？

5．36吨的 是 吨；

米是 米的 ．

6．把 10克盐放入 90克水中，盐和水的质量比是 ，水和盐水的质量比

是 ，喝掉一半后，水和盐水的质量比是 ．

7．用一根长 96厘米的铁丝正好做成一个正方体，这个正方体的体积是 立方厘

米，底面积是 平方厘米．

8．60立方米沙均匀铺在长 10米，宽 3米的长方体沙坑内，可以铺 米厚．

9．一辆小汽车行 千米用汽油 升，行 1千米用汽油 升，1升汽油可行

千米．

10．甲、乙两个圆的面积和是 260平方厘米，甲、乙两个圆的半径比是 2：3，甲圆的面积

是 平方厘米，乙圆的面积是 平方厘米．

11．把一个表面涂色的正方体的每条棱长平均分成 5份，再切成同样大的小正方体，其中只

有一面涂色的正方体有 块；三面涂色的正方体有 块．

12．根据算式补充条件．

食堂买来 吨大米， ，买来面粉多少吨？

（1）补充条件 可以列式为 × ．

（2）补充条件 可以列式为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二、选择我最棒（把正确的序号填在括号里）（每题 2分）

13．一个正方体棱长扩大 2倍，体积扩大（ ）倍．

A．2 B．4 C．8 D．12
14．下面的图形中，折叠后能围成正方体的是（ ）

A． B． C． D．

15．一个桶可装水 100升，则这个桶的体积可能是（ ）

A．100立方分米 B．98立方分米 C．105立方分米 D．90立方分米

16．两根一米长的绳子，第一根用去 ，第二根用去 米，剩下的部分相比（ ）

A．第一根长 B．第二根长 C．一样长 D．无法判断

17．一个三角形三个内角度数的比是 5：3：2，这个三角形是（ ）

A．钝角三角形 B．直角三角形 C．锐角三角形

18．两个棱长 3分米的正方体拼成一个长方体，拼成长方体的表面积是 平方分

米，体积是 立方分米．

A.54 B.90 C.99 D.108．

19．如果把第一行人数的 调入第二行，两行的人数就相等．原来第一行与第二行的人数比

是（ ）

A．5：4 B．4：5 C．5：3 D．3：5
20．下面四句话中，正确的一句是（ ）

A．至少要用 4个体积是 1立方厘米的正方体，才能拼成一个大正方体

B．真分数的倒数都大于 1，假分数的倒数都小于 1
C．如果 8：15的前项增加 16，后项要增加 30，比值才不变

D．如果甲数比乙数多 ，那么乙数就比甲数少

三、注意审题，细心计算．（第 22题共 4分，第 23、24、25、26题每题 2分）

21．直接写出得数．

×0= × = 20+ = ÷ =

÷ = 1÷3× = ÷5= × =

22．解方程

x= ； 8x﹣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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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化简下面各比并求比值．

24：1.8 ： 时：15分

24．计算下面各题．

× ÷ ×39× ÷ ×

25．看图列式计算

四、按照要求画图．（第 27题共 2分，第 28题共 4分）

26．请在图中用斜线表示出 ×

27．在下面方格纸中画一个周长是 28厘米的长方形，使它的长和宽的比是 5：2，并写出计

算过程．（方格的边长都是 1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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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解决问题我最棒．（第 29、30题每题 6分，其余每题 4分）

28．李庄村玉米的种植面积相当于水稻的 ．

（1）水稻的种植面积是 24公顷，玉米有多少公顷？

（2）玉米的种植面积是 15公顷，水稻有多少公顷？

29．一种车载铁皮油箱，长 8分米，宽 6分米，高 5分米．

（1）做这个油箱至少需要多少平方分米的铁皮？

（2）如果每升油重 0.75千克，这个油箱可装油多少千克？

30．一台收割机 小时可收割 公顷的水稻．照这样计算， 小时能收割多少公顷的水稻？

31．商店运来一批笔记本电脑，卖出 18台，剩下的与卖出的台数比是 5：3，这家商店共运

来笔记本电脑多少台？

32．一个底面是正方形的长方体，把它的侧面展开后，正好是一个边长为 12厘米的正方形，

这个长方体体积是 立方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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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与试题解析

一、填空题（每空 1分）

1．12：15= =4÷ 5 =24： 30 = 0.8 （填小数）．

【考点】比与分数、除法的关系；小数、分数和百分数之间的关系及其转化．

【分析】根据比的基本性质，12：15的前、后项都乘 2就是 24：30；根据比与分数的关系

12：15= ，将此分数化简是 ，根据分数的基本性质分子、分母都乘 4就是 ；根据分

数与除法的关系 =4÷5；4÷5=0.8．

【解答】解：12：15= =4÷5=24：30=0.8．

故答案为：16，5，30，0.8．

2．在○里填上“＞、＜或=”

÷ ○

× ○

400÷8×5○400× ．

【考点】积的变化规律；商的变化规律．

【分析】一个数（0除外）乘小于 1的数，积小于这个数；

一个数（0除外）乘大于 1的数，积大于这个数；

一个数（0除外）除以小于 1的数，商大于这个数；

一个数（0除外）除以大于 1的数，商小于这个数；据此解答．

【解答】解：

÷ ＞

× ＞

400÷8×5＜400× ．

故答案为：＞，＞，＜．

3．1.2吨= 1200 千克

450立方分米= 立方米

时= 3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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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公顷= 平方千米．

【考点】质量的单位换算；时、分、秒及其关系、单位换算与计算；体积、容积进率及单位

换算．

【分析】（1）高级单位吨化低级单位千克乘进率 1000．
（2）低级单位立方分米化高级单位立方米除以进率 1000．
（3）高级单位时化低级单位分乘进率 60．
（4）低级单位公顷化高级单位平方千米除以进率 100．
【解答】解：（1）1.2吨=1200千克；

（2）450立方分米= 立方米；

（3） 时=36分；

（4）40公顷= 平方千米．

故答案为：1200， ，36， ．

4．食堂有 2吨大米，每天吃 吨，可吃多少天？如果每天吃 ，可吃多少天？

【考点】分数除法应用题．

【分析】每天吃 吨，求 2吨大米可以吃多少天，就是求 2吨里面有多少个 吨，用 2除以

即可；

每天吃 ，是把大米的总质量看成单位“1”，用 1除以每天吃的分率即可求出吃的天数．

【解答】解：2÷ =8（天）

1÷ =4（天）

答：每天吃 吨，可吃 8天，如果每天吃 ，可吃 4天．

5．36吨的 是 30 吨；

米是 米的 ．

【考点】分数乘法；分数除法．

【分析】①把 36吨看成“1”，用 36吨乘上 即可求解．

②求一个数是另一个数的几分之几用除法进行计算．

【解答】解：①36× =3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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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36吨的 是 30吨．

② ÷ = （米）

答： 米是 米的 ．

故答案为：30， ．

6．把 10克盐放入 90克水中，盐和水的质量比是 1：9 ，水和盐水的质量比是 9：
10 ，喝掉一半后，水和盐水的质量比是 9：10 ．

【考点】比的意义．

【分析】10克盐放入 90克水中，就形成盐水为（10+90）克，进而根据题意，求出盐和水

的质量比、水和盐水的质量比，进而化成最简比；喝掉一半后，盐水的浓度不变，剩下的盐

水中水和盐水的比不变．据此解答．

【解答】解：10：90=：（90÷10）=1：9；
90；（10+90）=（90÷10）：=9：10
答；盐和水的质量比是 1：9，水和盐水的质量比是 9：10，喝掉一半后，水和盐水的质量比

是 9：10．
故答案为：1：9；9：10；9：10．

7．用一根长 96厘米的铁丝正好做成一个正方体，这个正方体的体积是 512 立方厘米，

底面积是 64 平方厘米．

【考点】长方体和正方体的体积．

【分析】根据正方体的特征，正方体由 12条棱，这 12条棱的长度相等，用 96厘米除以 12，
就是做成的正方体的棱长；根据正方体的体积公式“V=a3”及长方形的面积公式“S=a2”即可求

出这个正方体的体积及底面积．

【解答】解：96÷12=8（厘米）

8×8×8
=64×8
=512（立方厘米）

8×8
=64（平方厘米）

答：这个正方体的体积是 512立方厘米，底面积是 64平方厘米．

故答案为：512，64．

8．60立方米沙均匀铺在长 10米，宽 3米的长方体沙坑内，可以铺 2 米厚．

【考点】长方体和正方体的体积．

【分析】这 60立方米沙不论堆成什么形状，它的体积不变，把 60立方米沙均匀铺在长 10
米，宽 3米的长方体沙坑内，沙的形状就是一个长为 10米，宽为 3米，体积为 60立方米的

近似的长方体，根据长方体的体积公式“V=abh”，用体积除以长方体的长、宽、就是长方体

的高（即沙的厚度）．

【解答】解：60÷10÷3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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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米）

答：可以铺 2米厚．

故答案为：2．

9．一辆小汽车行 千米用汽油 升，行 1千米用汽油 升，1升汽油可行 12.5 千

米．

【考点】简单的归一应用题．

【分析】根据题意，要求行 1千米用汽油的升数，平均分的是汽油的升数，把升数按千米数

分；要求 1升汽油可行的千米数，平均分的是行的千米数，把千米数按升数分；都用除法计

算即可．

【解答】解：（1） = （升）；

（2） =12.5（千米）．

答：行 1千米用汽油 升，1升汽油可行 12.5千米．

故答案为： ，12.5．

10．甲、乙两个圆的面积和是 260平方厘米，甲、乙两个圆的半径比是 2：3，甲圆的面积

是 80 平方厘米，乙圆的面积是 180 平方厘米．

【考点】比的应用．

【分析】由题目可知：甲、乙两个圆的半径比是 2：3，则它们的面积比为 4：9，甲圆的面

积占两个圆的面积和的 ，乙圆的面积占两个圆的面积和的 ，再用它们的面积和 260

平方厘米，分别乘以各自占的比率即可得两圆的面积．

【解答】解：设甲圆的半径为 2R，则乙圆的半径为 3R，
则它们的面积比为π（2R）2：π（3R）2=4：9，

260×

=260×

=80（平方厘米），

260×

=260×

=180（平方厘米）

答：甲圆的面积是 80平方厘米，乙圆的面积是 180平方厘米．

故答案为：80，180．

11．把一个表面涂色的正方体的每条棱长平均分成 5份，再切成同样大的小正方体，其中只

有一面涂色的正方体有 54 块；三面涂色的正方体有 8 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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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染色问题．

【分析】每条棱都平均分成 5份，即棱长为 5，其中一面涂色的小正方体在每个面的中间，

每个面上有（5﹣2）×（5﹣2）=9块，则 6个面共有 9×6=54块；三面涂色的正方体在大

正方体的顶点上，共有 8块．据此解答．

【解答】解：只有一面涂色的正方体有：

（5﹣2）×（5﹣2）
=3×3
=9（块）

9×6=54（块）

三面涂色的正方体有 8块，

答：其中只有一面涂色的小正方体有 54块；三面涂色的正方体有 8块．

故答案为：54，8．

12．根据算式补充条件．

食堂买来 吨大米， 条件 ，买来面粉多少吨？

（1）补充条件 面粉是买来大米的 可以列式为 × ．

（2）补充条件 是买来面粉的 可以列式为 ÷ ．

【考点】“提问题”、“填条件”应用题．

【分析】（1）补充条件面粉是买来大米的 ，把买来 吨大米看作单位“1”，根据乘法的意

义可列式为 × ；

（2）补充条件是买来面粉的 ，把买来面粉的吨数看作单位“1”，根据除法的意义可列式为

÷ ．

【解答】解：（1）补充条件面粉是买来大米的 ，可列式为 × ；

2）补充条件是买来面粉的 ，可以列式为 ÷ ．

故答案为：条件，（1）面粉是买来大米的 ；（2）是买来面粉的 ．

二、选择我最棒（把正确的序号填在括号里）（每题 2分）

13．一个正方体棱长扩大 2倍，体积扩大（ ）倍．

A．2 B．4 C．8 D．12
【考点】长方体和正方体的体积．

【分析】设原来的正方体的棱长是 x，则后来的正方体的棱长是 2x，根据“正方体的体积=
棱长 3”分别求出原来、后来两个正方体的体积，然后根据求一个数是另一个数的几倍用除法

解答即可．

【解答】解：设原来的正方体的棱长是 x，则后来的正方体的棱长是 2x，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则（2x）3÷x3

=8x3÷x3

=8
答：体积扩大 8倍．

故选：C．

14．下面的图形中，折叠后能围成正方体的是（ ）

A． B． C． D．

【考点】正方体的展开图．

【分析】由平面图形的折叠及正方体的展开图解题．注意只要有“田”字格的展开图都不是正

方体的表面展开图．

【解答】解：A可以折叠成一个正方体，符合题意，

B只要有“田”字格的展开图都不是正方体的表面展开图所以它折叠不成正方体，不符合题

意，

C围成几何体时，多了一个底面，少了一个侧面，所以不能围成正方体，不符合题意，

D围成几何体时，有两个面重合，故不能围成正方体，不符合题意．

故选：A．

15．一个桶可装水 100升，则这个桶的体积可能是（ ）

A．100立方分米 B．98立方分米 C．105立方分米 D．90立方分米

【考点】体积、容积及其单位．

【分析】一个铁桶可装水 100升，指的是桶的容积，计算容积，要从容器的里面量需要的数

据；而物体的体积是指物体所占空间的大小，计算体积，要从容器的外面量需要的数据，故

体积大于容积．

【解答】解：一个桶可装水 100升，则这个桶的体积可能是 105立方分米；

故选：C．

16．两根一米长的绳子，第一根用去 ，第二根用去 米，剩下的部分相比（ ）

A．第一根长 B．第二根长 C．一样长 D．无法判断

【考点】分数大小的比较．

【分析】首先区分两个 的区别：第一个 是把绳子的全长看作单位“1”；第二个 是一个

具体的长度；由此进行列式，比较结果解答即可．

【解答】解：1×（1﹣ ）

=1×

=0.75（米）．

1﹣ =0.7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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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5=0.75，所以两根绳子剩下的部分一样长．

故选：C

17．一个三角形三个内角度数的比是 5：3：2，这个三角形是（ ）

A．钝角三角形 B．直角三角形 C．锐角三角形

【考点】三角形的分类；比例的应用；三角形的内角和．

【分析】三角形三个内角的度数比是 5：3：2，即三角形中最大的角占三角形内角和的 ，

因为三角形的内角和是 180度，进而根据按比例分配知识求出最大角，然后判定出三角形的

类型．

【解答】解：5+3+2=10（份），

最大角：180°× =90°，

该三角形是直角三角形；

故选：B．

18．两个棱长 3分米的正方体拼成一个长方体，拼成长方体的表面积是 A 平方分米，体

积是 B 立方分米．

A.54 B.90 C.99 D.108．
【考点】长方体和正方体的表面积；长方体和正方体的体积．

【分析】把两个相同的正方体拼成一个长方体，这个长方体的表面积比原来两个正方体的表

面积和减少了两个面的面积，长方体的体积等于两个正方体的体积和．根据正方体的表面积

公式：s=6a2，体积公式：v=a3，把数据分别代入公式．

【解答】解：3×3×6×2﹣3×3×2
=54×2﹣9×2
=108﹣18
=90（平方分米），

3×3×3×2
=27×2
=54（立方分米），

答：拼成的长方体的表面积是 90平方分米、体积是 54立方分米．

故答案为：A、B．

19．如果把第一行人数的 调入第二行，两行的人数就相等．原来第一行与第二行的人数比

是（ ）

A．5：4 B．4：5 C．5：3 D．3：5
【考点】比的意义．

【分析】根据题意可知：把第一行的人数看作单位“1”，则第一行的人数比第二行的人数多

第一行的人数的（ ×2），即第二行的人数是第一行的人数的（1﹣ ×2），进而根据题意，

进行解答即可．

【解答】解：1：（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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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5）：（ ×5），

=5：3；
答：原来第一行与第二行的人数比是 5：3．
故选：C．

20．下面四句话中，正确的一句是（ ）

A．至少要用 4个体积是 1立方厘米的正方体，才能拼成一个大正方体

B．真分数的倒数都大于 1，假分数的倒数都小于 1
C．如果 8：15的前项增加 16，后项要增加 30，比值才不变

D．如果甲数比乙数多 ，那么乙数就比甲数少

【考点】简单的立方体切拼问题；倒数的认识；分数除法；比的性质．

【分析】（1）用同样大小的小正方体拼成一个新的正方体，每条棱长上至少需要 2个小正方

体，由此即可解答；

（2）在分数中，分子小于分母的分数为真分数，真分数＜1；分子大于分母的分数为假分数，

假分数≥1．又乘积为 1的两个数互为倒数．由此可知中，所有的真分数的倒数大于 1，所

有的假分数的倒数小于或等于 1；
（3）根据比的基本性质：比的前项和后项同时乘或除以一个相同的数（0除外）比值不变

进行解答．比的前项增加 16，比的前项就扩大了（8+16）÷8=3倍，比的后项也要扩大 3
倍，求出扩大后的数，再减 15，就是应增加的数；

（4）把乙数看成单位“1”，那么甲数就是（1+ ），用两数的差 除以甲数，即可得出乙数

比甲数少几分之几，然后比较即可判断．

据此进行逐项分析判断，即可解答问题．

【解答】解：A、用同样大小的小正方体拼成一个新的正方体，每条棱长上至少需要 2个小

正方体，

所以至少需要：2×2×2=8（个），此选项说法错误；

B、根据真分数、假分数及倒数的意义可知，

所有的真分数的倒数大于 1，所有的假分数的倒数小于或等于 1．
因此，所有的假分数的倒数小于 1说法错误．

C、（8+16）÷8×15﹣15
=24÷8×15﹣15
=45﹣15
=30；
所以后项应增加 30，才能保证比值不变，此选项说法正确．

D、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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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所以乙数就比甲数少 ，此选项说法错误．

故选：C．

三、注意审题，细心计算．（第 22题共 4分，第 23、24、25、26题每题 2分）

21．直接写出得数．

×0= × = 20+ =
÷

=

÷

=

1÷3×

=
÷

5=
× =

【考点】分数乘法；分数除法．

【分析】运用分数的乘除及减法的计算法则进行计算即可．

【解答】

解： ×0=0 × = 20+ =20.8 ÷ =1

÷ = 1÷3× = ÷5= × =

22． x= ； 8x﹣ = ．

【考点】方程的解和解方程．

【分析】①方程的两边同时乘以 即可得到未知数的值．

②方程的两边同时加上 ，然后再同时乘以 即可得到未知数的值．

【解答】解：① x=

x× = ×

x=

②8x﹣ =

8x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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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x=

8x× = ×

x=

23．化简下面各比并求比值．

24：1.8

：

时：15分．

【考点】求比值和化简比．

【分析】（1）根据比的基本性质作答，即比的前项和后项同时乘一个数或除以一个数（0除
外）比值不变；

（2）用比的前项除以后项即可．

【解答】解：24：1.8

=（24× ）：（1.8× ）

=40：3
24：1.8
=24÷1.8

=

：

=（ ×78）：（ ×78）

=9：4

：

= ÷

=

时：15分

=45分：15分
=（45÷15）：（15÷15）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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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15分

=45分：15分
=45÷15
=3．

24．计算下面各题．

× ÷

×39×

÷ × ．

【考点】分数的四则混合运算．

【分析】（1）（3）运用乘法结合律进行简便运算；

（2）从左到右依次计算即可；

【解答】解：（1） × ÷

= ×（ × ）

= ×

=3；

（2） ×39×

=6×

= ；

（3） ÷ ×

= ×（ × ）

= ×

= ．

25．看图列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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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图文应用题．

【分析】（1）由图可知，将一本书总页数平均分成 7份，已看了其中 5份共 45页，即总页

数的 ，根据分数除法的意义，用已看页数除以其占总页数的分率，即得共有多少页．

（2）由图可知，花圃有 480平方米，把花圃面积当作单位“1”，草坪比花圃多 ，根据分数

乘法的意义，用花圃面积乘草坪比花圃面积多的占花圃面积的分率，即得草坪比花圃多多少

平方米．

【解答】解：（1）45 =63（页）

答：共有 63页．

（2）480× =400（页）

答：草坪比花圃多 400平方米．

四、按照要求画图．（第 27题共 2分，第 28题共 4分）

26．请在图中用斜线表示出 ×

【考点】分数乘法．

【分析】把长方形平均分成了 3份，先用斜线表示出其中的 2份，再把这两份平均分成 6
份，用斜线表示出其中的 5份即可．

【解答】解：由分析可得：

27．在下面方格纸中画一个周长是 28厘米的长方形，使它的长和宽的比是 5：2，并写出计

算过程．（方格的边长都是 1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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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画指定周长的长方形、正方形．

【分析】先利用长方形的周长公式求出长和宽的和，再依据长和宽的比求出长和宽的值，进

而画出符合要求的长方形．

【解答】解：28÷2=14（厘米）

长方形的长是：14× =10（厘米）

宽是：14﹣10=4（厘米）

据此画出这个长方形如下图所示：

五、解决问题我最棒．（第 29、30题每题 6分，其余每题 4分）

28．李庄村玉米的种植面积相当于水稻的 ．

（1）水稻的种植面积是 24公顷，玉米有多少公顷？

（2）玉米的种植面积是 15公顷，水稻有多少公顷？

【考点】分数除法应用题．

【分析】（1）李庄村玉米的种植面积相当于水稻的 ，水稻的种植面积是 24公顷，将水稻

面积当作单位“1”，根据分数乘法的意义，用水稻面积乘玉米面积占水稻面积的分率，即得

种玉米多少公顷．

（2）李庄村玉米的种植面积相当于水稻的 ，玉米的种植面积是 15公顷，将水稻面积当作

单位“1”，根据分数除法的意义，用玉米的种植面积除以其占水稻面积的分率，即得水稻有

多少公顷．

【解答】解：（1）24× =15（公顷）

答：玉米有 15公顷．

（2）15 =24（公顷）

答：水稻有 24公顷．

29．一种车载铁皮油箱，长 8分米，宽 6分米，高 5分米．

（1）做这个油箱至少需要多少平方分米的铁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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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每升油重 0.75千克，这个油箱可装油多少千克？

【考点】长方体、正方体表面积与体积计算的应用．

【分析】（1）求做油箱需要的铁皮面积，实际上是求油箱的表面积，利用长方体的表面积公

式即可求解；

（2）每升油的重量已知，乘油箱的体积就是这个油箱所能装的油的重量，为此只要利用长

方体的体积公式先求出油箱的体积，即可求解．

【解答】解：（1）（8×6+8×5+6×5）×2
=（48+40+30）×2
=118×2
=236（平方分米）

（2）8×6×5×0.75
=240×0.75
=180（千克）

答：做这个油箱至少需要 236平方分米铁皮，这个油箱可装油 180千克．

30．一台收割机 小时可收割 公顷的水稻．照这样计算， 小时能收割多少公顷的水稻？

【考点】分数四则复合应用题．

【分析】一台收割机 小时可收割 公顷的水稻，根据除法的意义可知，平均每小时能收割

公顷，根据乘法的意义可知， 小时能收割 × 公顷．

【解答】解： × = （公顷），

答： 小时能收割 公顷的水稻．

31．商店运来一批笔记本电脑，卖出 18台，剩下的与卖出的台数比是 5：3，这家商店共运

来笔记本电脑多少台？

【考点】比的应用．

【分析】根据“剩下的与卖出的台数比是 5：3”，知道剩下的与卖出的台数的比值一定，那

剩下的与卖出的台数成正比例，由此列式解答即可．

【解答】解：设剩下 x台．

5：3=x：18，
3x=5×18
x=30；

18+30=48（台）；

答：这家商店共运来笔记本电脑 48台．

32．一个底面是正方形的长方体，把它的侧面展开后，正好是一个边长为 12厘米的正方形，

这个长方体体积是 108 立方厘米．

【考点】长方体和正方体的体积．

【分析】根据长方体的特征，长方体的 6个面都是长方形（特殊情况有两个相对的面是正方

形），相对的面的面积相等．由题意可知，这个长方体的底面是正方形，它的 4个侧面是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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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相同的长方形，把它的侧面展开后，正好是一个边长为 12厘米的正方形，说明这个长方

体的底面周长和高都是 12厘米；首先根据正方形的周长公式 c=4a，求出底面边长，再根据

长方体的体积公式 v=abh，或 v=sh，计算出体积．

【解答】解：底面边长：

12÷4=3（厘米）；

体积：

3×3×12=108（立方厘米）；

答：这个长方体的体积是 108立方厘米．

故答案为：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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