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单元教科书说明和教学建议

一 小数乘法

（一）单元教学目标

1. 理解并掌握小数乘法的口算方法，能迅速地、正确地口算一些简单的小数

乘法；探索小数乘法的笔算方法，能正确地进行笔算，并能对其中的算理作出合

理的解释。

2. 理解并掌握小数乘法的估算方法，能在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中，选择合适

的方法（口算、估算或笔算）进行计算。

3. 能借助计算器进行较复杂的小数乘法计算，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

4. 会用“四舍五入”法截取积是小数的近似值，会根据具体情况保留积的近

似值。

5. 体会小数乘法是解决生产、生活中实际问题的重要工具，感受小数乘法在

实际生活中的应用，进一步掌握一些解决问题的基本策略。

6. 在探究小数乘法计算方法和用小数乘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获得成功

体验，坚定学生学好数学的信心。

（二）单元内容分析

小数乘法是在学生已经掌握了整数乘法的基础上，借助学生已掌握的整数

乘法的计算方法来探讨小数乘法的计算方法。由于小数和整数都是按照十进位

制的位值原则书写的，所以小数乘法的竖式形式、乘的顺序、积的对位与进位都

可仿照整数乘法的相应规则进行，只要解决好小数点的处理问题就行了。为此，

本单元十分重视加强与整数乘法的联系，引导学生将整数乘法的相关经验迁移

到小数乘法中来。

本单元内容由“小数乘整数”“小数乘小数”“积的近似值”“问题解决”“整理

与复习”5部分组成，还配有单元主题图。

单元主题图呈现生活中应用小数计算的数学情境，让学生感受所学知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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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生活的联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学习单元知识的学习动力。单

元主题图通过大量的买卖情境，促成学生利用元、角之间的十进位制关系沟通小

数乘法与整数乘法的联系，有利于学生将新知识纳入到已有的认知系统中。

“小数乘整数”是利用学生熟悉的“元、角”之间的进率，把小数乘法转化为整

数乘法来计算。这是学习小数乘法的基础，由于只涉及把一个因数转化为整数

来乘，所以理解起来相对比两个因数都要转化容易一些。教科书通过这样的方

式来分散学生对小数乘法计算方法的理解难点，使学生能真正理解小数乘法要

转化成整数来乘的计算原理。

“小数乘小数”是在学生掌握了小数乘整数计算方法的基础上，把一个因数

是小数的乘法扩展为两个因数都是小数的乘法，要求学生借鉴小数乘整数的计

算方法来探讨小数乘小数的计算方法，全面掌握小数乘法的计算方法。这节内

容还包括只把其中的一个因数转化成整数还是要把两个因数都转化成整数、积

的小数位数不够时怎样处理、小数乘法的估算和小数的连乘等问题，因此在这一

节需要探讨的问题比较广泛，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学生能深入地理解和掌握

小数乘法的计算方法。

“积的近似值”是在学生掌握了“四舍五入”法取一个数的近似数的基础上，

用“四舍五入”法来取小数乘法的积的近似值。教科书重点从为什么要取近似值

和怎样取近似值两方面编排，这节内容只涉及用“四舍五入”法取积的近似值，用

“进一法”或“去尾法”取积的近似值由于涉及数学应用问题，要根据具体情况灵

活选用“进一法”或“去尾法”，所以这部分问题留在“问题解决”中去讨论。

“问题解决”是综合应用本单元知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这部分内容除了要

应用到小数乘法的计算方法外，还要涉及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和步骤，综合性强

是这部分内容的一个主要特点。一方面学生可以感受小数乘法计算在生活中的

应用价值，另一方面可以在提高学生对小数乘法计算方法的掌握水平的基础上，

进一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按照《标准》的要求，问题解决的

解题步骤一般不超过3步。

[单元教学重点] 理解并掌握小数乘法的计算方法，能正确进行小数乘

法的计算。

教科书通过“4.2元能转化成42角来计算”的这个事例，让学生感受转化在小

数乘法计算中的重要作用，以此来引导学生理解小数的计算方法；在小数乘小数

的教学中，通过“还是把它转化成整数乘法来计算”的对话，在沟通两部分知识的

基础上深化学生对计算方法的理解，并通过课堂活动和练习来提高学生对小数

乘法计算方法的掌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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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教学难点] 理解小数乘法的计算方法。

把理解小数乘法计算方法的过程分散在“小数乘整数”和“小数乘小数”中，

分散教学难点；再利用元、角之间的十进位制关系沟通小数乘法与整数乘法的联

系，有效地利用学生已经掌握的知识来理解新知识。

（三）单元教学建议

1. 启动已有认知经验，促进学生对小数乘法的自主建构

小数乘法是在学生已经掌握了整数乘法计算方法的基础上展开学习的，整

数乘法和小数乘法的计算方法联系得非常紧密，因此教学的时候，要有效地启动

学生已有认知经验，使学生清晰地理解知识的组织结构，有效地利用已经掌握的

整数乘法的计算方法来主要理解和掌握小数乘法的计算方法，促进学生主动

发展。

一是要抓住新旧知识的联结点，为新知识的学习架起认知桥梁。教学本单

元每个小节的知识前教师都要考虑学习这部分知识需要学生哪些已有的认知基

础，尽可能地给学生提供相应的学习准备。比如在教学小数乘整数前，可以先引

导学生复习整数乘法的计算法则、因数的变化引起积的变化和小数点位置移动

引起小数大小变化的规律等内容，通过复习让学生清楚地意识到这些知识与将

要学习的新知识的潜在联系，知道新旧知识是怎样联结的，让学生能借助新旧知

识的联结点主动地把这些知识运用于新知识的探究过程中，起到事半功倍的教

学作用。

二是要注意剖析新旧知识的分化点，让学生在比较和辨析中掌握新知识。

在帮助学生做好学习准备后，要及时引导学生对旧知识和新知识进行比较和辨

析，让学生发现新旧知识间的联系与区别。例如在教学小数乘小数的时候，可以

引导学生把小数乘小数的算式与小数乘整数的算式进行比较，让学生通过比较

明白这两个算式的计算都是把因数扩大一定的倍数，把小数转化成整数来计算，

计算出积后，再把积相应缩小；但不同的是，小数乘整数只是考虑一个因数扩大

的问题，而小数乘小数要考虑两个因数扩大的问题。这样通过比较和辨析，掌握

了两个算式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就能够抓住新知识的关键所在，在旧知识的基础

上找到解决新问题的办法和途径，从而在对比和辨析中理解和掌握新知识。

2. 突出对算理的探究，引导学生切实掌握小数乘法的计算方法

小数乘法的计算并不难，唯一的难点是对算理的理解。所以在本单元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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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要突出学生对算理的探究，通过学生对算理的主动探究，切实提高学生对计

算方法的掌握水平。

一是在教学过程中要突出“为什么这样算”，让学生明白并理解算理是掌握

小数乘法计算方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高度重视对算理的探究。

二是在学生主动探究算理的过程中，教师要及时加以点拨和指导。如“因数

扩大了多少倍”“因数扩大对积有没有影响，有什么影响”“一个因数扩大到原数

的10倍，另一个因数应该做什么处理，才能使积的大小不变”……这些问题对学

生探究算理都有导向和启发作用，可以使学生主动获得对算理的理解。

三是在算理的探究中，要突出一些核心的问题。比如“为什么要把小数乘法

转化为整数乘法”，这样的问题是小数乘法的关键所在，明白了这个问题，学生就

会把转化的过程变成自己的自觉行为，否则就是在机械地执行计算法则。要明

白为什么转化这个问题，一方面要考虑到已经掌握的知识（整数乘法的计算方

法）对新知识的影响，借助这种影响来学习新知识是数学学习中经常采用的一种

学习方法；另一方面要考虑到小数乘法和整数乘法有转化的条件，这是因为小数

和整数都是按照十进位制的位置值原则书写的，所以小数乘法的竖式形式、乘的

顺序、积的对位与进位都可仿照整数乘法的相应规则进行。出于以上两方面的

考虑，所以计算时要想到把小数乘法转化成整数乘法来计算。明白了这个核心

问题，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3. 加强应用，提高学生对小数乘法计算方法的掌握水平

学生通过探究掌握的计算方法，要在应用中得到巩固。

一是要加强课堂活动，通过课堂活动来深入理解算理。比如通过学生间的

相互讨论，通过学生对算理的解释和相互的追问，通过整数乘法计算方法与小数

乘法计算方法的对比，帮助学生深入理解小数乘法的算理。

二是加强计算的练习，提高学生对小数乘法计算方法的掌握水平。让学生

在计算过程中明白计算方法的操作过程，知道应该先做什么，再做什么。并且对

这种操作程序不断地练习，达到熟练掌握计算方法的效果。

三是加强小数乘法的应用，在应用过程中体会小数乘法的应用价值。教学

过程中要结合学生生活实际，让学生应用小数乘法来解决生活中的简单问题。

这样一方面可以让学生体会小数乘法的应用价值，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另

一方面在应用过程中学生可以进一步理解小数乘法的算理，熟练应用小数乘法

的操作程序，提高学生对小数乘法的掌握水平；另外学生还可以理解积的近似值

在生活中的应用价值，灵活地根据实际需要来取积的近似值。

13



义务教育教科书·数学教学参考书

第1节“小数乘整数”共安排了2个例题、1个课堂活动和1个练习，让学生借

助整数乘法的计算方法来理解和掌握小数乘法的计算方法。建议用2课时教学：

第 1课时，教学单元主题图，例 1、例 2，完成课堂活动和练习一第 1~3题；第 2课

时，教学练习一第4~11题。

★单元主题图采用了市场购物的

情境，通过购物呈现小数乘法在现实生

活中的具体应用，让学生知道小数乘法

在生活中应用得非常普遍，体会小数乘

法的应用价值，通过价值体验来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带着强烈的好奇

心和对现实生活的向往投入到本单元

的学习中去。

★主题图中的各部分情境在后面

的学习中都要出现，比如卖菜的情境出

现在“小数乘整数”中，缴水电费的情境

出现在“问题解决”中。这种主题图与

后面教学内容的连贯性不仅强化了本

单元知识编排的整体性，还有利于教师

从单元主题图中选择适当的情境来进

行教学。

★由于蔬菜的单价变化较大，并且

各个地方的价格不尽相同，建议教师可

以把蔬菜或水果价格按本地的实际情

况作适当的修改，使教学内容更贴近学

生生活实际。

★建议结合学校的实际，用多媒体课件营造生活情境。让学生切实感受到小数乘法在

日常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学生知道这些问题都要用到小数乘法的知识来解决时，教师还可以

进一步追问学生：“你在生活中哪些地方还用到小数乘法？”通过这样的追问让学生更真切地

感受到小数乘法在生活中的应用价值，进一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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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 主要探讨小数乘整数的

算理。

（1）教学中可以通过“6个 4.2连加，

也可以用乘法算”，让学生初步感受小

数乘整数的意义，但不作更深入的

探究。

（2）要注意小女孩的想法与小数乘

法计算方法的联系。其中的“4.2元=42
角”就是“把 4.2扩大到它的 10倍”，“42
角×6=252角”就是“42×6=252”，“252角

=25.2 元 ”就 是“ 把 252 缩 小 到 它 的

110 ”。这样对比起来分析，学生才能有

效地借助小女孩的想法来理解 4.2×6的
算理。

（3）教学中要突出“扩大到它的 10
倍”和“缩小到它的 110 ”的对比，通过这

样的对比让学生感受积不变的道理。

★在学生初步理解算理的基础上，

通过“买 9 kg萝卜，应该付多少元”进行

强化巩固，教科书有意颠倒整数和小数

的位置，让学生感受不管是小数在乘号

的前面还是在后面，计算方法都是一样

的，并且乘法中的交换律在这里同样适用，也就是说 9×1.8与 1.8×9的计算结果是完全相同

的，因此也可以写成1.8×9来算。教学时要重点让学生说一说计算过程，通过学生描述过程

强化学生对算理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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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2总结归纳小数乘整数的计算

方法。

（1）用“每袋糖果重×袋数=这箱糖果

重”的数量关系指导学生列式。

（2）在学生理解算理的基础上，重点

引导学生掌握计算方法。也就是把

0.75 × 24 的计算步骤概括为：①先把

0.75×24看作 75×24；②乘完后看因数有

两位小数；③从积的后面数出两位，点上

小数点；④点上小数点后，要遵循小数的

性质，把小数末尾的“0”全部去掉。

（3）在例 2和“试一试”的计算的基

础上，用“议一议”的方式引导学生概括

小数乘整数的计算方法，就是在计算小

数乘整数时，要先按照整数乘法的计算

方法算出积，再看因数中有几位小数，就

从积的后面数出几位，点上小数点。由

于在这段话中，确定小数点是最重要的

一个环节，讨论时要抓住这个关键环节

进行讨论。

★课堂活动是用对比方式沟通整数

乘法和小数乘法的联系，学生通过比较

可以发现，小数乘整数和整数乘法的计

算方法基本上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小数乘整数是把小数看成整数相乘，乘出积后还要确定小

数位数。这样沟通小数乘整数与整数乘法的联系，有利于加深学生对小数乘整数计算方法

的理解，也有利于帮助学生形成整体认知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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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一第1题要求口算是因为口

算是笔算的基础，提高学生的口算能

力，有利于学生计算能力的培养。在计

算方法上都要把小数乘整数看作整数

乘法来乘，学生有整数口算的基础，所

以没有安排专门的例题来讲口算，要求

学生把笔算的方法应用到口算上，又快

又对地算出结果。

★第2题选择了两个因数的各数位

上的数字相同，但小数位数不同的材

料，让学生一方面感受这些计算的整数

积都是 9652，不同的是小数点的位数。

通过这样的练习让学生感受因数的小

数位数在计算中的重要作用。

★第 3 题与第 2 题的意图大致相

同。由于第2，3题都不需要学生直接计

算，所以练习时要求学生应用小数乘法

的计算方法迅速地作出判断。

★第 4题不但要求学生计算出结

果，还要抽几道题让学生说一说是怎样

算的，通过学生说计算过程加深学生对

计算方法的理解。

★第5题用连线的方式，增强练习的趣味性。学生在练习中可以灵活地判断，比如3.9×
4的尾数应该是6，但究竟是不是15.6，还需要计算才能确定。但是在练习时学生的这些想法

都是应该鼓励的，这是学生计算能力增强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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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题要关注两个问题。一是

“长方形面积=长×宽”，二是小数乘法的

计算方法。

★第7题。

（1）指导学生计算出各个乘法算式

的积。

（2）比较这些积，思考在一个因数

不变的情况下，另一个因数的变化怎样

引起积的变化。比如因为 20是 5的 4
倍，3.5×20 的积是不是 3.5×5 的积的

4倍？

（3）讨论：整数乘法的积有什么样

的变化规律，小数乘法中是不是有同样

的积的变化规律？

★第8题。

（1）由于 0.098 升非常接近于 0.1
升，可以指导学生先估计结果为6.1升。

（2）指导学生笔算出精确的结果，

看是不是接近于估计结果。

（3）讨论：整数乘法的估算方法是

否适用于小数乘法？小数乘法中的估

算有什么作用？

★第9题和第8题处理方法相同，先用40桶水估计出一个结果，再看计算的结果是不是

接近于这个结果。

★第11题要进行有关环保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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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小数乘小数”共安排了5个例题、1个课堂活动和1个练习，把小数乘

整数的计算方法推广到小数乘小数。建议用4课时教学：第1课时，教学例1，完
成课堂活动第1题和练习二第1~3题；第2课时，教学例2、例3，完成课堂活动第2
题和练习二第4~6题；第3课时，教学例4，完成练习二第7~9题；第4课时，教学例

5，完成练习二第10~12题。

★例 1 主要探讨小数乘小数的

算理。

（1）黑板长3.1m，接近3m，教学中可

以把数据改成长 3m，宽 1.2m的黑板，要

求学生依据前面掌握的知识来求出黑

板的面积。

（2）然后让学生思考如果黑板的长

是3.1 m，宽1.2 m呢。对比3×1.2和3.1×
1.2，让学生切实感受“还是要把它转化

成整数乘法来计算”的学习策略。

（3）小组讨论：①两个因数都转化

成整数，各扩大了多少倍？②两个因数

各扩大到原数的10倍，积会产生什么变

化？③因数扩大后的积要进行怎样的

处理，才能保持“积不变”？

（4）分析两个因数一共有多少位小

数和积有多少位小数，你发现了什么？

（5）本题的第2问“一共需要油漆多

少千克”，要求根据前面的经验先判断

积有几位小数，再根据小数乘小数的计

算方法算出结果，看与自己的判断是否

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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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总结归纳小数乘整数的计算

方法。

（1）思考：求8.35的1.8倍是多少，怎

样列式？

（2）在独立计算的基础上交流算法，

重点交流：①小数乘法转化成整数乘法，

两个因数相乘一共扩大到原来的多少

倍?②扩大后的积要缩小到原数的几分

之几，才能保持“积不变”。

（3）讨论、概括、总结小数乘法的计

算方法。

★例3是在定积的小数点时积的位

数不够，需要在积的前面添0补足，再点

小数点。

（1）首先要分析乘积只有3位，而两

个因数的小数位数一共有4位。

（2）解决的方法是使积也要有4位，

引导学生思考“从积的右边数起的第 4
位上的数是多少？为什么是0？”

（3）思考为什么补足4位后，还要添

0后再点小数点？让学生明白在小数点

左边添的这个 0，是表示整数部分一个

也没有。

（4）通过“试一试”，在学生理解算理的基础上让学生熟悉这种乘法的计算操作程序，较

为熟练地掌握这类算式的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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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4是小数乘小数的估算，它的

估算方法和整数乘法的估算方法基本

上是一样的。

（1）理解为什么要选择估算。指导

学生从“我带了 50元，够吗？”的现实情

境中理解这道题的要求就是对“够不

够”作一个估计，并不要求精确计算。

（2）探讨怎样估算。放手让学生思

考，可以把 24.9元看成 25元，也可以把

1.9 kg 看成 2 kg，这样计算起来比较

简便。

（3）在估计钱够不够时，要把两个

因数都适当放大思考，因为如果放大了

都够的话，那么带的钱肯定够。如果是

都缩小了来估计，是不能准确地判断够

不够的。学生在这方面的生活经验不

足，教师可以举例：如果买 2.4 kg肉，把

2.4 kg看作2 kg来估计，50元应该够，但

实际需要 59.76元，是不够的。所以买

东西要估计带的钱够不够时一定要适

当放大估计。

（4）解决问题后讨论总结小数乘法

的估算方法。

★例5是小数连乘。

（1）先回顾整数连乘的运算顺序，让学生理解小数乘法的运算顺序和整数乘法的运算顺

序相同。

（2）在计算过程中，要引导学生思考0.7×2的结果是谁的高度，为什么要再乘3.5，让学生

理解每一步计算的意义，再综合说一说小数连乘的计算方法。

（3）引导学生理解了算式的意义后，再要求学生结合整数连乘的运算顺序说一说这道题

的运算顺序，然后再计算出结果。也就是说，这道题没有新的知识点，所以，教科书在编写时

没有给学生计算顺序和算法上的任何一点提示，放手让学生来解决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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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活动第 1题用对口令的方式

让学生思考小数乘法中积的小数位数，

教科书提供了一个范例，教学中教师可

按照范例组织活动。但是，这里对积的

小数位数的判断只限于积的末尾没有 0
的计算，如果积的末尾有 0，就不好判断

去掉0后的积里面有几位小数了。

★第 2题中计算不是最主要的，重

点是通过学生对因数和积的观察发现规

律。这个规律是当一个因数比 1小时，

积小于另一个因数；当一个因数比 1大

时，积大于另一个因数。这个规律对于

学生判断积是否正确是有一定帮助的。

★练习二第1题界定了口算的范围

为简单小数乘法的计算，教学中口算不

要超越这个范围。

★第2题重点关注两个因数一共有

多少位小数，积就有多少位小数；也就是

重点强调因数的小数位数与积的小数位

数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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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题所有的乘积都与75×24的
积有关，不同的是要根据两个因数的情

况把75×24的积进行扩大或者缩小。比

如75×240的积就是75×24的积的10倍；

而 0.75×24 的积就只有 75×24 的积的

1100 。这样联系学生原来掌握的知识来

讨论积的变化规律，能沟通前后知识的

联系，帮助学生形成整体认知结构。

★第 4题要联系课堂活动第 2题的

结论来进行思考，重点想哪些因数是大

于1的小数，哪些因数是小于1的因数，

乘积会大于或小于另一个因数。通过

这样的练习来加深学生对小数乘法运

算规律的理解。

★第5题在小数乘法的计算中加入

小数加、减法的计算，就是要区分小数

乘法的计算方法与小数加、减法的计算

方法的不同，通过这样的对比和区分来

提高学生对小数乘法计算方法的掌握

水平。

★第6题通过改错的方式来加深学

生对小数乘法计算方法的理解。学生在小数乘法计算中最容易出现的错误：一是计算错误，

二是积的小数位数定位错误。从小数乘法来看，后一方面出现的问题比较多，所以教科书在

这方面呈现的错题也最多，用来提醒学生注意积的小数位数问题。

★第7题一方面让学生体验所学知识的应用价值，另一方面也让学生了解成年人的一

般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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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题和第 9题都要用到估算。

第8题学生一是要了解小麦磨面粉的基

本常识，二是要用估算的方法把 0.81看

作 0.8，把 79.8看作 80，在估算出结果是

64 kg的基础上，再用笔算的方法算出准

确结果，看笔算出的结果是否接近于估

算的结果。

★第9题要把每平方米的售价看作

0.9万元，把60.8 m2看作61 m2，估算出结

果是 54.9万元后再进行笔算，看笔算出

的结果是否接近于估算的结果。

★第 10题一是要求学生注意运算

顺序，二是要把第 1次计算的积与另一

个因数相乘。

★第11题可以分步计算，也可以写

成连乘计算，这里要鼓励学生写成连乘

算式。如果学生列出分步计算的算式，

则用“你能把分步计算的算式写成连乘

的算式吗？”的引导话语，鼓励学生写成

连乘算式后再解答。

★第 12题首先要指导学生看懂发

票上表达的意思，至少要先看懂其中的

一个项目，比如苹果是每千克4.90元，买了3.5 kg，要检验4.90×3.5=18.40对不对。学生弄懂

题意后，才能按照题目的要求正确地解题。另外在这道题的解题过程中，还要培养学生检验

的好习惯。

★思考题要这样想，要使算式的结果最小，两个因数要尽可能小，用1，2，3，4四个数字

组成两个最小的一位小数，可以在 1.3，2.4和 1.4，2.3中间选择，由于 1.3×2.4=3.12，而 1.4×
2.3=3.22，所以选择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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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积的近似值”共安排了2个例题、1个课堂活动和1个练习，主要让学

生理解为什么要取积的近似值以及怎样取积的近似值。建议用2课时教学：第1
课时，教学例 1，完成练习三第 1~3题；第 2课时，教学例 2，完成课堂活动和练习

三第4，5题。

★例1要学生理解为什么要取积的

近似值以及怎样取积的近似值。

（1）用“单价×数量=总价”的数量关

系式指导学生列式。

（2）学生应用小数乘法的计算方法

独立算出结果。

（3）讨论积的处理：①为什么不能把

积直接写在横式上，是因为人民币的最

小单位是“分”，所以要保留两位小数。

如果有学生提出“分”这个人民币单位一

般都没有用了，建议保留到“角”也是可

以的。②怎样保留？引导学生回顾“四

舍五入”法，指导学生用“四舍五入”法来

思考尾数是该“舍”还是该“入”。③为什

么用约等号？这里的乘积是一个近似

值，所以要用约等号。

（4）用试一试的方式进行强化巩固，

重视巩固用“四舍五入”法取积的近似值

的方法。

（5）组织学生结合上面的例题讨论

“为什么要取积的近似值”和“怎样取积

的近似值”这样两个问题。当学生说到

用“四舍五入”法取积的近似值时，教师

要告诉学生“一般情况下采用‘四舍五

入’法取积的近似值，但在特殊的情况下，还会用到其他取近似值的方法”,为后面用“进一

法”和“去尾法”取积的近似值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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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教学用计算器计算后取积的

近似值。

（1）用“每千克榨油量×油菜籽千克

数=总榨油量”指导学生列式。

（2）计算时先让学生体会这道题的

数比较大，直接笔算比较麻烦，而且也没

有学过四位数乘两位数的乘法。在学生

遇到困难时，明确告诉学生“较大数的计

算可以用计算器来算”，这里的“较大

数的计算”，是指超过了三位数乘两位数

的计算。

（3）学生掌握了用计算器算整数乘

法的计算方法，这里重点讨论用计算器

算小数乘法时，怎样按键，特别是小数点

的键在哪里。通过讨论，让学生掌握小

数乘法的计算器计算方法。

（4）在用计算器算出积的基础上，讨

论怎样把得数保留整数。使学生知道把

得数保留整数，要看小数十分位上的数，

用“四舍五入”法决定向前一位进1还是

舍去。

（5）注意积的近似值都要用约等号。

★课堂活动一是用“速度×时间=距
离”指导学生列式，并且算出大桥的准确长度；二是组织学生讨论“得数应该保留几位小数”，

不管学生提出保留整千米、整百米、整十米或整米中的哪一种（或者说保留整数、一位小数

等），只要能阐述自己的理由都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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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三第 1题要关注两个问题，

一是笔算出正确结果，二是用“四舍五

入”法保留一位小数。老师要提醒学生

注意积的小数点后面第2位上的数。

★第 2题除了按要求填表外，还可

以把学生几次保留的近似值与计算出

的准确值进行比较，通过比较让学生明

白保留的数位越多，越接近准确值。

★第 3题可以先集体讨论 85千瓦

时能炼钢多少千克，再说一说85千瓦时

还能做些什么，最后学生独立完成85千
瓦时的照明和空调制冷的时间。

★第5题可以向学生简单介绍一下

磁悬浮列车，然后再用“速度×时间=路
程”的数量关系列式解答。

★思考题的教学中，可以引导学生

先把待定的因数确定为 3.5来思考，因

为这是界于 3和 4中间的一个小数，便

于学生根据算出的积调整待定的因

数。待定因数确定为 3.5后算出这个算

式的结果是0.9555，这个结果虽然小于1，但不是最接近1的数；然后再引导学生分析，待定

的因数每增加0.1，积就要增加0.0273；增加0.2，积就增加0.0546。把0.0546+0.9555=1.0101，
这个结果大于 1，所以，这个待定的因数应该确定为 3.5＋0.1＝3.6，方框里能填的数字最大

是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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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问题解决”共安排了2个例题、1个课堂活动和1个练习，主要是在生

活中要用小数乘法解决的问题，建议用3课时教学：第1课时，教学例1，完成课堂

活动，练习四第1~3题；第2课时，教学例2，课堂活动及练习四第4~5题，8题；第3
课时，完成练习四第6~7题，9~10题。

★例 1计算天然气费，重点关注两

个方面，一是理解什么是“读数”；二是

分析解题思路。

（1）教科书用插图明确告诉学生

“读数”就是天然气表上显示的数据。

（2）教学中要启动学生的生活经验

来理解天然气表上显示的数据是累计

数，所以计算某月的天然气用量要用

“本月读数减去上月读数”。

（3）由于 7月份应缴的天然气费应

该用“单价×数量=总价”，而这道题中的

数量没有直接告诉，所以这道题的解题

思路是“先算实际用量，再算7月份的天

然气费”。

（4）指导学生按照分析的思路分步

解答问题。

（5）这种思路还适用于电费、水费

的计算。教科书通过小男孩的对话框

强调这种解题思路的普遍适用性。

★通过“做一做”，加深学生对所学

知识的理解，同时在应用过程中不断提

高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水平。

★教学中还可以结合学生家庭水、电、气的具体用量以及当地水、电、气的单价来进行教

学，使教学素材更贴近学生生活实际，能让学生充分感受到所学知识的应用价值，更好地激

发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

★由于这时还没有学习小数混合运算，所以本单元的问题解决除了连乘外，都要求分步

解答，不列综合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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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是出租车计费问题。和例 1
不同的是，例 1只需要 2步，而例 2需要

3步才能解决。

（1）教学时要突出解决这个问题的

基本思路是“起步价+以1.8元计价路程

的出租车费=一共要付的费用”。

（2）再引导学生思考要计算以 1.8
元计价路程的出租车费要用到“单价×
数量=总价”。

（3）再分析以 1.8元计价路程是 6-
2=4（km）。

（4）综合以上的思路，让学生独立

解决。

（5）通过“还可以这样想……”的对

话，强调解决问题策略的多样化，启发

学生可以用多种方法解决同一问题。

具体的想法是：如果6 km都按1.8元算，

那么就少算了8-1.8×2=4.4（元），用1.8×
6+4.4=15.2（元）。

★课堂活动要求学生说一说生活

中哪些地方要用小数乘法来解决问题，

用所学数学知识解决现实生活中的数

学问题，感受到所学知识的价值所在，

从而激发学生解决问题的积极性。

（1）让学生说一说生活中哪些地方要用到小数乘法来解决问题。

（2）抽几个学生说的问题让学生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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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四第 1题可以从两个角度思

考，一是用“每页字数×外国童话页数=外
国童话字数”，二是用“总字数-中国童话

字数=外国童话字数”。

★第2题采用了2006年国家对西部

地区农村孩子免除学杂费的题材，这道

题除了对学生有解题方面的要求以外，

还有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方面的要

求，通过对这道题的分析，让学生体会到

国家对农村孩子的关心，激励他们更好

地学好数学知识。由于每班人数不完全

相等，所以只能说每个班大约免除0. 4万
元。这道题也可以从两个角度思考，一

是用“每班免除的学费×两校总班数=两
校一共可以免除的学杂费”，二是“东湖

小学免除的学杂费+西湖小学免除的学

杂费=一共免除的学杂费”。

★第4题涉及一些动物奔跑速度问

题，通过对这道题的解答，学生能够了解

一些动物的奔跑速度。

★第5题首先要注意铝条是镶在相

框的四周的，所以这道题是算长方形的周长，要计算15个长方形的周长，要先算出一个长方

形的周长。另外该题由于“接头处忽略不计”，所以不用考虑接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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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题是商店中采用得比较多的

一种速算方法，通过对这道题的解答，

让学生掌握这种简单的速算方法。一

方面可以提高学生的计算速度，另一方

面也能加深学生对小数乘法计算方法的

理解。具体的算法是：（1）先算出1~9 kg
大米的钱；（2）30 kg大米就用 3 kg大米

的钱乘10，80 kg大米的钱就用8 kg大米

的钱乘 10；（3）22 kg大米的钱用“20 kg
的大米的钱+2 kg大米的钱”。

★第 7题涉及楼高和层高两个概

念，学生很容易把这两个概念混到一

起，所以教科书在题后作了一个简单的

提示，到 30层楼只有 29层楼的层高，降

低学生在解决这类问题上的思考难

度。练习时要抓住楼高与 23秒电梯上

升的高度进行比较的思路指导学生

解题。

★通过第 8，9题的练习，学生可以

了解一些上网和高速公路的收费标准。

★第10题“阶梯电价”与例 2的解题思路比较接近，重点是 185千瓦时的电费要分段计

算，其中的 170千瓦时按 0.52元/千瓦时计算，剩下的千瓦时按 0.57元/千瓦时计算。习题用

170千瓦时的电费计算搭了一个台阶，降低难度。教学中还可以创设一些情境来丰富练习内

容，例如小明家用电192千瓦时，小宁家经常使用空调，用电量高达287千瓦时，让学生分别

计算这几家的电费。240千瓦时以上的电费超越了3步计算的要求，教学中要适当地控制难

度。另外这道题还要进行节约用电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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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整理与复习”共安排了3个题和1个练习，系统整理本单元知识，使之

系统化、条理化，提高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水平。建议安排2课时教学：第1课时，

教学第1题，完成练习五第1，2，3，6题；第2课时，教学第2，3题，完成练习五第4，
5，7，8题。

★教学时引导学生先回顾本单元

学习内容，突出一些重要的知识，比如

小数乘法的计算方法以及确定积的近

似值的方法等。

★第1题先让学生比较两道题的相

同点和不同点，让学生明白两道题中两

个因数中的数字是完全相同的，不同点

是这些数字所在的数位不一样，这样有

利于比较；两道题的相同点是都要按照

整数乘法的计算方法乘，不同的是小数

乘法乘完后还要看两个因数一共有多

少位小数，就要从积的后面数出几位，

点上小数点。

★第2题第1问是小数乘整数，第 2
问是小数乘小数。要让学生从中理解

不管是小数乘整数还是小数乘小数都

要按照小数乘法的计算方法来计算。

这样沟通两部分知识的联系，帮助学生

形成整体认知结构。

★第 3题要注意理解两方面的问

题：一是为什么要估算？二是怎样

估算？

（1）使学生明白白菜的收成只是一

个估计结果，所以这道题使用估算比较合适。

（2）估算的方法是把每棵白菜的质量看作2 kg，这块地的白菜总行数看作30行，每行看

作20棵进行估算。

（3）指导学生估算出结果。

（4）说一说生活中哪些地方还要用到估算。

教学中可以补充求积的近似值，并且把求积的近似值与估算进行比较，让学生明白估算

是为了计算简便，在计算前就把因数看作近似数来计算；而求积的近似值是计算出准确值后

再取准确值的近似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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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五第 1题通过判断，加深学

生对小数乘法计算方法的理解。第1小
题由于两个因数的数字相同，小数位数

也相同，所以两道题的积相等；第2小题

由于乘小于 1的小数时，积小于另一个

因数，所以题中的判断是错误的；第3小
题的积只有三位小数，不会有四位

小数。

★第2题计算出结果后连接得数。

（1）设计时有意让算式的数量与得

数不对等，使学生知道有些算式的结果

相等，比如 0.34×64=0.68×32，0.54×21=
4.2×2.7。一方面增加计算的趣味性，另

一方面为学生今后学习等式做准备。

（2）可以让学生仿照该题设计一些

题目让其他同学连线。

★第4题练习求积的近似值。

（1）利用该题的题材对学生进行思

想品德教育，增强学生的自豪感。

（2）用“速度×时间=路程”的数量关

系式列式。

（3）按小数乘法的计算方法算出积

的准确值后按取积的近似值的方法取积的近似值。

（4）从1分的飞行距离中感受飞船飞行得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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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题只提了一个身高的问题，

同时还可以让学生算一算非洲象的体

重。由于在一道题中同时告诉身高和体

重，容易混淆，教学中可以指导学生列表

整理相关数据，如下表所示，条件就比较

明晰了。

名称

牛

非洲象

身高

1.12 m
是牛的3.1倍

体重

0.32吨
是牛的15.6倍

★第 6题连乘计算中，有些学生感

受到整数乘法运算律在小数乘法中同样

适用，比如5×0.25×0.6=5×0.6×0.25，尽管

这时还没有讲到运算律，但学生有这样

的想法应该及时肯定，并鼓励学生按自

己的想法做。如果学生在计算中没有用

到运算律，也不必强行要求学生用运算

律做，后面混合运算中专门有对运算律

的学习，学习了这部分内容后再提高解

题灵活性的要求。

★第 7题有两种解法，一种解法是

0.85×5×6，另一种解法是 0.85×6×5。不

管哪种解法，都要求学生说出每一步算的是什么，比如第1种算法就是先算5个队每个月修

路多少千米，再算5个队6个月修路多少千米。并且这道题要求用连乘解。

★第8，9题复习问题解决，练习时重点要求学生说一说解题思路，先算什么，再算什么，

在解题思路的指导下列式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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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文化：小数点惹的“祸”。通过这个数学小故事，让学生感受小数点的重

要作用，在小数计算中高度重视积的小数位数问题，提高小数乘法计算的正确

率。同时通过这个数学文化的阅读，培养学生认真做作业的好习惯。

★可以按以下的方式组织学生

阅读。

（1）学生独立阅读。

（2）网络上搜索相关资料。

（3）学生间相互交流：说一说，通过

阅读，你知道了什么？

（4）讨论：究竟是小数点惹的“祸”

还是人惹的“祸”？什么人会惹这样的

“祸”？让学生意识到，粗心的人才会惹

这样的“祸”。

（5）你在做作业时有因为粗心惹

“祸”的经历吗？怎样改正自己粗心的

毛病？

（6）通过阅读你有哪些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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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与实践：家庭用电调查。综合应用本单元学习的小数乘法开展的一个

活动，活动中不但要应用到本单元所学的知识，同时体现了活动的趣味性、开放

性、自主性，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建议

用1课时教学，这个时间不包括学生调查时间。

★活动前先引导学生了解电在生

活中的重要作用，说一说自己家中有哪

些电器，哪种电器用电量最大，哪种

最小。

★要求学生应用计算用电量的方

法调查自家的用电量和每千瓦时的单

价，在小组汇报后用“单价×数量=总价”

的数量关系式计算出每家的电费。

★计算一个班的家庭一个月用电

总量，估算一所学校所有学生家庭一年

的用电总量。

★结合全校学生家庭用电总量，上

网了解全国哪些地方用电紧张，说一说

用电紧张的原因是什么，感受节约用电

的重要意义。

★讨论节约用电的方法。

★按这些方法实施一个月后再看

效果。

★用同样的方法调查用水、用气的情况，并开展节约用水、用气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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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单元教学资源

转化思想与求近似值

1. 小数乘整数的计算方法与转化思想

在推导小数乘整数的计算方法时，主要应用了转化思想。

转化思想一般指化归思想。化归不仅是一种重要的解题思想，也是一种最

基本的思维策略，更是一种有效的数学思维方式。所谓化归思想方法，就是在研

究和解决有关数学问题时采用某种手段将问题通过变换使之转化，进而达到解

决问题的一种方法。一般总是将复杂问题通过变换转化为简单问题；将难解的

问题通过变换转化为容易求解的问题；将未解决的问题通过变换转化为已解决

的问题。总之，化归在数学解题中几乎无处不在，化归的基本功能是：生疏化成

熟悉，复杂化成简单，抽象化成直观，含糊化成明朗。说到底，化归的实质就是以

运动变化发展的观点，以及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观点看待问题，善于

对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变换转化，使问题得以解决。实现这种转化的方法有：待

定系数法、配方法、整体代入法以及化动为静、由抽象到具体等转化思想。

2.小数乘、除法中积或商的近似值与求近似值的方法

取积或商的近似值的方法一般采用“四舍五入”法。

要省略的尾数的最高位上的数字小于或等于4的，就直接把尾数舍去；如果

尾数的最高位上的数字大于或等于5，把尾数舍去后并向它的前一位进“1”，这种

取近似数的方法叫做“四舍五入”法。

如：把3.15482分别保留1位、2位、3位小数。

保留1位小数：3.15482≈3.2
保留2位小数：3.15482≈3.15
保留3位小数：3.15482≈3.155

取积的近似值除了“四舍五入”法以外，还会根据实际情况用到“去尾法”和

“进一法”。

“进一法”是去掉尾数以后，在需要保留的部分的最后一位数字上进“1”。这

样得到的近似值为过剩近似值（即比准确值大）。

如：一个麻袋能装小麦100 kg，现有830 kg小麦，需要几个麻袋才能装完？

错解：830÷100=8.3≈8（个）

麻袋的个数是不能用小数来表示的，但不能用“四舍五入”法，将8.3保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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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为 8个，因为 8个麻袋只能装 800 kg，还剩下 30 kg小麦不可能不要，因此必须

采用“进一法”，用9个麻袋才能装完。

正解：830÷100=8.3≈9（个）

“去尾法”是在实际计算中，根据实际情况，有时需要把一个数某位后面的数

字全部舍去，而不管这些数字是否等于或大于5。如：一件上衣用布2.8 m，现有

布16 m，可做多少件上衣？

错解：16÷2.8=5.71……≈6（件）

商的整数部分是5（可做5件），还余下2 m，但余下的2 m不够做一件上衣，实

际做完的只是5件。因此，尽管十分位上是7，也不能向前一位进一，而只能把尾

数全部去掉。

正解：16÷2.8=5.71……≈5（件）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四舍五入”法不一定都可以用上，有时会用到“进一

法”，而有时要用到“去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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