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单元教科书说明和教学建议

一 表内乘法（一）

（一）单元教学目标

1. 结合现实情境，经历把几个相同数的连加表示成乘法算式的学习过程，初

步理解乘法的含义，知道乘法算式各部分的名称，会读、写乘法算式。

2. 经历编1~5的乘法口诀的过程，知道乘法口诀的来源，熟识1~5的乘法口

诀并能熟练地口算1~5的乘法。

3. 在具体的情境中初步感知乘加、乘减式题的运算顺序，会计算乘加、乘减

式题。

4. 在编乘法口诀的过程中，初步培养抽象、概括以及发现简单规律的能力，

增加自主学习的意识，感受学习成功的乐趣。

5. 结合情境图，在学习中受到热爱自然、热爱科学、保护环境等方面的教育，

在情感、态度方面健康发展。

（二）单元内容分析

本单元是学习乘法的开始，主要由乘法的初步认识、1~5的乘法口诀、用乘法

口诀求积、乘加和乘减式题的意义与计算以及应用乘法口诀解决简单的实际问

题等内容构成。这些内容不仅在日常生活中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而且也是学

生今后学习 6~9的乘法口诀，表内除法，一位数乘两、三位数以及两位数乘两位

数等知识的基础。

本单元先教学乘法的初步认识，然后教学1~5的乘法口诀，同时教学用乘法

口诀求积。在 1~3的乘法口诀之后安排了乘加、乘减计算。这样编排能使学生

及时地巩固所学的乘法口诀，进一步理解乘法的含义。

在乘法口诀的编排上，将传统的 1的乘法口诀编为 1句、2的乘法口诀编为

2句……5的乘法口诀编为 5句，改为 1的乘法口诀编为 9句，2的乘法口诀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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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句……5的乘法口诀编为5句。这样编排的原因：一是几个几连加在写成乘法

算式时，不考虑因数的位置。如 5个 3连加，可以写成 3×5，也可以写成 5×3。这

样就不需要从几个几所表示的含义编乘法口诀，而直接从乘法算式的读法来编

出口诀。二是1~5的乘法口诀虽然句数较多，但涉及的数字较小，学生比较容易

看出相邻两个乘法算式之间的联系，便于编出乘法口诀。三是为学生探索编乘

法口诀的方法留下了较大的空间。

本单元中各节教学内容在编排上有以下共同特点：

1. 利用情境图为学生编乘法口诀提供素材。

乘法算式是编乘法口诀的依据，而根据学生现有的知识经验，必须通过加法

得到乘法算式的积。为了帮助学生理解乘法口诀的来源，教科书在 1~5的乘法

口诀的编排中，每小节一开始都配合例题安排一幅插图，为引导学生得出乘法算

式提供了有用的素材。

2. 乘法口诀和利用乘法口诀求积穿插编排。

教科书在每编完一部分乘法口诀后，就安排利用相应的乘法口诀求积内容。

这样穿插编排的目的，一方面可以使学生及时巩固所学的乘法口诀，另一方面还

可以分散记忆乘法口诀，减轻学生记忆负担。另外，从用2的乘法口诀求积开始，

教科书就出现利用一句乘法口诀可以求出两道乘法算式的积，使学生更加完整地

理解乘法口诀的意义。

3.将乘法口诀的学习与解决实际问题有机联系，让学生体验数学学习的价值。

教科书在编写时，无论是乘法意义的教学，还是乘法口诀的教学，都以解决实

际问题作为学生探究新知识的动机。例如教科书第2页例1的“共植了多少棵树”，

第7页例2的“共有几人在滑冰”，第15页例3的“共有多少人”等都充分体现了这一

特点。同时，教科书在每节的练习中，也编排了提出数学问题或解决简单问题的内

容。这样编排，能够让学生体验数学学习的价值，感受数学学习的乐趣。

[单元教学重点] 在理解乘法运算的基础上熟练掌握并记忆1~5的乘法

口诀。

教材通过安排插图，以及反映相同加数连加变化过程的表格，来帮助学生理

解乘法口诀的来源，突出本单元的教学重点。

[单元教学难点] 理解乘法运算的含义，知道相同加数相加可以用乘法

计算。

教材采用接受学习的方式，对相同加数连加算式，指出“像这样的加法还可

以用乘法计算”，给出与加法相对应的乘法算式，得出“求几个相同加数的和，可

以用乘法计算”，以突破教学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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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单元教学建议

1. 重视“乘法的初步认识”的教学，注意沟通加法与乘法间的联系，为乘法口

诀的教学奠定基础。

“乘法的初步认识”是编乘法口诀的基础，应切实重视这部分内容的教学。

在教学中，首先要让学生体会相同加数相加用乘法算较简便，这既为学生编乘法

口诀时，通过沟通加法和乘法之间的关系，理解乘法算式的含义作了准备，又为

学生得出乘法算式中的积作了铺垫。其次要让学生知道乘法算式的读、写方法，

在学生通过连加算式得出乘法算式后，教科书再利用乘法算式的读法来编乘法

口诀。如4×8=32（读作4乘8等于32），4的这句乘法口诀就编为：四八三十二。

2. 加强操作、观察活动，在活动中感受规律、发现规律。

学生第一次接触乘法的意义及乘法口诀，刚升入二年级的学生仍以形象思维

为主。为了让学生更好地了解加法和乘法间的关系，同时为编乘法口诀作好准

备，本单元教科书的编写，提出了大量的“读一读”“摆一摆，说一说”“摆一摆，填一

填”“算一算，议一议”“画一画，填一填”等要求。在教学时，应通过组织操作、观察

和比较等活动，让学生在动手操作中感受规律，在观察中发现规律。同时，还要注

意将操作、观察与思考活动结合起来，使探究活动真正落到实处。

3. 注意培养学生初步的应用意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标准》在总目标中指出：通过义务教育阶段的数学学习，学生能体会数学与

生活之间的联系，运用数学的思维方式进行思考，增强发现、提出、分析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获得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一些基本方法，体验解决问题方法的

多样性，发展创新意识。

本单元在每个练习中，都安排了解决实际问题的题目，教师要充分利用教科

书给出的这些素材，引导学生把所学的数学知识应用到生活中去，解决身边的数

学问题，并了解数学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体会数学的价值。编口诀的过程是基

于同数相加的试题引出乘法运算，通过动手操作、观察、探究等学习活动，逐步体

会乘法运算的意义，这对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有积极作用。

4. 充分发挥教科书插图的作用。

教科书在 1~5的乘法口诀中安排的插图为学生提供了列出加法算式、乘法

算式的素材，教师要充分利用插图引导学生明确乘法口诀的来源，并从中感悟相

邻两句口诀之间的联系，让学生主动参与到编乘法口诀的过程中来。同时，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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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还有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品德、情感态度等方面的作用，教学时要注意充分

发挥它们各方面的育人功能，以促进学生知识、能力、情感态度的全面和谐发

展。如5的乘法口诀插图，教学时除了利用它数出1面旗上有5个圆环，数或算出

5面旗上有25个圆环，进而得出5×5=25外，还要充分挖掘画面中关于热爱祖国、

了解奥运会、增进世界人民大团结等教育功能，以此让学生在编5的乘法口诀的

过程中，同时接受思想品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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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主题图是学生熟悉的校园环

境和校园生活的场景，这样安排一方面

使学生产生亲切感，另一方面这幅图给

学生提供了看、数、说等素材。

（1）这些素材的共同点是可以用同

数连加的方法来解决计算总数的问题。

这样不仅可以让学生在数的过程中体会

“几个几”的含义，而且还为同数连加算

式转化为乘法算式，沟通加法和乘法之

间的关系，进而体会乘法的含义作好了

必要的铺垫。

（2）对于主题图，教师要让学生仔细

观察，并说说画面上的内容。学生观察

时，教师要有意识地把他们的注意力吸

引到图中 3个小朋友提出的问题上，并

引导他们采用有利于引出乘法的方法数

数。如根据左上面小男孩说“每层楼有

9扇窗户，3层楼共有多少扇窗户”的问

题，引导学生一层一层地数，即有1个9，
2个9，3个9。教师特别注意让学生体验

数数的过程，充分尊重学生对解决问题

方法的选择，不必强求一致。无论学生

是通过一个一个地数来解决问题，还是

用连加计算来解决问题，目的是让学生

初步感受到他们用的方法比较麻烦，并

由此产生一种新的学习需求。

（3）有条件的教师可将情境图做成课件，配合学生数数的过程，闪动画面，为突出同数连

加起到一定作用。

（4）根据学生的已有经验，大部分学生可能会列出连加算式来解决情境图中提出的问

题，这时教师可乘机说明除了这种方法外，还可以用别的方法解决，进而引出以下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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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安排了2个例题。本节是学生学习乘法的开始，内容包括结合具体情

境初步建立乘法的概念，了解乘法各部分的名称，掌握乘法算式的读法和写法，

并获得求相同加数的和用乘法计算比较简便的感受，这些内容将为学生后续学

习乘法口诀，熟练地口算表内乘、除法打下基础。建议用 3课时完成。第 1课时

教学单元主题图和例1，完成课堂活动第1题和练习一第2，6题；第2课时教学例

2，完成课堂活动第2题和练习一第1，3，4题；第3课时进一步理解乘法运算的意

义，完成课堂活动第3题和练习一的其他题。

★例 1的情境图是排列有序的树

苗。学生从不同角度来解决“共植了多

少棵树”的问题，为列出同数连加的算式

作好准备。

（1）小男孩提出的“分别表示几个几

相加”这一问题，目的是让学生说出“8+
8+8+8”表示“4个8相加”，“4+4+4+4+4+
4+4+4”表示“8个4相加”。同时，感受两

个算式的共同点，即都表示几个几相加，

为乘法含义的引出作好了铺垫。

（2）由于如何将同数连加算式过渡

到乘法算式学生是无法进行探究的，教

科书采取了让学生接受学习的方式，即

通过对话框指出“像这样的加法还可以

用乘法计算”，并直接给出了与加法相对

应的乘法算式。

（3）接下来将乘法算式与相应的连

加算式进行对比，并从中感受“用乘法算

真简便”，进而达到初步认识乘法含义的

目的。然后，对照算式告诉学生：“×”叫
作乘号，这两个算式都是乘法算式，并介

绍乘法算式的读法。

★例2是根据排列有序的花盆图提

出了“共有多少盆花”的问题，并分别呈现了用连加法和乘法来对此问题的解决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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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和例1不同的是例2不再将连加

算式与乘法算式一一对应，而是只列出

一道连加算式，并由此得出两道乘法算

式，即 6个 3连加，可以写成 3×6，也可以

写成 6×3。同时介绍了乘法算式中各部

分的名称。

（2）先明确要解决的问题，再观察图

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学生可能会用连加

法，也可能会直接写出乘法算式，再通过数

或加法算式得出结果。不论学生用哪种办

法解决问题，都应让学生说说是怎样想的，

并强调都是“几个几相加”的结果。

（3）让学生观察、比较列出的加法和

乘法算式，组织小组讨论、交流，引导学

生得出例2对话框内的结语。

★课堂活动第 1题是读乘法算式，

为编乘法口诀作准备。建议教学时将乘

法算式做成卡片，让学生看卡片规范地

读出算式。

★课堂活动第 2题是“看算式摆一

摆，说一说”，进一步巩固加法与乘法之

间的联系。教学时，可根据教科书提供

的范例给学生进行示范，即乘法算式3×2，可摆3组，每组2根小棒，也可以摆2组，每组3根
小棒。然后再组织学生边说边摆，可以是自摆自说，也可以同桌2人你摆我说。如发现学生

在摆的过程中是一根一根地摆小棒，教师要及时纠正。

★课堂活动第 3题给学生提供了互动及表达解决问题过程的机会，使学生在“摆”和

“说”中，体会乘法含义。教科书只提供了一个范例，实际教学时可组织学生进行其他摆一摆

和说一说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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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一的编排是围绕相同数连加

和乘法之间的关系进行，对学生巩固乘

法的初步认识，达成相应的教学目标起

到较大作用。练习的形式多样，但每道

练习题各有侧重，整个练习的编排，体

现出一定的层次性。

★第1题是通过观察实物情境图先

列出加法算式，再根据加法算式写出乘

法算式。让学生进一步体会相同加数

连加的算式可以用乘法算式表示。

★第2题仍然是借助连加算式写出

乘法算式，但脱离了具体的实物情境。

教学时应注意，乘法算式有2种写法，只

要是正确的都应给予肯定。如 5+5+5=
5×3或5+5+5=3×5都是正确的。

★第3题则是为巩固对乘法算式的

认识及其读、写，理解乘法算式中各部

分的名称而安排的。

★第 4题是脱离加法算式，直接写

乘法算式。但对于学习有困难的学生，

教师可根据实际情况，仍然引导其先写出连加算式，再写出乘法算式。教学中应尊重学生的

认知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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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题的第（3）小题，如果学生看图

有困难，那么教师要给予引导提示：每个

大格表示5个单位，有5个大格，也就是5
个5相加，所以应该是5×5=25。

★第 5题也是脱离加法算式，直接

写乘法算式。教学时应引导学生完整、

全面地进行观察、思考，先由实际事物抽

象到几个几的语言描述，再到写乘法算

式。这其实就是完整的乘法算式的抽象

过程，应让学生在观察过程中进一步体

会乘法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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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题可通过不同角度观察图来

列出乘法算式。对于左图，如果学生按

每个乒乓球台的人数来数，即 1个 4，2
个 4，3个 4，就会列出 4×3=12（人）或 3×
4=12（人）。也可能有学生将打乒乓球

的小朋友按每 2人 1组来数，列出 2×6=
12（人）或 6×2=12（人）。无论学生列出

怎样的乘法算式，只要能说出道理都应

给予肯定。

★第 7题是一道文字性填空题，没

有直观图形作支撑，教师应要求学生在

充分思考后完成。其中第（2）小题很好

地建立了一道乘法算式与两道连加算

式之间的联系，教师应引导学生再次体

会乘法算式的含义。

★第8题是通过不同的表现形式，建

立加法和乘法的联系。教学时，教师应让

学生先观察、思考，再连线，以促使学生更

深入地思考两种运算之间的联系。

★第9题是选取单元主题图中的部

分情境，让学生通过看图并利用乘法的

含义来解决问题，以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应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教学时，可

以让学生说出荡秋千和接力赛跑的同学分别有几组，每组几人，引导学生写出乘法算式。由

于还未学习乘法口诀，乘法算式的结果和叙述需要通过看图得出。不过教师可以适时提出：

等同学们以后学习了乘法口诀，乘法的计算就会很简便了。这样，学生对后面乘法口诀的学

习产生了认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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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安排了3个例题。由于1的乘法口诀比较难理解，本册教科书采取了

先教学 2的乘法口诀，然后教学 1的乘法口诀的编排顺序。建议用 3课时完成。

第 1课时教学例 1、例 2，完成第 8页的课堂活动第 1，2题和练习二第 1，2题；第 2
课时教学例3，完成第9页的课堂活动第1，2题和练习二第3，4，5题；第3课时巩

固1，2的乘法口诀，完成练习二第6，7题和思考题。

★例 1以熊猫摆筷子、数筷子的双

数的情境引入，蕴涵了 1个 2，2个 2……
9个2分别是几。

（1）通过表格，写出了与“双数”对应

的“根数”，为列出乘法算式作好准备。

（2）在表格的下面，将每个加法算

式、乘法算式、口诀对应排列。这样编

排，既便于学生理解由加法算式写出乘

法算式，再由乘法算式引出乘法口诀的

过程；又便于学生观察口诀之间的联系。

（3）从“二二得四”到“二六十二”这

5句口诀，本册教科书将口诀的来源及

口诀完整编出，后 3句口诀则只写出加

法算式和乘法算式，目的是让学生在找

出一定的规律后，通过类比的方法编出

后面的乘法口诀。

（4）对于“相邻两句口诀之间有什么

联系”这一问题，教师应引导学生充分地

观察、思考、表达、交流，以便更好地理解

相邻两句口诀之间的关系。

★例2是2的乘法口诀的实际运用，

即根据口诀求出乘法算式的积，并让学

生知道一句口诀可求出两个乘法算式

的积。

如果学生直接从图中数出有8人，教师可给予引导，再启发学生用乘法算式表示出共有

多少人？对于4×2，如有学生说用“四二得八”，教师可告诉学生，编乘法口诀时，通常将两个

因数中较小的一个放在前面。所以计算4×2时，仍然用“二四得八”这句口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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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活动第 1题是通过让学生动

手摆小棒，说出乘法算式和口诀，加深对2
的乘法口诀的理解。教学时，可采取多种

形式进行，加深学生对2的乘法口诀的理

解。特别注意除“摆2次”外，其他的摆法

都要启发学生说出2个乘法算式，巩固用

一句乘法口诀计算两道乘法算式的知识。

★课堂活动第 2题是对口令，目的

是通过对口令的形式，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培养他们的合作意识。教学时，可

采取师生、生生对口令等形式，对2的乘

法口诀进行复习和巩固，使学生熟悉口

诀并会运用乘法口诀。要注意在对口令

的过程中，提示学生用一句乘法口诀对

出两道乘法算式的活动。

★例3是教学1的乘法口诀，和例1
比较，例3没有写出与乘法算式相对应的

连加算式，而是增加了小棒图，为编1的
乘法口诀提供了较为直观的材料。

（1）通过直观观察，得出乘法算式。

为了让学生能较好地理解 1的乘法口

诀，本册教科书将小棒图与算式、乘法口

诀对应排列。

（2）由于有了2的乘法口诀作基础，

同时1的乘法口诀的规律较突出，所以教科书只完整地出现前两句口诀，其他7句口诀，则留

给学生自己去完成。最后为了让学生熟记1的乘法口诀，还在对话框中总结出了“1乘几，积

就是几”的规律。

（3）注意引导学生在摆2根、3根……9根小棒时，都要1根1根地摆，尽可能地让学生边

摆边数，如摆5根：1个1，2个1……5个1，让学生感受“几个1得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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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活动第 1题是为了及时巩固

1的乘法口诀而编排的。教学时应让学

生变换多种形式对口令，如一位同学说

上半句，另一位同学接下半句；或先说下

半句，再补充上半句。

★课堂活动第 2题是用乘法口诀求

积，也是例 3的补充练习。教师应让学

生在充分交流、活动的过程中理解用一

句乘法口诀可求出两道乘法算式的积。

★练习二第 1题，教师要引导学生

根据 2的乘法口诀填出车轮的个数，以

加强学生对2的乘法口诀的记忆。

★第 2题，教师应要求学生准确地

将口诀补充完整，可以先不追求速度，但

必须做到准确。

★第 3题是利用 1，2的乘法口诀求

积的练习，并让学生明确因数相同的乘

法算式，都可以用同一句乘法口诀求出

它们的积，如2×7和7×2都可以用“二七

十四”这句口诀求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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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题除巩固 2的乘法口诀外，

还帮助学生初步感受到“2乘几得到的

积都是双数”，为今后学习 2的倍数、偶

数等知识作铺垫。因此，在教学中除了

让学生按要求将积圈起来外，还应引导

学生认真观察圈起来的这些数，找出它

们的共同特点。

★第5题是在准确算出乘法算式的

积之后再进行大小比较。

★第 6题是一道变式对比练习，目

的是让学生理解加法和乘法的含义及

其计算方法的区别，从而更加明确乘法

的含义，巩固用乘法口诀求积的方法。

★第 7题是结合实际问题，让学生

根据乘法的含义列出算式，同时根据口

诀求出积。编排意图是为了加深学生

对乘法含义的理解，并灵活地、熟练地

运用所学的乘法口诀解决生活中的实

际问题。

★思考题是通过数形结合，让学生

初步感受代换的数学思想，同时培养学生灵活应用2的乘法口诀的能力，发展应用意识。

思考题是提供给学有余力的学生选用的，不作统一要求。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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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安排了编3的乘法口诀和用3的乘法口诀求积，以及乘加、乘减计算等

3个例题和有关的课堂活动。建议用 4课时完成。第 1课时教学例 1，完成第 12
页课堂活动第1题和练习三第1、2题；第2课时教学例2，完成第12页课堂活动第

2、3题和练习三第3~6题；第3课时巩固3的乘法口诀，完成练习三第7~10题；第4
课时教学例3，完成第15页课堂活动和练习四。

★例 1以跳绳为背景，一方面激发

学生的兴趣，另一方面使学生感受数学

与生活的密切联系。

（1）情境图有意识地安排 3个小朋

友为 1组，共有 9组小朋友跳绳，为列出

有关3的乘法算式提供了素材。

（2）用表格形式对跳绳小朋友的组

数和人数进行统计，包含了几个 3是多

少的乘法计算。

（3）表格中 9，12，15…这些数据，是

通过看图直接数或用加法计算得到的，

这些是编3的乘法口诀所必需的。为了

突出教学重点，教科书给出了从3组到6
组的人数，这为编 3的乘法口诀作好了

准备。

（4）由于学生已经有了编 1，2的乘

法口诀的经验，在编3的乘法口诀时，本

册教科书省去了先由加法算式过渡到乘

法算式这一过程，而是从给定的情境中

直接得出乘法算式，再由乘法算式编出

口诀。

（5）通过小组讨论、交流“怎样记住这

些口诀”的问题，让学生充分发表自己的

意见，把关注点引导到发现相邻两句口诀

间的联系上，并以此帮助学生记忆口诀。

★例2是利用3的乘法口诀求积，目

的是让学生进一步掌握 3的乘法口诀。

对于“7×3”，这是有意识地安排前一个因数大于后一个因数的乘法算式，一方面让学生灵活

运用3的乘法口诀；另一方面，巩固用一句乘法口诀可以计算两个乘法算式的知识。

教学时可以让学生自己说出乘法口诀，然后填出结果。学生在说乘法口诀时，教师要关

注其口诀掌握的熟练程度，特别要关注那些每次都要从第一句乘法口诀说起的同学，使他们

不断提高对口诀的记忆水平，逐步达到脱口而出的熟练程度。

28



各单元教科书说明和教学建议

★课堂活动第1题是用小棒摆三角

形、说算式、说口诀，以调动学生多种感

官，掌握 3的乘法口诀。同时通过数形

结合，加深对3的乘法口诀的理解。

在活动中最好要求学生边摆边说

（说算式、说口诀）。如摆 1个三角形用

3根小棒，说乘法算式 1×3和乘法口诀

“一三得三”；也可采取一人摆，另一人说

等形式进行。

★课堂活动第2题是在表格中分别

圈出 3与 1~9各数相乘的积，活动时可

让学生独立完成，边说边圈。让学生观

察圈出的数，看有什么发现，不必提出过

高的要求。

★课堂活动第3题可采取多种形式

进行，如生生问、师生问对口令，还可以发

给学生卡片，让学生举卡片来对口令等。

★练习三的第 1，2题是 3的乘法口

诀的巩固练习。教学时与练习二的第

1，2题要求相同。第1题填表时，要求学

生心中想着3的乘法口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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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题是把口诀填完整，出现了

需要填因数的口诀，如“三（）十八”“（）

五十五”，需要教师提醒学生认真思考，

准确填写，这里不要求速度。

★第 3题是利用 3的乘法口诀求积

的练习。同样，教学时要尽可能地避免

学生说口诀时，每一次都从第一句口诀

说到需要的这句口诀的现象。

★第 4题是对乘法含义的巩固，并

熟练运用3的乘法口诀进行计算。教学

时先要让学生仔细看图，再根据图中给

出的信息解决实际问题。注意学生所列

乘法算式为 3×5=15或 5×3=15，4×3=12
或3×4=12都可以。

★第 5题是分别把 3乘 1~9各数的

积填在孔雀的羽毛上，进一步巩固 3的

乘法口诀。

★第 6题是利用 1~3的乘法口诀求

积的练习。在学完3的乘法口诀之后，引

导学生巩固用1，2，3的乘法口诀求积的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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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题是根据一句乘法口诀写两

个乘法算式的题目，其目的是让学生进

一步体会一句乘法口诀可以计算两道

乘法算式。

★第 8题是巩固 1，2，3的乘法口诀

知识，也包含了“交换因数的位置，积不

变”的知识。练习时可让学生先算得数

再连线。

★第 9题以表格的形式出现，一方

面可以让学生直观地看出4个3是12，2
个 6是 12（即 3×4=12，6×2=12）；另一方

面还可以看出12可以分成2个6，4个3，
为学生学习表内除法作了一定的铺垫。

★第10题要引导学生认真观察，理

解图意，找到有用的数学信息，然后运

用3的乘法口诀来解决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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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是教学乘加、乘减计算。

（1）出示情境图让学生观察，并说说

从画面上看到了什么（也可以制成课件，

闪动相应画面，突出 3人一组的有 3个

组、2人一组的有1个组）。

（2）以情境为支撑，通过 3位小朋友

的对话，对利用乘加、乘减来解决问题的

计算方法进行提示。

（3）要注意这一安排没有介绍混合

运算及其运算顺序的意图，这里是借助

直观解决问题，并巩固已学知识。对于

3×3+2或 3×4-1的计算不必强调先算乘

法，再算加减法。

★课堂活动第1，2题是让学生在动

手操作的过程中感受乘加、乘减式题的

计算方法。

教学时可以先摆出不同的图形，然

后让学生说出算式并计算。要注意提示

学生摆出来的图形可以进行乘加、乘减

计算，一种摆法可能有多种解决方法，对

于学生说出的不同算式，只要合理，都应

给予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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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四的第 1题是用 2，3的乘法

口诀求积的口算练习，它是进行乘加、

乘减计算的基础。

★第2题是借助直观观察让学生巩

固乘加、乘减知识。要先引导学生看

图，说图意，再启发学生列出乘加或乘

减算式并进行计算。

★第3题是脱离具体情境支撑的乘

加、乘减计算，教学时可引导学生口述

计算过程，如“3乘4得12，再加3得15”。

★第4题，要教给学生一定的方法，

即先计算，并把算出来的结果写在算式

下面，再找到结果相同的算式，最后用

线将结果相等的算式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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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4的乘法口诀”安排了2个例题。建议用2课时完成。第1课时教学

例 1，完成课堂活动第1，2，3题和练习五第1，2题；第2课时教学例2，完成练习五

第3~7题和思考题。

★例1是4 的乘法口诀，与3的乘法

口诀的编排基本相同。

（1）出示汽车图，并结合汽车图下面

的表格引导学生观察汽车辆数与车轮个

数之间的关系。

（2）填出7，8，9辆汽车的车轮个数，

并引导学生以“三四十二”为基础编出后

面的乘法口诀。教师可提问：“你们是怎

样编出这些口诀的？”让学生说出理由。

（3）前面在编完1~3的乘法口诀后，

都有“相邻两句口诀间有什么联系”“怎

样记住这些口诀”等提示语，而这里没有

类似的提示语，目的是让学生把找口诀

的规律作为一种自觉行为，并主动利用

相邻两句口诀之间的联系去记住4的乘

法口诀。

★例2是利用乘法口诀求积。一道

是乘号前的因数小于乘号后的因数，另

一道则相反。学生已接触过类似的计

算，只在对话框提出了要求，目的是让学

生熟悉4的乘法口诀。

★课堂活动第1题是通过动手操作

巩固乘法的含义和4的乘法口诀。由于学生有了1~3的乘法口诀的基础，所以这一活动的要

求比前面的课堂活动提高了，即边摆、边填、边说。

★课堂活动第2题目的是巩固4的乘法口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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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活动3是一个富有趣味性的

游戏。通过此游戏，不仅复习了 4的乘

法口诀，还对前面的 1~3的乘法口诀进

行了复习，同时还可以培养学生思维的

灵活性。

教学时可组织学生通过游戏算出

3只、4只、5只……青蛙嘴的张数、眼睛

的只数和腿的条数。游戏形式可以多

样。在游戏的过程中，还可以让学生配

上手势动作，使活动变得生动有趣。

★练习五第 1题，一改前面用单个

算式来练习乘法口诀的形式，既让学生

巩固了 4的乘法口诀，同时也让学生初

步知道一个因数不变，另一个因数变大，

积就变大；一个因数不变，另一个因数变

小，积就变小这一规律。学生独立完成

后，教师可以问学生发现了什么。对于

学生的发现，不作过高的要求，不必强求

完整地叙述所发现的规律。

★第2题是补充口诀中的第1（或第

2）个因数的练习，如四（）二十，（）六十

八等。这样编排，可考查学生是否灵活

地、熟练地掌握口诀。

★第3题是用1~4的乘法口诀求积。教学时，可以通过“比一比，看谁做得又对又快”的

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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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题是一道有趣味性的练习

题。一方面可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另一方面巩固 1~4的乘法口诀。可

以采取小组竞赛的形式进行练习，教师

要关注学生是否积极参与，如果认为题

目少，可酌情补充。

★第 5 题是借助学生熟悉的实

物——书桌，解决求 4张这样的书桌有

多少个抽屉、多少扇门及多少条腿的问

题，其目的仍是为了巩固4的乘法口诀。

★第6题，通过圈数，并让学生观察

圈的数，问学生发现了什么，可以对学生

进行启发，有所体验即可，不必提出过高

要求。

★第 7题要引导学生认真观察，找

到有用的数学信息，然后运用相应的乘

法口诀来解决实际问题。

★思考题是利用数形结合，既巩固

对长方形的初步认识的知识，也巩固用

4的乘法口诀求积的知识。可先让学生

找出每个图中的长方形，只要明确每个

图有几个长方形，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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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安排了2个例题，其编排与1~4的乘法口诀编排的相同点是继续利用

情境图作为学生观察和学习的素材，以此作为编5的乘法口诀的依据；不同点是

不再进行一些提示，目的是让学生充分利用已有的知识和经验来构建新的知

识。建议用 2课时完成。第 1课时教学例 1，完成课堂活动第 1，2题和练习六第

1，4，5题；第2课时教学例2，完成课堂活动第3题和练习六第2，3，6题。

★例1是编5的乘法口诀。

（1）出示情境图，引导学生观察1面
奥运会会旗上有5个圆环。

（2）在补充表格前先问学生 5 面、

6面五环旗对应的圆环个数是怎样得到

的，引导学生采用 5个 5个地数的方法，

然后启发学生用上面的方法分别得出7
面、8面、9面旗的圆环个数。鼓励学生

根据表格中的数据写出乘法算式，并自

主编出口诀。

（3）编完5的乘法口诀后，可以让学

生说一说 5的乘法口诀一共有几句，相

邻两句口诀之间有什么联系等，以帮助

学生更好地记忆口诀。

★例2是利用5的乘法口诀求积，目

的是巩固5的乘法口诀。

对于“算一算”，可以提问：这几个乘

法算式各用了哪句口诀？并让学生读一

读这4个乘法算式，初步感知5乘几的积

的个位上数字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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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活动 1是对 5的乘法口诀进

行训练，同时也可以复习巩固 1~4的乘

法口诀。

★课堂活动 2是以说、唱儿歌的形

式让学生边拍手边说，或边表演边唱。

★课堂活动 3的编排意图，一是让

学生通过算，巩固1~5的乘法口诀；二是

由于 5乘 1~9各数所得的积有一定的规

律可循，通过算和议，让学生感受和发现

积的规律，有助于记忆 5的乘法口诀。

然后引导学生仔细观察“发现了什么”，

组织小组讨论，尽可能地让学生自己说

出 5与 1，3，5，7，9相乘的积的个位上都

是 5，5与 2，4，6，8相乘的积的个位上都

是0，为以后学习5的倍数特征作铺垫。

★练习六第 1题是在巩固 5的乘法

口诀的基础上继续让学生感受一句口诀

可以写出两个乘法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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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题要先计算，再比较。可能

个别学生会有困难，教师要注意辅导。

练习时，可让学生判断大小后提问为什

么，使学生不仅知其然，还能知其所

以然。

★第3题可采取比赛形式进行。

★第 4题在学生独立完成后，引导

学生竖着观察，发现每组 3个算式之间

的联系，以便记忆有关口诀。

★第5题要求学生填“+”“-”或“×”3
种运算符号，主要是检测学生掌握20以
内的加、减法及 1~5的乘法口诀的熟练

程度，培养学生的数感和符号意识。学

生填了运算符号之后，引导学生说说是

怎样想的，再组织学生对 5+5=10，5×5=
25，5-5=0等进行比较，让学生感受到运

算符号不同，得到的结果就不一样。

★第6题计算每板药的粒数和每盒

药的粒数。特别是每盒药的粒数，又与

每板药的粒数和板数有关，所以既可以

培养学生的观察分析能力，同时还能巩

固5的乘法口诀。

39



义务教育教科书·数学教学参考书

第6节“整理与复习”，是根据学生的年龄特征，主要以练习的形式对本单元

所学内容进行系统整理复习。建议用2课时完成。第1课时教学整理与复习第1
题和练习七第1~5题；第2课时教学整理与复习第2，3题和练习七第6~8题。

★第 1题是通过完善、朗读、背诵

1~5的乘法口诀表，以及找到表中乘法

口诀的排列规律，对 1~5的乘法口诀进

行归纳和整理。

（1）先让学生把表补充完整，完成之

后，可以引导学生横着读、竖着读。读的

形式可以多样，目的是在读的过程中，初

步感受排列的规律。

（2）小组合作找出 1~5乘法口诀的

排列规律，并开展交流与评价。至于横

背、竖背口诀，不作统一要求。

（3）对于第（2）小题，教师可准备一

套乘法算式卡片，并组织小组合作摆一

摆，不管学生是按乘法口诀表摆出的算

式，还是其他摆法，只要能说出他们摆的

规律，就要给予肯定。

★第 2题是对 3，4，5的乘法口诀的

复习巩固，又蕴含了“间隔的问题”。教

学时，可引导学生依次画出小动物跳过

的弧线，边画边说“一三得三，二三得六，

三三得九，三四十二”，这时列出的乘法

算式就是3×4=12…之后，引导学生观察

发现：从 0到 3是 4个数，有 3个间隔，0
和 3之间隔着 1和 2两个数……为以后

学习有关问题作好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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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题是看图列式计算，对乘法的

含义及用1~5的乘法口诀求积等知识进

行复习。教学时先让学生观察图中3种
颜色圆片的排列规律，之后写出算式，再

提问“为什么这样填，你是怎样想的”。

★练习七第 1题复习巩固用 1~5的
乘法口诀求积的知识。建议教师把这些

算式制作成口算卡片，进行经常性的练

习。本题也可以让学生比一比，看谁算

得又对又快。

★第 2题是用 1~5的乘法口诀求积

的又一种练习形式。教学时，可以要求

学生用直尺连线。

★第3题是乘加、乘减的口算练习，

可以要求学生竖着做题，或做完后竖着

观察，说一说你发现了什么。以此来培

养学生的观察和概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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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题是用乘法口诀解决实际问

题。教学时先引导学生找到有用的数学

信息和所求问题，再列式计算。

★第 5 题是看图提数学问题的题

目。先让学生说说图意，再启发学生根

据图意提出数学问题，并尽可能地要求

学生提出用乘法解决的问题。如有学生

提出“5瓶牛奶和6个面包一共要用多少

元”等类似的问题，教师要给予肯定，同

时告诉学生这类问题要通过以后的学习

才能解决。

★第6题也是看图解决实际问题的

题目，教学时要让学生通过看图发现有

5只兔子这一数学信息。

★第7题是填写运算符号的题目，目

的是加强加法和乘法两种运算的对比。

★第 8题是一道逆向思维的题目。

教学时可先让学生分别写出积为 18，16
的所有乘法算式，学生在写乘法算式时，

可启发学生按一定的规律写，最后让学

生观察算式，说说想到了什么，启发学生说出“交换因数位置，积不变”，以及“两个不同因数

相乘，积可能相等”。注意：这里不作统一要求，根据学生情况灵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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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单元教学资源

1. 乘法的意义。

“数（shù）来源于数（shǔ）。”首先，在自然数的认识中，学生的计数活动是建

立在一一对应基础上的。如学生指着水桶进行计数1，2，3，由此来认识水桶的个

数（如图1）。但是，生活中还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如给3个学生分苹果，每个学

生分 2个，需要多少个苹果？我们指着每一位学生来进行计数 2，4，6，从而算出

苹果数量（如图 2）。此时，每位学生与 2个苹果相对应，这种计数活动是建立在

“多与一对应”基础上的，是一个等距跳数的过程。学生即使不学习乘法知识，也

能利用这种计数方法解决类似问题。如图 3，4双袜子有多少只？2个骰子有多

少个面？这种建立在“多与一对应”基础上的等距跳数是学生在生活中获得的数

学经验，是乘法学习的基础。

图1 一一对应 图2 多与一对应 图3 袜子与骰子

“多与一对应”是在“一一对应”基础上的发展，对学生来说是一个具有挑战

性的进步，它建立了加法运算与乘法运算之间的连接。图 4中每个花瓶中都有

5朵花，从而数量相同的要素构成一个群组，若干个花瓶就是若干个群组，这里乘

法的意义是“相等群组的求和”。在计算4个花瓶中花的朵数时，既可以利用加法

运算（5+5+5+5），也可以利用乘法运算（4×5）。

图4 相等群组求和

基于“多与一对应”的等距跳数是学生在生活中获得的非正规数学经验，对

于图4中花的朵数，学生以5为间距进行跳数5，10，15，20。等距跳数还可以利用

数轴来进行形象化表达（如图5）。所以乘法还具有“等距跳数”的意义。《标准》在

第一、二学段的内容标准中都设置了“探索规律”，即“探索情境中隐含的规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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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趋势”。“5，10，15，20”这个数的序列呈现出数的有规律的变化，是培养学生

函数思想的良好载体。

0 5 10 15 20 25 30
图5 数轴上的等距跳数

乘法运算同时还具有“排列”意义。图6中的蛋挞共有3行，每行有4个，共计

4×3=12个蛋挞。如果从另一个方向看，则共有4列，每列有3个蛋挞，共计3×4=
12个蛋挞。由此很容易探求出乘法的交换律a×b=b×a。

图6 “排列”意义

2. 关于乘法口诀。

乘法口诀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瑰宝，也是中华民族聪明才智的结晶。乘法口

诀简明易懂，读起来朗朗上口，体现了汉字单音节的优越性。教学时，要结合具

体情境，引导学生多读、多背、多用，这对正确、迅速计算有关问题有很大的作用，

熟记乘法口诀是提高基本计算能力的有效方法。同时，也可以培养学生爱国之

心及民族自豪感。

乘法口诀，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管子·轻重》云：“滤戏作造六峜以迎阴阳，

作九九之数以合天道。”《韩诗外传》云：“齐桓公设庭宴燎，待人士不至，有以九九

见者。”古时的乘法口诀，是自上而下，从“九九八十一”开始，至“一一如一”止，它

的顺序与现在相反。古人用乘法口诀开始的两个字“九九”作为此口诀的名称，

所以称九九表。我国春秋战国时代发明了十进位制，还发明了九九表。后来向

东传入高丽、日本，经过丝绸之路西传印度、波斯，继而流行全世界。十进位制和

九九表是古代中国对世界文化的一项重要贡献。

在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乘法口诀表实物是2002年在湘西里耶古城出土

的3万多枚秦简中的一枚，上面详细记录了乘法口诀。它与今天乘法口诀表不同

的是秦简上的口诀表不是从“一一得一”开始的，而是从“九九八十一”开始，到

“二半而一”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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