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师大版小升初数学试卷（5）
一、填空．（22 分）

1．（2 分）一个数的亿位上是 5、万级和个级的最高位上也是 5，其余数位上都是 0，这个数

写作 ，省略万位后面的尾数约是 ．

2．（1 分）在比例尺是 的地图上量得两地之间的距离是 2.5 厘米，两地实际距离是

千米．

3．（5分）6：5＝ ＝36÷ ＝ ：2.5＝ %＝ （填小数）

4．（1分）甲数为 a，比乙数的 2倍多 b，表示乙数的式子是 ．

5．（2分）把一根 3米长的绳子截成相等的 8段，每段是绳子全长的 ，每段长 米．

6．（1分） 的倒数比 8少 %．

7．（1分）10克盐溶解在 100克水中，这杯盐水的含盐率是 ．

8．（2分）3750克＝ 千克； 3时 45分＝ 时．

9．（1分）把周长是 15.7厘米的圆形平分成两个半圆形，每个半圆形的周长是 ．

10．（2分）正方体的棱长是 6分米，它的表面积是 ，体积是 ．

11．（1分）一圆柱和一圆锥的体积和底面积都相等，已知圆锥的高与圆柱的高相差 3.6分米，

圆柱的高是 分米．

12．（1分）一项工程，甲独做 6 天完成，乙独做 3 天完成整项工程的 ，甲乙的工作效率

之比是 ．

13．（2分）一个长 2米的直圆柱材料，横着截去 2分米，剩下的圆柱形木料的表面积减少

12.56平方分米，原来圆柱形木料的底面积为 平方分米，体积是 立方分米．

二、判断题（正确的在括号里打“√”，错误的打“×”）．（5分）

14．（1分）50﹣χ是方程． ． （判断对错）

15．（1分）六（1）班植树 98棵，全部成活，成活率是 98% ．（判断对错）

16．（1分）奇数都是质数，偶数都是合数 （判断对错）

17．（1分）面积相等的两个三角形一定能拼成一个平行四边形． ．（判断对错）

18．（1分）圆的周长是它半径的 3.14倍 ．（判断对错）

三、选择题（把正确答案的序号填在括号里）．（5分）

19．（1分）3x＝y，y与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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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成正比例 B．成反比例 C．不成比例 D．无法确定

20．（1分）在下列年份中（ ）是闰年．

A．1900年 B．1998年 C．2008年 D．2013年

21．（1分）甲数＝2×2×3×5，乙数＝2×3×3，这两个数的最小公倍数是（ ）

A．180 B．360 C．1080

22．（1 分）将一个正方形的铁丝圈，拉成一个平行四边形，它的面积（ ）原来的正方

形面积．

A．大于 B．小于 C．等于

23．（1分）5米长的绳子，第一次截去它的 ，第二次截去 米，余下（ ）米．

A．4 B． C．3 D．无法确定

四、计算．（32分）

24．（10分）

直接写出得数：

4800÷240＝ ；

25×12＝ ； 16.5÷10%＝ ；

+ ＝ ； 1﹣ + ＝ ； 1.02﹣0.43＝ ；

14÷ ＝ ； 0.32＝ ； × ＝ ；

×2÷ ×2＝ ．

25．（12分）

怎样算简便就怎样算．

÷[（ ﹣ ）× ]；

15.28﹣3.99﹣9.01；

× ﹣ ÷4； （ ﹣ ÷2）× ．

26．（4分）解方程

6×1.5+0.4x＝17

x﹣ x＝

＝

27．（6分）列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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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与 的差除它们的和，商是多少？

（2）一个数的 25%比它的 少 1.2．这个数是多少？

五、操作题．（10分）

28．（4分）求如图中阴影部分的面积，已知圆的半径为 4厘米．

29．（6分）一圆形花坛的直径是 20米．请在比例尺是 1：500的图上画出花坛平面图，并

求出花坛实际的面积．

六、应用题．（26分）

30．（5分）一堆煤，原计划每天烧 3吨，可以烧 96天，由于改建炉灶，每天节约 0.6吨，

这堆煤可以烧多少天？（用比例的知识解决）

31．（5分）一个电饭煲现价 140元，比原价便宜了 60元，便宜了百分之几？

32．（5分）一个圆柱形铁皮油桶，底面直径和高的比是 4：3，已知直径是 12分米．这个油

桶能盛油多少升？做这个油桶至少可用铁皮多少平方分米？（得数保留整平方分米）

33．（5分）在比例尺是 1：2000000的地图上，量得两个城市之间的铁路长是 40 厘米．甲

乙两列火车同时两地出发相对开出，4小时相遇．已知甲车与乙车速度的比是 3：2，甲

车每小时行多少千米？

34．（6分）小明看一本故事书，第一天看了 60页，第二天看了的页数比第一天少 20%，第

三天看了全书的 25%，三天看完，这本故事书一共有多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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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北师大版小升初数学试卷（5）
参考答案与试题解析

一、填空．（22分）

1．（2分）一个数的亿位上是 5、万级和个级的最高位上也是 5，其余数位上都是 0，这个数

写作 550005000 ，省略万位后面的尾数约是 55001万 ．

【分析】首先确定数的最高位与位数（亿位，9位数），再确定每一个数位上的数字，从

高位到低位写出即可，省略万位后面的尾数，看千位上的数字，利用“四舍五入”的方

法即可．

【解答】解：这个数写作：550005000

550005000≈50001万

故答案为：550005000，55001万．

【点评】此题除了搞清数的位数和每一位上的数字外，还要注意在省略万位后面的尾数

时要在数的后面加上“万”字．

2．（1分）在比例尺是 的地图上量得两地之间的距离是 2.5厘米，两地实际距离是

25 千米．

【分析】根据实际距离＝图上距离÷比例尺，把数据代入，即可求出两地的实际距离．

【解答】解：2.5÷ ，

＝2.5×1000000，

＝2500000（厘米），

2500000厘米＝25千米，

答：两地实际距离是 25千米．

故答案为：25．

【点评】关键是灵活利用图上距离：实际距离＝比例尺解决问题，注意单位的换算．

3．（5分）6：5＝ ＝36÷ 30 ＝ 3 ：2.5＝ 120 %＝ 1.2 （填小数）

【分析】根据比与分数的关系 6：5＝ ，再根据分数的基本性质分子、分母都乘 5就是 ；

根据比与除法的关系 6：5＝6÷5，再根据商不变的性质被除数、除数都乘 6就是 36÷30；

再根据比的基本性质 6：5的前、后项都乘 0.5就是 3：25；6÷5＝1.2；把 1.2的小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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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右移动两位添上百分号就是 120%．

【解答】解：6：5＝ ＝36÷30＝3：2.5＝120%＝1.2．

故答案为：30，30，3，120，1.2．

【点评】解答此题的关键是 6：5，根据小数、分数、百分数、除法、比之间的关系及分

数的基本性质、商不变的性质、比的基本性质即可进行转化．

4．（1分）甲数为 a，比乙数的 2倍多 b，表示乙数的式子是 （a﹣b）÷2 ．

【分析】先用“a﹣b”求出乙数的 2 倍是多少，进而根据已知一个数的几倍是多少，求

这个数，用除法解答即可．

【解答】解：由题意可得，表示乙数的式子是（a﹣b）÷2．

故答案为：（a﹣b）÷2．

【点评】考查了用字母表示数，解答此题的关键是先求出乙数的 2倍是多少．

5．（2分）把一根 3米长的绳子截成相等的 8段，每段是绳子全长的 ，每段长 米．

【分析】（1）根据分数的意义，把 3米长的绳子看做单位“1”，平均分成 8 段，求每段

长用 1÷8计算解答；

（2）求每段长多少米，用 3÷8计算解答；

【解答】解：（1）1÷8＝ ；

（2）3÷8＝ （米）；

故答案为： ， ．

【点评】本题主要考查分数的意义，把单位“1”平均分成若干份，表示这样的一份或几

份的数叫做分数．

6．（1分） 的倒数比 8少 50 %．

【分析】 的倒数是 4，先求出 4比 8少几，再用少的数除以 8即可．

【解答】解：（8﹣1÷ ）÷8

＝4÷8

＝50%

答：少 50%．

故答案为：50．

5



【点评】本题是求一个数比另一个数少百分之几，关键是看把谁当成了单位“1”，单位

“1”的量为除数．

7．（1分）10克盐溶解在 100克水中，这杯盐水的含盐率是 约 9.1% ．

【分析】含盐率＝盐的重量÷盐和水的总重量×100%，盐的重量是 10克，盐和水的总

重量是（10+100）克，据此解答．

【解答】解：10÷（10+100）×100%，

＝10÷110×100%，

≈9.1%．

答：这杯盐水的含盐率约是 9%．

故答案为：约 9%．

【点评】本题考查了学生对含盐率公式的掌握情况，因本题的结果是近似数，要注意答

案的填写．

8．（2分）3750克＝ 3.75 千克； 3时 45分＝ 3 时．

【分析】把 3750克化成千克数，用 3750除以进率 1000；

把 3时 45分化成时数，用 45除以进率 60，然后再加上 3，即可得解．

【解答】解：3750克＝3.75千克； 3时 45分＝3 时．

故答案为：3.75，3 ．

【点评】此题考查名数的换算，把高级单位的名数换算成低级单位的名数，就乘单位间

的进率，反之，则除以进率．

9．（1 分）把周长是 15.7 厘米的圆形平分成两个半圆形，每个半圆形的周长是 12.85 厘

米 ．

【分析】先根据圆的周长公式求出这个圆的直径，所以每个半圆的周长等于整圆的周长

的一半+直径的长度，由此即可解答．

【解答】解：这个圆的直径是：15.7÷3.14＝5（厘米），

所以每个半圆的周长是：15.7÷2+5＝12.85（厘米）．

答：每个半圆的周长是 12.85厘米．

故答案为：12.85厘米．

【点评】此题考查圆的周长公式以及半圆的周长的计算方法．

10．（2分）正方体的棱长是 6分米，它的表面积是 216平方分米 ，体积是 216立方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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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

【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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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答】解：6×6×6＝216（平方分米）

6×6×6＝216（立方分米）

答：它的表面积是 216平方分米，体积是 216立方分米．

故答案为：216平方分米，216立方分米．

【点评】此题主要考查正方体的表面积公式、体积公式的灵活运用．

11．（1分）一圆柱和一圆锥的体积和底面积都相等，已知圆锥的高与圆柱的高相差 3.6分米，

圆柱的高是 1.8 分米．

【分析】根据圆柱的体积＝底面积×高，圆锥的体积＝ ×底面积×高，可得：当圆柱

与圆锥的体积和底面积分别相等时，圆锥的高是圆柱的高的 3倍，所以圆锥的高与圆柱

的高相差 3﹣1＝2倍，由此即可求出圆柱的高．

【解答】解：3.6÷（3﹣1）＝1.8（分米）

答：圆柱的高是 1.8分米；

故答案为：1.8．

【点评】此题可得结论：体积与底面积分别相等时，圆锥的高是圆柱的高的 3倍，由此

结论即可解决此类问题．

12．（1分）一项工程，甲独做 6 天完成，乙独做 3 天完成整项工程的 ，甲乙的工作效率

之比是 5：6 ．

【分析】把这项工程看作单位“1”，甲 6天完成，甲的工作效率是 ；乙 3天完成工程

的 ，根据“工作总量÷工作时间＝工作效率”求出乙的工作效率，继而根据题意，求

出甲、乙工作效率的比．

【解答】解：（1÷6）：（ ÷3），

＝ ：

＝5：6

答：甲、乙的工作效率之比是 5：6．

故答案为：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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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本题关键是利用工作总量÷工作时间＝工作效率，先求出甲与乙的工作效率，

进而求比即可．

13．（2分）一个长 2米的直圆柱材料，横着截去 2分米，剩下的圆柱形木料的表面积减少

12.56平方分米，原来圆柱形木料的底面积为 3.14 平方分米，体积是 62.8 立方分

米．

【分析】（1）根据题干，切割后表面积减少了高为 2分米的圆柱的侧面积，由此利用减

少的表面积 12.56平方分米，即可求出这个圆柱的底面半径，再利用圆的面积公式计算得

出圆柱的底面积；

（2）利用圆柱的体积＝底面积×高即可计算．

【解答】解：（1）圆柱的底面半径是：12.56÷2÷3.14÷2＝1（分米），

所以圆柱的底面积是：3.14×12＝3.14（平方分米）；

（2）2米＝20分米，

所以体积是：3.14×20＝62.8（立方分米）；

答：原来圆柱体木料的底面积是 3.14平方分米，体积是 62.8立方分米．

故答案为：3.14；62.8．

【点评】抓住圆柱的切割特点，在理解表面积减少 12.56平方分米就是高为 2分米的圆柱

的侧面积的基础上，求出圆柱的底面半径是解决此题的关键．

二、判断题（正确的在括号里打“√”，错误的打“&#215;”）．（5分）

14．（1分）50﹣χ是方程． × ． （判断对错）

【分析】含有未知数的等式是方程，据此即可判断．

【解答】解：50﹣x中含有未知数，但不是等式，所以它不是方程，

所以此题判断为错误．

故答案为：×．

【点评】解决此类题目关键是看是否符合方程所有的要素：①等式，②含有未知数．

15．（1分）六（1）班植树 98棵，全部成活，成活率是 98% 错误 ．（判断对错）

【分析】成活率是指成活的数量占总数的百分之几，计算方法是： ×100%，

由此解答验证即可．

【解答】解： ×10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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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8%；

故答案为：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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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题的时候不要被表面数字迷惑．

16．（1分）奇数都是质数，偶数都是合数 × （判断对错）

【分析】只有 1和它本身两个约数的数是质数，除了 1和它本身还有别的约数的数是合

数，是 2的倍数的数是偶数，不是 2的倍数的数是奇数，由此即可得答案．

【解答】解：2是质数但是 2不是奇数，9是合数但是 9不是偶数，所以质数都是奇数，

合数都是偶数的说法是错误的；

故答案为：×．

【点评】本题主要考查质数、合数、奇数、偶数的意义．

17．（1分）面积相等的两个三角形一定能拼成一个平行四边形． × ．（判断对错）

【分析】因为只有完全一样的三角形才可以拼成平行四边形，面积相等的三角形，未必

底边和高分别相等．例如：底边长为 4厘米，高为 3厘米和底边长为 2厘米，高为 6 厘

米的两个直角三角形，面积相等，但是不能拼成平行四边形．

【解答】解：

如上图，两个直角三角形，面积相等，但是不能拼成平行四边形．

所以，面积相等的两个三角形一定能拼成平行四边形，说法错误．

故答案为：×．

【点评】此题应认真进行分析，通过举例进行验证，故而得出问题答案．

18．（1分）圆的周长是它半径的 3.14倍 × ．（判断对错）

【分析】根据”圆的周长＝2πr”可知：圆的周长÷r＝2π；可知：圆的周长是它半径的

2π倍；由此判断即可．

【解答】解：圆的周长是它半径的 2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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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答案为：×

【点评】解答此题应根据圆的半径、圆周率和圆的周长三者之间的关系．

三、选择题（把正确答案的序号填在括号里）．（5分）

19．（1分）3x＝y，y与 x（ ）

A．成正比例 B．成反比例 C．不成比例 D．无法确定

【分析】判断两个相关联的量之间成什么比例，就看这两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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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成反比例．

【解答】解：因为 3x＝y，则：y÷x＝3（一定），所以 y与 x成正比例；

故选：A．

【点评】此题属于辨识成正、反比例的量，就看这两个量是对应的比值一定，还是对应

的乘积一定，再做判断．

20．（1分）在下列年份中（ ）是闰年．

A．1900年 B．1998年 C．2008年 D．2013年

【分析】判断闰年的方法是：普通年份是 4的倍数，整百年份是 400的倍数，即是闰年，

据此判断选择即可．

【解答】解：1990÷4＝497…2，

1998÷4＝499…2，

2008÷4＝502，

2013÷4＝503…1；

故选：C．

【点评】判断闰年的方法是：普通年份是 4的倍数，即是闰年．特别强调整百年份要是

400的倍数才是闰年．

21．（1分）甲数＝2×2×3×5，乙数＝2×3×3，这两个数的最小公倍数是（ ）

A．180 B．360 C．1080

【分析】根据求两个数的最小公倍数的方法：即这两个数的公有质因数与独有质因数的

连乘积；进行解答即可．

【解答】解：甲数＝2×2×3×5，乙数＝2×3×3，

这两个数的最小公倍数为：2×2×3×3×5＝180；

故选：A．

【点评】此题主要考查求两个数的最小公倍数的方法：两个数的公有质因数与每个数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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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质因数的连乘积是最小公倍数；数字大的可以用短除解答．

22．（1 分）将一个正方形的铁丝圈，拉成一个平行四边形，它的面积（ ）原来的正方

形面积．

A．大于 B．小于 C．等于

【分析】将一个正方形的铁丝圈，拉成一个平行四边形，它的底不变，但高变小，根据

平行四边形的面积：S＝ab可知：它的面积变小；据此选择即可．

【解答】解：由分析可知：将一个正方形的铁丝圈，拉成一个平行四边形，它的面积小

于原来的正方形面积；

故选：B．

【点评】明确把一个长方形或正方形拉成一个平行四边形，它的周长不变，它的面积小

于原来的正方形面积．

23．（1分）5米长的绳子，第一次截去它的 ，第二次截去 米，余下（ ）米．

A．4 B． C．3 D．无法确定

【分析】先把这根绳子的总长度看成单位“1”先用 5米乘上 ，求出第一次截去的长度，

再用 5米减去两次截去的长度和就是余下的长度．

【解答】解：5﹣（5× + ）

＝5﹣（ + ）

＝5﹣2

＝3（米）

答：余下 3米．

故选：C．

【点评】此题重在区分分数在具体的题目中的区别：在具体的题目中，带单位是一个具

体的数，不带单位是把某一个数量看单位“1”，是它的几分之几．

四、计算．（32分）

24．（10分）

直接写出得数：

4800÷240＝ 20 ；

25×12＝ 300 ； 16.5÷10%＝ 1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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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 + ＝ ； 1.02﹣0.43＝ 0.59 ；

14÷ ＝ 49 ； 0.32＝ 0.09 ； × ＝ ；

×2÷ ×2＝ 4 ．

【分析】本题根据整数，小数，分数的加法、减法、乘法、除法的计算法则计算即可．

25×12可将 12拆分为 4×3进行计算；

×2÷ ×2可以根据乘法交换律进行简便计算．

【解答】解：

4800÷240＝20； 25×12＝300； 16.5÷10%＝165；

+ ＝ ； 1﹣ + ＝ ； 1.02﹣0.43＝0.59；

14÷ ＝49； 0.32＝0.09； × ＝ ；

×2÷ ×2＝4．

故答案为：20，300，165， ，

，0.59，49，0.09， ，4．

【点评】完成本题要注意 1﹣ + 不适用加法结合律．

25．（12分）

怎样算简便就怎样算．

÷[（ ﹣ ）× ]；

15.28﹣3.99﹣9.01；

× ﹣ ÷4； （ ﹣ ÷2）× ．

【分析】（1）先算减法，再算乘法，最后算除法；

（2）根据减法的性质进行简算；

（3）根据乘法分配律进行简算；

（4）先算除法，再算减法，最后算乘法．

【解答】解：（1）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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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0；

（2）15.28﹣3.99﹣9.01

＝15.28﹣（3.99+9.01）

＝15.28﹣13

＝2.28；

（3） × ﹣ ÷4

＝ × ﹣ ×

＝（ ﹣ ）×

＝ ×

＝ ；

（4）（ ﹣ ÷2）×

＝（ ﹣ ）×

＝ ×

＝ ．

【点评】考查了运算定律与简便运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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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便计算．

26．（4分）解方程

6×1.5+0.4x＝17

x﹣ x＝

＝

【分析】（1）先计算出 6×1.5＝9（化简方程），再根据等式的性质，方程两边都减 9，再

都除以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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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先计算出 x﹣ x＝ x（化简方程），再根据等式的性质，方程两边都除以 ．

（3）先根据比例的性质，两外项之积等于两内项之积，化成一般方程，然后再根据一般

方程的解答方法解答．

【解答】解：6×1.5+0.4x＝17

9+0.4x＝17

9+0.4x﹣9＝17﹣9

0.4x＝8

0.4x÷0.4＝8÷0.4

x＝20；

（2）x﹣ x＝

x＝

x÷ ＝ ÷

x＝ ；

（3） ＝

2.5x＝12.5×8

2.5x＝100

2.5x÷2.5＝100÷2.5

x＝40．

【点评】小学阶段解方程的依据是等式的性质．解方程时注意书写格式：上、下行等号

对齐；不能连等．

27．（6分）列式计算．

（1） 与 的差除它们的和，商是多少？

（2）一个数的 25%比它的 少 1.2．这个数是多少？

【分析】（1）先算 与 的和， 与 的差，再用所得的和除以所得的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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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个数的 25%比它的 少了这个数的（ ﹣25%），所对应的数是 1.2，然后再用 1.2

除以（ ﹣25%）即可．

【解答】解：（1）（ + ）÷（ ﹣ ）

＝ ÷

＝

答：商是 ．

（2）1.2÷（ ﹣25%）

＝1.2÷

＝14.4

答：这个数是 14.4．

【点评】根据题意，先弄清运算顺序，然后再列式进行解答．

五、操作题．（10分）

28．（4分）求如图中阴影部分的面积，已知圆的半径为 4厘米．

【分析】观察图形可知，阴影部分的面积等于上底 4厘米、下底 9厘米、高 4厘米的梯

形的面积与半径为 4厘米的 圆的面积之差，据此代入梯形和圆的面积公式计算即可解

答．

【解答】解：（4+9）×4÷2﹣ ×3.14×42

＝26﹣12.56，

＝13.44（平方厘米），

答：阴影部分的面积是 13.44平方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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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求不规则图形的面积，一般都要把它们转化到规则图形中利用面积公式进行计

算．

29．（6分）一圆形花坛的直径是 20米．请在比例尺是 1：500的图上画出花坛平面图，并

求出花坛实际的面积．

【分析】（1）先根据比例尺的定义求出花坛的平面图上半径，再作出图形即可．

（2）根据圆的面积公式：S＝πr2，从而可以求出圆的面积．

【解答】解：（1）20÷2＝10（米），

10米＝1000厘米，

1000× ＝2（厘米）．

作出半径为 2厘米的圆如下：

（2）花坛的实际面积：

3.14×（20÷2）2

＝3.14×100

＝314（平方米）．

答：花坛的实际的面积是 314平方米．

【点评】此题主要考查圆的面积的计算方法和应用比例尺画图．关键是明白图上距离、

实际距离和比例尺的关系．

六、应用题．（26分）

30．（5分）一堆煤，原计划每天烧 3吨，可以烧 96天，由于改建炉灶，每天节约 0.6吨，

这堆煤可以烧多少天？（用比例的知识解决）

【分析】根据题意知道一堆煤的总重量一定，每天烧煤的吨数×烧煤的天数＝一堆煤的

总重量（一定），所以每天烧煤的吨数与烧煤的天数成反比例，由此列出比例解答即可．

【解答】解：设这堆煤可烧 x天，

（3﹣0.6）×x＝3×96

2.4x＝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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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20

答：改建后这堆煤可以烧 120天．

【点评】关键是判断出每天烧煤的吨数与烧煤的天数成反比例，注意 0.6吨不是每天烧煤

的吨数而是每天节约的吨数．

31．（5分）一个电饭煲现价 140元，比原价便宜了 60元，便宜了百分之几？

【分析】先求出原价，然后用便宜的钱数除以原价即可求解．

【解答】解：60÷（140+60）

＝60÷200

＝30%

答：便宜了 30%．

【点评】本题是求一个数比另一个数少百分之几，关键是看把谁当成了单位“1”，单位

“1”的量为除数．

32．（5分）一个圆柱形铁皮油桶，底面直径和高的比是 4：3，已知直径是 12分米．这个油

桶能盛油多少升？做这个油桶至少可用铁皮多少平方分米？（得数保留整平方分米）

【分析】此题就是要求这个底面直径 12分米，高 12÷ ＝9分米的圆柱的表面积和容积，

利用圆柱的表面积和容积公式即可解决．

【解答】解：12÷ ＝9（分米）

3.14×（12÷2）2×9

＝3.14×36×9

＝1017.36（立方分米）

＝1017.36（升）

3.14×（12÷2）2×2+3.14×12×9

＝3.14×36×2+339.12

＝226.08+339.12

＝565.2（平方分米）

答：这个油桶能盛油 1017.36升；做这个油桶至少可用铁皮 565.2平方分米．

【点评】此题考查了圆柱的表面积＝底面积×2+侧面积；圆柱形容器的容积＝底面积×

高这两个公式的灵活应用．

33．（5分）在比例尺是 1：2000000的地图上，量得两个城市之间的铁路长是 40 厘米．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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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两列火车同时两地出发相对开出，4小时相遇．已知甲车与乙车速度的比是 3：2，甲

车每小时行多少千米？

【分析】根据“实际距离＝图上距离÷比例尺”，即可求得两地的实际距离，再除以相遇

时间求得两辆车的速度和，进而利用按比例分配的方法求出甲车每小时行的千米数．

【解答】解：两地的实际距离：

40÷ ＝80000000（厘米），

80000000厘米＝800千米，

两辆车的速度和：800÷4＝200（千米），

甲车的时速：200× ＝120（千米）；

答：甲车每小时行 120千米．

【点评】此题主要考查比例尺、图上距离和实际距离之间的关系，也考查了简单的行程

问题和按比例分配的问题．

34．（6分）小明看一本故事书，第一天看了 60页，第二天看了的页数比第一天少 20%，第

三天看了全书的 25%，三天看完，这本故事书一共有多少页？

【分析】由题意，第一天看了 60页，第二天看了的页数比第一天少 20%，那么第二天看

了 60×（1﹣20%），这两天一共看全书的 1﹣25%＝75%．因此，这本书的总页数为：[60+60

×（1﹣20%）]÷（1﹣25%），解决问题．

【解答】解：[60+60×（1﹣20%）]÷（1﹣25%）

＝[60+60×80%]÷75%

＝[60+48]÷75%

＝108÷75%

＝144（页）；

答：这本故事书一共有 144页．

【点评】解答此题，关键是找准单位“1”，在求第二天看的页数时，把第一天看的页数看做

单位“1”；在求这本书的页数时，把总页数看做单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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