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2018学年广州天河区五年级上学期期末数学试卷

一、单选题.

A. B. C. D.

当 取下面哪一个数值时， ．（ ）1

A. 摸出的不可能是红球 B. 摸出的一定是黄球

C. 摸出的可能是白球 D. 摸出蓝球的可能性最大

从下面盒子里摸出一个球，对摸出的结果说法正确的是（ ）．

个红球

个黄球

个蓝球

2

A. B. C. D.

（ ）3

A. 个 B. 个 C. 个 D. 个

在计算 “ ”时，竖式中虚线框中的数（如下图）表示（ ）．4



下面 、 、 、 四个图形中，与图①面积相等的是（ ）．5

A. B. C. D.

下面是一块不规则的地．如果每个小方格的边长看作 米，那么这块地的面积大约是（ ）

平方米．

6

A. B. C. D.

下面（ ）算式的商最大．7

A. B. C. D.

一个平行四边形与一个三角形的面积相等，且平行四边形的底为 ，三角形的底为

，那么平行四边形这条底上的高 与三角形这条底上的高 之间的关系是（ ）．

8



A. 美国 B. 香港 C. 英国 D. 无法判断

某日，银行外汇牌如下图，这一天，同一款手表在美国标价 美元，在香港标价 港元，

在英国标价 英镑．（ ）的标价最低．

9

A. 茄子 B. 黄瓜 C. 西红柿 D. 萝卜

下面这块地种了四种蔬菜，分别是茄子、黄瓜、西红柿和萝卜．判断,哪块地面积最大？（

）

黄

瓜

茄

子

西

红

柿

萝

卜

10

二、填空题．

（精确到十分位）， （保留两位小数）．11

把 的可乐全部分装在一些小瓶中，如果每个瓶子可以装 ，需要准备 个小

瓶．

12



下面三角形的底 是 米．13

下面梯形的高是 厘米．14

在下面的 里填上“ ”、“ ”或“ ”．15

一台变频空调 天的耗电量是 千瓦时， 台变频空调 天的耗电量是 千瓦时．16

用含字母的式子表示下面的数量关系：17

的 倍减去 的差．__________(1)

与 的差除以 ．__________(2)

买 千克大米需付 元，买 千克大米应付 元；当 时，应付 元．18

五（ ）班同学参加植树活动，他们要在一段长 米的公路一侧栽树（两端都栽），每 米

栽一棵．一共要栽 棵．

19



三、解答题.

直接写得数．20

用竖式计算下面各题．（2、 题保留一位小数）21

(1)

(2)

(3)



计算下列各题，能简算的要简算．22

(1)

(2)

(3)

(4)

解方程．23

(1)

(2)



在下面的方格纸上画一个和三角形面积相等的平行四边形．24

如图，每个小正方形的边长表示 ．25

照样子写出图中部分顶点的位置．

（ ， ）； （ ， ）； （ ， ）； （ ， ）； （ ， ）

(1)

求五边形 的面积．(2)

年，广州市小学生人数有 万人，比初中学生人数的 倍还多 万人， 年广州市

初中学生人数有多少万人？（列方程解答）

26



广州至武汉的铁路长 ，和谐 号和复兴 号两列高铁同时从两地出发，相向而行，经

过 小时相遇．和谐 号高铁每小时行 千米．求复兴 号高铁每小时行多少千米？

27

街心花园有一块三角形的空地（如图），底是 ，高是 ，要在这块空地上种草坪

（水池不需要种），草坪的面积是多少平方米？

28



购买体育器材．29

学校准备给校足球队和排球队各买 个足球和排球，一共需要多少钱？(1)

买 个蓝球的钱，可以买 个足球吗？(2)

体育用品超市春节大优惠，每个篮球降价 元，原来购买 个篮球的钱，现在最

多可以购买多少个篮球？

(3)



2017~2018学年广州越秀区五年级上学期期末数学试卷

一、计算题

直接写出得数．1

列竖式计算下面各题．2

(1)

(2)

(3)



计算下面各题．怎样简便就怎样算，并写出必要的简算过程．3

(1)

(2)

(3)

(4)

解下列方程．4

(1)

(2)



二、填空题

的积保留两位小数是 ； 的商用简便形式可以写作 ，把它精

确到十分位是 ．

5

填上适当的数，使等式成立．6

猎豹是陆地上跑得最快的动物，它的奔跑速度是 千米/时，是狮子奔跑速度的 倍．狮子

的奔跑速度是 千米/时，猎豹的奔跑速度比狮子的速度快 千米/时．

7

水果店有 筐苹果，每筐 ，卖了一些后还剩 ．水果店卖了 千克苹果．当

时，水果店卖了 千克苹果．

8

两个长方形的房间，大房的长 ，宽 ，小房的长 ，宽 ．不用精确计算，估

算大房间的面积超过 ，小房的面积不超过 ．

9

一个梯形的上底是 ，下底是 ，高是 ，它的面积是 ，当

时，它就是一个平行四边形．

10

如图，三角形 的面积是 ； 边上的高是 ．11



如图，已知长方形 的面积是 ，宽是 ， 长是 ，那么平行四边形

的面积是 ．

12

盒子里放有红球、白球、黄球、五彩球共 个．从盒子里任意摸一个球，如果要使摸到白

球的可能性最大，摸到红球和黄球的可能性相等，摸到五彩球的可能性最小，那么各种球

的个数可能是：红球有 个、白球有 个、黄球有 个、五彩球有

个．

13

三、看图解方程并求解

14



棵

桃树 ：

杏树 ：

桃树的 倍

少 棵

棵

15

四、选择题

A. B. C. D.

当 （ ）时， ．16

A. 和 B. 和 C. 和 D. 和

是一个大于 的数，下列各组算式计算结果相等的是（ ）．17

A. 大 B. 小 C. 大 D. 小

明明今年 岁，东东今年 岁．明明的年龄比东东（ ）岁．18

A. B. C. D.

玲玲买 本笔记本，每本 元，付给售货员 元，找回 元．根据这些数量列方程，错误的

是（ ）．

19



A. B. C. D.

下列方程中，与 的解相等的是（ ）．20

A. B. C. D.

一个三角形与一个梯形的面积相等，高也相等，梯形的上底是 ，下底是 ，那么三角

形的底是（ ） ．

21

五、操作与计算题

如图，每个小方格表示边长是 的正方形．22

用数对表示三角形 各顶点的位置．

（ ， ）、 （ ， ）、 （ ， ）

(1)

在图中画一个与这个三角形面积相等的平行四边形．(2)



计算下面图形的面积．23

六、解决问题

有一批 吨的货物，用载重量 吨的卡车运了一次，剩下的用一辆载重量 吨的卡车来

运，还要运多少次才能运完？（最后结果保留整数）

24

有一块平行四边形的地，高是 ，底是高的 倍，给这块地铺植草皮，铺植 平方米草皮

需要 元，用草皮铺这块地共需要多少元？

25



甲、乙两队合修一段长 的公路，甲队修的米数是乙队修的 倍．甲、乙两队各修路

多少干米？（到方程解答）

26

甲、乙两辆车同时从广州出发开往阳江．经过 小时后，甲车落后乙车 ．甲车每小

时行 ，乙车每小时行多少千米？（列方程解答）

27

某停车场的收费标准如下：停车 小时以内（含 小时）收费 元，超过 小时部分，每 小

时收费 元，不满 小时的按 小时计算．一天，王叔叔在这个停车场停车 小时，他

要缴停车费多少元？

28



2017~2018学年广州海珠区五年级上学期期末数学试卷

一、填空(每空1分，共15分）．

在 里填上“ ”“ ”或“ ”．1

A. B. C.

(1)

A. B. C.

(2)

的商用循环小数的简便记法表示是 ．2

一个三角形，底是 ，高是 ，它的面积是 ，与它等底等高的平行四边形

的面积是 ．

3

一个平行四边形的面积是 ，把它的底延长到原来的 倍，

高不变，这时平行四边形的面积变为 ．

4

一栋楼房的客用电梯，限载 ．如果一个成年人的体重按 计算，那么在限载范围

内，这台电梯一次最多可承载成年人 人．

5

某市出租车收费标准为： 以内 元，超过 ，每千米收取 元（不足 的按照

计算）．李奶奶某天打了两次出租车，第一次行驶里程是 ，应付车费 元；第

二次行驶里程是 ，要付车费 元．

6



在一个袋子里有三种颜色的球，大小质量都相同．从中摸出一个后放回去摇匀，这样重复

摸了 次，其中有 次是红色， 次是绿色， 次是黄色．由此推测，袋子里 色球

最多．再摸一次，摸出 色球的可能性最小．

7

商店原有雪梨 ，又运来了 箱，每箱中有 ，现在商店一共有雪梨 ．当

时，商店现在一共有雪梨

8

找规律填空．9

二、判断．（每小题1分，共5分）

1. 爷爷今年 岁．这里的 可以是 ．

2. 要把 葡萄全部装箱运走，每箱最多可装 ，至少需要 个箱．

3. 把“ ”省略乘号写成最简为： ．

4. 两位小数除以整数，商一定也是两位小数．

5. 在 ， ， ， 中，最大的数是 ．

判断正误．（对的再括号里打“√”，错的打“×”）10

三、选择．（选择正确答案的序号填在括号里）（每小题2分，共12

分）

A. 一定是方程 B. 不可能是方程 C. 可能是方程

等式 的减数被遮盖，关于这个等式的说法，正确的是（ ）．11



A. B. C.

如果 ，那么 不可能等于（ ）．12

A. 大于 B. 等于 C. 小于

如右图，四边形 是一个平行四边形，三角形 的面积是 ．那么两个空白三角

形的面积之和（ ） ．

13

A. 有限小数 B. 无限小数 C. 循环小数

的商是（ ）．14

A. B. C.

估计右图阴影部分的面积，比较合理的是（ ）．（每个小方格的边长是 ）15



A.
，

答： 块地砖够．

B.
，

答： 块地砖够．

C.
，

答： 块地砖够．

一个会议室的底面是磁场方向，长是 ，宽是 ．现在要铺上边长是 的正方形地

砖， 块够吗？下面的估算方法最合理的是（ ）．（不考虑耗损）

16

四、计算．（第17题4分，第18题8分，第19-20题每题6分，共24

分）

直接写出计算结果．17

列竖式计算．18

(1)

(2)



解方程．19

（要写出检验过程）(1)

(2)

(3)

计算下面各题，怎样简便就怎样算．20

(1)

(2)

(3)



五、操作．（每空3分，共12分）

看图回答一下问题．21

图中 、 两点的位置用数对表示是： （ ， ） （ ， ）．(1)

点 的位置在（ ， ）处，请在图中标出 点，并与 、 两点连成一个三角形．(2)

这个三角形的面积是（ ） ．1

把三角形 平移后，顶点 去到了（ ， ）处，这个三角形是向（ ）平移

了（ ）格．

2



六、解决问题．（第23-25题每题6分，第26-27题每题7分，共32分）

只列式不计算．22

如右图，梯形的面积是 ，它的上底是多少米？

设梯形的上底是 米，列方程得： ．

(1)

两个工程队同时开凿一条 长的隧道，各从一端相向施工．甲队每天开凿 ，

乙队每天开凿 ．需要多少天才能打通这条隧道？

设需要 天才能打通这条隧道，列方程得：__________．

(2)

美术组有 人，比乐器组人数的 倍少 人．乐器组有多少人？

设乐器组有 人，列方程得：__________．

(3)

某市自来水公司为鼓励节约用水，采取按月分段计费的方法收取水费． 吨以内的每吨

元，超过 吨的部分，每吨 元．小青家上个月的用水量为 吨，应缴水费多少元？

23



学校买来 张桌子和 把椅子，一共用了 元．每把椅子 元，每张桌子多少钱？（列方

程解答）

24

小玉的妈妈比她大 岁．今年妈妈的年龄刚好是小玉的 倍．今年小玉和妈妈各多少岁？

（列方程解答）

25

有一块菜地形状如下图，这块菜地占地多少平方米？（图中单位： ）26



2017~2018年广州白云区五年级上学期期末数学试卷

一、选择题．（每小题1分，共8分）

A. B. C. D.

方程 解是（ ）．1

A. B. C. D.

与 计算结果不相同的算式是（ ）．2

A. 加法结合律 B. 乘法交换律 C. 乘法结合律 D. 乘法分配律

由 得 ，是根据（ ）．3

A. B. C. D.

商是 的算式是（ ）．4

A. 不到 个 B. 多个 C. 多个 D. 个以上

宋阿姨买了 个橘子共重 千克，如果买这样的橘子 千克，大约有（ ）．5



A. （ ， ） B. （ ， ） C. （ ， ） D. （ ， ）

如下图，如果将三角形 向左平移 格得到三角形 ，则新图形中顶点 （点 平移

后对应的点）的位置用数对表示为（ ）．

6

A. B. C. D.

已知梯形的面积是 ，高是 ，上底比下底少 ，则下底的长度是（ ）．7

A. B. C. D.

（右图）小明出生时脚印的面积约是（ ） ．8



二、判断正误．（每小题1分，共5分）

1. 的循环节是 ．

2. 乘以一个小数，积一定小于 ．

3. 小明的年龄一定比他爸爸的年龄小．

4. 如果一个三角形的面积是 ，高是 ，那么底是 ．

5. 平行四边形、三角形和梯形面积计算公式的推导都用了转化的方法．

判断题．（对的打“ ”，错的打“ ”）9

三、填空题．（每空1分，共16分）

一个鸡蛋大约重 ，一个鸵鸟蛋的质量是一个鸡蛋的 倍，一个鸵鸟蛋的质量大约重

．

10

张老师买了 个足球，每个 元，付出 元，应找回 元．11

一块长方形菜地，面积是 ，它的宽是 ，长是 米．12

在 里填上“ ”“ ”或“ ”．13

A. “ ” B. “ ” C. “ ”

(1)

A. “ ” B. “ ” C. “ ”

(2)

A. “ ” B. “ ” C. “ ”

当 时，(3)



口袋里有 个球， 个篮球和 个白球，从中任意摸出 个球，摸出 球的可能性最

大，摸出 球的可能性最小．

14

用含有字母的式子表示下面的数量关系．15

的 倍与 的和．(1)

除以 的商．(2)

红色笔记本每本 元，蓝色笔记本每本比红色笔记本要贵 元，那么 表示

．

16

一个林场用喷雾器给树喷药， 台喷雾器 小时喷了 棵，照这样计算，一台喷雾器每小时

可以喷 棵．

17

先观察算式： ， ， ，再比较商和被除数的关系，你发现了

．

18

一个三角形面积是 ,与它同底等高的平行四边形面积是 ．19

心语蛋糕房特制一种生日蛋糕，每个需要 ，王师傅领了 面粉做蛋糕，他最多可以

做几个生日蛋糕? ，想法：

20



四、计算题．（21题10分，22题9分，23题6分，24题6分，25题3

分，共计34分）

计算下面各题．21

计算下面各题，能用简便算法就用简便算法．22

(1)

(2)

(3)



解方程．23

(1)

(2)

竖式计算，得数保留一位小数．24

(1)

(2)

计算图中阴影部分的面积．25



五、解决问题（第26-29小题每题4分，第30小题6分，第31-33小题每

题5分，共37分）

根据题意列方程．26

有 米布，做了同种规格的儿童服装 套后，还剩 米，儿童服装每套用布多少

米?

解：设儿童服装每套用布 米． 方程：__________．

(1)

一辆大货车的载货量是 吨，比一辆小货车载货量的 倍少 吨，这辆小货车的载货

量是多少吨?

解：设小货车的载货量是 吨． 方程：__________．

(2)

一块平行四边形的广告牌，每平方米大约用油漆 ，油漆工人带来 的油漆，要刷完

这块广告牌，这些油漆够吗?（要写出计算过程)

27

小明每秒跑 米，小力每秒跑 米，两人从百米跑道的两端迎面同时起跑，几秒后两人相

遇?（用方程解答）

28



小红买了 支钢笔和 支圆珠笔，共付 元，一支钢笔的价格是一支圆珠笔价格的 倍，每

支圆珠笔多少钱?（列方程解答）

29

（如图）．30

如果这个梯形的上底延长 ，下底缩短 ，形状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面积又会发生怎样变化?（先画出改变后的图形，再计算面积）

(1)

如果这个梯形的上底缩短 ，下底延长 ，形状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它的面积又

是多少?（先画出改变后的图形，再计算面积）

(2)



学校买来 米布为舞蹈队做演出服，做一件上衣用布 米，要做 件这样的上衣，这些布

够吗?如果够，剩下的布还能再做几件这样的上衣?（要写出解答过程）

31

看图解答．

．

32



李大爷家要盖一间新房，新房一面墙的平面图如右图（房顶三角形的高为 米），如果每平

方米要 块砖，砌这面墙至少要用多少块砖?

33



2017~2018学年广州黄埔区五年级上学期数学期末试卷

一、选择题．

在答题卡相应的题号上将正确答案的字母涂黑

A. 精确度相同 B. 不相等 C. 大小相等，但精确度不同

、 、 这三个数（ ）．1

A. 黄 B. 红 C. 蓝

盒子里装有大小相同的黄色球 个，红色球 个，从盒子中任意取出一个，取出（ ）色球的

可能性大．

2

A. B. C.

比 的 倍少 的数是 ,列方程是（ ）．3

A. 不变 B. 扩大到原来的 倍 C. 扩大到原来的 倍

平行四边形的底扩大到原来的 倍，高不变，面积就（ ）．4

A. 涂色部分面积大 B. 空白部分面积大 C. 两部分面积相等

在平行四边形中（如右图），涂色部分的面积和空白部分的面积关系是（ ）．5



二、填空题．

写在答题卡相应位置上（每小题2分，共20分）

一个三位小数取近似数是 ，这个三位小数最小是 ， 最大是 ．6

在横线上填上“ ”、“ ”或“ ”．7

小强在教室里坐在第 列，第 行的位置，用数对表示是（ ， ）；小兵在教室里的位置用

数对表示是（ ， ）；小兵坐在第 列，第 行的位置．

8

有 吨货物需要运出，现有一辆载重 吨的货车，需要 次才能运完．9

王红每天坚持跳绳 分钟，李丽每天比王红多跳 分钟，李丽每天跳绳 分钟．10

仓库里原有货物 吨，运走 车，每车运 吨，仓库还剩 吨货物．11

如果 ，则 ．12

一个直角三角形三边的边长分别是 、 、 ，这个直角三角形的面积是 ．13



一个三角形和一个平行四边形的面积相等，高也相等，如果三角形的底是 ，那么平行

四边形的底是 ．

14

学校要在一条长 的小路上一边植树，每隔 栽一棵树（两端要栽），一共要栽

棵树．

15

三、计算题．

写在答题卡相应位置上（30分）

直接写出得数．16



用竖式计算下面各题，第（1）题要验算．17

(1)

(2)

（保留两位小数）(3)

计算下面各题，能用简便算法的要用简便方法计算．18

(1)

(2)

(3)



解方程．19

(1)

(2)

四、解决问题．

计算下面组合图形的面积．（单位： ）20

台同样的喷雾器， 小时喷了 棵树，照这样计算，一台喷雾器每小时可以喷多少棵树?21



一根 长的彩带，每 剪一段做一个蝴蝶结，这根彩带可以做多少个这样的蝴蝶结?22

学校美术组有 人，比科技组人数的 倍多 人，科技组有多少人?23

如右图，一块平行四边形的草地中间由一条长 、宽 的小路，求草地的面积．24



小红今年 岁，爸爸今年 岁，小红几岁时，爸爸的年龄是小红年龄的 倍．（用方程解）25

一条公路长 ，甲、乙两支施工队同时从公路的两端往中间铺柏油，甲队的施工速度是

乙队的 倍， 天后这条公路全部铺完．甲、乙两队每天分别铺柏油路多少米?

26

五、判断题.

1. 积是四位小数．

判断题．27

1. 无限小数一定是循环小数．

判断题．28

1. 一个数乘 ，积一定大于这个数．

判断题．29



1. 方程一定是等式，等式不一定是方程．

判断题．30

1. 小明抛一枚硬币，如果抛 次，正面朝上一定有 次．

判断题．31



2017~2018学年广州番禺区五年级上学期数学期末试卷

一、填空题．（1-8小题，每空1分，9-10小题，每空2分，共21分）

根据算式 ，直接写出下面括号里的数．1

__________(1)

__________(2)

__________(3)

__________(4)

的商的最高位是 位，把商用循环小数的简便形式表示为 ，保留两

位小数约是 ．

2

如果一个三位小数取近似值是 ，那么这个三位小数最大是 ，最小是 ．3

明明跑 用 分钟，他平均 分钟跑 千米，跑 千米平均要 分钟．4

如右图，等腰三角形的周长可以表示为 ．5

世界名画《最后的晚餐》长约 ，高约 ，它的面积大约是 平方米．6



一块平行四边形钢板，高 ，是底的 倍．这块钢板面积是 平方米．7

水果店购进苹果和雪梨各 ，苹果每千克 元，雪梨每千克 元，购进这批水果共

花 元．

8

右图每个小方格的面积表示 ，估计圣诞树的面积大约是 平方厘米．9

甲乙两车分别从 ， 两地同时出发，相向而行，经过 小时相遇，甲车每小时行 千米，

乙车每小时行 千米， ， 两地相距 千米．当 ， 时， , 两地相距

千米．

10



二、判断正误．（每小题1分，共5分）

1. 一个普通骰子掷一次，单数朝上和双数朝上的可能性相同．

2. 循环小数都是无限小数．

3. ，商是 ，余数是 ．

4. 因为 表示两个 相加，所以 ．

5. 当梯形的上底和下底相等时，就成了平行四边形；当梯形的上底为 ，

就成了三角形．

判断题．（对的打“√”，错的打“×”）11

三、选择题．（把正确答案的编号填在括号里，每小题1分，共5分）

A. 第三列 B. 第三行 C. 第三个

用（ ， ）表示位置，其中“ ”表示（ ）．12

A. B. C.

下面各算式中，（ ）的商小于 ．13

A. B. C.

右图中平行四边形的面积是 ，阴影部分的面积是（ ）．14



A. B. C.

王师傅每天做 个零件，张师傅每天多做 个．张师傅 天做几个零件？下面正确的列式是

（ ）．

15

A. B. C.

一个油罐最多能装油 ，要装 ，至少需要（ ）个这样的油罐．16

四、计算题．（第21小题10分，第22-23每题6分，第24小题8分，共

30分）

直接写得数．17

用竖式计算．18

(1)

(2)

(3)



解方程．19

(1)

(2)

(3)



计算下面各题．20

(1)

(2)

(3)

(4)



五、操作题．（第25小题6分，第26-28小题每小题4分，共18分）

按要求画图并填空．21

在右图方格纸中（每小格代表 ），先画一个面积是 的平行四边形 ，

再用数对表示 个顶点的位置分别是： （ ）、 （ ）、 （ ）、 （ ）.

(1)

请你再画出与这个平行四边形面积相等的三角形，这个三角形的底是（ ）厘米，

高是（ ）厘米．

(2)

把合适的序号填入括号里．下面的四个平面图形中，（ ）的面积最大，（ ）的面积最

小；（ ）与（ ）的面积一样大．

22



求出下面图形阴影部分的面积．（单位： ）23

阅读对话，并按要求设计抽奖转盘．

老板：小李，你帮忙想想这个抽奖转盘怎么设计？要有一、

二、三等奖，百分之百中奖！

员工：我觉得转到一等奖的可能性应该是最小的，而转到三

等奖的可能性应该是最大的，至于二等奖嘛！就介于一等奖

和三等奖之间．老板，您觉得呢？

老板：这想法好，就这么定了！

24



六、解决问题．（第29-31小题每题5分，第32小题6分，共21分）

艺术创意中心收集了许多啤酒瓶，在其中一个展厅里，把瓶子堆成了下面的形状．你能快

速计算出这堆酒瓶一共有多少个吗？

25

学校阅览室长 ，宽 ．用边长 的正方形地砖铺地， 块够吗？26

一架钢琴有 个黑键，比白键个数的 倍少 个．这架钢琴有多少个白键盘？27



小明带了 元钱去超市购物，他先买了一筒羽毛球（ 个装），剩下的钱用来买运动饮

料．（羽毛球 元/筒，饮料 元/瓶）

28

平均每个羽毛球多少钱？(1)

小明还可以买几瓶运动饮料？(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