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师大版小升初数学试卷（1）

一、计算题

1．口算：

27+18＝ 60﹣14＝ 21.7+3＝ 15﹣0.4＝

1.2×0.3＝ 24.8÷4＝ + ＝ ﹣ ＝

× ＝ ÷ ＝ + ＝ ﹣ ＝

÷ ＝ + ＝ 15× ＝ 12÷ ＝

二、填空题

2．（3分）三十六万七千四百写作 ，改写成以“万”作单位的数是 万．

3．（3分）120平方分米＝ 平方米；0.4吨＝ 千克．

4．（3分）把 化成最简单的整数比是 ；比值是 ．

5．（3分）比α的 3倍多 1.8的数，用含有字母的式子表示是 ．当α＝5.6时，这个式

子的值是 ．

6．（3分）工作时间一定，工作效率和工作总量成 比例．

7．（3分）方程 1.5x﹣0.4＝0.8的解是 x＝ ．

8．（3分）在 5 、5.5和 55.5%这三个数中，最小的数是 ，最大的数是 ．

9．（3分） 里面有 个 ；0.6里面有 个 0.1．

10．（3分）六年级同学春季植树 91棵，其中有 9棵没活．成活率是 ．

三、计算题

11．计算下面各题，能简算的要简算．

（1）1498+1068÷89

（2）4.2÷1.5﹣0.36

（3）0.54×1.75+8.25×0.54．

四、解答题

12．中百超市运来黄瓜和西红柿 350千克，其中黄瓜的重量占全部的 ，运来的黄瓜多少千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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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在城乡小学生“手拉手活动”中，建国小学共捐出图书 1620本，其中故事书和连环画

数量的比是 5：4．两种书各是多少本？

14．一个修路队修一条长 720米的公路，已经修了 25天，平均每天修 24米，剩下的如果每

天修 30米，还需要用多少天？

一、填空：

15．（3分）从一张长 25厘米的长方形纸片的一端剪下一个最大的正方形，剩下的纸片的周

长是 厘米．

16．（3分）一个长方体的高减少 2厘米后，表面积减少 48平方厘米，成为一个正方体．正

方体的体积是 立方厘米．

17．（3分）如图直角△ABC的两条直角边 BC与 AB的比是 1：2，如果分别以 BC边、AB

边为轴旋转一周，那么所形成的圆锥体积比是 ．

二、选择题：把下面正确答案的编号填在括号内

18．（3分）在下列年份中，（ ）是闰年．

A．1900年 B．1994年 C．2000年

19．（3分）用一个边长是 2分米的正方形纸，剪一个面积尽可能大的圆，这个圆的面积是

（ ）平方分米．

A．12.56 B．3.14 C．6.28

七、解答题（共 1 小题，满分 0 分）

20．计算下面各题

（ ﹣ ）×

×[（ + ）÷ ]

八、填空题

21．（3分）化工厂用钢板焊一个圆柱体形状的储料罐．设计人员在比例尺是 1：100的设计

图上画出了储料罐的侧面展开图和两个底面（如图）

（1）测量后填空：设计图上储料罐的底面直径是 厘米，高是 厘米．

（2）计算后填空：这个储料罐的实际容积是 立方米（不要求写出计算过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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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时钢板的厚度忽略不计）

九、解答题

22．春风小学六年级学生为学校图书馆整理图书的情况，有部分数据已记载到统计表上，请

你把统计表填写完整（不要求列式），并回答问题．春风小学六年级学生为图书馆整理图

书情况统计表：

人数

整理图

书本数

平均每人整

理图书本数

合 计

一 班 42 588

二 班 40 11.55

三 班 570 15

班平均每人整理图书的本数低于全年级平均每人整理图书的本数．

23．永光农机厂计划 8天生产 384台小型收割机，由于改进了生产技术，实际每天比原计划

多生产 16台．实际多少天可以完成任务？（4）李芸母亲的月工资是 1200元．按个人所

得税的规定，每月工资收入扣除 800元后的余额部分，按 5%的比例缴纳个人所得税．李

芸的母亲每月应缴纳个人所得税多少元？

十、解答题（共 5 小题，满分 0 分）

24．用+、﹣、×、÷四种运算符号把下面算式连接起来．（允许加小括号）

①1□2□3□4□5＝10

②1□2□3□4□5＝10

③1□2□3□4□5＝10．

25．同时能整除 999、888、777、666、555、444、333、222、111这九个数的自然数是 ．

26．下面是小王和小李外出情况的一张折线统计图．他们分别住在一条大街的两头，相距 2

千米，在他们两家之间，中途恰好是一所书店．现在请根据下图，回答问题：

小王和小李，他们是 先出发的，他们先到 ，在书店停留了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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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走了 分钟到了 家．小王的速度一直保持在每小时 千米，小李的

速度一开始是每小时 千米，回家时的速度是每小时 千米．

27．寒假里，李明、曹强、王建每人都做了两件好事．但谁也不肯讲自己做了什么．小记者

了解到：

（1）李明他们三人共做了六件好事，帮军属大扫除、修课桌椅、参加居委会值班、检到

手表交民警、帮同学补课、扫路上积雪．

（2）曹强赶到军属家时，发现已经打扫得干干净净．

（3）李明开学后才了解到班里有一个同学坚持每天帮助同学补课，另一个帮军属大扫除．

（4）民警到居委会向值班同学打听，是否认识检到手表交公的同学．

（5）老师表扬了检到手表交民警的同学，他谦虚地表示要向修桌椅的同学学习．

（6）曹强和王建从居委会了解到，检到手表的学生是他们的同学．

（7）修桌椅的同学因为忙，没能参加帮助同学补课．

请回答：李明做的好事是 ；曹强做的好事是 ；王建做的好事是 ．

28．某种商品，原定价为 20元，甲、乙、丙、丁四个商店以不同的销售方促销．

甲店：降价 9%出售． 乙店：打九折出售． 丙店：“买十送一”．

丁店：买够百元打“八折”．

（1）如果只买一个，到 商店比较便宜，每个单价是 元．

（2）如果买的多，最好到 商店，因为买 个以上，每个单价是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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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北师大版小升初数学试卷（1）
参考答案与试题解析

一、计算题

1．口算：

27+18＝ 60﹣14＝ 21.7+3＝ 15﹣0.4＝

1.2×0.3＝ 24.8÷4＝ + ＝ ﹣ ＝

× ＝ ÷ ＝ + ＝ ﹣ ＝

÷ ＝ + ＝ 15× ＝ 12÷ ＝

【分析】根据整数、小数和分数加减乘除法运算的计算法则计算即可求解．

【解答】解：

27+18＝45 60﹣14＝46 21.7+3＝24.7 15﹣0.4＝14.6

1.2×0.3＝0.36 24.8÷4＝6.2 + ＝ ﹣ ＝

× ＝ ÷ ＝ + ＝ ﹣ ＝

÷ ＝ + ＝ 15× ＝6 12÷ ＝16

【点评】考查了整数、小数和分数加减乘除法运算，关键是熟练掌握计算法则正确进行

计算．

二、填空题

2．（3分）三十六万七千四百写作 367400 ，改写成以“万”作单位的数是 36.74 万．

【分析】十万位写 3，万位写 6，千位写 7，百位写 4，十位、个位写 0，改写时找到万位，

在后面写上小数点．

【解答】解：三十六万七千四百，写作：367400，

367400＝36.74万，

故答案为：367400，36.74．

【点评】此题主要考查数的写法、改写．

3．（3分）120平方分米＝ 1.2 平方米；0.4吨＝ 400 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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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此题是质量单位千克、吨；面积单位平方米、平方分米之间的换算，用到的进

率有 1吨＝1000千克、1平方米＝100平方分米．如果是大单位化成小单位，就乘单位间

的进率；反之，就除以进率．（1）用 120÷100＝1.2平方米；（2）用 0.4×1000＝400 千

克．

【解答】解：120平方分米＝（1.2）平方米；

0.4吨＝（400）千克；

故答案为：1.2，400．

【点评】此题属于考查质量单位千克、吨；面积单位平方米、平方分米之间的换算，要

熟记单位间的进率，如果是大单位化成小单位，就乘单位间的进率；反之，就除以进率．

4．（3分）把 化成最简单的整数比是 5：2 ；比值是 ．

【分析】（1）先把比的后项化成分数，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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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 ：1 ，

＝ ： ，

＝（ ×8）：（ ×8），

＝25：10，

＝（25÷5）：（10÷5），

＝5：2；

（3） ，

＝ ÷1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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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答案为：5：2， ．

【点评】此题主要考查了化简比和求比值的方法，另外还要注意化简比的结果是一个比，

它的前项和后项都是整数，并且是互质数；而求比值的结果是一个商，可以是整数，小

数或分数．

5．（3分）比α的 3倍多 1.8的数，用含有字母的式子表示是 3a+1.8 ．当α＝5.6时，这个

式子的值是 18.6 ．

【分析】要用含有字母的式子表示“比 a的 3 倍多 1.8的数”，首先要用乘法算出 a的 3

倍，再加上多的 1.8；把 a＝5.6代入前面表示出的式子就可以算出第二个答案．

【解答】解：a×3+1.8

＝3a+1.8

当 a＝5.6时，3a+1.8＝3×5.6+1.8

＝16.8+1.8

＝18.6

故填 3a+1.8，18.6．

【点评】求一个数的 n倍是多少，要用乘法计算；求比一个数多 n的数是多少，用加法

算．

6．（3分）工作时间一定，工作效率和工作总量成 正 比例．

【分析】判定两种相关联的量是否成正、反比例，要看这两种量是对应的比值一定，还

是对应的乘积一定，如果是比值一定就成正比例；如果是乘积一定就成反比例．

【解答】解：工作总量÷工作效率＝工作时间（一定），是比值一定，所以工作效率和工

作总量成正比例；

故答案为：正．

【点评】此题属于根据正、反比例的意义，判断两种相关联的量是成正比例还是成反比

例，就看两种量是对应的比值一定，还是对应的乘积一定，再做出解答．

7．（3分）方程 1.5x﹣0.4＝0.8的解是 x＝ 0.8 ．

【分析】把方程左右两边同时加上或除以同一个数，使方程左边只剩 x，这时方程左右两

边相等，再算出答案．

【解答】解：1.5x﹣0.4＝0.8

1.5x＝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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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x＝1.2

x＝1.2÷1.5

x＝0.8

故填 0.8．

【点评】求出解后，要验算答案是不是正确．

8．（3分）在 5 、5.5和 55.5%这三个数中，最小的数是 55.5% ，最大的数是 5 ．

【分析】先把题目中给出的三个数，都化成小数，再比较大小．

【解答】解：5 ＝ ＝ 5.555…是循环小数 55.5%＝ 0.555

5.555…＞5.5＞0.555

故：最小的数是 55.5%，最大的数是 5 ．

【点评】把带小数化成假分数后再化成小数，再根据小数、分数和百分数之间互化的方

法，都化成小数，利用小数的大小比较方法，比较出它们之间的大小，找出最大和最小

的数．

9．（3分） 里面有 5 个 ；0.6里面有 6 个 0.1．

【分析】①根据分数及分数单位的意义， 里面有 5个 ．②小数是十进分数的特殊表

现形式，所以 0.6＝ ，0.1＝ ，所以 0.6里面有 6个 0.1．

【解答】解：根据分数及小数的意义， 里面有 5个 ，0.6里面有 6个 0.1．

故答案为：5，6．

【点评】本题主要考查了分数及小数的计数单位．

10．（3分）六年级同学春季植树 91棵，其中有 9棵没活．成活率是 90.1% ．

【分析】成活率是指成活的棵树占总数的百分之几，计算方法是： ×100%．

【解答】解： ×100%≈90.1%

故填：90.1%．

【点评】此题属于百分率问题，计算的结果最大值为 100%，都是用一部分数量（或全部

数量）除以全部数量乘以百分之百．

三、计算题

11．计算下面各题，能简算的要简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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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98+1068÷89

（2）4.2÷1.5﹣0.36

（3）0.54×1.75+8.25×0.54．

【分析】（1）先算除法，再算加法；

（2）先算除法，再算减法；

（3）按照乘法分配律计算．

【解答】解：（1）1498+1068÷89

＝1498+12

＝1510

（2）4.2÷1.5﹣0.36

＝2.8﹣0.36

＝2.44

（3）0.54×1.75+8.25×0.54

＝0.54×（1.75+8.25）

＝0.54×10

＝5.4

【点评】本题考查了四则混合运算，注意运算顺序和运算法则，灵活运用所学的运算定

律进行简便计算．

四、解答题

12．中百超市运来黄瓜和西红柿 350千克，其中黄瓜的重量占全部的 ，运来的黄瓜多少千

克？

【分析】黄瓜的重量占全部的 ，把全部的重量看作单位“1”，已知，求运来黄瓜多少

千克，就是求 350的 是多少，可用乘法列式解答．

【解答】解：350× ＝150（千克）

答：运来黄瓜 150千克．

【点评】此题是属于“求一个数的几分之几是多少”的分数应用题，可用乘法进行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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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在城乡小学生“手拉手活动”中，建国小学共捐出图书 1620本，其中故事书和连环画

数量的比是 5：4．两种书各是多少本？

【分析】把全部图书的本数当做单位“1”，然后通过它们的比求出知各自占全部的几分

之几后就能求出各是多少本．

【解答】解：故事书有：1620× ＝900（本）；

连环画有：1620﹣900＝720（本）；

答：故事书有 900本，连环画有 720本．

【点评】本题关健是先通过它们的比求出各占总数的几分之几．

14．一个修路队修一条长 720米的公路，已经修了 25天，平均每天修 24米，剩下的如果每

天修 30米，还需要用多少天？

【分析】先求出一共修了多少米，即（25×24）米，还剩下了（720﹣25×24）米，求还

要几天就是求（720﹣25×24）米里有几个 30米，用除法，即（720﹣25×24）÷30．

【解答】解：（720﹣25×24）÷30

＝（720﹣600）÷30

＝120÷30

＝4（天）

答：还需要用 4天．

【点评】此题主要考查工作时间、工作效率、工作总量三者之间的数量关系，解答时要

注意从问题出发，找出已知条件与所求问题之间的关系，再已知条件回到问题即可解决

问题．

一、填空：

15．（3分）从一张长 25厘米的长方形纸片的一端剪下一个最大的正方形，剩下的纸片的周

长是 50 厘米．

【分析】因为长方形的宽没有告诉，即正方形的边长不知道，只有设个字母表示，实际

上“从一张长 25厘米的长方形纸片的一端剪下一个最大的正方形“剩下的纸片周长正好

是原来长方形的两个长．

【解答】解：设正方形的边长为 a厘米，则长方形的长剩下部分的长度为（25﹣a）厘米．

现在长方形的周长是：（25﹣a+a）×2＝25×2＝50（厘米）

答：剩下的纸片的周长是 50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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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答案是 50．

【点评】在条件看似不是很充分的情况下，可设未知数表示，根据题目中的数量关系，

最后未知数会消去．

16．（3分）一个长方体的高减少 2厘米后，表面积减少 48平方厘米，成为一个正方体．正

方体的体积是 216 立方厘米．

【分析】根据题意一个长方体的高减少 2厘米后，表面积减少 48平方厘米，成为一个正

方体．也就是说长和宽相等就是这个正方体的棱长；有公式可以求得长方体的表面积减

少部分面积为（长×2+宽×2）×2＝48平方厘米，由此可以解得长+宽＝12厘米，12÷2

＝6厘米，所以这个正方体的棱长为 6厘米，由此可以解决问题．

【解答】解：根据题意可得，

（长×2+宽×2）×2＝48平方厘米，

所以长+宽＝12厘米，

12÷2＝6（厘米），

所以这个正方体的棱长为 6厘米；

6×6×6＝216立方厘米；

故答案为：216．

【点评】此题考查了长方体和正方体的公式的运用，关键是由减少部分的面积求出长和

宽，即正方体的棱长．

17．（3分）如图直角△ABC的两条直角边 BC与 AB的比是 1：2，如果分别以 BC边、AB

边为轴旋转一周，那么所形成的圆锥体积比是 2：1 ．

【分析】如果以 BC边为轴旋转一周所形成的圆锥，底面半径就是 2，高是 1；如果以 AB

边为轴旋转一周所形成的圆锥，底面半径就是 1，高是 2．然后写出它们的体积比，再化

简即可得答案．

【解答】解：（ ×π×22×1）：（ ×π×12×2）＝4：2＝2：1；

故答案为：2：1．

【点评】此题主要考查圆锥的体积公式及化简比的方法．关键理解旋转所形成圆锥的底

面半径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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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选择题：把下面正确答案的编号填在括号内

18．（3分）在下列年份中，（ ）是闰年．

A．1900年 B．1994年 C．2000年

【分析】此题考查怎样判断平闰年，一般年份数是 4的倍数就是闰年，否则是平年；但

公历年份是整百数的必须是 400的倍数才是闰年．由此进行判断．

【解答】解：A、1900÷400，不能被 400 整除；

B、1994÷4，不能被 4整除；

C、2000÷400＝5，能被 400 整除．

故选：C．

【点评】此题考查判断平闰年的方法，灵活运用方法进行判断．

19．（3分）用一个边长是 2分米的正方形纸，剪一个面积尽可能大的圆，这个圆的面积是

（ ）平方分米．

A．12.56 B．3.14 C．6.28

【分析】在正方形里剪一个尽可能大的圆，这个圆的直径就是正方形的边长，再根据面

积公式 s＝πr2，算出这个圆的面积．

【解答】解：2÷2＝1（分米）

s＝πr2

＝3.14×12

＝3.14（平方分米）；

故选：B．

【点评】解答这道题的关键是知道在正方形里剪最大的圆，这个圆的直径就是正方形的

边长．

七、解答题（共 1 小题，满分 0 分）

20．计算下面各题

（ ﹣ ）×

×[（ + ）÷ ]

【分析】（1）先算小括号里面的减法，再算乘法；

（2）先算小括号里面的加法，再算中括号里面的除法，最后算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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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解：（1）（ ﹣ ）×

＝ ×

＝ ；

（2） ×[（ + ）÷ ]

＝ ×[ ÷ ]

＝ ×

＝ ．

【点评】考查了分数四则混合运算，注意运算顺序和运算法则，然后再进一步计算．

八、填空题

21．（3分）化工厂用钢板焊一个圆柱体形状的储料罐．设计人员在比例尺是 1：100的设计

图上画出了储料罐的侧面展开图和两个底面（如图）

（1）测量后填空：设计图上储料罐的底面直径是 100 厘米，高是 200 厘米．

（2）计算后填空：这个储料罐的实际容积是 1.57 立方米（不要求写出计算过程，计

算时钢板的厚度忽略不计）

【分析】（1）用直尺量出直径和高即可；

（2）先利用 1：100的比例尺算出实际的底面直径和高分别是多少，再利用 V＝sh算出

它的容积即可．

【解答】解：（1）用直尺量得底面直径是 1厘米，高是 2厘米；

（2）1×100＝100（厘米），100厘米＝1米；

2×100＝200（厘米），200厘米＝2米；

3.14×（1÷2）2×2，

＝3.14×0.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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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立方米）；

答：设计图上储料罐的底面直径是 1 厘米，高是 2厘米，这个储料罐的实际容积是 1.57

立方米．

故答案为：100，200，1.57．

【点评】此题是利用圆柱和比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注意量得的图上距离要转化成实际

距离才能求体积．

九、解答题

22．春风小学六年级学生为学校图书馆整理图书的情况，有部分数据已记载到统计表上，请

你把统计表填写完整（不要求列式），并回答问题．春风小学六年级学生为图书馆整理图

书情况统计表：

人数

整理图

书本数

平均每人整

理图书本数

合 计

一 班 42 588

二 班 40 11.55

三 班 570 15

二 班平均每人整理图书的本数低于全年级平均每人整理图书的本数．

【分析】根据求平均数的方法进行解答．

【解答】解：春风小学六年级学生为学校图书馆整理图书的情况，有部分数据已记载到

统计表上，请你把统计表填写完整（不要求列式），并回答问题．春风小学六年级学生为

图书馆整理图书情况统计表：

人 数

整理图

书本数

平均每人整

理图书本数

合 计 120 1620 13.5

一 班 42 588 14

二 班 40 462 11.55

三 班 38 570 15

二班班平均每人整理图书的本数低于全年级平均每人整理图书的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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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此题属于求平均数的实际应用，根据求平均数的方法进行解答即可．

23．永光农机厂计划 8天生产 384台小型收割机，由于改进了生产技术，实际每天比原计划

多生产 16台．实际多少天可以完成任务？（4）李芸母亲的月工资是 1200元．按个人所

得税的规定，每月工资收入扣除 800元后的余额部分，按 5%的比例缴纳个人所得税．李

芸的母亲每月应缴纳个人所得税多少元？

【分析】（1）根据 8天生产 384台小型收割机，可以求出实际每天生产 384÷8＝48台，

实际每天生产 48+16＝64台，用工作总量÷工效＝时间；

（2）用李芸母亲的月工资 1200元减去扣除 800元后的余额部分，再乘以 5%即可．

【解答】解：（1）384÷（384÷8+16）

＝384÷（48+16）

＝384÷64

＝6（天）；

答：实际 6天可以完成任务．

（2）（1200﹣800）×5%

＝400×5%

＝20（元）；

答：李芸的母亲每月应缴纳个人所得税 20元．

【点评】（1）考查了工作效率、工作时间、工作总量三者之间的关系；

（2）考查了公式：个人所得税＝（实际收入﹣个税起征点）×税率．

十、解答题（共 5 小题，满分 0 分）

24．用+、﹣、×、÷四种运算符号把下面算式连接起来．（允许加小括号）

①1□2□3□4□5＝10

②1□2□3□4□5＝10

③1□2□3□4□5＝10．

【分析】本题中三个小题的分析思路是一样的，可以这样去逆向推理：把 10拆开，拆成

几个数字经过+、﹣、×、÷运算得来的，如把 10先拆成 2×5＝10，再把 2拆成 1+2+3

﹣4，也可拆 5，依此类推即可．

【解答】解：①（1+2+3﹣4）×5＝10；

②1+2+3×4﹣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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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1+2）×3﹣4+5＝10；

故答案为：①（++﹣）×；

②++×﹣；

③（+）×﹣+．

【点评】此题考查对运算符号的熟练运用，有一定的技巧性，关键是把 10拆成几个数经

过什么运算得来的．

25．同时能整除 999、888、777、666、555、444、333、222、111这九个数的自然数是 1、

3、37、111 ．

【分析】做此题的方法是先找出它们的最大公约数，然后看最大公约数可否分解，如果

可分那么最大公约数的约数也能整除了． 因为 999、888、777、666、555、444、333、

222、111这九个数的最大公约数为 111，找出 111的约数问题解决．

【解答】解：因为 999、888、777、666、555、444、333、222、111这几个数的最大公

约数是：111，

111的约数有 1、3、37、111．

所以同时能整除 999、888、777、666、555、444、333、222、111这九个数的自然数是：

1、3、37、111．

故答案为：1、3、37、111．

【点评】这个题目有一定的难度，解题关键是找出这一组数的最大公约数．易错的地方

是：只是求得它们的最大公约数 111，就想当然地，以为问题做完了．殊不知 111是可分

的！所以，要培养严谨细致的解题作风！

26．下面是小王和小李外出情况的一张折线统计图．他们分别住在一条大街的两头，相距 2

千米，在他们两家之间，中途恰好是一所书店．现在请根据下图，回答问题：

小王和小李，他们是 小王 先出发的，他们先到 书店 ，在书店停留了 5 分钟，

又走了 10 分钟到了 小李 家．小王的速度一直保持在每小时 6 千米，小李的速

度一开始是每小时 12 千米，回家时的速度是每小时 6 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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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通过观察可以得出，统计图中的数据表达了小王和小李外出行走行驶的路程和

逗留的时间，利用图中数据即可叙述出小王和小李的行驶路线．

【解答】解：由题干可以看出：小王先出发，5分钟后小李出发，又经过 5分钟，二人到

达书店，在书店停留 5分钟后，又走了 10分钟到达小李家，

小王和小李各走了 2千米，小王用了 20分钟＝ 小时，

2÷ ＝2×3＝6（千米/小时），

小李先用了 5分钟行驶 1千米到达书店，又用了 10分钟行驶 1千米回到家，

5分钟＝ 小时，10分钟＝ 小时，

1÷ ，

＝1×12，

＝12（千米/小时），

1÷ ＝×6＝6（千米/小时），

答：小王和小李他们是小王先出发的，他们先到书店，在书店停留了 5分钟，又走了 10

分钟到了小李家．小王的速度一直保持在每小时 6千米，小李的速度一开始是每小时 12

千米，回家时的速度是每小时 6千米．

故答案为：小王；书店；5；10；小李；6；12；6．

【点评】此题考查了利用折线统计图表达行驶路程与时间关系及利用统计图中数据解决

实际问题的方法．

27．寒假里，李明、曹强、王建每人都做了两件好事．但谁也不肯讲自己做了什么．小记者

了解到：

（1）李明他们三人共做了六件好事，帮军属大扫除、修课桌椅、参加居委会值班、检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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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表交民警、帮同学补课、扫路上积雪．

（2）曹强赶到军属家时，发现已经打扫得干干净净．

（3）李明开学后才了解到班里有一个同学坚持每天帮助同学补课，另一个帮军属大扫除．

（4）民警到居委会向值班同学打听，是否认识检到手表交公的同学．

（5）老师表扬了检到手表交民警的同学，他谦虚地表示要向修桌椅的同学学习．

（6）曹强和王建从居委会了解到，检到手表的学生是他们的同学．

（7）修桌椅的同学因为忙，没能参加帮助同学补课．

请回答：李明做的好事是 捡到手表交民警，扫路上积雪 ；曹强做的好事是 帮同学

补课、参加居委会值班 ；王建做的好事是 帮军属大扫除，修课桌椅 ．

【分析】通过（3）和（2）得出：王建帮军属大扫除，曹强帮同学补课；通过（6）得出

捡到手表是李明；通过（3）、（7）得出：王建修的课桌；通过（4）得出：值班的要么是

王建，要么是曹强；因为每人做了两件好事，所以值班的只能是曹强；最后的扫路上积

雪只能是李明了．

【解答】解：李明的好事是（ 捡到手表交民警，扫路上积雪）；曹强做的好事是（ 帮

同学补课、参加居委会值班）；王健做的好事是（帮军属大扫除，修课桌椅）；

【点评】此题应根据提供的信息，进行判断，然后进行排除，进而得出结论．

28．某种商品，原定价为 20元，甲、乙、丙、丁四个商店以不同的销售方促销．

甲店：降价 9%出售． 乙店：打九折出售． 丙店：“买十送一”．

丁店：买够百元打“八折”．

（1）如果只买一个，到 乙 商店比较便宜，每个单价是 18 元．

（2）如果买的多，最好到 丁 商店，因为买 5 个以上，每个单价是 16 元．

【分析】甲店：降价 9%出售，现价是原价的（1﹣9%），

乙店：打九折出售．九折＝90%，现价是原价的 90%，

丙店：“买十送一”．意思是用十件的钱可以买 11件商品，

丁店：买够百元打“八折”．意思是买的多每件的价格是原价的 80%．

综上所述，按不同购买方式算出每一件的单价，再由数量选择即可．

【解答】解：甲店：20×（1﹣9%）＝20×0.91＝18.2（元）；

乙店：20×90%＝20×0.9＝18（元）；

丙店：20×10÷11＝18.18（元）；

丁店：20×80%＝20×0.8＝16（元）（买够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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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购买一件，丙和丁是原价，这样乙店便宜；

（2）购买 5件以上，丁店最便宜；

故答案为：（1）乙，18（2）丁，5，16．

【点评】此题属于百分数的实际应用，解答关键是找单位“1”，根据各店不同情况分别计算

出单价，进行比较得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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