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单元教科书说明和教学建议

一 万以内数的认识

（一）单元教学目标

1.在现实情境中理解万以内数的意义，认识计数单位“千”与“万”，初步建立

万以内数的计数单位体系；理解相邻两个计数单位之间的进率是10，能用已学的

计数单位数万以内的数。

2.认识千位与万位，能说出各数位的名称；能正确地、比较熟练地读、写万以

内的数；能理解各数位上的数表示的含义，知道万以内数的组成；认识算盘，知道

算盘可以表示多位数。

3.能用万以内的数表示生活中物体的个数或事物的顺序和位置，能比较万以

内数的大小。

4.初步感受万以内数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能对较大数进行估计并能进行一

定的推理，培养数感；能从现实生活中发现并提出与万以内数相关的数学问题，

并尝试解决。

5.能有效利用100以内数的认识的方法主动学习万以内数的认识，积极参与

数学活动，获得成功体验，建立学好数学的自信心。

（二）单元内容分析

万以内数的认识是在学生已经认识了100以内数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100
以内数的认识是本单元的学习基础。同时，万以内数的认识是学习万以内数的

加减法，以及进一步认识万以上数和万以上数的加减法的基础。

本单元内容由数数，写数、读数，大小比较，较大数的估计，整理与复习5个小

节组成。

“数数”是建立万以内数的认识基础，教科书首先通过回顾引出“10个一是

十”“10个十是一百”，类推出“10个一百是一千”“10个一千是一万”，得出计数单

位“千”与“万”。接着用图形和计数器两种方式表示“一、十、百、千、万”这5个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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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单位，引导学生发现和建立“相邻两个计数单位的进率是10”的概念。然后用

小棒和计数器一个一个地数，突破“翻坎数”的难点；再用计数器一十一十地数，

突出数的组成这个重点；在数数中巩固计数单位，在数数中认识万以内的数。

“写数、读数”首先是通过类推认识千位和万位，建立初步的数位顺序。其次

是引导学生按数位顺序进行写数、读数，总结出“写、读数要从高位起”，加深对数

位的理解；对于中间或末尾有0的数的写法与读法，利用计数器形象、直观地突破

这个难点，并引导学生自己总结出中间或末尾有0的数的写法与读法。然后介绍

算盘的结构与记数的方法，引导学生用算盘记数。

“大小比较”一是借助计数器形象、直观地比较四位数与三位数，得出位数不

同的两个数比较大小的方法。二是借助计数器比较位数相同的两个数，得出从

最高位开始一位一位地往下比的方法。

“较大数的估计”是第 1次介绍估计的思想，这对培养初步的数感及判断、

推理能力有很重要的作用。教科书首先利用实物图估计，初步感受“多一些”

与“多得多”，“少一些”与“少得多”。接着用数出 1把或 1小杯黄豆的大约粒数

的方法去估计1碗黄豆的粒数。最后用数学书的厚度去推测纸的厚度。

[单元教学重点] 认识千位和万位，建立初步的数位顺序表。掌握写数、

读数的基本方法。

对于数的认识来讲，数位非常重要。因为只有初步掌握了数位顺序，才能进

行写数和读数，才利于比较数的大小，所以认识了千位和万位后，要引导学生构

建起初步的数位顺序表。要准确地写、读万以内的数，必须牢固掌握写、读数的

方法和中间、末尾的0的写、读规则。

[单元教学难点] 认识计数单位，理解相邻两个计数单位间的进率。写、

读数中关于0的处理。

本单元学习了“千”“万”后就建立起万以内数的计数单位体系，它是数的认

识的基础，需要理解记忆；相邻两个计数单位间的进率比较抽象，理解起来有一

定的困难。写、读数中关于0的处理难点：一是学生脑海里必须要有数位表，二是

要掌握有关中间、末尾有0的数的写、读规则。

（三）单元教学建议

1.遵循学生认知规律，加强直观教学和实际操作。教学中要充分利用教具演

示和学具操作来帮助学生建立和获得万以内数的知识，在操作活动中要引导学

9



义务教育教科书·数学教学参考书

生观察、思考及关注如何正确地表达与交流。学习中，计数器将起到非常重要的

作用，因此，建议教师要用计数器作教具，学生都要操作计数器。

2.利用现实情境帮助学生体验和认识数。教学中要从学生的生活经验出发，

在丰富的现实情境中体验与认识数，理解和掌握数的相关知识。

3.重视计数单位和数位的教学。计数单位和数位是认识数的核心内容。一

要通过操作与演示强化对计数单位的理解，理解相邻两个单位间的进率；二要借

助计数器建立数位的概念；三要在写、读数的过程中强化对数位的再认识；四要

理解数字在不同的数位上所表示的数值是不同的。

4.教给学生一些初步的数学思想与方法。

（1）类比推理。计数单位的教学要利用已有的计数单位类推出“千”“万”等

计数单位。建立十进关系时要借助直观教具或实物，逐步抽象、概括、类推。万

以内数读、写的方法可利用100以内数的读、写方法类推得出。

（2）迁移方法。教学中要将100以内数的知识与学习方法迁移到万以内数的

认识，并将新知同化到已有的知识体系中。

（3）估计思想。较大数的估计着重从学生较熟悉的事物出发，通过估计、判

断和猜想等数学活动，拓宽对数的认识，从而培养学生的数感和初步的逻辑思维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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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主题图以三峡工程为主题，

通过教学让学生感受到认识万以内数的

必要性，激发学生进一步学习的欲望。

（1）先出示主题图让学生观察，然

后让学生说说获得了什么数学信息，从

而让学生既了解了三峡工程的相关信

息，又切实感受到 100以内数已经无法

表示出三峡工程的相关信息。要解决

这个问题，需要用到万以内数乃至更大

的数，感受学习万以内数的必要性，从

而引发强烈的求知欲望。

（2）引导学生说一说“你在哪些地

方感受到100以内数不够用了”“万以内

数在生活中还有哪些应用呢”等，进一

步激发学生学习万以内数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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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节“数数”安排了 5个例题，2个课堂活动和 1个练习。建议用 3课时教

学：第1课时教学单元主题图、例1、例2、例3，完成第3~4页课堂活动第1~3题；第

2课时教学例4、例5，完成第5页课堂活动；第3课时完成练习一第1～4题。

★例 1通过数数认识“10个一百是

一千（1000）”，得出计数单位“千”。

（1）师生都要准备计数器供教学使用。

（2）先利用课件或实物教具演示引

导学生数数，并回忆出“10个一是十，

10个十是一百”，让学生回忆以前学过

的计数单位“一”“十”“百”。

（3）再提问“有比百更大的计数单位

吗？10个一百是多少呢？”然后用课件

或实物教具数小方块图得出“10个一百

是一千”。

（4）得出“千”这个计数单位后，引导

学生利用计数器和直线上的点一百一百

地数出1000，并感受1000是一个比较大

的数。这样既反映出“千”的产生过程，

又突破了满十向前进1的难点。

★例 2通过数数认识“10个一千是

一万（10000）”，得出计数单位“万”。

（1）出示一千个小方块组成的正方

体，问：这个大正方体由多少个小正方体

组成？ 10个一千是多少呢？

（2）引导学生猜想后用课件或实

物教具演示，让学生从一千、二千、

三千……数到 10 个一千时，引导学生说出“一万”，得出“10 个一千是一万”，并告

诉学生“万”是一个更大的计数单位。

（3）引导学生想象将10000个小方块叠在一起的情境，感受10000是一个更大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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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是建立万以内数的计数单位

体系“一、十、百、千、万”。

（1）利用课件或教具出示方块图的

一、十、百、千、万的计数单位。

（2）再用文字或数表示这些计数单位。

（3）在计数器上分别表示这 5个计

数单位。

（4）感受计数单位可以用方块图、文

字或数、计数器等表示。要将不同方式

表示的计数单位一一对应。

（5）引导学生理解“相邻两个计数单

位间的进率是 10”，可以先让学生用自

己的语言来表达，再通过课件演示的方

式解读十进关系。

★课堂活动第1题通过“数一数，说一

说”让学生再次体会“百”“千”“万”的含义。

（1）要充分利用方格图，让学生数一

数，第（1）题的图有100个小方格。

（2）第（2）题，引导学生一百一百地

数，10个一百是一千。

（3）第（3）题，利用千和万的十进关系

或一千一千地数，得出10个一千是一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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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题利用计数器上的算珠表示

一万、一千、一百。

（1）先让学生思考怎么画才能表示

出一万、一千、一百，再动手画。

（2）强调“万位上的数是几就表示几

万；千位上的数是几就表示几千……”，进

一步理解计数单位和相应数位的关系。

如果有学生在千位上用10颗算珠来表示

一万，要通过对比分析，让学生感受直接

在万位上用一颗算珠表示的简洁性。

★第 3题利用人民币的面值让学生

深入理解计数单位的含义。要让学生

明白“10个十是一百，而 100个一也是

一百；10个一百是一千，而 100个十也

是一千”，体会计数单位的含义在实际

生活中的应用。

★例 4通过“一个一个地数”突破

“翻坎数”的学习难点。

（1）利用小棒引导学生从九十七数

到一百二十，突出“九十九到一百”“一百

到一百零一”“一百零九到一百一十”这

三个关键点。当数到一百零一根小棒时

要让学生明白只有用“零”占据十位上的数才能表达出小棒根数，为以后的读数与写数做铺垫。

（2）利用计数器引导学生从一百九十七数到二百一十，继续突出“翻坎数”。要让学生明

白数出的数要用读数来表达，因为“数”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读”的过程。

（3）通过小男孩的对话框，让学生在数数过程中结合计数器知道所数的数的组成，有几

个百、几个十和几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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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5通过“一十一十地数”突破“翻

坎数”的学习难点和突出“数的组成”。

（1）借助计数器一十一十地数，从

九百八十数到一千零五十，突破“九百

九十翻一千”“一千翻一千零一十”，突

破“满十向前进1”的学习难点。

（2）通过提问“九百八十由几个百

和几个十组成”“一千零五十由几个千

和几个十组成”，理解数的组成。

（3）借助计数器一十一十地数，从

一千九百数到二千零一十来突破“一千

九百九十翻二千”“二千翻二千零一十”

的难点。

（4）通过提问“一千九百由几个千和

几个百组成”，让学生借助计数器直观理

解数的组成（几个千、几个百、几个十）。

（5）教学时还要注意两点：一是注意

数与拨要同步，二是要注意数与进，即9个
之后是10个，需向前一位进1，如9个十之

后是10个十，拨去10个十，拨上1个百。

★课堂活动安排了“拨一拨”和“数

一数”突破“翻坎数”的学习难点。

（1）借助计数器“一个一个地数”突

破“九百九十九翻一千”“一千翻一千零一”的难点。

（2）借助计数器“一十一十地数”突破“一千九百九十翻二千”“二千翻二千零一十”的难点。

（3）借助计数器“一百一百地数”突破“一千九百翻二千”“二千翻二千一百”“二千九百翻

三千”的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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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一第1题通过填空的方式复

习两个计数单位“千”和“万”。

★第 2题是“翻坎数”，这是数数的

难点。通过练习减少这方面的错误。对

于有困难的学生可借助计数器来数数，

汇报交流时一定要引导学生说出自己的

想法。

★第3题用数、说、填等方式让学生

手、脑、口并用，理解数的组成。教学中

学生可以先独立完成，再汇报交流，交流

时要引导学生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第4题通过学生的说巩固数的组

成与数的分解。第（1）题借助计数器练

习数的组成，让学生把计数单位与数位

一一对应，即千位上是 4就表示 4个千。

第（2）题通过纯文字方式呈现数的分解，

加强对计数单位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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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写数 读数”安排了7个例题，2个课堂活动和1个练习。建议用3课时

教学：第 1课时教学例 1、例 2、例 3，完成第 8页课堂活动第 1~3题，练习二第 1，2
题。第2课时教学例4、例5，完成第11页课堂活动第1，2题，练习二第3~6题。第3
课时教学例6、例7，完成第11页课堂活动第3，4题，练习二第7～10题。

★例 1通过拨、写学会写万以内数

的基本方法。这是本单元的重点。

（1）结合计数器认识从右起第3位是

百位，第4位是千位，第5位是万位。感受

算珠在不同的数位上表示的意义不同。

（2）引导学生先拨珠 65并写出 65
后，回忆100以内的写数方法；再让学生

独立尝试拨、写 265，3246；最后让学生

说一说是怎样写数的。

（3）小结时归纳出“写数是从高位写

起，几千在千位上写几，几百在百位上写

几……”的写数方法。

★例2借助计数器教学数的中间或

末尾有0的情况。这是写数的难点。

（1）借助计数器先让学生写 2600，
3001，再让学生结合计数器和写出的数

进行观察，归纳出“哪个数位上1个计数

单位也没有，就在这一位上写0”，体会0
占位的重要性。

（2）通过“试一试”写三个数，巩固

“不涉及0的数，中间或末尾有0的数”的

写法，进一步巩固写数的方法，突破如何

写中间或末尾有0的数这个难点。

（3）小结时要引导学生将例1、例2的写数方法合并在一起，这才是万以内数完整的写数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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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脱离计数器进行写数。

（1）教学时让学生先读出横线上的

数，再独立写数。

（2）通过“你是怎么写数的”引导学

生说出具体的写数方法，即先想数位顺

序表，然后从最高位开始一位一位往下

写，几千就在千位上写几……哪一位上

一个也没有就写0占位。

（3）独立写“试一试”的3个数，强化

写数方法的应用，反馈时引导学生说清

楚写数的方法。

（4）教学时要注意引导学生完整表

达写数的方法，如千位写几，百位写几，

十位写几，个位写几。

★课堂活动第 1题是“看图写数”

（实物图）。让学生再次感受“2个千就

在千位上写 2，1 个百就在百位上写

1……”，将计数单位与数位对应。

★第2题是“你拨我写”。通过有趣

的拨数活动让学生练习写数，巩固写数

的方法。引导学生拨数时尽量考虑写数

的各种情况。

★第3题是“我说你写”。让学生根据数位和数的组成练习写数，除了教科书提供的内

容外，还可以同桌两个学生为一组，一个说另一个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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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4是借助计数器读每个数位都

有数的数，这是读数的重点。

（1）教学时可以利用课件出示用文

字表述的信息，让学生试着读一读。

（2）借助计数器上的数位进行有效

读数。先让学生观察每一个数位上是

几颗算珠（数位是计数单位所在的位

置，算珠颗数表示计数单位的个数），再

读数。

（3）结合计数器与读数的过程归纳

出“读数是从高位读起，千位上是几，读

作几千；百位上是几，读作几百……”的

读数方法。

（4）教学时要注意所有的读数都应

是口答，不必要求学生用汉字写出来。

★例5借助计数器读末尾或中间有

0的数，这是读数的难点。

（1）借助计数器先让学生自主读

数，引导学生通过观察计数器和读数知

道末尾的0都不读。

（2）借助计数器让学生自主读数，引

导学生通过观察计数器和读数得出“中

间有1个或连续2个0，只读1个‘零’”。

（3）小结时要将例4和例5的方法合起来，形成一套完整的读数方法。

（4）通过“试一试”巩固读数的方法，将此方法融入学生已有知识结构体系。因为这部分

内容是第1学段对数的认识的最后内容，关系到以后数的认识和读写，一定要让学生切实理

解读法的合理性和正确性，掌握读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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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6教学算盘的认识，这是本套

教材新增加的内容。

（1）教师必须要准备算盘作为教具。

（2）提问“你对算盘有哪些了解”。

学生交流后教师介绍算盘各部分名称、

确定数位的方法、各个算珠表示的值、记

数的方法。然后让学生相互说一说有关

算盘的信息。

（3）引导学生用算珠表示简单的数

（1~10）。

★例7教学利用算盘表示数。

（1）引导学生思考：用算盘来记数先

要做什么。接着让全体学生在算盘上任

选一档做记号定为个位。

（2）让学生在算盘上分别表示出

71，509，6800。交流汇报时引导学生得

出“从高位拨起，几千就在千位上拨几，

几百就在百位上拨几……哪个数位上是

0，则不拨珠用空档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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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引导学生先在算盘上拨珠记数

309，400，8050，再写出这些数，并结合

算盘观察得出算盘表示的数与写的数

是一致的。

（4）通过“试一试”让学生熟悉拨珠

记数的方法。教学时可以让学生一边

拨珠一边说方法。

★课堂活动第 1题是“你说我写”。

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与合作精神，

引导学生尽可能地考虑万以内数读与写

的各种情况，以巩固数的读法和写法。

★第2题的第（2）题要求学生用4张
数字卡片摆出几个不同的四位数，再读

出来。教学中一是要特别注意对0的处

理：0能否在最高位上，0在中间或末尾时

的读法是什么；二是要在学生摆出数后，

引导有序地摆，即1在千位时可以摆6个
不同的四位数，3在千位时可以摆6个不

同的四位数……（共可以摆出18个不同

的四位数）。这种形式的活动能进一步

加深学生对计数单位、数位和读写数的

认识，并能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

★第3题是“读一读，写一写”，主要巩固借助算盘读数、写数。通过练习让学生明白读

数、写数时要先确定个位，再进行读数和写数。

★第4题是做一做，主要练习在算盘上表示数。活动时可以同桌合作，首先是一个学生

说（读）数，另一个学生在算盘上拨算珠表示数；接着是一个学生在算盘上拨算珠表示数，另

一个学生写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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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二安排了 9 道相应的练习

题、1个小调查和 1道思考题，都是对数

的读写、数的组成等进行综合练习。

★第 1 题重点练习“翻坎数”与写

数。教学时要注意 3点：一是要引导学

生一边数数一边写数；二是要引导学生

关注用 0占位的问题；三是引导学生反

思“怎样准确地数、写出这些数”，让学生

明白“满十要向前一位进1”。

★第 2题根据读数来写数。教学中

先要让学生读出各数，然后独立写出各

数，最后引导学生反思写数时要从最高

位起一位一位往下写。

★第 3题写计数器上表示的数。教

学中同样需要关注0占位的问题。

★第 4题借助具体情境读数。教学

的重点是巩固读数的方法，特别是 0的

读法；二是让学生了解相关的信息，扩大

知识面。

★第 5题读数。第一组练习不涉及末尾或中间有 0的情况，让学生巩固基本的读数方

法；第二组重点练习末尾或中间有0的情况，这是读数难点，要反复练习，同时也要引导学生

记住有关0的读数规则。

22



各单元教科书说明和教学建议

★第6题是理解数的组成。教学时

要让学生从数的分解中体会各个数位上

的数字表示的是有几个这样的计数单

位，0则表示这个数位上一个计数单位也

没有，对十进制的读写方法从本质上加

以理解，从而在方框中填出相应的数。

★第 7题是巩固数的组成及读写。

教学时一要让学生感受到数的组成可以

用计数单位和数位这两种方式进行描

述；二要让学生关注0占位在写数中的重

要性。

★第8题借助算盘上表示的数进行

看图写数。教学时可以先让学生看清

个位的位置，再让学生读出算盘所表示

的数，然后写出这些数。

★第9题是按读数时读零或不读零

的要求去写数，答案不唯一。第（1）题

答案有两个，5300或 3500。第（2）题答

案就更多，如：3005 或 5003；3050 或

5030。不要求学生全写，只要各写出一

个即可。

★第10题是小调查，让学生通过社会实践活动，了解自己的身高，本班、本年级、本校学

生人数以及生活中几种家用电器的价格，感受万以内的数在生活中应用很广泛。

★思考题是一道开放题，答案不唯一。教学中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创

新意识，引导学生多角度、全方位地思考问题。教学时，一是引导学生理解“个位上的数比十

位上的数多1”和“百位上的数比十位上的数少1”的含义；二是引导学生从十位入手，当十位

是2，3，4，…，8时才能组成三位数，答案为：123，234，…，789（共7个数）。

23



义务教育教科书·数学教学参考书

第 3节“大小比较”安排了 2个例题，1个课堂活动。建议用 1课时教学例 1、
例2，完成课堂活动第1~3题和练习三第1～4题。

★例 1教学位数不同的两个数比大

小，学习比较的方法。

（1）出示利用计数器来比较四位数

和三位数大小的情境图，让学生比较出

数的大小。

（2）当学生结合计数器说出 3200大

于 514时，通过教师的追问得出“几千大

于几百”，总结出四位数大于三位数。

（3）小结得出“位数不同的两个数比

大小，位数多的那个数大”的方法。

（4）通过“试一试”巩固位数不同的

两个数比大小的方法。

★例 2教学位数相同的两个数比大

小，学习比较的方法。

（1）课件出示教科书上的两幅情境图，

让学生观察得出4个数都是四位数，位数

相同。

（2）让学生观察计数器，思考位数相

同应如何比较大小，独立完成。

（3）汇报交流时引导学生得出：第（1）
题先比千位，4 个千比 5 个千小，所以

4850＜ 5200，从而得出千位上的数大的

那个数大；第（2）题千位上的数相同比百

位上的数，百位上的数大的那个数大。

（4）引导学生小结得出“位数相同的两个数比大小，从最高位开始，一位一位往下比”的

方法。

（5）通过“试一试”的三组数比大小巩固大小比较的方法。

（6）小结时将例1、例2的方法整合得出完整的比较两个数大小的方法，即“位数不同的两个

数比大小，位数多的那个数大；位数相同的两个数比大小，从最高位开始一位一位地往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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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活动第 1 题是想数比大

小。同桌两位学生一起合作完成，各想

1个三位数或四位数，再比大小。练习

时不仅要让学生比较出结果，还要相互

说一说比较的方法。

★第 2题是拨一拨、比一比。同桌

两位学生先各自在算盘上拨一个数，再

由一位学生说拨的数是多少，另一个学

生说自己拨的数比同学拨的数大或者

小，是多少。

★第 3题是比大小游戏。此题是

一个非常有趣的比较大小的智力游戏，

活动具有很强的灵活性。怎样将出示

的手指个数填入表格中对获胜的影响

很大，游戏会让学生在探索中提高学习

的兴趣，在愉悦的游戏中巩固所学的知

识。教学时，教师先要说清楚游戏规则

并做示范，让学生了解游戏活动的目

的。通过活动，让学生体会两人手指个

数之和是0~9，数字偏小（0，1，2，3）填个

位，数字偏大（7，8，9）填百位，数字居中

（4，5，6）填十位，以便尽可能获得取胜

机会。还可将此玩法推广到四位数，训练学生灵活机动地处理事物的能力。

25



义务教育教科书·数学教学参考书

第 4节“较大数的估计”安排了 3个例题，1个课堂活动和 1个练习。建议用

2课时教学：第1课时教学例1、例2，完成课堂活动第1，3题和练习三第5～8题；

第2课时教学例3，完成课堂活动第2题和练习三第9～11题。

★例1是通过对实物数量的多少进

行估计来认识“多一些、少得多”。

（1）教学时直接出示情境图（苹果不

标数据），让学生感受三堆水果堆放的大

小差不多，由于每种水果的大小不同，个

数就会有多有少。

（2）课件出示苹果 900个，把橘子的

个数和苹果的个数、柚子的个数和苹果

的个数相比较，各有什么发现？直观得

出橘子的个数比苹果的多，柚子的个数

比苹果的少。然后分析“多”与“少”的程

度，多的程度小可以说“多一些”，少的程

度大可以说“少得多”。让学生感受多与

少程度上的差异，进而感受数的大小。

（3）引导学生根据各自的生活经验

用最接近和相对合理的数来估计橘子和

柚子的个数，并从 1500，1000，800，400
这4个数中去选择。

（4）教学时注意引导学生小结估计

的方法是“先要确定参照物（基数），然后

与参照物进行比较得出结果”。

★例 2是利用不同的方法估计 1碗

黄豆有多少粒。

（1）先出示1碗黄豆，询问它大约有

多少粒。引导学生尽量想办法，可以先

数出“1把有多少粒”，再数出共有多少把；也可以先数出“1小杯有多少粒”，再数出共有多少

杯，从而估计出黄豆的数量。让学生感受到在对数的要求不是很准确的情况下，对数的多少

进行估计是现实生活的需要，提高学生对学习估计方法的兴趣。

（2）放手让学生用自己选择的方法进行操作，估计出黄豆的数量再进行交流，如：1碗有

多少把，1把有多少粒，大约多少粒。

（3）小结时整理出估计的方法是先找到标准（基数），再进行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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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通过想一想，说一说，估计

1200张纸大约有多厚。

（1）引导学生思考如何估计1200张
纸的厚度。

（2）理解“1本数学书约有 60张纸，

两本厚约1厘米”这句话的意思。

（3）引导学生进行推理“10本书约

有多少张纸，叠起来的厚度约是多少厘

米”，进而估计出1200张纸的厚度。

（4）让学生用自己的方法来估计

“1200名学生站成1列有多长”。可以先

测量出“10名学生站成 1列的长度”，再

推测出“1200名学生站成 1列的长度”；

也可以先测量出“12名学生站成 1列的

长度”，再推测出“1200名学生站成 1列

的长度”。

（5）小结时归纳出“估计时先找‘基

数’，然后由小推测到大，由局部推测到

整体”的估计方法。教学时重点让学生

经过这样一个估计推理的过程，不必过

多追问“为什么”和“怎么算”。

★课堂活动第1题是“想一想，画一

画”。从 400，470，600，900四个数中分

别确定比500大得多和小一点的数。

★第 2题是根据自己 1步的长度，去估计教室的长有多少步和 1000步的长度。教学时

可以让学生先量出自己1步的长度，接着估一估教室的长有多少步，推测出教室的长度，最

后推测出1000步的长度。

★第3题是估一估1袋瓜子有多少粒。教学时鼓励学生采用多种方法进行估计，如“可

以先数出1把瓜子的粒数，也可以先把1袋瓜子全部倒出大致平均分成几堆后，数出1堆的

粒数，还可以数出1小杯的粒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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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三安排了10道题，1个小调查。

★第 1题有两个小题，第（1）题依次

写数，让学生体会从小到大依次排列的

一组数中后面的数大于前面的数，感受

数序；第（2）题是从第（1）题中选出两组

数比大小。

★第 2题“比一比”。根据数轴上数

的排列规律“以 0为起点，越往右数越

大”，来比较数的大小。本题的内容丰

富，有位数相同的，也有位数不同的。教

学时可以先让学生观察数轴上数的排列

规律，再进行大小比较。

★第 4 题结合比身高进行 4个数的

大小比较，并进行有序排列（从大到小或

从小到大均可）。本题涉及 4个数进行

比较，还要将4个数进行有序排列，对学

生来说比较困难，教师要加以指导。

★第5题“一个三位数加上1是四位

数”，这个三位数应该是最大的三位数即

999，加上1后所得四位数即是1000。这

里不要涉及加减计算的方法。

★第 6题用 4个数字组成四位数时，其中最大的应将数字从大到小按数位从高到低排

列，即8510；最小的应将数字从小到大（最高位不能为0）按数位从高到低排列，即1058。教

学时先让学生独立尝试，学生交流汇报后再追问学生的想法，最后总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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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题写两位数、三位数、四位数

的最小数和最大数。教学时先让学生

独立完成，交流汇报后再引导学生在观

察的基础上发现规律：“最小几位数由1
和它后面若干个 0组成，最大几位数是

由若干个9组成”。

★第8题是利用一个笔筒中的铅笔

支数去推测2个、4个同样笔筒中装的铅

笔支数。教学时，让学生估计后填数，

交流时追问学生推测的方法和理由。

要引导学生利用“基数”进行估计，而非

计算。

★第 9题猜玻璃杯中红豆的粒数。

教学时要让学生明白估计时一定要根

据第 1个玻璃杯中红豆的粒数（基数），

通过观察第 2杯、第 3杯中红豆的高度

来估计它们的粒数。

★第10题根据具体情境用“多得多、

多一些、少得多、少一些”来进行估计。

★第 11题的实践活动是为学生提

供在社会实践中去体验数的应用的机会。通过调查商品的售价，收集数的有关信息，感受数

的知识的重要性和应用的广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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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节“整理与复习”建议用 2 课时教学：第 1 课时完成第 1，2 题和练习四

第 1，2，5题；第 2课时完成第 3，4题和练习四第 3，4题及思考题。

★教学时围绕“这一单元我们主要

学习了哪些内容”“你学会了哪些知识”

这两个问题整理本单元的知识，引导学

生通过看书找小节标题等方法复习本单

元的内容。

★第1题是复习万以内数的计数单

位和相邻两个计数单位间的进率。教学

时要结合填空再次巩固计数单位，然后

整理出万以内的计数单位以及相邻两个

计数单位的进率。

★第 2 题通过写数来复习数的大

小比较的方法。第（1）题写 1个三位数

和 1个四位数进行比较，复习位数不同

数的比较方法，同时进一步理解三位

数、四位数的含义。第（2）题写两个四

位数来比较，复习位数相同数的比较方

法。教学时要引导学生说出数的大小

比较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形，以形成完

整的比较方法。

★第3题通过一个简单的计数单位

顺序表和半直观的点子图来复习万以内

数的写读方法和数的组成。教学时先让学生写一写，读一读，再让学生说一说这三个数的组

成，最后要突出0的占位作用。

★第4题是通过粉笔支数的估计与推算复习较大数的估计方法。第一个问题既可以用

20+20+20+20=80计算，又可以推理4个20是80。第二个问题既可以计算（5个20相加），又

可以推理（5个20是100）。教学时先让学生理解题意，重点理解“1个月”大约有几周，再让学

生独立完成，然后交流汇报，说出自己推算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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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四安排了 5道练习题和 1道
思考题。

★第1题是“写一写”，既是写数，也

是数数。第（1）题写后一个比前一个多1
的数，即一个一个地数；第（2）题写后一个

比前一个多10的数，即一十一十地数。

★第2题是读数练习。教学时要让

学生既关注具体的读数方法，又要关注

“0”的不同读法。

★第3题是写数练习。教学时引导

学生既要关注写数的基本方法，又要突

出“0”的特殊处理。

★第4题是较大数的估计。题目给

出一个“基数”，根据题目条件从 4个备

选数中，各自确定一个估计数。

★第 5题是两个小朋友比谁跑得

快。第1幅图是通过同一时间内所跑的

路程来比较，时间相同，跑的路程多则跑

得快。第2幅图是距离相同，用的时间少

则跑得快。其目的是让学生在比较数的大小时，还要注意比较结果的实际含义。教学时应提

醒学生分析题目提供的全部信息，再作出比较和判断。汇报交流时引导学生理解：时间相同

（都跑1分），跑的距离远就是跑得快；跑的距离相同（都跑100m），用的时间少就是跑得快。

★思考题是用同一个数字 3组成的四位数，重点让学生体会同一个数字在不同数位表

示的意义不同。教学时先让学生尝试练习，反馈交流时说明理由。教师点拨时要引导学生

理解借助进率来判断其倍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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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文化：算盘。通过教学让学生了解算盘的起源、发展以及应用的优势等信

息，扩大知识面，增强民族自豪感。建议结合认识算盘和用算盘记数进行教学。

★让学生自主阅读，了解全部信息。

★交流阅读后的收获与感想。如中

国是算盘的故乡，算盘是怎样发展的，流

传到哪些国家，用好算盘的作用，算盘的

优势等。

★让学生谈体会，感受我国古代人

民的伟大和算盘的价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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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单元教学资源

1.关于计数单位

我们常用的是十进制计数法，所谓“十进制”就是每两个相邻的计数单位之

间的进率是“十”。计数单位应包含整数部分和小数部分，并按以下顺序排

列：……千亿、百亿、十亿、亿、千万、百万、十万、万、千、百、十、个（一）、十分之一、

百分之一、千分之一……整数部分没有最大的计数单位，小数部分没有最小的计

数单位。写数时如果有小数部分要用小数点把整数部分和小数部分分开。

在《五经算术》中这样写道：按黄帝为法，数有十等。及其用也，乃有三焉。

十等者，谓“亿、兆、京、垓、秭、穰、沟、涧、正、载”也。三等者，谓“上、中、下”也。

下数者，十十变之。若言十万曰亿，十亿曰兆，十兆曰京也。中数者，万万变之。

若言万万曰亿，万亿曰兆，万兆曰京也。上数者，数穷则变。若言万万曰亿，亿亿

曰兆，兆兆曰京也。

下数（十进）

中数（万进）

上数

个

1

1

1

十

10

10

10

百

102

102

102

千

103

103

103

万

104

104（通用）

104

亿

105（十万，不用）

108（万万，通用）

108

兆

106（百万，中国大陆）

1012（万亿，日韩新）

1016

个级、万级、亿级、兆级、京级、垓级……

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十亿、百亿、千亿、兆、十兆、百兆、千

兆、京、十京、百京、千京、垓、十垓、百垓、千垓……

计数单位依次为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十亿、百亿、千亿、

兆、十兆、百兆、千兆、京、十京、百京、千京、垓、十垓、百垓、千垓、秭、十秭、百秭、

千秭、穰、十穰、百穰、千穰、沟、十沟、百沟、千沟、涧、十涧、百涧、千涧、正、十正、

百正、千正、载、十载、百载、千载、极、十极、百极、千极、恒河沙、十恒河沙、百恒河

沙、千恒河沙、阿僧祗、十阿僧祗、百阿僧祗、千阿僧祗、那由他、十那由他、百那由

他、千那由他、不可思议、十不可思议、百不可思议、千不可思议、无量、十无量、百

无量、千无量、大数、十大数、百大数、千大数。

亦可以写作:万：104。亿：108。兆：1012。京：1016。垓：1020。秭：1024。

穰：1028。沟：1032。涧：1036。正：1040。载：1044。极：1048。恒河沙：1052。阿僧

祗：1056。那由他：1060。不可思议：1064。无量：1068。大数：1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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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数位与位数

不同的计数单位按照一定顺序排列，它们所占的位置叫做数位。整数中的数

位是从右往左，逐渐变大：第一位是个位，第二位是十位，第三位是百位，第四位是

千位，第五位是万位，第六位是十万位，第七位是百万位，第八位是千万位……以此

类推。同一个数字，由于所在数位不同，计数单位不同，所表示数值也就不同。对

于每一个数都应当有一个名称，以自然数来说，自然数是无限多的，如果每一个自

然数都用一个独立的名称来读出它，这是非常不方便的，也是不可能做到的。为了

解决这个问题，人们创造出一种计数制度，就是现在我们使用的十进制计数法。

一个自然数数位的个数，叫做位数。含有一个数位的数是一位数，含有两

个数位的数是两位数……最大的一位数是9，最小的一位数是1，最大的两位数

是99，最小的两位数是10。如此推理，最大的 n位数是10n－1，最小的 n位数

是10n－1。而小数位数是以小数点右边的数位多少来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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