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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数学是科学的语言，计算是数学的精华。本书与你共同探讨高效实

用、简单易学、终生受益的计算诀窍。 

我们先来看看下面的题目： 

（1）16×18      （2）32×38 

（3）724÷25      （4）879×999 

（5）836÷11      （6）68×72 

（7）27×78      （8）97×94 

（9）472       （10）1182 

（11） 7569 （平方根为两位数） 

（12） 3 39304 （立方根为两位数） 

“立刻”口算出答案，这可能吗？完全可能！只要掌握了计算诀窍，

就能轻松算出。 

本书按照“题型（题目特征）→算法→算理（为什么能这么算）→

例题→练习”的顺序安排内容，将化归、分类、综合、数形结合、逆向、

发散等数学思想方法贯通全书。打开记忆宝库，拓展计算空间，随心转

换算式，化繁为简，寻找简单、更简单的计算方法。在追求方便易行、

灵活快捷的计算中，放开思维，激发灵感，在既定的规则中释放富有生

机的发现与创新！  

有人说，现在计算器、智能工具如此普及，动动手指就出答案，不

必太重视计算。真的吗？生活中处处有计算，不可能随时随地依靠计算

工具，速算得出答案很实用。重要的是，计算是学习数学和其他学科的

基础。计算能力强的同学，作业节约时间，考试赢得时间，学习轻松、

成绩优异、兴趣盎然。 

计算不是单一的数学能力，需要融会贯通地应用运算方法与逻辑思



 

 

维等技能。没有真正理解算理和系统掌握算法，容易导致思维僵化和计

算速度过慢，甚至影响其他学科的学习。本书重视每种计算方法算理的

推导和数学思想方法的渗透，力求提高辨析力和决断力。我们希望大家

在提高计算能力的同时获得自信，享受速算的快乐。 

《一学就会的闪算》一书出版后，周边许多朋友以及很多不相识的

读者通过出版社等渠道，邀请编者为自己的孩子辅导或是办培训班。我

们写书的目的，就是希望更多的人受益。本书是《一学就会的闪算》的

简易本，为答谢大家的盛情，编著者特别针对全书主要知识点专门制作

了 30 段微课，进行视频讲解。这些微课与文字阐述相得益彰既能加深

对内容的理解，提高学习的效率，又利于读者扫一扫书中的二维码，随

时可与编著者进行“一对一”学习。 

本书适用于小学三至六年级和中学同学使用。 

在此，感谢北京大学附属小学王皓、王德荣、沈雪瑶老师给予的指

点与帮助。 

 
刘开云  王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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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 

补数和剩余数 

 

 
运用补数和剩余数能简化许多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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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式开始我们的旅程之前，大家先了解一下速算中常常用到的补

数和剩余数。 

补数 

“两数相加恰好凑成十、百、千、万的，就叫一个数是另一个数的

‘补数’。”（中科院院士、教授刘后一《算得快》） 

例如，2＋8＝10，2 是 8 的补数，8 是 2 的补数，2 和 8 互为补数。

又如，3＋97＝100，3 是 97 的补数，97 是 3 的补数，即 3 和 97 互为

补数。 

“补数是一个数为成为某个标准数所需要加的数，一个数的补数有 2

个。”（高桥清一《有趣的印度数学》） 

例如，以 20 为标准数，16 加 4 等于 20，16 和 4 互为补数。 

本书在计算中，把一个数比标准数少的数称为这个数的补数。例如，

82 比标准数 100 少 18，18 是 82 的补数。又如，47 比标准数 50 少 3，

3 是 47 的补数。 

怎样求补数？补数＝标准数－已知数。 

以 10 为标准数，6 的补数是：10－6＝4。以 20 为标准数，17 的补

数是：20－17＝3。以 100 为标准数，92 的补数是：100－92＝8。一位

数和两位数的补数是最好算也是最常用的。求较大数的补数，同样应该

做到“眼看题目，口出得数”。 

以 100，1000，10000，⋯⋯为标准数，求补数 

计算方法 

方法一，向高位借 1，非个位用 9 减，个位用 10 减。 

例如，以 1000 为标准数，求 768 的补数：向千位借 1，百位 9－7

＝2，十位 9－6＝3，个位 10－8＝2，232 是 768 的补数。 

方法二，向高位借 1，先用 9 减减数的每一位数，差再加上 1。 

例如，以 10000 为标准数，求 5768 的补数：向万位借 1，千位 9－

5＝4，百位 9－7＝2，十位 9－6＝3，个位 9－8＝1，差 4231＋1＝4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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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2 是 5768 的补数。 
 

为什么可以这样算呢？ 

方法一是根据加法逆推而来：两个数的个位数相加等于 10，其他各

位的数相加等于 9，具有这样特点的两个数的和一定是 10、100、1000、

10000⋯⋯。如： 

 

方法二是这样推导出：10＝9＋1，100＝99＋1，1000＝999＋1，⋯⋯，

当 10，100，1000，⋯⋯是被减数时，向高位借 1，用 9，99，999，⋯⋯

减减数的每一位，最后把差加 1。 

 
 
 

 
 
例题 

例 1．以 100 为标准数，求 54 的补数。 

这样想：方法一，向百位借 1，十位 9－5＝4，个位 10－4＝6。 

方法二，向百位借 1，十位 9－5＝4，个位 9－4＝5，差 45＋1＝46。 

以 100 为标准，54 的补数是 46。 

例 2．以 1000 为标准，求 329 的补数。 

算理探究

方法一是进行

逆向思考，方法二

运用等量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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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想：方法一，向千位借 1，百位 9－3＝6，十位 9－2＝7，个位

10－9＝1。 

方法二，向千位借 1，百位 9－3＝6，十位 9－2＝7，个位 9－9＝0，

差 670＋1＝671。 

以 1000 为标准，329 的补数是 671。 

 

剩余数 

本书在计算中，把一个数比标准数多的数称为剩余数。 

以 10 为标准数，16 比 10 多 6，6 是剩余数。57 比标准数 50 多 7，

7 是剩余数。112 比 100 多 12，12 是 112 以 100 为标准数的剩余数。 

剩余数＝已知数－标准数。 

 
本书没有专门研究加、减法的速算，巧用补数可以有效提高加、减

的运算速度。 

例如，876＋438＝1438－124＝1314 

又如，4763－889＝3763＋111＝3874 

不妨琢磨一下上述题目的第二步是怎么得出的，明白了，就掌握了

一把速算加、减的“金钥匙”。 

提示：876＝1000－124；889＝1000－111。 

 

 
说明： 

a．本书中的“一个数”都是指不等于 0 的正整数。 

b．本书研究的速算方法同样适用于小数（计算中请注意小数点的

位置）。 

微课 1     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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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习题一 

1．填表 

标准数是 100 
已知数 23 47 8 108 117 84 99 
补  数        
剩余数        

2．计算 

（1）100－68＝                  （2）100－54＝ 

（3）1000－823＝                （4）1000－732＝ 

（5）10000－4873＝              （6）10000－1228＝ 

（7）3600－4＝                  （8）6700－84＝ 

 



 

 

 

 

 

 

 

第 1 章  乘 5 与除以 5，

乘25与除以25 

 

 

 
计算下面的题目，你会用多少时间？ 

783×5＝                142÷5＝ 

25×813＝               576÷25＝ 

运用等式传递、分类研究等方法推导出的速算方法，让你轻松“立

刻”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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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一个数乘 5 

例如，24×5，5×567。 

计算方法 

1 个数÷2。能整除，在商的后面添 0；不能整除，在整数商的

后面添 5。 
24×5：24÷2＝12，在 12 后面添 0，即 24×5＝120。 

5×567：567÷2＝283⋯⋯1，在 283 后面添 5，即 567×5＝2835。 

  

为什么能这样计算呢？ 

“一个数×5＝一个数×10÷2＝一个数÷2×10”。一个整数除以 2，

一种情况是能整除，另一种情况是不能整除。整除即得数是整数，整数

乘 10，就在整数后添 0；不能整除，余数是 1，1×10÷2＝5，在整数

商后添 5。 

 

 

 

 

 
 

 

 

 

算理探究

这是运用等式

传递的方法进行

推导。 



 

 8 

开心速算

 

 
 
 
例题 

例 1．计算 5×86。 

这样想：86÷2＝43，43 后面添 0。 

5×86＝430。 

例 2．计算 783×5。 

这样想：783÷2＝391⋯⋯1，391 后面添 5。 

783×5＝3915。 

例 3．计算 2764×5。 

这样想：2764÷2＝1382，1382 后面接着写一个 0。 

2764×5＝13820。 

 

 

1.2  一个数除以 5 

例如，90÷5，169÷5。 

计算方法 

1 个数的个位上是 0，直接去掉个位 0 后乘 2。 
1 个数的个位上不是 0，个位前数位上的数乘 2，个位数除以 5，

偶数×5，积的个位是 0；
奇数×5，积的个位是 5。

微课 2     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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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把两部分的计算结果合并。 
90÷5：去掉 90 个位上的 0，9×2＝18，18 是原式的商。 

169÷5：个位前的数（十位、百位上的数）16×2＝32，个位数 9

÷5＝1 余 4，把两部分的计算结果合在一起，32＋1＝33 是原题的整数

商，余数 4 是原题的余数，即 169÷5＝33⋯⋯4。 

 

为什么能这样计算呢？  

“一个数÷5＝一个数÷10×2”。 

如果这个数个位上是 0，直接除以 10，即去掉个位上的 0，再乘 2，

得出计算结果。 

如果这个数个位上不是 0，就从个位前把这个数分为两部分：整十

数（几个十或几十个十等）和个位数。整十数能被 10 整除，“整十数÷

10×2”得到“个位前数位上的数×2”；个位数除以 5 很好算。最后把

两部分的计算结果合并起来就是算式的计算结果。 

我们通过具体题目加以理解。 

题 1．计算 630÷5。 

630÷5＝630÷10×2＝63×2＝126，所以 630 直接消去 0，再用 63

×2，积 126 是原式的商。 

630÷5＝126。 

题 2．计算 869÷5。 

  869÷5 

＝（860＋9）÷5 

＝860÷5＋9÷5 

＝860÷10×2＋9÷5 

＝  86 × 2   ＋    9 ÷ 5 

 

算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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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位前的数×2      个位数÷5 

    172              1⋯⋯4 

 
            合并 

＝173⋯⋯4（如果学习了分数、小数，商是 173
5
4
或 173.8） 

 

 

 

 
 

 

 

 

 

 
 
例题 

例 1．计算 270÷5。 

这样想：27 去掉个位 0，27×2＝54。 

这道题分开两

部分计算简单。 

把被除数分成整十数和个位

数两部分，再分别除以 5，最后

把计算结果合并起来。这是从整

体把握，分类讨论，再进行综合，

找到简捷解决问题的策略。在数

学研究和日常生活中常常会用

分类综合方法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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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5＝54。 

例 2．计算 3105÷5。 

这样想：个位前数位上的 310×2＝620，个位 5÷5＝1，积和商合

起来 620＋1＝621。 

3105÷5＝621。 

例 3．计算 4327÷5。 

这样想：个位前数位上的 432×2＝864，个位上的 7÷5＝1⋯⋯2，

两部分合起来，865 余 2 是原题的计算结果。 

4327÷5＝865⋯⋯2。 

（如果学习了分数、小数，商是 865
5
2
或 865.4） 

思考：一个数除以 5 的计算方法，只需要记住“个位前数位上的数

除乘 2，个位数除以 5，再把两部分的计算结果合并”即可。这是为什

么呢？ 

 

 练习题二 

1．（1）5×37＝     （2）86×5＝ 

  （3）624×5＝     （4）5×461＝ 

  （5）5431×5＝     （6）5×1234＝ 

2．（1）80÷5＝     （2）98÷5＝ 

  （3）139÷5＝     （4）315÷5＝ 

  （5）4423÷5＝     （6）7180÷5＝ 

微课 3     除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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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一个数乘 25 

例如，72×25，25×167。 

计算方法： 

1 个数÷4。能整除，在商的后面添两个 0；不能整除，在整数

商的后面添余数乘 25 的积。 

72×25：72÷4＝18，在 18 后面添两个 0，即 72×25＝1800。 

25×167：167÷4＝41⋯⋯3，在 41 后面添上 3×25＝75，即 167×

25＝4175。 

 

为什么能这样计算呢？ 

“一个数×25＝一个数×100÷4＝一个数÷4×100”。 

如果这个数能被 4 整除，用商再乘 100，也就是在商后面添 2 个 0。 

如果这个数不能被 4 整除，余数可能是 1，2，3，余数 1×100÷4

＝25，余数 2×100÷4＝50，余数 3×100÷4＝75，也就是在整数商后

添余数乘 25 的积。 
 

 
 

 
 
例题 

例 1．计算（1）56×25；（2）57×25；（3）58×25；（4）59×25。 

这样想：（1）56×25，56÷4＝14，积是 1400。 

这和乘 5 速算

方法的推导一样，

运用了等式传递。

算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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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25，57÷4＝14⋯⋯1，25×1＝25，积是 1425。 

（3）58×25，58÷4＝14⋯⋯2，25×2＝50，积是 1450。 

（4）59×25，59÷4＝14⋯⋯3，25×3＝75，积是 1475。 
 

（1）56×25＝1400。 

（2）57×25＝1425。 

（3）58×25＝1450。 

（4）59×25＝1475。 

例 2．计算 876×25。 

这样想：876÷4＝219，219 后面添 2 个 0。 

876×25＝21900。 

例 3．计算 286×25。 

这样想：286÷4＝71⋯⋯2，71 后面添 2 个 25 的积 50。 

286×25＝7150。 

注意：熟记 25×2＝50，25×3＝75。 

 

 

1.4  一个数除以 25 

例如，1700÷25，589÷25。 

计算方法 

1 个数的末两位都是 0，直接去掉末两位 0 后乘 4。 
1 个数的末两位不都是 0，十位前数位上的数乘 4，末两位数除

以 25，再把两部分的计算结果合并。 

1700÷25，17×4＝68，68 是 1700÷25 的商。 

589÷25，百位上的 5×4＝20，89÷25＝3⋯14，把计算结果合起来，

微课 4     乘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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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是 589÷25 的整数商，14 是余数。 

 

为什么能这样计算呢？ 

“一个数÷25＝一个数÷100×4”。 

如果这个数十位个位都是 0，直接除以 100，即去掉末两位上的 0，

再乘 4，得出计算结果。 

如果这个数十位个位不都是 0，就从十位前把这个数分为两部分：

整百数（几个百或几十个百等）和末两位数。整百数能被 100 整除，“整

百数÷100×4”得出“十位前数位上的数×4”；末两位数除以 25 很好

算。最后把两部分的计算结果合并起来就是算式的计算结果。 

我们再通过具体题目加以理解。 

题 1．计算 1200÷25 

1200÷25＝1200÷100×4＝12×4＝48，所以 1200 直接消去两个 0，

用 12×4＝48，48 是原式的商。 

1200÷25＝48。 

题 2．计算 589÷25。 

  589÷25 

＝（500＋89）÷25 

＝500÷25＋89÷25 

＝500÷100×4＋89÷25 
＝5  ×  4  ＋   89  ÷  25 

 
十位前的数×4  末两位数÷25 

    20          3⋯⋯14 

 
            合并 

＝23⋯⋯14 

算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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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学习了分数、小数，商是 23
25
14

或 23.56） 

 
 
 

 
例题 

例 1．计算 5600÷25。 

这样想：5600 的末两位都是 0，直接去掉末两位的 0，用 56×4＝

224，224 是原式的商。 

5600÷25＝224。 

例 2．计算 450÷25。 

这样想：450 虽然个位是 0，但十位不是 0，所以用百位上的 4×4

＝16，末两位 50÷25＝2，积和商合起来 16＋2＝18，18 是原式的商。 

450÷25＝18。 

例 3．计算 924÷25。 

这样想：百位上的 9×4＝36，末两位 24 比 25 小，24 是余数。 

924÷25＝36⋯⋯24（学习了分数、小数，商是 36
25
24

或 36.96）。 

例 4．计算 2456÷25。 

这样想：十位前数位上的 24×4＝96，末两位 56÷25＝2⋯⋯6，两

次计算结果合并起来，98⋯⋯6 是原式的计算结果。 

分类思考，分

类解决问题，化难

为易。 

末 两 位 能 被

25 整除，这个数就

能被 25 整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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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6÷25＝98⋯⋯6（或 98
25
6

，98.24） 

思考：一个数除以 25 的计算方法，只需要记住“十位前的数乘 4，

末两位数除以 25，再把两部分的计算结果合并”即可。为什么呢？ 

 

 
我们研究了“乘 5 与除以 5”，“乘 25 与除以 25”的速算方法，请你

尝试推导“乘 125”与“除以 125”的速算方法。 

一个数乘 125 的计算方法： 

 1 个数÷8。能整除，在商的后面添 3 个 0；不能整除，在商的后

面添余数乘 125 的积。 

例如，96×125：96÷8＝12，在 12 后面接着写 3 个 0，12000 是原

式的积。 

又如，26×125：26÷8＝3⋯⋯2，2×125＝250，在 3 后面接着写

250，3250 是原式的积。 

一个数除以 125 的计算方法： 

 百位前数位上的数乘 8，末三位数除以 125，再把两部分的计算结

果合并。 
例如，13000÷125：13×8＝104，104 是原式的商。 

又如，3127÷125：3×8＝24，127÷125＝1⋯⋯2，24＋1＝25，25⋯⋯

2（或 25
125

2
、25.016）是原式的计算结果。 

注意：熟记 125×2＝250，125×3＝375，125×4＝500，125×5＝

625，125×6＝750，125×7＝875。 

 

 

微课 5     除以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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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习题三 

1．（1）64×25＝     （2）87×25＝ 

  （3）25×48＝     （4）124×25＝ 

  （5）25×252＝     （6）25×809＝ 

2．（1）700÷25＝     （2）321÷25＝ 

  （3）950÷25＝     （4）467÷25＝ 

  （5）512÷25＝     （6）1203÷25＝ 

 



 

 

 

 

 

 

 

第 2 章  乘 11 与除以 11 

 

 

 

 

 

 
乘 11 的速算方法是从竖式“看出”的；能被 11 整除的算式的商是

运用逆推法推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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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两位数乘 11 

例如，62×11，11×76。 

两位数乘 11，积是三位数或四位数。这是因为最小的两位数 10×11

＝110，最小的三位数 100×11＝1100，所以，两位数乘 11 的积是大于

等于 110，小于 1100 的三位数、四位数。 

 

 

 

 

 

计算方法 

两边一拉，中间相加，满十进一。 
62×11，6（6＋2）2→ 682，即 62×11＝682。 

11×76，7（7＋6）6→7（13）6→836，十位上 7＋6＝13，满十向

百位进一，即 11×76＝836。 

 

 

为什么能这样计算呢？ 

我们来观察下面的计算： 

62×11＝682 

                      6  2 
                  ×  1  1 

要养成计算前

估计计算结果大致

范围的习惯。 

算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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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2 

                   6  2 

                   6  8  2 

 

 

 

 

 
上面的算式这样理解： 

 
即：两边一拉，中间相加。 

再观察下题： 

28×11＝308 

                 2  8 
          ×     1  1 

                 2  8 

              2  8 

              3  0  8 
 

 

 

 

积的百位

6 与因数 62 的

十位数相同。 

积的十位 8 等于因数的个

位、十位上的数 6+2 的和。 

积的个位

2 与因数 62 的

个位数相同。 

百位 2 加

进位 1 等于

3。 

个位 8 与因数 28
的个位数相同。 

积的十位 2+8=10，满 10
向百位进 1，十位是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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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两边一拉，中间相加，十位满 10 向百位进 1。 

注意：想又准又快算两位数乘 11，要先看非 11 的因数“中间相加”

即十位上的数加个位数的和：如果和不满 10，把和插到两位数中间得

出积；如果和满 10，十位上的数加 1 是百位数，和的个位数插中间是

十位数，个位数不变，得出积。 

例题 

例 1．计算 72×11。 

这样想：十位上 7＋2＝9，9 插 72 中间，积是 792。 

72×11＝792。 

例 2．计算 11×84。 

这样想：8＋4＝12，百位多写 1 为 9，十位是 2，个位是 4，积是

924。 

11×84＝924。 

例 3．计算 92×11。 

这样想：9＋2＝11，百位多写 1 为 10（千位百位），十位是 1，个

位是 2，积是 1012。 

92×11＝1012。 

 

 

2.2  三位数乘 11 

例如，342×11，11×867。 

最小的三位数 100×11=1100，最小的四位数 1000×11=11000，所以

三位数乘 11 的积是大于等于 1100，小于 11000 的四位数、五位数。 

 

微课 6     两位数乘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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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方法 

两边一拉，中间两两相加，满十进一。 
342×11，3（3＋4）（4＋2）2→ 3762，即 342×11＝3762。 

11×867，8（8＋6）（6＋7）7→8（14）（13）7→9537，百位上 8

＋6＝14，满十向千位进一，千位 8＋1＝9，百位是 4，十位上 6＋7＝

13，满十向百位进一，百位 4＋1＝5，十位是 3，个位是 7，即 11×867

＝9537。 

 

 

为什么能这样计算呢？  

我们来观察下面的计算： 

342×11＝3762。 

                     3 4 2                   
                ×     1 1 

                     3 4 2 

                    3 4 2 

                    3 7 6 2   
 

 

 

 
上面的算式这样理解： 

积的千位 3 与

因数 342 的百

位数相同。

积的百位 7 等于因数百位、十位上的数 3+4 的和，积

的十位 6 等于因数的个位、十位上的数 4+2 的和。 

积的个位 2 与

因数 342 的个

位数相同。 

算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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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两边一拉，中间两两相加。 

再观察下题： 

11×867＝867×11＝9537。 

                     8 6 7            
               ×      1 1 

                     8 6 7 

                    8 6 7        

                    9 5 3 7               
 

 

 

即：两边一拉，中间两两相加，满十进一。 

 
例题 

例 1．计算 326×11。 

这样想：千位是 3，百位上 3＋2＝5，十位上 2＋6＝8，个位是 6，

积是 3586。 

326×11＝3586。 

例 2．计算 11×267。 

这样想：千位是 2，百位上 2＋6＝8，十位上 6＋7＝13，向百位进

千位8加进位

1 等于 9。
个位 7 与因数 867
的个位数相同。 

积的百位 8＋6＝14，满 10 向千位进 1，十位 6＋7
＝13，满 10 向百位进 1，百位是 5，十位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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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百位是 9，十位是 3，个位是 7，积是 2937。 

11×267＝2937。 

例 3．计算 982×11。 

这样想：算前位看后位，后位满十先进位。百位上 9＋8＝17，千位

9＋1＝10，十位上 8＋2＝10，向百位进 1，百位 7+1=8，十位是 0，个

位是 2，积是 10802。 

982×11＝10802。 

 

 

2.3  一个能被 11 整除的三位数除以 11 

能被 11 整除的三位数除以 11，我们按“一眼看出能被 11 整除”和

“算一下才知道能被 11 整除”两种情况进行研究。 

（1）“一眼看出能被 11 整除”，即被除数十位上的数等于百位上的

数与个位数的和。 

例如 198÷11，9＝1＋8。又如 473÷11，7＝4＋3。 

计算方法 

商的十位数是被除数百位上的数，商的个位数是被除数的个位数。 
198÷11，商的十位数是 198 百位上的 1，商的个位数是 198 个位上

的 8，18 是原式的商。 

473÷11，商的十位数是 473 百位上的 4，商的个位数是 473 的个位

上的 3，43 是原式的商。 

（2）“算一下才知道能被 11 整除”，即被除数十位上的数加 10 的和，

减百位上的数减 1 的差，得数与个位数相等。 

例如 924÷11，（2＋10）－（9－1）＝12－8＝4（计算时可以直

微课 7     三位数乘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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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算 12－8），差与个位 4 相同。又如，715÷11，11－6＝5，差与个

位 5 相同。 

计算方法 

商的十位数是被除数百位上的数减 1，商的个位数是被除数的个位数。 
924÷11，商的十位数是 924 百位上的 9 减 1 等于 8，商的个位数是

924 的个位数 4，84 是原式的商。 

715÷11，商的十位数是 715 百位上的 7 减 1 等于 6，商的个位数是

715 的个位数 5，65 是原式的商。 
 

为什么能这样计算呢？ 

除法是乘法的逆运算。 

下图中，34×11＝374，374÷11＝34。乘法的积 374 就是除法中的

被除数，因数 34 是除法的商。 

 
观察上图左，34×11：3＋4＝7（不满 10），积是 374。 

观察上图右，被除数 374 十位上的 7 减百位上的 3 得个位数 4，3

是商的十位数，4 是商的个位数，商是 34。 

再看下图：65×11＝715，715÷11＝65。乘法的积 715 就是除法中

的被除数，因数 65 是除法的商。 

 

算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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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上图左，65×11：6＋5＝11，满 10 向百位进 1，百位 6＋1＝7，

十位是 1，个位 5，积是 715。 
观察上图右，被除数 715 十位上的 1 不够减百位上的 7，向百位借

1，百位剩 6，十位 11－6 得 5，与个位数相同，6 是商的十位数，5 是

商的个位数，商是 65。 
 

 
 

 

 
例题 

例 1．计算 297÷11。 

这样想：297 十位上的 9 等于百位上的 2 加个位上的 7，商就是 27。 

注：“十位上的 9 等于百位上的 2 加个位上的 7”，是判断出 297 能

借助乘 11 的方

法，逆推除以 11 的

方法，能方便快捷地

找到答案。 

善 于 逆 向 思

维，能帮我们解决

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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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11 整除，同时也是在计算。实际速算时想：9＝2＋7，商是 27。 

297÷11＝27。 

例 2．计算 869÷11。 

这样想：869 十位上的 6 不够减 8，向百位借 1，6＋10－7（8 被借

去 1 还剩 7）＝9，与被除数个位相同，商的十位是 7，个位是 9。 

注：上面是一步一步讲算法，实际速算时想：16－7＝9（这就判断

出 869 能被 11 整除），商是 79。 

869÷11＝79。 

例 3．计算 627÷11。 

这样想：12－5＝7，57 是原式的商。 

627÷11＝57。 

 

 

 
对于任意数除以 11 的速算方法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看看《一学就

会的闪算》一书，那里做了详细介绍。 

 

 

 

 

 

 

 

 

 

微课 8    能被 11 整除的三位数除以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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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习题四 

计算下列各题： 

1．（1）16×11＝    （2）11×24＝ 

  （3）11×86＝    （4）97×11＝ 

2．（1）431×11 ＝    （2）11×326＝ 

  （3）11×833 ＝    （4）576×11＝ 

3．（1）396÷11 ＝    （2）495÷11＝ 

  （3）737÷11 ＝    （4）517÷11＝ 

 

 



 

 

 

 

 

 

 

第 3 章  乘 9、99、999、9999…… 

 

 

 

 

 
下面的题目怎么才能算得又准又快？  

8×99＝             999×4＝ 

99×72＝            385×999＝ 

86×999＝           6789×999＝ 

在乘 99 按“×（100－1）”、乘 999 按“×（1000－1）”进行简算

的基础上，运用乘法分配律，加法交换律和结合律，遵循恒等原理推导

出的速算方法，实现“开口出得数”、“提笔写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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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99，9999 是 9 的重复数，99 是两位重复数，999 是三位重复

数，9999 是四位重复数。 

下面我们研究一个数乘 9 或 9 的重复数的速算。 

3.1  一位数乘 9 的重复数 

例如 6×99，999×3。 

计算方法： 

一位数乘 9 的得数是积的首数和尾数，重复数去掉一个 9 插中间。 
6×99，6×9＝54，5 是积的首数，4 是积的尾数，99 去掉 1 个 9 还

剩 1 个 9，把这个 9 插在 5 和 4 之间，积是 594。 

999×3，3×9＝27，2 是积的首数，7 是积的尾数，999 去掉 1 个 9

还剩 2 个 9，把这 2 个 9 插在 2 和 7 之间，积是 2997。 

“一位数乘 9 的重复数”属于“比 9 的重复数位数少的数乘 9 的重

复数”，其算理将在研究“比 9 的重复数位数少的数乘 9 的重复数”时

一并讨论。 

 
在没做特殊说明时，本书把一个数最高位上的数称为首数，把个位

数称为尾数，简称为“头”和“尾”。 

 
例题 

例 1．计算 8×99。 

这样想：八九七十二，99 去掉 1 个 9 还剩 1 个 9 插在 7 和 2 之间，

积是 792。 

8×99＝792。 

例 2．计算 999×6。 

这样想：六九五十四，999 去掉 1 个 9，还剩 2 个 9 插在 5 和 4 之

间，积是 5994。 

999×6＝5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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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重复数乘 9 

如 9×66，777×9。 

计算方法： 

9 乘重复数一个数字的得数是积的首数和尾数，中间插重复数

位数减 1 个 9。 

9×66，6×9＝54，66 是两位数，54 中间插（2－1）个 9，积是 594。 

777×9，七九六十三，777 是三位数，63 中间插（3－1）个 9，积

是 6993。 

 

为什么可以这样算呢？ 

观察下面的算式： 

9×22＝9×11×2＝99×2＝198。 

9×555＝9×111×5＝999×5＝4995。 

8888×9＝8×1111×9＝8×9999＝79992。 

⋯⋯ 

 

 
 

 

这样，9 乘重

复数转化成一位

数乘 9 的重复数

啦！ 

通过枚举，找到

算式转化的规律，总

结出计算方法。枚举、

转化都是我们常用的

数学方法。 

算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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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 

例 1．计算 33×9。 

这样想：三九二十七，27 中间插（2－1）个 9。 

33×9＝297。 

例 2．计算 9×666。 

这样想：六九五十四，54 中间插（3－1）个 9。 

9×666＝5994。 

3.3  一个数与 9 的重复数的位数同样多 

如 67×99，581×999。 

计算方法 

去 1 添补。 

67×99，67 去 1 是 66，67 的补数是 100－67＝33，两数连着写，

积是 6633。 

581×999，581－1＝580，581 的补数是 1000－581＝419，两数连

着写，积是 580419。 

 

为什么能这样算呢？ 

以 67×99 为例推导。 

  67×99 

＝67×（100－1） 

＝6700－67 

＝6700－100＋100－67 

＝（6700－100）＋（100－67） 

 
＝（67－1）×100＋     33 

 

减去 100 又加上 100，计算结果

不变。100 是根据 99＋1 得出的。 

把前两项和后两项分

别结合计算。 

算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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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1                添补 

＝6633 

比 99 多 1 的数是 100，以 100 为标准数取补数。因为 67 和 99 都是

两位数，所以可以直接看作以 100 为标准数取 67 的补数。 

“去 1”得到的是千位百位上的数，“添补”是十位个位数。这里没

有进位问题，所以两数连着写，简称“去 1 添补”。 
 
 
 
 
 

 

 
 

 
例题 

例 1．计算 37×99。 

这样想：37－1＝36，100－37＝63，两数连着写，积是 3663。 

37×99＝3663。 

例 2．计算 999×658。 

这样想：658－1＝657，1000－658＝342，两数连着写，积是 657342。 

999×658＝657342。 

四位数乘 9999 也是这样算，如 2345×9999＝23447655。 

 

本题推导中运用了数的转化，

乘法分配率，同时加、减同一个数，

加减运算中重新组合等方法，始终

遵循恒等原理，即保证计算过程中

每一步都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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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一个数比 9 的重复数的位数少 

如 6×99，47×999，9999×84。 

计算方法 

去 1 添补，中间插位数差个 9。 
47×999，47－1＝46，47 的补数是 100－47＝53，999 比 47 多 1 位

（即位数差是 1），在 46 和 53 之间插 1 个 9，积是 46953。 

9999×84，84－1＝83，100－84＝16，9999 比 84 多 2 位（即位数

差是 2），在 83 和 16 之间插 2 个 9，积是 839916。 

 

求补数的速度

决定计算这些题

的快慢哦。 

所以，开篇就

研究了求补数的

速算方法嘛。 

微课 9     乘 9 或 9 的重复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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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能这样算呢？ 

以 47×999 为例进行推导。 

  47×999 

＝47×（1000－1） 

＝47000－47 

＝47000－1000＋1000－47 

＝（47000－1000）＋（1000－47） 

＝（47－1）×1000 ＋（1000－47） 

＝46953（去 1 添补） 

以比 999 多 1 的数 1000 为标准数取 47 的补数是 1000－47＝953。

“这个数比 9 的重复数的位数少”与“这个数和 9 的重复数的位数同样

多”相乘的计算方法相同，都是“去 1 添补”。 

如果本题直接看作以 100 为标准取 47 的补数是 53，47 比 999 少 1

位数，就在“去 1”后的数 46 和“补数”53 中间插 1 个 9，得 46953，

这样算是不是更简便呢？我们把这简便的算法称作“去 1 添补，中间插

位数差个 9”。 

 

 

 

 

 

 

减去 1000 又加上 1000，计算

结果不变。1000 是根据 999＋1 得

出的。 

把前两项和后两项分别

结合计算。 

计算越简单，速度就越快！

这里是以比 47 多一位的 100
为标准取补数。对其他题就是以

比“这个数”多一位的 100（或

1000、10000⋯⋯）为标准取补数。

算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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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 

例 1．计算 999×57。 

这样想：57－1＝56，100－57＝43，57 比 999 少 1 位，中间插 1 个

9，积是 56943。 

57×999＝56943。 

例 2．计算 79×9999。 

这样想：79－1＝78，100－79＝21，79 比 9999 少 2 位，积中间插

2 个 9，积是 789921。 

79×9999＝789921。 

例 3．计算 9999×234。 

这样想：234－1＝233，1000－234＝766，234 比 9999 少 1 位，积

中间插 1 个 9，积是 2339766。 

9999×234＝2339766。 

一位数比 9 的重复数的位数少，当然可以按照“去 1 添补，中间插

位数差个 9”的方法计算： 

6×99＝594（6－1＝5，10－6＝4，6 比 99 少 1 位，在 5 和 4 中间

插 1 个 9）； 

7×999＝6993（7－1＝6，10－7＝3，7 比 999 少 2 位，在 6 和 3 中

间插 2 个 9）； 

8×9999＝79992（8－1＝7，10－8＝2，8 比 9999 少 3 位，在 7 和

2 中间插 3 个 9） 

⋯⋯ 

通过枚举，我们可以得出： 

一位数乘 9 的重复数还可以简捷为：这个数乘 9 的得数分别是乘积

的首、尾数，重复数去掉一个 9 插中间。 

这就是我们前面计算一位数乘 9 的重复数方法的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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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一个数比 9 或 9 的重复数的位数多 

如 28×9，417×99。 

28×9，28 是两位数，比 9 多一位，这里，我们把多的高位上的数

2 称为“头”，和 9 相同的个位数上的数 8 就是“尾”。417×99，417 是

三位数，比 99 多一位，比 99 位数多的高位上的 4 是“头”，和 99 相同

的十位个位上的数 17 是“尾”。 

计算方法 

去 1 去头添尾补。 
28×9，28－1－2（头）＝25，10－8＝2，两数连着写，积是 252。 

417×99，417－1－4＝412，100－17＝83，两数连着写，积是 41283。 

 

为什么能这样算呢？ 

以 417×99 为例进行推导。 

  417×99 

＝417×（100－1） 

 
＝41700－417 

＝41700－100＋100－400－17 

＝（41700－100－400）＋（100－17） 

＝（417－1－4）×100＋     86 

减去 100 又加上 100，计

算结果不变。把减 417 分成先

减 400，再减 17。 

重新组合算式。 

算理探究

微课 10     乘 9 或 9 的重复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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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1 去头            添尾补 

＝41283 
 
例题 

例 1．计算 387×9。 

这样想：38 是头，7 是尾。387－1－38＝348，10－7＝3，两数连

着写，积是 3483。 

387×9＝3483。 

例 2．计算 999×5637。 

这样想：5 是头，637 是尾。5637－1－5＝5631，1000－637＝363，

两数连着写，积是 5631363。 

999×5637＝5631363。 

例 3．计算 9×12、9×13、9×14～9×19。 

这样想：十几比 9 多一位，算法是“去 1 去头添尾补”。这里头都

是 1，就直接用“去 2 添尾补”。 

9×12＝108（12－2＝10，接着写 2 的补数 8） 

9×13＝117（13－2＝11，接着写 3 的补数 7） 

9×14＝126（14－2＝12，接着写 4 的补数 6） 

9×15＝135（15－2＝13，接着写 5 的补数 5） 

9×16＝144（16－2＝14，接着写 6 的补数 4） 

9×17＝153（17－2＝15，接着写 7 的补数 3） 

9×18＝162（18－2＝16，接着写 8 的补数 2） 

9×19＝171（19－2＝17，接着写 9 的补数 1） 

注：这是《19×19 口诀》第 9 段的后半截，这样算很容易记住。喜

欢背《19×19 口诀》的同学，每一段都要想些好办法背哦。 

 

这样算：387－40＋1＝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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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习题五 

计算下面各题 

1．（1）7×99＝     （2）99×4＝ 

  （3）999×8＝     （4）4×9999＝ 

  （5）9×55＝     （6）9×444＝ 

2．（1）68×99＝     （2）99×24＝ 

  （3）73×99＝     （4）853×999＝ 

  （5）999×241＝     （6）7171×9999＝ 

3．（1）67×999＝     （2）14×999＝ 

  （3）99×6＝     （4）999×8＝ 

  （5）345×9999＝    （6）9999×21＝ 

4．（1）17×9＝     （2）9×24＝ 

  （3）9×43＝     （4）62×9＝ 

  （5）456×99＝     （6）99×721＝ 

 

微课 11     乘 9 或 9 的重复数（三）



 

 

 

 

 

 

 

第 4 章  十几乘十几  九十几乘九十几   

一百零几乘一百零几  九十几乘一百零几 

 

 

 

 
以 10、以 100 为标准，可迅速计算十几乘十几，九十几乘九十几，

一百零几乘一百零几和九十几乘一百零几。运用“算式变形，进行竖式

计算”、“数形结合，通过面积计算”、“算式转化，把两数相乘写成两数

和（或差）相乘”及迁移等思想方法，多角度推导速算方法，提升数学

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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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零几乘一百零几  九十几乘一百零几 

 
4.1  十几乘十几 

例如 12×13，18×19。 

因为 10×10＝100，20×20＝400，所以十几乘十几的积是 100～400

之间的三位数。 

计算方法： 

方法一 

（一个因数＋另一个因数的剩余数）×10＋剩余数×剩余数 

12×13，这样算：12＋3＝15，2×3＝6，两数连着写，积是 156。 

写成算式（12＋3）×10＋2×3＝156。 

方法二 

（一个因数－另一个因数的补数）×20＋补数×补数 
18×19，这样算：（18－1）×20＋2×1＝342。 

 

为什么可以这样计算呢？ 

我们以 12×13 为例，推导十几乘十几的算法一。 

（1）算式变形，进行竖式计算 

 

算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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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形结合，运用长方形面积计算 

如下图，将长 13，宽 12 的长方形分成 a、b、c、d 4 个部分，a为

边长是 10 的正方形。 

 

① 正方形 a的面积＝10×10 

② 长方形 b的面积＋长方形 c的面积 

＝（12－10）×10＋（13－10）×10 

＝2×10＋3×10 

＝（2＋3）×10 

③ 长方形 d的面积＝（12－10）×（13－10）＝2×3 

④ 长 13，宽 12 的长方形面积＝12×13 

＝正方形 a的面积＋长方形 b的面积＋长方形 c的面积＋长方形 d

的面积 

＝10×10＋（2＋3）×10＋2×3 

＝（10＋2＋3）×10＋2×3 

＝（  12  ＋  3  ） ×  10  ＋           2×3 
 

 
（一个因数＋另一因数的剩余数）（个十）  剩余数×剩余数（个一） 

＝156 

（3）算式转化，把两个数相乘写成以 10 为标准数的两个数的和相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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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3 

＝（10＋2）×（10＋3） 

＝10×10＋2×10＋10×3＋2×3 

＝（10＋2＋3）×10＋2×3 

＝（ 12 ＋ 3 ）× 10      ＋         2×3 
                     

（一个因数＋另一因数的剩余数）(个十)  剩余数×剩余数（个一） 

＝156 
 

 

 

 
 

 

 

 

 

 

 

“算式变形，进行竖式计算”、“数

形结合，运用图形面积计算”、“算式

转化，把两个数相乘写成两个数的和

相乘”，从不同的角度推导出了十几乘

十几的算法一。很多题目的速算都可

以像这样由点到面发现规律，找到简

算方法。本书常用这些方法进行算理

的推导。 

可别小看这三种

方法！它们可是进入

许多速算大门的金钥

匙呢！



 

 44 

开心速算

 

 

 
 

 
下面，我们再以 18×19 为例，研究十几乘十几的算法二。 

（1）数形结合，运用长方形面积计算推导 

如下图，我们将一个边长 20 的正方形分割成 a、b、c、d 4 个部分，

其中长方形 a长 19，宽 18。 

 

① 大正方形的面积＝20×20 

② 长方形（c＋d）的面积＝20×（20－18）＝20×2 

③ 长方形（b＋d）的面积＝20×（20－19）＝20×1 

④ 长方形 d的面积＝（20－18）×（20－19）＝2×1 

⑤ 长方形 a的面积＝18×19 

＝大正方形的面积－长方形（c＋d）的面积－长方形（b＋d）的面

积＋长方形 d的面积 

那得好好地琢磨琢磨，

让它们变成手中的法宝！乘

9 的重复数算法推导中，我

们还用了“同时加、减同一

个数，算式相等”，这也是

一把金钥匙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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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20×1＋2×1 

＝（20－2－1）×20＋2×1 

＝（ 18 – 1 ） ×  20         ＋            2 × 1 
 

 
（一个因数－另一个因数的补数）×20        补数×补数 

＝342 

（2）算式转化，把两个数相乘写成以 20 为标准数的两个数的差相乘 

  18×19 

＝（20－2）×（20－1） 

＝20×20－2×20－20×1＋2×1 

＝（20－2－1）×20＋2×1 

＝（ 18 – 1 ）× 20          ＋               2 × 1 
 

 
（一个因数－另一个因数的补数）×20          补数×补数 

＝342 

方法二是以 20 为标准数，两个因数接近 20 计算比较简单。 
 
注意： 

方法一是以 10 为标准数，十几都比标准数大，所以是“剩余数”； 

方法二是以 20 为标准数，十几都比标准数小，所以是“补数”。 

 

例题 

例 1．计算 14×12。 

这样想：14＋2＝16（个十），4×2＝8（个一），两数连着写，积是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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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2＝168。 

例 2．计算 18×13。 

 

 
这样想：（18＋3）×10＋8×3＝234 

18×13＝234。 

 

 

 

 

 

 
例 3．计算 18×17。 

方法一以 10 为标准数 

这样算：（18＋7）×10＋8×7，18＋7＋5（进位）＝30（个十），

接着写 6，积是 306。 

方法二以 20 为标准数 

这样想：（18－3）×20＋2×3＝300＋6＝306。 

18×17＝306。 

因数 18、17 都接近 20，用方法二计算比较简单。 
 
为什么两个因数接近 20，用方法二计算简单？ 

a．十位上的数乘 2 容易算。 

b．以 20 为标准数，两因数接近 20，补数就小，两补数积小于 10，

不进位，算完十位接着写个位数，计算简单。 

算十位（ 18+3），看个位

8×3=24，有进位 2，算齐十位

18+3+2=23，接着写积的个位 4。 

我再练练有进位的题： 
13×14：13＋4＋1（进位）＝18（个

十），接着写 2（个一），积是 182。 
15×16：15＋6＋3（进位）＝24（个

十），个位是 0，积是 240。 
一气呵成，直接得积，这样算快。



 

 
47 第 4 章  十几乘十几  九十几乘九十几  

一百零几乘一百零几  九十几乘一百零几 

 

 

 

 

 

 

 

 

 练习题六 

计算下列各题 

（1）12×12＝      （2）13×13＝ 

（3）14×13＝      （4）17×16＝ 

（5）15×16＝      （6）16×19＝ 

（7）17×12＝      （8）19×19＝ 

 

微课 12     十几乘十几（一）

微课 13     十几乘十几（二）

微课 14     十几乘十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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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九十几乘九十几 

例如 98×92。 

因为 90×90＝8100，100×100＝10000，所以九十几乘九十几，积

是 8100～10000 之间的四位数。 

计算方法 

（一个因数－另一个因数的补数）×100＋补数×补数 
98×92：98－8＝90，2×8＝16，两数连着写，积是 9016。 

这样的计算直接得数。因为，以 100 为标准数，九十几的补数是一

位数，两补数积最大是两位数，不会向百位进位。 

 

为什么可以这样计算？ 

九十几乘九十几计算方法的算理与十几乘十几算法二的算理相同，

所不同的是标准数，十几乘十几算法二以 20 为标准，九十几乘九十几

以 100 为标准，因此不再推导。 
 
例题 

例 1．计算 93×94。 

这样想：93－6＝87（个百），7×6＝42（个一），两数连着写，积

是 8742。 

93×94＝8742。 

算理探究

微课 15     加剩余数，减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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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计算 91×99。 

这样想：方法一按“九十几乘九十几”，91－1＝90，9×1＝9，两

数连着写，积是 9009（十位没数 0 占位）。 

方法二按“两位数乘 99”，去 1 添补，积为 9009。 

91×99＝9009。 

 

 

 

 

 练习题七 

计算下列各题 

（1）92×97=     （2）93×98= 

（3）95×96=     （4）94×99= 

 

4.3  一百零几乘一百零几 

例如 107×102。 

因为 100×100＝10000，110×110＝12100，所以一百零几乘一百零

几的积是 10000～12100 之间的五位数。 

 

这两种方法都很简

单。我们要善于把不同的

算法进行比较、归纳，在

头脑中织个“知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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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方法 

（一个因数＋另一个因数的剩余数）×100＋剩余数×剩余数 
107×102：107＋2＝109，7×2＝14，两数连着写，积是 10914。 

这样计算可直接得数。因为，以 100 为标准数，一百零几的剩余数

是一位数，两剩余数积最大是两位数，不会向百位进位。 

 

为什么可以这样计算？ 

一百零几乘一百零几计算方法的算理和十几乘十几算法一的算理

相同，所不同的是标准数，十几乘十几算法一以 10 为标准，一百零几

乘一百零几以 100 为标准，因此不再推导。 
 
例题 

例 1．计算 103×106。 

这样想：103＋6＝109（个百），3×6＝18（个一），两数连着写，

积是 10918。 

103×106＝10918。 

例 2．计算 107×108。 

这样想：107＋8＝115，7×8＝56，两数连着写，积是 11556。 

107×108＝11556。 

 练习题八 

计算下列各题 

（1）105×107=     （2）104×103= 

（3）106×108=     （4）103×109= 

算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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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零几乘一百零几  九十几乘一百零几 

4.4  九十几乘一百零几 

例如 98×106，104×92。 

90×100＝9000，99×110＝10890，所以九十几乘一百零几的积是

9000～10890 之间的四位数或五位数。 

计算方法 

（九十几＋剩余数）×100－补数×剩余数 

或者 

（一百零几－补数）×100－剩余数×补数 

98×106＝（98＋6）×100－2×6＝10400－12＝10388。 

104×92＝（104－8）×100－4×8＝9600－32＝9568。 

 

为什么能这样算？ 

九十几乘一百零几的计算方法既可以通过数形结合，运用图形面积

计算，也可以进行算式转化推导。 

这里我们以 94×103 为例，把两个数相乘写成以 100 为标准数的两

个数的差与两个数的和相乘。 

  94×103 

＝（100－6）×（100＋3） 

＝10000－600＋300－6×3 

＝9400＋300－6×3 

＝ （ 94  ＋ 3  ）×100     －     6  × 3 

 
（九十几＋剩余数）（个百）      补数×剩余数（个一） 

＝9700－18 

＝9682 

算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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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两个因数的位置，103×94，推导出： 
（一百零几－补数）×100－剩余数×补数。 

 
学习了正、负数，我们知道补数是比标准数少的数，是负数，剩余

数是比标准数多的数，是正数。所以计算时是“一个因数－另一个因数

的补数”，“一个因数＋另一个因数的剩余数”（减补数，加剩余数）。 

两个正数相乘的积是正数，所以“加两剩余数的积”；两个负数相

乘的积也是正数（负负得正），所以也是“加两补数的积”；一个正数乘

一个负数的积是负数，所以“减补数与剩余数的积”或“减剩余数与补

数的积”。 

知道这点，计算中很容易掌握“＋”与“－”。 

例题 

例 1．计算 98×104。 

这样想：（98＋4）×100－2×4＝10200－8＝10192 

98×104＝10192。 

例 2．计算 109×92。 

这样想：（109－8）×100－9×8＝10100－72＝10028 

109×92＝10028。 

 

 

 
例 3．计算 106×99。 

这样想：方法一，（106－1）×100－6×1＝10500－6＝10494，积

是 10494。 

我喜欢这样算：109
－8－1=100，接着写 72
的补数 28，积是 1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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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零几乘一百零几  九十几乘一百零几 

方法二，乘 99，且 106 比 99 多 1 位数，去 1 去头添尾补，积是 10494。 

106×99＝10494。 

 

 

 

 

 

 

 

   
 

 

 

 

 

 
 

 

乘 2 也很好算哦，我以 20 为

标准，可以算二十几乘二十几： 
22×24=（22＋4）×20＋2

×4＝528 

乘 5 有速算法，以 50 为标准，

可以算四十几乘四十几，五十几乘五

十几，四十几乘五十几： 
46×42＝（46－8）×50＋4×8

＝1900＋32＝1932 
57×58＝（57＋8）×50＋7×8

＝3250＋56＝3306 
48×54＝（48＋4）×50－2×4

＝2600－8＝2592 

微课 16     九十几乘九十几 一百零几乘一百零几

九十几乘一百零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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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习题九 

计算下列各题 

（1）92×107＝     （2）108×93＝ 

（3）97×105＝     （4）109×99＝ 

（5）103×92＝     （6）98×106＝ 

 

你们想的、算的都对！

学习中就是要举一反三，

由此及彼，这样就会越算

面越广，越算头脑越灵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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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判断出两个因数相互间的特征，即可大幅简化算式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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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只研究两位数乘两位数。 

5.1  5 的倍数遇到偶数 

即一个因数是 5 的倍数，一个因数是偶数。 

例如 16×35，15×24。 

计算方法 

把偶数分解成相应的 2 的倍数，再与 5 的倍数相乘。 
16×35＝8×（2×35）＝8×70＝560。 

15×26＝15×2×13＝30×13＝390。 

本方法运用分解因数和乘法交换律、结合律，计算出整十整百数或

特殊因数，化难为易。 

例题 

在第一章我们已经研究过乘 5、乘 25 的速算方法，所以乘 5、乘 25

直接得数，如 28×5＝140，96×25＝2400，这里不再重复。 

例 1．计算 75×36。 

方法一，75×36 
      ＝3×25×4×9 

      ＝3×9×（25×4） 

      ＝2700。 

方法二，75×36 

      ＝3×（25×36） 

      ＝3×900 

      ＝2700。 

方法三，75×36 

      ＝75×4×9     

   ＝300×9 

      ＝2700。 

例 2．计算 24×55。 

这是运用乘 25 的速算方法直接得数积。 

这是知道 75×4＝300。 
我们要记住 75×4＝300 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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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一，24×55 

＝12×（2×55） 

＝12×110 

＝1320。 

方法二，24×55 

＝24×5×11 

＝120×11 

＝1320。 

例 3．计算 45×96。 

  45×96 

＝45×2×48 

＝90×48 

＝4320。 
 

 

 

 
 

 

 

 

运用乘 11 的速算法。 

按乘 9 的方法计算：

48－1－4＝43，接着写 8
的补数 2。 

乘 5 速算，我们很熟悉。 

计算方法越简单，算

得越快，也容易算对。选

择好方法，靠自己的判断

与决策。 

微课 17     5 的倍数遇到偶数 



 

 58 

开心速算

 

 练习题十 

计算下列各题 

1．（1）26×15=    （2）35×14= 

  （3）45×18=    （4）48×55= 

  （5）80×35=    （6）65×44= 
2．    12 = 

48 =       

      75× 88 = 

          16 =                 
 96 = 

5.2  “同头尾凑十” 

也称“首同尾合十”，即两个因数十位上的数相同，个位数的和是

10。 

例如 78×72，十位上都是 7（同头），个位 8＋2＝10（尾凑十）。 

计算方法 

（头＋1）×头，尾×尾，两积连着写。 
78×72，（7＋1）×7＝56，8×2＝16，积是 5616。 

 

为什么可以这样算？ 

本算法用“神奇速算”的算式很容易推导出，下面仍用我们已熟悉

算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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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推导。 

方法一，两数相乘转化成两数和相乘。 

  78×72 

＝（70＋8）×（70＋2） 

＝70×70＋8×70＋70×2＋8×2 

＝70×70＋（8＋2）×70＋8×2 

＝70×70＋10×70＋8×2 

＝（7＋1）×7×100   ＋     8×2 

 
（头＋1）×头（个百）    尾×尾（个一） 

＝5616 

方法二，数形结合，通过长方形面积推导。 

下图中，把长 78，宽 72 的长方形分成 a、b、c、d四部分，其中 a

是边长 70 的正方形。 

 

（1）正方形 a的面积＝70×70 

（2）长方形 b的面积＝70×（72－70）＝70×2 

（3）长方形 c的面积＝70×（78－70）＝70×8 

（4）长方形 d的面积＝（78－70）×（72－70）＝8×2 

（5）长 78、宽 72 的长方形面积＝7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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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方形 a的面积＋长方形 b的面积＋长方形 c的面积＋ 

长方形 d的面积 

＝70×70＋70×2＋70×8＋8×2 

＝70×70＋70×（2＋8）＋8×2 

＝70×70＋70×10＋8×2 

＝（70＋10）×70＋8×2 

＝（7＋1）×7×100  ＋      8×2 

 
（头＋1）×头（个百）      尾×尾（个一） 

＝5616 

“（头＋1）×头”的积是千位百位上的数，“尾”是个位数，“尾×

尾”的积是一位数或两位数，不会出现向百位进位，所以“两积连着写”。  
 

例题 

例 1．计算 42×48。 

这样想：头都是 4，尾 2＋8＝10。（4＋1）×4＝20，2×8＝16，积

是 2016。 

42×48＝2016。 

例 2．计算（1）35×35       （2）75×75 

这样想：两题都是“同头尾凑十”。（1）（3＋1）×3＝12，5×5＝

25，积是 1225。（2）（7＋1）×7＝56，5×5＝25，积是 5625。 

（1）35×35＝1225。     

（2）75×75＝5625。 

你发现了吗？15×15～95×95 的都属于“同头尾凑十”，又因为尾

数都是 5，尾乘尾就是 25，所以计算时：（头＋1）×头，接着写 25。 

152～952 会经常用到。会这样计算，用不着背记计算结果。 

 

首先审题，判断出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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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计算（1）11×19    （2）12×18 

 （3）13×17    （4）14×16 

这样想：这四道十几的题目都是“同头尾凑十”，用“同头尾凑十”

的方法计算更简单。 

（1）11×19＝209。     （2）12×18＝216。 

（3）13×17＝221。     （4）14×16＝224。 

 

 

 练习题十一 

1．熟练计算下列各题 

（1）15×15=      （2）25×25= 

（3）35×35=      （4）45×45= 

（5）55×55=      （6）65×65= 

（7）75×75=      （8）85×85= 

（9）95×95= 

2．计算 

（1）52×58=      （2）36×34= 

（3）81×89=      （4）67×63= 

（5）76×74=      （6）24×26= 

3．已知一个因数是 47，写出“同头尾凑十”的算式。 

4．自己写出 4 道“同头尾凑十”的题，并算一算。 

微课 18     同头尾凑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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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合十重复数” 

一个因数十位、个位上数的和是 10，即合十数；另一个因数十位、

个位上的数相同，即重复数。 

例如 46×88，46 的十位、个位上数的和是 4＋6＝10，88 是重复数。 

计算方法 

（头＋1）×头，尾×尾，两积连着写（合十数的头加 1）。 
46×88，（4＋1）×8＝40，6×8＝48，积是 4048。 

 

为什么可以这样算？ 

这种算法可以用多种方法推导出。下面我们运用数形结合，通过图

形面积推导。 

计算 73×55。 

如下图所示，把长 73，宽 55 的长方形分成 a、b、c、d四部分，其

中 a是长 70、宽 50 的长方形面积。 

 

（1）长方形 a的面积＝70×50 

（2）长方形 b的面积＝50×（73－70）＝50×3 

（3）长方形 c的面积＝70×（55－50）＝70×5 

（4）长方形 d的面积＝（73－70）×（55－50）＝3×5 

算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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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长 73，宽 55 的长方形面积＝73×55 

＝长方形 a的面积＋长方形 b的面积＋长方形 c的面积＋长方形 d

的面积 

＝70×50＋50×3＋70×5＋3×5 

＝7×500＋150＋350＋3×5 

＝7×500＋500＋3×5 

＝（7＋1）×5×100    ＋   3×5 

 
（头＋1）×头（个百）   尾×尾（个一） 

＝4015 
 

 
 

例题 

例 1．计算 91×77。 

这样想：91 是合十数，77 是重复数。（9＋1）×7＝70，1×7＝7，

两积连着写，十位用 0 占位，积是 7007。 

91×77＝7007。 

例 2．66×82。 

这样想：66 是重复数，82 是合十数。（8＋1）×6＝54，6×2＝12，

两积连着写，积是 5412。 

66×82＝5412。 

例 3．计算 99×37。 

这样想：这题是“合十重复数”，也是“两位数乘 99”。 

记清“合十数”

的头加 1 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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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一，运用“合十重复数”的计算方法。 

（3＋1）×9＝36，9×7＝63，积是 3663。 

方法二，两位数×99，“去 1 添补”。 

37－1＝36，100－37＝63，积是 3663。 

99×37＝3663。 

你喜欢用哪种方法就用那种方法。 

 

 
 

 

 

 练习题十二 

1．计算下列各题 

（1）66×28=      （2）37×22= 

（3）88×82=      （4）55×19= 

（5）42×66=      （6）32×38= 

2．从下表中看一看有多少个“合十重复数”的算式？其中又包含

多少个“同头尾凑十”的算式？ 

计算时首先是审题，

做出判断，确定方法。随

时对计算方法进行辨析与

归纳，计算空间会不断拓

展，计算力就能逐渐提高。 

微课 19     合十重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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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22 33 44 55 66 77 88 99 

19 19×11         
28  28×22        
37   37×33       
46    46×44      
55     55×55     
64      64×66    
73       73×77   
82        82×88  
91         91×99 

3．已知一个因数是 44，写出符合“合十重复数”条件的算式，并

计算出结果。 

5.4  “首合十尾相同” 

也称“尾同头合十”、“尾同首凑十”，即两个因数十位上数的和是

10，个位数相同。 

例如 38×78，十位上的 3＋7＝10，个位都是 8。 

计算方法 

头×头＋尾，尾×尾，两数连一起。 

38×78，3×7＋8＝29，8×8＝64，两数连着写，积是 2964。 

 

为什么可以这样算呢？ 

本方法可以从多角度推导，这里把两数相乘转化成两数和相乘进行

推导。 

计算 38×78。 

  38×78 

＝（30＋8）×（70＋8） 

＝30×70＋8×70＋30×8＋8×8 

算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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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00＋8×（70＋30）＋8×8 

＝3×7×100＋8×100＋8×8 

＝（3×7＋8）×100  ＋  8×8 
 

（头×头＋尾）（个百）  尾×尾（个一） 

＝2964 
 

例题 

例 1．计算 86×26。 

这样想：首是 8＋2＝10，尾都是 6。8×2＋6＝22，6×6＝36，两

数连一起，积是 2236。 

86×26＝2236。 

例 2．计算 55×55。 

这样想：这道题既是“首合十尾相同”，又是“同头尾凑十”，还是

“合十重复数”，喜欢用哪种方法就用那种方法。 

55×55＝3025。 

 

 练习题十三 

1．计算下列各题 

（1）62×42＝      （2）93×13＝ 

微课 20     首合十尾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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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8×38＝      （4）24×26＝ 

（5）87×27＝      （6）64×77＝ 

2．已知一个因数是 28，请写出所有“首合十尾相同”的算式。 

3．自己写出 4 道“首合十尾相同”的题，并算一算。 

 

5.5  “个位都是 1” 

这里是指：几十一乘几十一。 

例如 31×41。 

计算方法 

头×头，头＋头（满十进一），尾是 1，三数连着写。 
31×41，3×4＝12，3＋4＝7，尾是 1，三个数连着写，积是 1271。 

 

 

为什么可以这样算呢？ 

这一算法同样可以用多种方法推导出。我们用把两数相乘转化成两

数和相乘推导。 

例如 31×41 

  31×41 

＝（30＋1）×（40＋1） 

＝30×40＋40＋30＋1 

＝3×4 ×100     ＋ （3 ＋ 4）×10 ＋ 1 

 

头×头（个百）     头＋头（个十）  1（个一） 

＝1271  

如果用字母表示数，几十一乘几十一用（10a＋1）×（10b＋1）表

示，那么： 

算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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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a＋1）×（10b＋1） 

＝10a×10b＋10a＋10b＋1 

＝100ab＋10（a＋b）＋1 

这里要注意，（a＋b）满十要向百位进一。 
 

 

 

 

 

 
 

例题 

例 1．计算 61×81。 

这样想：这是“几十一乘几十一”。6×8＝48，6＋8＝14，48＋1＝

49，十位是 4，尾是 1，三数连着写，积是 4941。 

61×81＝4941。 

例 2．计算 71×71。 

这样想：这道题是“几十一乘几十一”。7×7＝49，7＋7＝14，49

＋1＝50（算齐百位），十位是 4，个位是 1，积是 5041。 

71×71＝5041。 

注：同数相乘是求平方数，将在后面系列研究求平方数。 

 

 

 

从具体数相乘到用

字母表示，字母抽象，

但更具普遍性。我们要

逐步学习这种方法。 



 

 
69 第 5 章  因数间有特殊关系 

 

 

 

 练习题十四 

1．计算下列各题 

 （1）21×91＝     （2）61×21＝ 

  （3）71×21＝     （4）31×91＝ 

2．已知一个因数是 51，请写出符合“几十一乘几十一”条件的算

式，并计算出结果。 

 

5.6  “合九连续数” 

一个因数十位上的数与个位数的和是 9，另一个因数个位上的数比

十位上的数大 1。 

例如 36×67，36 是合九数，67 是连续数。 

又如 56×72，72 是合九数，56 是连续数。 

计算方法 

（头＋1）×头，尾补×尾补，两积连着写（合九数的头加 1）。 

这里的“尾补”是指尾数的补数。 

36×67，（3＋1）×6＝24，6 和 7 的补数相乘 4×3＝12，两积连着

写，积是 2412。 

微课 21     个位都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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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72，（7＋1）×5＝40，6 与 2 的补数相乘 4×8＝32，两积连着

写，积是 4032。 

 

为什么能这样算呢？ 

这种算法是“神奇速算”独有的，需要运用“神奇速算”的算式推

导。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一学就会的闪算》一书。 

 
例题 

例 1．计算 27×89。 

这样想：27 是合九数，89 是连续数。（2＋1）×8＝24，尾补积 3

×1＝3，两数连着写，十位没有 0 占位，积是 2403。 

27×89＝2403。 

例 2．计算 34×63。 

这样想：63 是合九数，34 是连续数。（6＋1）×3＝21，尾补积是 6

×7＝42，两数连着写，积是 2142。 

34×63＝2142。 

 

 练习题十五 

1．计算下列各题 

（1）56×45＝     （2）63×34＝ 

算理探究

微课 22    合九连续数



 

 
71 第 5 章  因数间有特殊关系 

（3）18×78＝     （4）27×89＝ 

2．已知一个因数是 72，请写出所有符合“合九连续数”条件的算

式，并计算出结果。 

 



 

 

 

 

 

 

 

第 6 章  计算 120 以内数的平方 

 

 

 

 

 

 
求正方形和圆的面积必然要算平方数，数学中会频繁地应用到平方

数。 

122=144，那么，212=441。 

132=169，那么，312=961。 

平方数不会都是这样推算，但 1～120 的平方数确实很容易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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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相同因数相乘叫平方。 

例如 12×12，用 122 来表示。 

又如 25×25＝252。 

求 120 以内数的平方，我们按照速算的方法不同分类研究。 

6.1  用乘法口诀直接得出平方数 

（1）1～9 的平方数。 

例如 62＝36，72＝49。 

（2）整十数平方。 

例如 402＝1600，902＝8100。 

6.2  用巧方法计算一些数的平方数 

（1）152、252⋯⋯952，是前面已研究过的“同头尾凑十”，计算方

法：（头＋1）×头的积，接着写 25。 

例如 152＝225，452＝2025。 

（2）11，21，31 及 22 的平方数。 

112＝121，用乘 11 的方法计算。 

21 是 12 的颠倒数，122＝144，212 就是 441。 

31 也这样算，132＝169，312＝961。 

  222＝（2×11）2 

＝22×112 

＝4×121 

＝484。 

 

 

这是用小巧门

计算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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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412 可以像 212、312 这样速算吗？ 

答案是不行，请想想为什么。 

6.3  计算 11～19 的平方数 

计算方法一 

同前面已经研究的十几乘十几的计算方法： 

（这个数＋剩余数）×10＋剩余数 2 
（这个数－补数）×20＋补数 2 
例题 

例 1．计算 142。 

142 

这样想：（14＋4）×10＋42，“算齐十位写个位”，14＋4＋1（进位）

＝19，再接着写 6，平方数是 196。 

142＝196。 

例 2．计算 192。 

  192 

＝（19－1）×20＋12 

＝361。 

计算方法二 

40×尾＋尾补 2 
例如 172，40×7＝280，尾补是 7 的补数 3，32＝9，172＝289。 

 

为什么可以这样算呢？ 

我们把两数相乘转化成两数的差相乘，以 18×18 为例进行推导。 

  18×18 

＝（20－2）×（20－2） 

 

这里写过程，是说明运用的方

法，实际计算直接得数。 

算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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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20×2＋2×2 

＝20×（20－2－2）＋2×2 

＝20×16＋2×2 

＝20×2×8＋2×2 

＝40×8 ＋ 2×2 
 

40×尾   尾补平方 

＝324 

 
例题 

例 1．计算 132。 

  132 

＝40×3＋72 

＝120＋49 

＝169。 

例 2．计算 192。 

  192 

＝40×9＋12 

＝361。 

 

 
 
课堂教学中，很多老师要求熟背 112～192，这里在会算的基础上也

要求大家熟记。 
 

这个方法是以

20 为标准推导出

的，越接近 20 的

数的平方越好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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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记 112～192 

   112＝121     122＝144 

   132＝169     142＝196 

   152＝225     162＝256 

   172＝289     182＝324 

   192＝361       

 

6.4  计算 31～49 的平方数 

例如 47×47，362。 

计算方法 

（25－补数）×100＋补数 2 

47×47，25－3＝22（个百），3×3＝9（个一），平方数是 2209。 

362＝（25－14）×100＋142＝1100＋196＝1296。 

 

为什么可以这样计算呢？ 

把两数相乘转化成两数差相乘，这里以求 48 的平方数为例进行推

导。 

  48×48 

＝（50－2）×（50－2） 

＝50×（50－2）－2×（50－2） 

＝50×50－50×2－2×50＋2×2 

＝2500－50×2×2＋2×2 

＝2500－100×2＋2×2 

＝（25－2）×100＋        2×2 

 
  （25－补数）（个百）  补数平方（个一） 

算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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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4 

 
 

 

 
 
例题 

例 1．计算 46×46。 

这样想：25－4＝21，4×4＝16，两数连着写，平方数是 2116。 

46×46＝2116。 

 
例 2．计算 322。 

这样想：（25－18）×100＋18×18，25－18＋3＝10（算齐百位），

接着写 24，平方数是 1024。 

322＝1024。 

例 3．计算 412。 

这样想：方法一，25－9＝16，9×9＝81，两数连着写，平方数是

1681。 

方法二，按照“几十一乘几十一”的方法计算，4×4＝16，4＋4＝

8，个位是 1，三数连着写，平方数是 1681。 

412＝1681。 

 
小结： 
a．41～49 的补数是一位数，一位数的平方数是一位数或两位数，

也就是十位个位上的数，因此算出 25 减补数的差（个百），接着写补数

182＝324 的平方数要记熟哦。 

这是以 50 为标

准推导出来的算法，

所以越接近 50 的平

方数越好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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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方数。 

b．31～39 的补数是十几，十几的平方数是三位数，要向百位进位，

因此算出 25 减补数的差（个百），先加十几平方数百位上的数，算齐百

位，再接着写十几平方数的十位个位数，这样计算快。 

 
想一想：31～49 中哪些数求平方有更巧妙的方法？ 

  

 

 

 

 

 

 

 练习题十六 

求平方数 

（1）422＝      （2）432＝ 

 

352、452 按“同头尾

凑十”计算简单。312，想

132=169，312=961。 

微课 23     求 31～49 的平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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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2＝      （4）342＝ 

（5）352＝      （6）312＝ 

6.5  计算 51～69 的平方数 

例如 522，672。 

计算方法 

（25＋剩余数）×100＋剩余数 2 
522，25＋2＝27（个百），2×2＝4（个一），两数连着写，十位没有

0 占位，平方数是 2704。 

672＝（25＋17）×100＋172＝4489。 

 

为什么可以这样计算？ 

把两数相乘转化成两数和相乘，我们以求 57 的平方为例进行推导。 

  57×57 

＝（50＋7）×（50＋7） 

＝50×（50＋7）＋7×（50＋7） 

＝50×50＋50×7＋7×50＋7×7 

＝2500＋50×7×2＋7×7 

＝2500＋100×7＋7×7 

＝（25＋7）×100   ＋    7×7 

 
（25＋剩余数）（个百） 剩余数平方（个一） 

＝3249 

例题 

例 1．计算 532。 

这样想：25＋3＝28，3×3＝9，两积连着写，十位没有 0 占位，平

算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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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数是 2809。 

532＝2809。 

例 2．计算 63×63。 

这样想：（25＋13）×100＋132，25＋13＋1＝39（算齐百位），接着

写 69，平方数是 3969。 

63×63＝3969。 

 
小结： 
a．51～59 的剩余数是一位数，一位数的平方最大是两位数，也就

是十位个位上的数，因此算出 25 加剩余数的和（个百），接着写剩余数

的平方数。 

b．61～69 的剩余数是十几，十几的平方数是三位数，要向百位进

位，因此算出 25 加剩余数的和（个百），先加十几平方数百位上的数，

算齐百位，再接着写十几平方数的十位个位数，这样计算简单。 

 

 

 练习题十七 

求平方数 

（1）542＝      （2）592＝ 

（3）622＝      （4）642＝ 

（5）552＝      （6）612＝ 

要熟记 132=169。 

微课 24    求 51～69 的平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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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计算 81～99 的平方数 

例如 912、892。 

计算方法 

（这个数－补数）×100＋补数 2 

912，91－9＝82（个百），9×9＝81，两数连着写：912＝8281。 

892＝（89－11）×100＋112＝7921。 

 
 

为什么可以这样计算？ 

前面我们已经研究过九十几乘九十几的计算方法： 

（一个因数－另一个因数的补数）×100＋补数×补数。 

812～992 是 81～99 之间两个相同的因数相乘，所以计算方法是： 

（这个数-补数）×100+补数 2。 

以 100 为标准数，91～99 的补数是一位数，81～89 的补数是两位

数。 

 
例题 

例 1．计算 92×92。 

这样想：92－8＝84，8×8＝64，两数连着写是 8464。 

92×92＝8464。 

例 2．计算 822。 

  822 

＝（82－18）×100＋182 

＝6724。 

 

 

 

熟记 182＝324。先算齐百位，82
－18＋3（进位）＝67（个百），接着

写 24。 

算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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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计算 992。 

这样想：方法一，99 减补数 1 为 98，补数 1 的平方是 1，十位没有

0 占位，平方数是 9801。 

方法二，乘 99，去 1 添补，9801。 

992＝9801。 

 

 

 

 
 

 

 
 

算九十几的平方数的过程中，

没有进位，两数连着写。算八十几

的平方数，补数十几的平方是三位

数，有进位，要先算齐百位，再接

着写十位个位数。

76×98，76－2＝74，24
×2＝48，积就是 7448。好算

耶！ 

你想过吗？两位数乘 98，
就是去 2 添补数的 2 倍。98×
98，98－2=96，补数 2 的 2 倍

是 4，98×98＝9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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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习题十八 

求平方数 

（1）942＝      （2）962＝ 

（3）832＝      （4）872＝ 

（5）952＝      （6）812＝ 

6.7  计算 101～119 的平方数 

例如计算 1012，1192。 

计算方法 

（这个数＋剩余数）×100＋剩余数 2 

1012：101＋1＝102（个百），12＝1，十位数没有占位，1012 是 10201。 

1122＝（112+12）×100＋122＝12544。 
 

 

为什么可以这样计算？ 

我们已经知道，101～109 之间两因数相乘的计算方法是： 

（一个因数＋另一个因数的剩余数）×100＋剩余数×剩余数。 

1012～1092 是 101～109 之间两个相同的因数相乘，所以计算方法

算理探究

微课 25    求 81～99 的平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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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个数＋剩余数）×100＋剩余数 2。 

以 100 为标准数，101～109 的剩余数是一位数，111～119 的剩余数

是两位数。 

 
例题 

例 1．计算 103×103。 

这样想：103＋3＝106，3×3＝9，103 的平方数是 10609。 

103×103＝10609。 

例 2．计算 1172。 

  1172 

＝（117＋17）×100＋17×17 

＝13689。 

 

 

 
例 3．计算 1052。 

这样想：方法一，105＋5＝110，5×5＝25，两数连着写，平方数

是 11025。 

方法二，11×10＝110，末两位是 25，平方数是 11025。 

 

 

 

 

 
 

要熟记 172=289。先算齐百位，

117+17+2=136（个百），接着写 89。 

方法二按照“同头尾凑

十”的方法计算的。“同头

尾凑十”不仅仅限于两位数

乘两位数。这里把 10 看作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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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2＝11025 

 

 

 
 

 
 
例 4．计算 1112。 

这样想：方法一，（111＋11）×100＋112，111＋11＋1＝123（个百），

接着写 21，平方数是 12321。 

方法二，11×11＝121（个百），11＋11＝22（个十）（满 20 向百位

进 2），个位是 1，12321 是 1112 的平方数。 
 

 

 
 

方法三，按照“乘 111”的方法，直接得数 12321。 

1112＝12321 

注：有兴趣，自己用竖式算几道三位数乘 111，就可以找到乘 111

的计算方法。自己发现速算方法，那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算齐百位。 

1152 按“同头尾凑

十”计算：12×11＝132，
接着写 25，1152＝13225。

方法二用的是“个位都

是 1”，这里把 11 看作“头”，

“个位是 1”计算方法不仅仅

限于两位数乘两位数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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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计算 112～192，312～692，812～1192，我们所用的主要方法实质是

一样的，即以一个数为标准数进行计算：求 11～19 的平方数以 10 或

20 为标准；求 31～69 的平方数以 50 为标准；求 81～119 的平方数以

100 为标准。 

 练习题十九 

1．求平方数 

（1）1042＝      （2）1072＝ 

（3）1122＝      （4）1192＝ 

（5）1152＝      （6）1012＝ 

2．计算 

（1）542＝      （2）372＝ 

（3）922＝      （4）832＝ 

（5）442＝      （6）1082＝ 

（7）1142＝      （8）642＝ 

（9）612＝      （10）752＝ 

 

微课 26     求 101～119 的平方数



 

 
87 第 6 章  计算 120 以内数的平方 

6.8  计算二十几和七十几的平方数 

我们已经知道计算 252、752 与 212、712 都好算。 
别忘了，22 的平方可以这样算：222＝112×22＝484。 
有两个求邻近数平方的算式： 
较大数 2＝较小数 2＋较小数×2＋1 
较小数 2＝较大数 2－较大数×2＋1 
注：这两个算式的推导很简单，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到《一学就会的

闪算》一书中看看。 
那么，我们可以算出 24、26 和 29，74、76 和 79 的平方数，例如： 

  262 

＝252＋25×2＋1 
＝676。 
又如： 

  292 

＝302－30×2＋1 
＝841。 

 

 

 

 
 

 
二十几和七十几的平方数还有 23、27、28、72、73、77、78 这 7

个数的平方数，这些数的平方数及所有二十几与七十几的平方可以分别

前面我们算的 342，362

和 392，642 和 662，692 等，

也可用这种方法计算，因

为 352、402、652、702 很

好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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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20 和 70 为标准进行计算的方法。 

例如 232＝（23＋3）×20＋32＝529。 

 

 

 

 

 
又如 782＝（78＋8）×70＋82＝86×70＋64＝6084。 

算理推导同十几乘十几算法一的推导。 

6.9  求任意两位数的平方 

求任意两位数的平方数有多种方法，这里推荐一种 

计算方法 

（头＋1）×头，尾×尾，两积连着写，加上（尾×2－10）×

头×10。 

这里的“（头＋1）×头”是千位百位上的数，“尾×尾”是十位个

位数（哪位没有用 0 占位），“（尾×2－10）×头”是十位上的数，所以

在其后面又乘 10。 

例如 28×28，（头＋1）×头，尾×尾，两积连着写 664，（尾×2－

10）×头×10，（8×2－10）×20＝120，664＋120＝784。 

初看有些麻烦，实际上计算中都是一位数乘一位数，比较简单。 

注：这种算法是用“神奇速算”的算式推导出来的，这里不作介绍。 

例题 

例 1．计算 272。 

这样想：（头＋1）×头，尾×尾，两积连着写 649，（尾×2－10）

×头×10，（7×2－10）×20＝80，649＋80＝729。 

272＝729。 

例 2．计算 772。 

86×7：56+4=60，接着写 2。 
乘 10 后是 6020，再加 64，6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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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2 
＝5649＋（7×2－10）×70 

＝5649＋280 

＝5929。    

例 3．计算 1172。 

 

  1172 
＝13249＋（7×2－10）×110 

＝13249＋440 

＝13689。  

 

 

 

 

 
 

 

 
一道题常常有多种计算方法，选择简单的方法计算，需要判断，计

算中应用不同的算法，并进行比较，可以不断提高判断力。 

 

 

 

 

 

把 11 看作“头”。 

这样算：5649＋300－20 

通过研究，计算 120 以

内两位数的平方，每道题至

少我们能用两种方法速算。

计算时我选最简单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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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习题二十 

1．求下列各数的平方 

（1）722＝      （2）732＝ 

（3）362＝      （4）582＝ 

（5）622＝      （6）972＝ 

（7）852＝      （8）1092＝ 

（9）1182＝      （10）932＝ 

2．你能用几种方法算 412？ 

 



 

 

 

 

 

 

 

第 7 章  以两个因数的中间数 

为标准数进行计算 

 

 

 

 
学会“以两个因数的中间数为标准数”进行计算，一些算式的计算

看来是那么简单。例如，61×79=4900-81=4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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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因数的中间数是这两个因数的平均数。本章只计算中间数是整

数的题目。 

例如 22×18，（22＋18）÷2＝20，中间数是 20。 

以两个因数的中间数为标准数进行计算 

计算方法 

中间数 2－差 2。 

这里的“差”是指两个因数与中间数的差。 

22×18，中间数是 20，差是 2。 

22×18＝202－22＝400－4＝396。 

 

为什么可以这样算呢？  

通过算式转化，把两数相乘写成两数和乘两数差。以 22×18 为例

进行推导。 

  22×18 

＝（20＋2）×（20－2） 

＝20×20＋2×20－2×20－2×2 

＝ 20 × 20 –    2 ×2 

 
中间数 2       差 2 

＝396 

 
只要瞬间能看出中间数、两因数与中间数的差及算出他们的平方

数，我们就可以运用以中间数为标准数的方法来速算。 

7.1  以整十数为中间数 

下图示意以 70 为中间数，可以速算：69×71，68×72，67×73，

66×74，65×75，63×77，62×78，61×79，…… 

算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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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标准数进行计算 

 

通过观察以上算式，十位相差 1，个位和是 10，可以按较大数的十

位数为整十数（中间数）进行速算，差是较大数减整十数或整十数减较

小数。 

例 1．计算 37×43。 

这样想：十位相差 1，个位和是 10，40 为中间数，差是 3。 

  37×43 

＝402－32 

＝1591。 

例 2．计算 89×71。 

这样想：十位相差 1，个位和是 10，中间数是 80，差是 9。 

  89×71 

＝802－92 

＝6319。 

思考：十位相差 3，个位和是 10，可以按中间数为标准数的方法来

计算吗？ 

7.2  以 100 为中间数 

例 1．计算 102×98。 

这样想：以 100 为中间数，差是 2。 

  102×98 

＝10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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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6。 

这道题也可以这样计算： 

  102×98 

＝（102－2）×100－2×2 

＝9996。 

两种算法思路不同，算法不同，以 100 为中间数计算比按“九十几

乘一百零几”更直接。 

例 2．计算 81×119。 

这样想：中间数是 100，差是 19。 

  81×119 

＝1002－192 

＝9639。 

这道题也可以这样计算： 

  81×119 

＝（81+19）×100－19×19 

＝10000－361 

＝9639。 

显然，这两种方法，以 100 为中间数计算直接些。 

注：在三位数相乘的计算中以整百数为中间数可以计算许多题目。 

 

 

 

7.3  以中间数为标准数计算十几乘十几 

我们来观察下图： 

微课 27     以中间数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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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标准数进行计算 

以中间数为标准计算十几乘十几示意图 

 

图中把乘 11 除去，因为 11 与十几相乘运用乘 11 的简便方法即可。 

从上图中可以总结出： 

 十几乘十几中，两因数同为奇数或同为偶数，可以以中间数为

标准数速算。中间数的个位数是两因数个位和的一半。 
这样的题目共 12 道，其中： 

（1）属于“同头尾凑十”题型的有：12×18，13×17，14×16，15

×15。这样的题目按：“同头尾凑十”计算最简单。 

（2）隔数相乘，很容易看出中间数的：12×14，13×15，14×16，

15×17，16×18，17×19。（其中 14×16 是“同头尾凑十”。） 

第五章我们已经研究了十几乘十几的速算方法，以上方法（包括熟

记的 112～192）有助于进一步提高运算速度。 

例 1．计算（1）17×19      （2）18×16          

这样想：这两道题都是隔数相乘，中间数是两因数中间的数，差为 1。 

（1）17×19  

＝182－12 

＝323。 

（2）18×16 

＝172－12 

＝288。 

例 2．计算（1）12×18      （2）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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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想：（1）题两偶数相乘，且是“同头尾凑十”。（2）题两奇数

相乘，中间数的个位（3＋9）÷2＝6，差是 9－6（或 6－3）＝3 

（1）12×18 

方法一，12×18＝216。 

方法二，12×18 

＝152－32 

＝225－9 

＝216。 

注：按“同头尾凑十”计算更简单。 

（2）13×19 

＝162－32 

＝256－9 

＝247。 

 

 

 

 

 

 

 

 

想一想：不是应该 19－16 吗，

为什么 9－6 了呢？ 

我能快速计算 33×29： 

33×29＝312－22＝961－4

＝957 
这是因为我知道 312 ＝

961。 

我记住了 472＝2209，我可

以算： 

46×48＝2209－1＝2208，
45×49＝2209－4＝2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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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标准数进行计算 

 

 

 

 

 

 

 

 

 

 
 

 

 

 

 

 

 
 

 

 

不断地进行归纳

总结，掌握的运算技巧

越多，越灵活运用，计

算速度也越快。 

通过这章的学习，我知道了可

以以中间数速算许多题目，还进

一步懂得一道题可以有多种速算

方法，我们要选择更简单的方法。

第五章研究了适用于十几乘十几

所有题目的速算方法，现在又知

道其中一些题按“同头尾凑十”

和“以中间数为标准数”计算更

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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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习题二十一 

选择恰当的方法速算 

1．（1）29×31＝     （2）77×83＝ 

  （3）56×64＝     （4）23×37＝ 

  （5）67×73＝     （6）98×102＝ 

  （7）87×113 ＝     （8）72×68＝ 

  （9）82×118 ＝     （10）94×106＝ 

2．（1）15×13＝     （2）16×14＝ 

  （3）16×18＝     （4）17×19＝ 

  （5）18×12＝     （6）18×14＝ 

  （7）19×15＝     （8）12×13＝ 

3．用多种方法速算 13×17。 

 

 

 



 

 

 

 

 

 

 

第 8 章  求完全平方数的平方根 

 

 

 

 

 

 
已知一个两位数的平方数，求这个两位数，通过逆向思维，运用逆

推法，“看两眼”：一看十位前的数，二眼看个位数，即看出完全平方数

的平方根。例如，边长是两位数的正方形，面积是 5329 平方厘米，马

上得出边长是 73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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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完全平方数的平方根，是指已知一个数的平方数，求这个数，是

求一个数平方的逆运算。本章我们只研究已知一个两位数的平方数，求

这个两位数。 

已知一个正方形的面积是 9，它的边长是多少？ 

也就是 a2＝9，我们马上可得出：a＝3（因为 3×3＝9），它的边长

是 3。 

同样可以很快算出： 

当 a2＝16 时，a＝4 

当 a2＝81 时，a＝9 

也就是说，当 a 是一位数时，a2≤81，我们运用九九口诀，立刻得

出 a的值。 

a是两位数，已知 a2，a＝？。这样的题怎样算呢？ 

最小两位数的平方数 10×10＝100，最大两位数的平方数 99×99＝

9801。a2 可以是 100 至 9801 的三位数和四位数。 

如下图，边长是两位数的正方形，面积是 5776（cm）2，边长是多少

cm？ 

也就是 s＝a2＝5776，a＝？ 

可以这样求出： 

（1）看 5776 十位前的数位上的 57，57 介于 72

（7×7＝49）和 82（8×8＝64）之间，所以这个数应

该是 70 多，也就是它十位上的数是 7。 

（2）5776 的个位数是 6。我们想到：有 2 个一位数平方的末位是 6，

42＝16，62＝36，所以这个数的个位可能是 4，也可能是 6。也就说，这

个数可能是 74，也可能是 76。 

（3）将原数 5776 与 752 做比较：752＝5625（看到 752 我们立刻得出

5625），5776﹥5625，所以这个数是 76。 

解答：a＝76，即这个正方形的边长是 76cm。 

又如：一个两位数的平方数是 3481，这个两位数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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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算： 

（1）3481 十位前数位上的 34 介于 5 的平方 25 和 6 的平方 36 之间，

所以这个两位数的十位数是 5。 

（2）3481 的个位数是 1，12＝1，92＝81，所以这个数的个位可能是

1 或者 9。 

（3）3481 比 552（3025）大，所以两位数的个位是 9。 

验证一下：59×59，25＋9＝34，9×9＝81，3481 和原平方数相同。 

解答：这个两位数是 59。 

在中学里，学习开方，知道以上两题是求算术平方根。 

已知一个两位数的平方数，求这个两位数。 

计算方法 

看完全平方数十位前数位（千位、百位）上的数是介于哪两个

连续自然数的平方数之间，平方根十位上的数就是连续自然数

的较小数。 
看完全平方数的个位是几。如果是 5，平方根的个位数就是 5。

如果不是 5，平方根的个位可能是两个数。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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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个完全平方数与已确定的平方根十位上的数和个位是 5，
即几十五的平方数做比较。如果完全平方数比几十五的平方数

小，平方根的个位是 1～4 中的数；如果完全平方数比几十五的

平方数大，平方根的个位是 6～9 中的数。 
例题 

例 1．求完全平方数 529 的平方根。 

这样想：（1）529 的百位上的 5 介于 22（4）和 32（9）之间，平方

根十位上是 2。 

（2）529 的个位是 9，32=9，72=49，平方根的个位是 3 或者是 7。 

（3）529＜252（625），所以平方根个位是 3。 
解答： 529 =23 

例 2．已知边长是两位数的正方形，面积是 7396 平方米，求边长。 

这样想：（1）7396 千位百位上的 73 介于 82（64）和 92（81）之间，

平方根十位上是 8。 

（2）7396 的个位是 6，42＝16，62＝36，平方根的个位数是 4 或者 6。 

（3）7396 大于 852（7225），平方根个位是 6。 

解答：边长是 86 米。 

例 3．已知边长是两位数的正方形，面积是 3025 平方米，求边长。 

这样想：方法一，3025 十位前的 30 介于 52（25）和 62（36）之间，

平方根的十位数是 5；3025 的个位是 5，平方根的个位数就是 5。 

方法二，如果熟悉 552＝3025，那么立刻知道 3025 的平方根是 55。 

解答：边长是 55 米。 

 

  

真容易！求完全

平方数的平方根用

逆推法看一看就知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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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习题二十二 

1．下列各数是两位数的平方，求这个数。 

（1）361      （2）225 

（3）289      （4）324 

2．下列各数是两位数的平方，求这个数。 

（1）784      （2）5476 

（3）7225      （4）4761 

 
 

求熟悉的平方数的平

方根就更快啦。 1225 =35，
5625 =75， 9025 =95 

微课 28    已知两位数的平方数，求这个两位数



 

 
 

 

 

 

 

 

第 9 章  求完全立方数的立方根 

 

 

 

 

 
已知一个两位数的立方数，求这个两位数， 如同上一章，通过逆

向思维，运用逆推法，“看两眼”：一看百位前的数，二看个位数，即看

出完全立方数的立方根。例如，棱长是两位数的正方体，体积是 493039

立方毫米，马上得出棱长是 79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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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一个完全立方数的立方根，是指已知一个数的立方数，求这个数，

是求一个数立方数的逆运算。本章我们只研究已知一个两位数的立方

数，求这个两位数。 

已知一个正方体的体积是 8，它的棱长是多少？也就是 a3＝8，我们

马上可求出：a＝2（因为 2×2×2＝8），它的棱长是 2。 

这显然需要我们熟记 1 至 9 的立方数： 

13＝1    23＝8    33＝27 

43＝64    53＝125    63＝216 

73＝343    83＝512    93＝729 

你注意到了吗：1～9 这 9 个数字在 1～9 的立方数的尾数中都只出

现过一次。这一点很重要，能帮助我们求完全立方数的立方根。 

 

 

 

 

 

 
 

 

 

 

1，4，6，9 的立方数的个位

数还是 1，4，6，9，而 2，3，5，
7，8 的立方数的个位数分别是

它们的补数 8，7，5，3，2。 

找到这些规律能帮助我

们又快又准地记住 1 至 9 的

立方数。 
善于找规律，无论在数

学研究还是生活中都非常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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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记住 1 至 9 的立方数，可以很快算出： 

a3＝343，a＝7。 

a3＝729，a＝9。 

已知两位数的立方数，怎样求这个两位数呢？首先要知道最小的两

位数的立方数是 103＝1000，最小的三位数的立方数 1003＝1000000，两

位数的立方数是大于等于 1000，小于 1000000 的四位数、五位数、六

位数。 

如果棱长是两位数的正方体体积是 21952 立方米，棱长是多少米？

如下图。 

 

a＝？米 

这样算：  

（1）21952 百位前数位上的 21 介于 23（8）和 33（27）之间，那么

这个两位数是 20 多，十位上就是 2。 

（2）21952 的个位数是 2，83＝512 的个位是 2，这个两位数的个位

微课 29    抓住特点，熟记 1～9 的立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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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8。 

验证：28×28×28＝21952，计算正确。 

解答：棱长是 28 米。 

又例如：一个两位数的立方数是 636056，这个数是多少？ 

这样算：（1）看 636056 百位前数位上的 636 是介于 83＝512 和 93

＝729 之间，这个两位数十位上的数是 8。 

（2）636056 的个位是 6，63＝216 的个位是 6，所以，这个两位数的

个位是 6。 

解答：这个两位数是 86。 

已知一个两位数的立方数，求两个两位数 

计算方法 

先看完全立方数百位前数位上的数是介于哪两个连续自然数的

立方数之间，立方根十位上的数就是连续自然数的较小数。 
再看立方数个位是几，和 1～9 的立方数相对照，和哪个数立方

的个位数相同，立方根的个位就是那个数。 

例题 

例 1．一个两位数的立方数是 103823，求这个数。 

这样想：103823 的百位前数位上的 103 介于 43＝64 和 53＝125

之间，立方根十位上是 4。103823 的个位是 3，73＝343，立方根个位

数是 7。  
解答： 3 103823 47 。 

这个数是 47。  

例 2．体积是 389017（cm）3 立方体盒子的两位数棱长是多少？ 

这样想：389017 的百位前是 389，389 介于 73（343）和 83（512）

之间，立方根十位是 7。389017 的个位是 7，33＝27，立方根个位数

是 3。 

解答：体积是 389017（cm）3 立方体盒子的棱长是 73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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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习题二十三 

1．下列各数是一位数的立方数，求这个数 

（1）216      （2）343 

（3）512      （4）729 

2．下列各数是两位数的立方数，求这个数 

（1）50653      （2）778688 

（3）148877      （4）262144 

 

微课 30    已知两位数的立方数，求这个两位数



 

练习题答案 

练习题一 

1．标准数是 100 

已知数 23 47 8 108 117 84 99 
补数 77 53 92   16 1 
剩余数    8 17   

2．（1）100－68＝32    （2）100－54＝46 
  （3）1000－823＝177   （4）1000－732＝268 
  （5）10000－4873＝5127   （6）10000－1228＝8772 
  （7）3600－4 ＝3596   （8）6700－84＝6616 

练习题二 

1．（1）5×37＝185     （2）86×5＝430 
  （3）624×5＝3120    （4）5×461＝2305 
  （5）5431×5＝27155   （6）5×1234＝6170 
2．（1）80÷5＝16 

  （2）98÷5＝19⋯⋯3（19
5
3
或 19.6） 

  （3）139÷5＝27⋯⋯4（27
5
4
或 27.8） 

  （4）315÷5＝63 

  （5）4423÷5＝884⋯⋯3（884
5
3
或 884.6） 

  （6）7180÷5＝1436 

练习题三 

1．（1）64×25＝1600   （2）87×25＝2175 
  （3）25×48＝1200   （4）124×25＝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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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5×252＝6300   （6）25×809＝20225 
2．（1）700÷25＝28 

  （2）321÷25＝12⋯⋯21（12
25
21

或 12.84） 

  （3）950÷25＝38 

  （4）467÷25＝18⋯⋯17（18
25
17

或 18.68） 

  （5）512÷25＝20⋯⋯12（20
25
12

或 20.48） 

  （6）1203÷25＝48⋯⋯3（48
25
3

或 48.12） 

练习题四 

1．（1）16×11=176    （2）11×24=264 
  （3）11×86=946    （4）97×11=1067 
2．（1）431×11=4741   （2）11×326=3586 
  （3）11×833=9163   （4）576×11=6336 
3．（1）396÷11＝36   （2）495÷11＝45 
  （3）737÷11＝67   （4）517÷11＝47 

练习题五 

1．（1）7×99＝693    （2）99×4＝396 
  （3）999×8＝7992   （4）4×9999＝39996 
  （5）9×55＝495    （6）9×444＝3996 
2．（1）68×99＝6732   （2）99×24＝2376 
  （3）73×99＝7227   （4）853×999＝852147 
  （5）999×241＝240759  （6）7171×9999＝71702829 
3．（1）67×999＝66933  （2）14×999＝13986 
  （3）99×6＝594    （4）999×8＝7992 
  （5）345×9999＝3449655 （6）9999×21＝209979 
4．（1）17×9＝153    （2）9×24＝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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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43＝387    （4）62×9＝558 
  （5）456×99＝45144  （6）99×721＝71379 

练习题六 

（1）12×12＝144    （2）13×13＝169 
（3）14×13＝182    （4）17×16＝272 
（5）15×16＝240    （6）16×19＝304 
（7）17×12＝204    （8）19×19＝361 

练习题七 

（1）92×97＝8924    （2）93×98＝9114 
（3）95×96＝9120    （4）94×99＝9306 

练习题八 

（1）105×107＝11235   （2）104×103＝10712 
（3）106×108＝11448   （4）103×109＝11227 

练习题九 

（1）92×107＝9844    （2）108×93＝10044 
（3）97×105＝10185   （4）109×99＝10791 
（5）103×92＝9476    （6）98×106＝10388 

练习题十 

1．（1）26×15＝13×（2×15）＝390  
  （2）35×14＝35×2×7＝490 
  （3）45×18＝45×2×9＝810 
  （4）48×55＝24×（2×55）＝2640 
  （5）80×35＝40×（2×35）＝2800 
  （6）65×44＝65×2×2×11＝2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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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13×11×2×（2×5）＝2860 
2．        12＝75×4×3＝900 

 48＝75×4×12＝3600 
       75×   88＝75×4×22＝6600 
             16＝75×4×4＝1200 

  96＝75×4×24＝7200 

练习题十一 

1．（1）15×15＝225   （2）25×25＝625 
  （3）35×35＝1225   （4）45×45＝2025 
  （5）55×55＝3025   （6）65×65＝4225 
  （7）75×75 ＝5625   （8）85×85＝7225 
  （9）95×95＝9025 
2．（1）52×58＝3016   （2）36×34＝1224 
  （3）81×89＝7209   （4）67×63＝4221 
  （5）76×74＝5624   （6）24×26＝624 
3．47×43。 

练习题十二 

1．（1）66×28＝1848   （2）37×22＝814 
  （3）88×82＝7216   （4）55×19＝1045 
  （5）42×99＝4158   （6）32×38＝1216 
2．共 81 道“合十重复数”算式，其中有 9 个是“同头尾凑十”。 
3．44×19＝836，44×28＝1232，44×37＝1628，44×46＝2024，

44×55＝2420，44×64＝2816，44×73＝3212，44×82＝3608，44×91
＝4004，共 9 道算式。 

练习题十三 

1．（1）62×42＝2604   （2）93×13＝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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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38 ＝2964   （4）24×26＝624 
  （5）87×27＝2349   （6）64×77＝4928 
2．只有 1 个算式：28×88。 

练习题十四 

1．（1）21×91＝1911   （2）61×21＝1281 
  （3）71×21＝1491   （4）31×91＝2821 
2．共 9 道算式。51×11＝561，51×21＝1071，51×31＝1581，51

×41＝2091，51×51＝2601，51×61＝3111，51×71＝3621，51×81＝
4131，51×91＝4641。 

练习题十五 

1．（1）56×45＝2520   （2）63×34＝2142 
  （3）18×78＝1404   （4）27×89＝2403 
2．共 8 道算式。72×12＝864，72×23＝1656，72×34＝2448，72

×45＝3240，72×56＝4032，72×67＝4824，72×78＝5616，72×89
＝6408。 

练习题十六 

（1）422＝1764     （2）432＝1849 
（3）372＝1369     （4）342＝1156 
（5）352＝1225     （6）312＝961 

练习题十七 

（1）542＝2916     （2）592＝3481 
（3）622＝3844     （4）642＝4096 
（5）552＝3025     （6）612＝3721 

练习题十八 

（1）942＝8836     （2）962＝9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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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2＝6889     （4）872＝7569 
（5）952＝9025     （6）812＝6561 

练习题十九 

1．（1）1042＝10816   （2）1072＝11449 
  （3）1122＝12544   （4）1192＝14161 
  （5）1152＝13225   （6）1012＝10201 
2．（1）542＝2916    （2）372＝1369 
  （3）922＝8464    （4）832＝6889 
  （5）442＝1936    （6）1082＝11664 
  （7）1142＝12996   （8）642＝4096 
  （9）612＝3721    （10）752＝5625 

练习题二十 

1．（1）722＝5184    （2）732＝5329 
  （3）362＝1296    （4）582＝3364  
  （5）622＝3844    （6）972＝9409 
  （7）852＝7225    （8）1092＝11881 
  （9）1182＝13924   （10）932＝8649 
2．你能用几种方法算 412？ 
方法一，25－9＝16，9×9＝81，1681。（四十几平方数简算法） 
方法二，4×4＝16，4＋4＝8，1，1681。（几十一乘几十一） 
方法三，402＋40×2＋1＝1681（比 40 多 1） 
方法四，2001＋（2×1－10）×40＝1681（通用法） 
方法五，（41＋1）×40＋12＝1681。（以 40 为标准数计算） 
方法六，（41－9）×50＋9×9＝1681（以 50 为标准数计算） 
还有⋯⋯ 

练习题二十一 

1．（1）29×31＝302－1＝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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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83＝802－32＝6391 
（3）56×64＝602－42＝3584 
（4）23×37＝302－32＝851 
（5）67×73＝702－32＝4891 
（6）98×102＝1002－22＝9996 
（7）87×113＝1002－132＝9831 
（8）72×68＝702－22＝4896 
（9）82×118＝1002－182＝9676 
（10）94×106＝1002－62＝9964 
2．（1）15×13＝195    （2）16×14＝224 
  （3）16×18＝288    （4）17×19＝323 
  （5）18×12＝216    （6）18×14＝252 
  （7）19×15＝285    （8）12×13＝156 
3．用多种方法速算 13×17。 
方法一，“同头尾凑十”221。 
方法二，以中间数 15 为标准数 152－22＝221。 
方法三，以 10 为标准数，（13＋7）×10＋3×7＝221。 
方法四，以 20 为标准数，（13－3）×20＋3×7＝221。 

练习题二十二 

1．（1）19  （2）15  （3）17  （4）18 
（逆用熟记的 11～19 的平方数） 
2．（1）28  （2）74  （3）85  （4）69 

练习题二十三 

1．（1）6  （2）7   （3）8   （4）9 
2．（1）37  （2）92  （3）53  （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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