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单元教科书说明和教学建议

一 百分数

（一）单元教学目标

1. 理解百分数的意义，能读、写百分数，会比较百分数的大小。

2. 知道分数、小数和百分数之间的关系，能进行百分数和分数、小数之间的

互化。

3. 感受百分数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能用百分数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简单问

题，增强数学的应用意识和问题解决的能力。

4. 经历探索百分数的意义和分数、小数与百分数互化及解决问题的过程，获

得积极的情感体验。

（二）单元内容分析

百分数是学生在学习了整数、小数和分数的基础上进行学习的。

本单元内容包括主题图，百分数的意义，百分数和分数、小数的互化，问题解

决及整理与复习，本单元后面还安排了一个综合与实践：“有奖购书活动中的数

学问题”。

本单元的编排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注重百分数与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突

出百分数来源于现实生活以及百分数广泛应用于工农业生产、科学技术和现实

生活的各个方面。二是借助现实生活的意义和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来认识百分

数的意义，让学生体会百分数的价值。三是注重沟通数学知识（整数、百分数、分

数和小数）之间的联系，帮助学生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

［单元教学重点］ 用百分数解决问题。

［单元教学难点］ 用百分数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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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单元教学建议

1. 体现百分数与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感受数学的应用价值。

百分数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现实生活中有大量的百分数，不同的情境中，

百分数的意义不同。在教学中，一是要体现百分数来源于现实生活，利用现实生

活中百分数的意义帮助学生理解百分数的意义。如女生人数是男生人数的百分

之几，帮助学生理解百分数的意义：表示一个数是另一个数百分之几的数叫百分

数。二是要将百分数应用到现实生活中，体现百分数的广泛应用，使学生感受到

数学的应用价值，如出勤率、合格率、成活率等。

2. 充分运用自主探究的学习方式。

数学家弗赖登塔尔认为：学习数学的唯一正确方法是实行“再创造”，由学生

自己将要学习的东西发现或者创造出来；教师的任务就是引导和帮助学生去进

行这种再创造的工作。学生在学习分数的意义过程中已经具备了很多知识和经

验，教学时，要引导和鼓励学生用已有知识和数学活动去自主探究、发现和建构

新知。

3. 注重培养学生问题解决的能力和数学的应用意识。

提高学生问题解决能力是数学教学的重要目的之一。在教学时，要注重引

导学生经历问题解决的过程：理解问题，尝试通过多种方式分析和归纳数量关

系，并用多种方法解决问题。理解问题过程中，要引导学生通过画图等方式，更

加清楚问题与存在的数量关系。

4. 引导学生发现、收集和整理生活中的数学问题。

现实生活中的很多问题都要用到百分数，教学时应鼓励学生发现、收集现实

生活中关于百分数的素材。如食品袋上每种成分的含量、种子的发芽率等。培

养学生从数学的角度观察世界的能力和兴趣。

15



义务教育教科书·数学教学参考书

本单元的内容具体包括单元主题图，百分数的意义，百分数和分数、小数的

互化，问题解决，整理与复习，综合与实践。本节建议用2课时完成教学，第1课

时：百分数的意义和写法（例 1，课堂活动第 1，2题，练习一第 1～4题。）；第 2课

时：百分率（例2，课堂活动第4题，练习一第5～8题。）。

主题图呈现了一组反应长江三峡

库区自然状况的百分数，学生可以从数

学的角度对三峡库区的情况有所了解，

体现数学与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激发

学生学习百分数的兴趣。

教学时，可以先引导学生观察，并

提问：你发现了什么？引导学生发现主

题情境图中的每一条信息都是用百分

数呈现的。学生可能不认识这些数，有

些学生可能会读这些数，有些学生可能

不会读。教师可以激发学生回忆在哪

些地方见过这样的数，激发学生对百分

数的兴趣，也可以课前布置学生收集含

有百分数的相关信息在课堂上进行交

流和展示。收集到的这些信息，还可以

作为后面的课程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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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数的意义包括百分数的读

法、写法、组成等内容，教科书第 2页呈

现了到服装店买服装的情境。情境图

突出两方面：一是将服装吊牌放大并突

出用百分数表示的服装面料成分含量，

吊牌所呈现的百分数既包含了百分号

前是整数的，也包括了百分号前是小数

的。目的是让学生直观地感受到百分

数百分号前数的多样性，既可以小于

100，也 可 以 等 于 100，还 可 以 大 于

100。另一方面用“羊毛含量为 36%是

什么意思呢”引出百分数意义的讨论。

接下来教科书又呈现了百分数的

读法，教学时要引导学生通过服装吊牌

的素材理解百分数的读法和写法。为

了及时巩固百分数的读法，教科书设计

了“读一读”。

★例 1以学生熟悉的情境为载体，

从两方面帮助学生学习百分数的意

义。一是用已有分数的知识帮助学生

沟通分数与百分数之间的联系，学习百

分数的意义。二是以“女生人数是男生

人数的百分之几”为思考的出发点，直

观建立百分数的意义的认识：表示一个

数是另一个数的百分之几的数叫百分

数，百分数又叫百分率或百分比。教学时，可以放手让学生自己解决，教师只需要在以下几

个方面稍加点拨、引导：一是根据“求一个数是另一个数的几分之几是多少”的方法求出 40100
后，学生可能会约分，这时教师应该引导学生，问题要求男生人数占全年级人数的百分之几，

所以不用约分；二是引导学生将 40100 写成40%。

对于第2个问题，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先独立思考，再在小组内交流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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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是在例 1的基础上，体现百

分率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即出勤率指

实到人数是应到人数的百分之几，帮助

学生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理解百分数

的意义。

“议一议”意在引导学生讨论日常

生活中常见的百分率，拓宽学生对百分

率的了解面。

教学时，可以先就“什么是出勤率”

组织学生进行讨论，然后教师作必要的

引导，让学生明白“出勤率指实到人数

是应到人数的百分之几”，然后给学生

自主运算的机会。学生完成后，引导学

生将两个年级的出勤情况表和出勤率

进行比较，并鼓励学生发现和提出问

题。如果学生提不出问题，教师可以引

导学生思考“两个年级缺勤人数相同，

为什么六年级的出勤率要高一些”，并

组织学生讨论，让学生在讨论中加深对

百分数意义的理解。

★课堂活动安排了4个题，第 1，3，
4题的活动形式以学生之间交流为主，

目的是通过“说一说”“议一议”加深学

生对百分数意义的理解。教学时，可以

引导学生先在小组内说一说、议一议，然后全班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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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题是一个游戏，学生通过游

戏巩固对百分数大小比较的知识的掌

握，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第 3题教学时，可以在课前让学

生准备好写有百分数的卡片。游戏时

同桌的两个同学为一组，每人持有相同

数量的卡片进行游戏，在一定时间内，

卡片数量多的取胜。

练习一安排了 8道练习题。其中

第 1~5题对应例 1，第 6~7题对应例 2，
第8题是综合性题目。

★第 1题采用数形结合的方式，引

导学生理解百分数的意义。

★第 2题用日常生活中熟悉的胡

萝卜素的含量让学生巩固百分数的意

义，并比较百分数的大小。“说说这些百

分数表示的意思”，只要学生能够利用

“一个数是另一个数的百分之几”来进

行描述就可以了，如学生能说出“8.1%
表示菠菜中胡萝卜素的含量是菠菜总

量的8.1%”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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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题结合现实情境，让学生读

出百分数并说出百分数的意义，建议由

学生合作交流完成，也可以同桌之间相

互交流。

★第 4题要求学生按照要求写百

分数，给出了多种形式的百分数，在百

分号前面既有小数，又有整数；既有大

于 100的数，也有小于 100的数。要求

学生先独立完成，然后在小组内交流。

★第 5题是百分数的应用，将三峡

库区面积看成单位 1，知道重庆库段的

面积占 85%，从而求出湖北库段的面积

占15%。

★第 6题是百分率的应用。先分

别求出甲、乙两种产品的合格率，然后

比较其大小，可以得出甲种产品的合格

率低于乙种产品的合格率。该问题也

可以先计算不合格率，再计算合格率。

★第 7题也是百分率的应用。先

让学生明确什么是正确率，然后分别求

出小萍和小智的正确率。

★第8题是一道综合性的问题，既有条形统计图又有百分数的知识。其中第（1）题先要

明确参加健身活动的人数，然后寻找和计算全部人数，再计算百分比。第（2）题为了培养学

生发现和提出问题的能力，鼓励学生从信息中发现问题并提出来，然后尝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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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内容包括百分数化成分数和小数的计算问题。建议用2课时完成教

学。第1课时：百分数化成分数、小数（例1，课堂活动第1～2题，练习二第1，2，9
题。）；第2课时：分数、小数化成百分数（例2，课堂活动第1题，练习二第3～8题。）。

★第 6页给出一个关于“空气质量

达标”的对话情境，引出百分数化小数、

分数的过程及其现实意义，使学生感受

百分数和分数、小数的互化是一种实际

需求，进而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教科书重点呈现一个百分数转

化为分数和小数的过程，即“35%=
35100 =0.35”，其目的是希望学生能将已

有的知识作为桥梁，沟通百分数、分数

和小数之间的关系，同时为探索三者之

间互化方法提供素材。

★例 1教学百分数化分数和小数，

基于学生对分数和小数计算的学习，可

以充分利用已有的知识完成。教学时，

先引导学生自主完成，然后在小组内交

流，形成直观体验。为了让百分数转化

为分数和小数的数学活动过程条理化，

提升数学活动经验，需要学生梳理百分

数转化为分数和小数的过程。

教学时可以分为两个层次：首先教

学百分数化分数，先由学生独立完成，

然后相互交流，交流时重点突出百分数

化分数的过程，让学生说出自己的想

法。然后教学百分数化小数。如学生对于分数与除法的关系很清晰，可以留给学生自行完

成的空间。然后引导学生分别观察两组等式。教师可提出“怎样把百分数化成分数、小数”

的问题，小组内交流并归纳总结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学生只要能用自己的语言概括百分数

化分数、小数的方法就应鼓励，注重学生对百分数化成分数、小数的理解和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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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教学小数、分数化百分数。

教科书的设计意图是根据小数的意义，

将小数写成分母是 100的分数，再将其

化成百分数；分数化成百分数，则先根

据分数和除法的关系将分数写成除法

算式，算出结果后再化成百分数。无论

是小数化百分数，还是分数化百分数，

教科书都将其过程完整地展示出来，这

样是为了突出小数及分数化成百分数

的过程，同时也便于学生总结小数、分

数化百分数的方法。由于在分数化成

百分数的过程中，有时会出现分子除以

分母除不尽的情况，为了解决这一难

点，教科书以对话框的形式给予提示和

说明。教学时可以按照例 1的教学思

路进行教学。此外还要注意两点：一是

教科书安排了整数部分是 0和整数部

分不是 0的小数化成百分数的内容，教

学时，教师可以适当引导学生比较；二

是要帮助学生弄清楚保留小数位数的

问题，由于百分号前面一般保留一位小

数，因此，计算近似值时取三位小数之

后再化成百分数。如例题中将 1375 化成

百分数，如不写过程，应写成 1375 ≈
17.3%,而不能用等号。

例2下面的“议一议”只提出了问题，没有给予具体的引导，就是要学生在总结百分数化

成小数、分数的方法的基础上，给学生自主总结归纳小数、分数化成百分数的方法留下空间。

★课堂活动安排了2个题，一方面突出让学生动脑、动口和动手的特点和学生习惯的养

成，另一方面是为了巩固本小节的知识。第1题注重学生小组的活动。第2题注重几何直观

核心概念的落实，帮助学生养成形和数的结合。

★练习二共9题，其中第1，2，4，6，7题是为了沟通分数、小数和百分数之间的关系而设

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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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题对应例 1，由学生独立完

成即可。

★第 3题对应例 2，由学生独立完

成。

★第4题要求学生观察第1列的特

点，完成其他空格，属于小数、分数和百

分数的互化。

★第 5题要求学生化成某一种数，

再连线即可。

★第 6 题的第（1）题直接进行比

较，第（2）题先互化再比较。

★第 7题要注意对学生的思维适

当点拨，即先化成分数或百分数，再想

除法。答案不唯一，具有开放性。

★第 8题注意学生想象能力和数

感的培养，也可以让学生自己动手

操作。

★第 9题是百分数的应用，要明确

发芽率，用学生已经学习的正确率、出勤率等数学活动经验和数学知识理解完成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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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小节共有5个例题，4个课堂活动和3个练习。主要是介绍百分数在现实

生活中的应用，引导学生用百分数的相关知识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是全单元

的学习重点。建议6课时完成教学。第1课时：问题解决（一）（例1，练习三第1～
6题。）；第2课时：问题解决（二）（例2，第10页课堂活动，练习三第7～12题。）；第

3课时：问题解决（三）（例 3，课堂活动，练习四第 1～5题。）；第 4课时：问题解决

（练习课）（练习三第13～15题，练习四第7～11题及思考题。）；第5课时：纳税（例

4，课堂活动第1，2题，练习五第1，2，6，7题。）；第6课时：算利息问题（例5，第16
页课堂活动，练习五第3，4，5，8题。）。

★例 1是求一个数是另一个数的

百分之几的问题的发展，用除法计算。

考虑到学生理解“增加百分之几”的意

义会有一定的困难，教科书用对话框加

以提示，并将两种算法都完整地呈现出

来。这样编写的目的一方面是让学生

了解解决此类问题的主要方法，另一方

面让学生感受问题解决策略的多样

化。教学时，先给出情境图，可以引导

学生发现和提出问题。提出问题以后，

再引导学生理解问题，并寻找数量关

系，然后利用“试一试”及时巩固知识和

变式应用。最后让学生独立思考“如何

计算一个数比另一个数多（或少）百分

之几”；还可以用几何直观的方式——

画图，帮助学生理解问题和寻找数量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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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是根据情境图呈现的信息，
解决“今年毕业生有多少人”的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学生要考虑求今年的
毕业生人数是去年的百分之几，要用

“求一个数的几分之几（百分之几）是多
少用乘法计算”这一知识，而这是难点
和关键。教科书利用线段图帮助学生
分析数量关系，并用对话框呈现了两种
不同的解题思路。

“议一议”就是让学生通过分析线
段图可能会发现解决问题的不同方法。

“试一试”的编写意图是通过条件
的变化，让学生进一步学习“比一个数
少百分之几的数是多少”的解决办法。

★课堂活动是通过“变”（原价和现
价）与“不变”（提价20%，降价20%）的讨
论，让学生明确虽然提价和降价的百分
率都是 20%，但由于它们的单位“1”不
相同，所以原价和现价增加和减少的数
量不相同的道理，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

练习三共 15题，整体来说，习题新
颖，素材广泛，尽量呈现真实问题。如
植树造林、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增长
等，都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

★第 1题要抓住“一个数比另一个
数多百分之几”，然后根据题意列式
计算。

★第2题要抓住“一个数比另一个数少百分之几”，然后根据题意列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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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5题除了和前面的第1，2
题的思路相同外，还要注意百分号前保

留一位小数。

★第 6，7，8，9题对应例 2，问题解

决的过程一样，鼓励学生用线段图直观

地理解和分析问题。

★第 10 题与前面的解决思路不

同，第10题列式为150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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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题与第10题的问题解决的

过程是一样的。学生可以分步计算，也

可以列成一个综合算式。

★第 12题计算增加的学校所数是

原有学校的百分之几。

★第 13 题是一道很有意义的题

目，教学时可以引导学生分步计算，也

可以列成一个综合算式。学生解决后，

还可以变式为“菲菲看了一本 160页的

故事书，第1天看了全书的20%，第2天
看了剩下的25%，还有多少页没有看”。

★第 14题是培养学生发现和提出

问题的能力，能解决的就解决，不能解

决的，在教师帮助下解决。

★第 15题要注意单位“1”的变化，

所以算式的正确表述是：50（1+10%）

（1+ 15）。

★例 3是一个应用方程来解决的

百分数问题。由于上衣和裤子的价格

都未知，因此两个量都要用未知数来表示。于是设哪个量为 x 就成为解决该问题的关键。

考虑到学生独立解决这个问题可能会有一定难度，教科书不仅给出了等量关系，同时还将解

决问题的整个过程全部呈现出来。目的是让学生明确解决该问题的基本步骤：一是理解问

题，明确未知数是什么，选择哪个量为未知数；二是根据数量关系列出方程；三是解方程；四

是检验回顾。教学时，小组讨论较为合适，先由学生在小组内讨论问题解决的过程，再将学

生引导到“设哪个量为 x”“另一个量如何表示”等问题上。对于“设哪个量为 x”的问题有不

同的想法时，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讨论，让学生明确将单位“1”即上衣的价格设为 x较简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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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活动只有 1个题，主要是让

学生根据相关条件提出问题并用式子

表示相应的数量关系，这是一个综合性

练习。教学时，教师需要准备一定数量

的卡片。组织学生活动前，可以先由教

师和几位同学按要求进行示范，再组织

全班同学以小组为单位进行。

★练习四有 11道题及思考题。其

中第 1题是为了复习解方程的知识，通

过学生解方程的数学活动，为学生解决

问题打好知识基础。

★第 2，3，4题是对应例 3而编写

的。第 2题将蜡笔画数量设为未知数，

再根据“水彩画比蜡笔画少 40幅”建立

数量关系。这个题思路较为简单。

★第 3题设钢笔的单价为 x 元，根

据“买 1支圆珠笔和 1支钢笔共用去 12
元”建立数量关系。当然还有其他思

路，但是这个思路较简单。

★第 4题设中国邮票有 x 张，根据

“小宇一共收集了 120张邮票”建立数

量关系。

★第5题是一道综合性题目，学生既要看懂表格，同时还要选取表中相应的信息来解决

问题。如果将家庭月收入设为 x元，则可以根据“生活费占月收入的百分比”建立数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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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题要引导学生明确动物画片

和人物画片都是以卡通画片为单位

“1”。因此，设卡通画片为 x张，则动物

画片为40% x张，人物画片为30% x张，

根据“动物画片比人物画片多20张”建

立数量关系“40% x -30% x =20”，还有

其他思路。

★第 7题，要注意两个小问题中，

都是将全班人数作为单位“1”。第（1）
题用综合算式即可。第（2）题用方程

解决。

★第 8 题根据“ 比 9 月份节约

20%”，建立数量关系，列方程。

★第 9题根据“小卡车的载重量是

大卡车的75%”，建立数量关系，列方程。

★第 10题设果园里有 x 棵杏树，

根据“梨树的棵数比杏树多25%”，建立

数量关系，列方程。

★第 11题根据“茶花的盆数比太

阳花多 16 ”得到茶花有120 ×（1+ 16）=140（盆），再根据“海棠花的盆数是茶花的80%”，建立

数量关系，列方程。

★思考题的答案是一样多。将杯子容量看成单位“1”，即第一次加20%，又加35%，再加

45%，正好等于1。也可以用特殊值法，假设杯子里面有100 mL的果汁，第一次喝了20%，需

要加水20 mL，第二次喝了35%，需要加水35 mL，第三次需要加水45 mL，最后喝完，很显然

是100 mL水。因此，喝的果汁和水一样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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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4是纳税的计算问题，核心主

要在于如何计算纳税额的问题。解决

这些问题必须要具备一些有关纳税的

知识，对于这些知识，学生是比较陌生

的。为此，教科书通过学生对话的方

式，介绍了税率的含义。接着出示例 4
的情境图，图以情境对话的方式告诉学

生营业额的税率。同时又以表格的形

式呈现开支情况。编写的目的在于培

养学生从不同渠道收集、整理信息的能

力，并利用这些信息解决问题。要解决

“小餐馆上月赢利多少元”的问题，方法

简单，但是计算过程较复杂，因此教科

书分步骤呈现了问题解决的全过程。

教学例4时，先引导学生理解税率，可以

在课前由学生自己了解纳税的有关知

识，如为什么纳税，怎样纳税等。也可

以由教师直接引出纳税问题以及如何

纳税，从而引出税率的含义。然后自然

地提出“赢利多少元”是什么意思的问

题，并组织学生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讨

论交流。让学生明确要得出赢利多少

元，必须除去所有开支以及应纳税额

等，还要注意的是由于该问题步骤较

多，也可提示学生分步解决。

★课堂活动安排了 2个题，其中第 1题主要讨论纳税的意义以及如何计算营业额的问

题，是学生深入理解纳税问题，培养纳税意识的素材。教学时，可以在课前布置一些收集资

料的任务，然后再在课堂中讨论，效果更佳。

★第2题主要是要学生明白营业税及其计算方法，由学生独立完成并在小组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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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5是计算利息的问题。教材

的编写意图是通过这部分知识的学习，

让学生初步了解一些有关利息的知识，

知道本金、利息和利率的含义，会利用

利息的计算公式进行一些有关利息的

简单计算，从小培养理财的习惯。考虑

到六年级学生的生活经验里已有存款、

利息等概念，而对本金、利率可能生疏

一些，教科书采取了先出示一家人到银

行存钱的情境图，突出了银行“人民币

存款年利率（%）”表格，一方面可以让

学生了解到不同的存款种类及其利率，

另一方面也便于学生提出“利率是什么

意思”等问题，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

教科书通过对话框以问答的方式对利

率、本金等概念进行介绍，并直接给出

利息的计算公式，这便于引导学生解决

根据情境图提出的问题。

★课堂活动呈现了将 400元用整

存整取的方式存2年，怎样存比较划算

的问题。教材的编写意图：一方面是让

学生在活动的过程中进一步感受储蓄

种类的不同，同时了解储蓄种类、时间

的不同，利率也是不一样的，要培养学

生用数学的知识理财的意识和思维习惯；另一方面让学生通过计算利息来比较不同的存款

方式，有助于学生巩固计算利息的知识。教学时，以小组为单位，猜想哪种方式获得的利息

多，然后根据不同的存款方式计算所得利息，最后比较说明。

★练习五共8题。其中第1，2题对应例4，主要是巩固纳税的计算知识。第1题直接计

算。第2题是一个时代性较强的问题，会随着国家经济发展的变化而变化，教师教学时要根

据国家政策和不同地区的发展，注意纳税政策的变化，增强与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在学生

做题的过程中，强调对题意的理解，特别是“超过 3500元的部分应按照3%的税率缴纳个人

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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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5题对应于例 5。第 3题

是一个贷款问题，要先计算利息，3年后

的还款是利息与本金之和。

★第 4题购买国债的问题，也是用

数学的知识做决策的问题。计算步骤

较多，需要分别计算两种购买方式所得

的利息，然后进行比较。

★第 5 题是一个定期存款问题。

先计算利息，然后将利息和本金相加

即可。

★第 6，7，8题是打折问题，是日常

生活中经常遇到的问题。第 6题先计

算八折优惠后的价格，再判断爸爸带的

钱是否够。

★第 7题先要明确九五折是什么

意思，然后列式计算。计算方法有两

种，如先计算现价，再计算降价了多少；

还可以直接计算降价2400 ×（1-95%）。

★第 8题比较复杂，但也是日常生

活常见的问题。解决过程是先分别计

算在两个商店购买70个足球的总价，然后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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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与复习由两部分内容构成：一部分是对本单元知识的整理，另一部分是

供复习用的习题。本节建议用2课时完成教学。第1课时：整理与复习（整理与

复习，练习六第1～3题，第5～8题。）；第2课时：问题解决复习（练习六第4题，第

8～18题及思考题。）。

教科书通过“议一议”“试一试”的

形式呈现所要整理的内容。首先设计

了学生讨论的情境图，利用学生间的对

话，呈现本单元的主要学习内容，引导

学生对本单元所学知识进行回忆和梳

理。这样编排的目的是通过这种形式，

给学生提供复习回忆、再现知识、相互

补充的机会。其次，通过“试一试”，帮

助学生回忆运用百分数解决实际问题

的方法和策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教学时，先让学生回忆

一下本单元学习了哪些知识，然后引导

学生以“百分数的意义”和“百分数在实

际生活中有哪些应用”这两个问题为主

线进行知识的梳理。学生在回忆“百分

数的应用”时，最好让学生能联系生活

实际，举例说明。在“试一试”中，可以

引导学生理解问题后，通过画线段图等

方式将问题明晰化。

★练习六共有 18道题和 1道思考

题，其中第 1题是百分数的读法以及大

小比较，可以交流完成，先让同桌之间互

相读，再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

★第2题是分数、小数和百分数的互化。提醒学生注意化为分数时要化简。

★第3题是几何直观的体现，引导学生形与数的结合，设计图案可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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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题有3个小题，第（1）题根据

教科书提供的平面图直接计算即可。

第（2）题分别计算食堂和教学楼占地面

积的百分比，然后计算两者之间的差。

第（3）题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也是培养

学生从数学的角度发现、提出、分析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可以根据平面

图提供的数据，提出问题，教师可以梳

理问题并解决一些典型的问题，特别是

有关百分数应用的问题。

★第 5题是百分数的应用，计算不

同时段电影院的上座率。

★第 6题是成活率的计算。计算

时，根据问题的条件，分别计算、补充数

据，然后计算成活率并填表。最后引导

学生将百分数应用到现实生活中，由学

生讨论哪类土壤较合适培育该种树苗。

★第7题是现实生活中百分数的应

用，注意引导学生理解“1成就是 1%”，

然后根据条件计算水稻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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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题可以让学生先画线段图，

然后建立数量关系。

★第 9题引导学生理解问题，寻找

解决问题的条件，然后思考，要计算“结

余”和“占本月收入的百分比”，必须知

道“本月收入”，为此需要计算“本月收

入”。根据“购买食物 800元占本月收

入的 40%”，可以计算出“本月收入”。

然后根据其他条件完成表格的填写。

第（2）题是将所学知识应用到现实生活

中的开放性问题，既能巩固所学的百分

比的知识，还可以增强学生在现实生活

中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 10题是利率问题。先要引导

学生回忆什么是利率，再根据提供的条

件直接计算。

★第 11题是折扣问题。让学生明

确折扣是什么意思，即现价是原价的百

分之几。

★第 12题是税率问题。可以让学

生先明白契税和印花税的含义，有利于

学生将现实生活与百分数联系起来，避免单纯的计算。

★第13题是用方程解决问题。设课桌的价格为 x元，再根据“椅子比课桌便宜40元”建

立数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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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题是折扣问题，问题是“一

共比原价少付多少元”。有两种计算方

法，一种是分别计算出折扣后的价格，

然后用原价减去折扣后的价格；另一种

是直接用原价乘以30%。

★第 15题是折扣问题。先计算出

上午和晚上打折后的机票价格，然后

求差。

★第 16题是出油率问题。先要学

生回忆什么是出油率，然后根据条件建

立数量关系，列方程。

★第 17题是百分数在工程建设中

的应用。设公路全长为 x千米，然后根

据条件可以得甲队修了 60% x 千米，乙

队修了 30% x 千米，然后根据“甲队比

乙队多修 27千米”建立数量关系，写出

方程。

★第 18题第（1）题根据条件分别

计算即可；第（2）题需根据第（1）题计算

的结果比较。

★思考题，要引导学生选好单位“1”。建议把第2季度用电量看成单位“1”，则第3季度

的用电量是 1 ×（1+5%）=1.05，第 4季度用电量就是 1.05 ×（1-5%），为此，可以得出答案是

9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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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奖购书活动中的数学问题”是

在百分数后面安排的综合与实践。教

科书较为真实地呈现了有奖购书活动

情境。购书活动是六年级学生极为熟

悉的活动。

教学时先给出情境图，然后让学生

读有奖购书活动的通告并在小组内讨

论，理解问题情境，引导学生从数学的

角度发现和提出问题并尝试解决。可

以将 4个问题呈现出来，让学生先独立

思考，再小组内讨论交流。既要重视问

题解决过程中学生之间的合作，也要重

视学生的独立思考。4个问题解决后引

导学生反思问题解决的过程，并思考在

解决的过程中，综合运用了哪些数学知

识，让学生体验综合应用数学知识解决

问题的过程，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数学知

识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

“活动拓展”放在课后，让学生收集

促销的方式并在班级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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