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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四年级上册知识点总结 

第一单元 大数的认识 

1. 数位顺序表从右往左数，依次是：个位、十位、百位、千位、万位、十万位、百万位、

千万位、亿位、十亿位、百亿位、千亿位。计数单位有：一（个）、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千万、亿、十亿、百亿，千亿，且每相邻两个计数单位间的进率是“十”，这

种计数方法叫做十进制计数法。按照我国的计数习惯，从右边起，每四个数位是一级，

分别是个级、万级、亿级。 

2. 亿以上数的读法： 

（1）先分级，再从最高级读起。先读亿级，再读万级，最后读个级。 

（2）读亿级和万级的数，要按照个级的数的读法来读，再在后面加一个“亿”字和“万”字。 

（3）每级末尾不管有几个 0 都不读；其他数位上有一个 0 或连续几个 0，都只读一个 0。 

3. 亿以上数的写法： 

（1）从最高级写起，先写亿级，再写万级，最后写个级。 

（2）哪个数位上一个单位也没有，就在那个数位上写 0。 

4. 比较数的大小：位数不同时，位数多的数就大；位数相同时，从最高位比起，最高位

上的数大的那个数就大；如果最高位上的数相同，就比较下一个数位上的数，直到比较

出大小为止。多个数进行比较大小时，要看清楚要求，别丢数。可先把相同位数的数组

成一组，然后逐一进行比较。 

5. 整万数改写成用“万”作单位的数的方法：先分级，去掉万位后面 4 个 0，写上“万”字。

整亿数改写成用“亿”作单位的数的方法：先分级，去掉亿位后面 8 个 0，写上“亿”字。 

6. 求一个数的近似数用“四舍五入”法。是“舍”还是“入”，要看省略的尾数部分的最高位是

小于 5 还是等于或大于 5。如：省略亿位后面尾数要看千万位，省略万位后面尾数看千位。 

7. 表示物体个数的 1、2、3、4、5、6（等等）……都是自然数。一个物体也没有，用 0

表示。0 也是自然数。所有的自然数都是整数。最小的自然数是 0，没有最大的自然数，

自然数的个数是无限的。  

 

 

 



 

 

第二单元 公顷和平方千米 

测量土地的面积，可以用公顷作单位，测量比较大的土地面积，常用平方千米作单位。 

1.   1 平方米＝100 平方分米           1 平方分米＝100 平方厘米 

    1 平方米＝1 0000 平方厘米         1 平方千米＝100 公顷     

1 公顷＝1 0000 平方米             1 平方千米＝100 0000 平方米＝100 公顷 

每相邻两个面积单位之间的进率是 100。 

2.  400 米跑道围起来的部分的面积大约是 1 公顷；100 个边长 10 米（面积 100 平方米）

的正方形，面积是 1 公顷。200 个 50 平方米的教室面积大约是 1 公顷。我国陆地领土面

积约为 960 万平方千米。我们学校的占地面积大约是 2 公顷。 

3. 

 

 

 

 

第三单元 角的度量 

1. 线段的特征：有两个端点，长度有限，可测量，不可延伸；射线的特征：只有一个端

点，不可测量，可以向一端无限延伸；直线的特征：没有端点，不可测量，可以向两端

无限延伸。 

2. 过一点可以画无数条射线，过一点可以画无数条直线，经过两点只能画一条直线。 

3. 从一点引出两条射线所组成的图形叫做角。这个点叫角的顶点，这两条射线叫角的边。

角通常用符号“∠”来表示。如：角 1 记作∠1。角的计量单位是“度”，用符号“º ”表示。把

半圆分成 180 等份，每一份所对的角的大小是 1 度，记作 1º。 

4. 量角的方法：“两重一看”  

（1）把量角器的中心与角的顶点重合。 

（2）量角器的 0 º刻度线与角的一条边重合。 

（3）看角的另一条边所对的量角器上的刻度，就是这个角的度数。 

5. 角的大小与两边的长短无关，与两边叉开的大小有关，叉开越大，角越大。对顶角相

等。 

角可以分为：锐角、直角、钝角、平角、周角。 

长方形的面积＝长×宽           长＝长方形面积÷宽        宽＝长方形面积÷长 

长方形的周长＝（长+宽）×2     长＝周长÷2—宽           宽＝周长÷2—长 

正方形的面积＝边长×边长       正方形的周长＝边长×4     边长＝周长÷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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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 90º的角叫锐角。等于 90º的角叫直角。大于 90º而小于 180º的角叫做钝角。等于 

180º的角叫做平角。平角的两条边在同一条直线上。等于 360º的角叫做周角。周角的两

条边重合在一起。 

1 周角= 2 平角=4 直角      1 平角=2 直角     锐角＜直角＜钝角＜平角＜周角 

6 . 画角的方法： 

（1）画一条射线，使量角器的中心和射线的端点重合，0 º刻度线和射线重合。 

（2）看清 0 º刻度是内圈还是外圈，在量角器所需度数的地方点一个点。 

（3）以画出的射线的端点为端点，通过刚画的点，再画一条射线。 

7. 等边三角形三个角相等都是 60º。三角形三个内角的和是 180º。 

 

第四单元 三位数乘以两位数 

1 . 两位数乘一位数的口算方法：先把两位数分成几十和几，再分别乘一位数，最后把两

次乘得的积加起来。 

例如：16×3=10×3+6×3=48 

2. 几百几十数乘一位数，先按照两位数乘一位数的口算方法算出积，然后在得数后面添

上 0。 

例如：160×3=480     先算 16×3=48，然后在 48 末尾添上一个 0 就是 480 

3. 三位数乘两位数的笔算方法：先用第二个因数个位上的数去乘第一个因数（三位数），

得数的末位和两位数的个位对齐；再用第二个因数十位上的数去乘第一个因数（三位数），

得数的末位和两位数的十位对齐；然后把两次乘得的数加起来。 

  1)当第一个因数中间有 0 时，用第二个因数中每一位上的数依次去乘第一个因数中每

一位上的数，0 也要乘，与 0 相乘后，再加上进位的数，写在相应的数位上。 

2)因数末尾有 0 的乘法的简便算法：先把 0 前面的数相乘，再看两个因数末尾一共有

几个 0，就在积的末尾添写几个 0。 

4. 价钱方面的数量关系有： 

单价×数量＝总价       总价÷数量＝单价       总价÷单价＝数量 

5. 速度指单位时间内所行的路程。速度的书写形式：70 千米/时（读作：70 千米每时）

30 米/分。 

行程方面的数量关系有： 

速度×时间＝路程     路程÷时间＝速度       路程÷速度＝时间 

车辆行驶时，如果路程一定，速度越快，所用的时间就越短。 



 

 

6 . 积的变化规律：两数相乘，一个因数不变，另一个因数乘（或除以）几（0 除外），

积也要乘（或除以）几。如：12×3＝36  120×3＝360（第二个因数不变，第一个因数

乘 10，积也乘 10。） 

积不变性质： 两数相乘，一个因数乘（或除以）一个数（0 除外），另一个因数除

以（或乘）相同的数，它们的乘积不变。如：8  × 25＝200  4×50＝200 （第一个因

数除以 2，第二个因数乘 2，积不变。）           

在乘法中，要想使积不变，两个因数的变化就要相反。一个因数乘一个数，另一个

因数就要除以相同的数。 

7 .乘法估算，什么时候应估大些，什么时候应估小些，应视实际情况而定，不能机械地

采用“四舍五入”取近似数，但结果一定要接近准确值。 

8. 求几个几是多少，用乘法计算；求一个数的几倍是多少，同样用乘法计算。 

 

第五单元 平行四边形和梯形 

1 .同一平面内两条直线的位置关系只有两种：相交和不相交（平行） ；相交的两种情况：

相交成直角和不成直角，即垂直和一般相交。 

2 .平行：在同一个平面内不相交的两条直线叫做平行线，也可以说这两条直线互相平行。 

3 .垂直：如果两条直线相交成直角，就说这两条直线互相垂直，其中一条直线叫做另一

条直线的垂线，这两条直线的交点叫做垂足。 

4 .在同一平面内，如果两条直线都和第三条直线平行，那么这两条直线互相平行。 

在同一平面内，如果两条直线都和第三条直线垂直，那么这两条直线互相平行。 

5. 过直线上一点画这条直线的垂线： 

（1）把三角尺的一条直角边与已知直线重合。（边线重合） 

（2）沿着直线移动三角尺，使三角尺的直角的顶点和直线上的已知点重合。（点点重合）

（3）从直角的顶点起沿另一条直角边画一条射线。 

（4）在垂足处标出垂直符号。 

6. 从直线外一点到这条直线所画的垂直线段最短，它的长度叫做这点到直线的距离。 

7 .过直线外一点画这条直线的垂线： 

（1）把三角尺的一条直角边与已知直线重合。 

（2）沿着直线移动三角尺，使三角尺的另一条直角边靠近这个点，并与这个点重合。 

（3）沿三角尺的另一条直角边画一条直线。 

（4）在垂足处标出垂直符号。 

（8÷2）（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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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平行线的画法：一放、二靠、三推、四画。 

（1）固定三角尺，沿一条直角边先画一条直线。 

（2）用直尺紧靠三角尺的另一条直角边。 

（3）固定直尺，然后平移三角尺。 

（4）再沿直角边画出另一条直线。（利用上面的方法可以检验两条直线是否平行。） 

9. 平行线间的距离处处相等。两直线平行，同位角相等。 

10. 平行四边形：两组对边分别平行的四边形叫做平行四边形。    

平行四边形的特征：两组对边分别平行且相等；平行四边形对角相等。 

11. 平行四边形容易变形，具有不稳定性。平行四边形的四条边确定了，它的形状不能确

定。平行四边形拉伸后，周长不变，但面积变了。 

12. 长方形和正方形是特殊的平行四边形。正方形是特殊的长方形。长方形（正方形）的

对边互相平行，相邻的两条边互相垂直。正方形的对角线也互相垂直。 

13. 从平行四边形一条边上的一点到对边引一条垂线，这点和垂足之间的线段叫做平行四

边形的高。垂足所在的边叫做平行四边形的底。平行四边形能画出无数条高，同一底边

上的高都相等。平行四边形可以画出两种长度的高。 

14. 梯形：只有一组对边平行的四边形叫做梯形。梯形中互相平行的一组对边叫做梯形的

底，较短的边叫做梯形的上底，较长的边叫做梯形的下底；不平行的那组对边，叫做梯

形的腰。 

两腰相等的梯形叫做等腰梯形；有一个角是直角的梯形叫做直角梯形。从梯形上底的一

点到下底引一条垂线，这点和垂足之间的线段叫做梯形的高。在上底、下底之间有无数

条高，梯形只有一种长度的高。直角梯形中垂直于上底、下底的那条腰，也是直角梯形

的高。 

15. 两个完全相同的三角形可以拼成一个平行四边形；两个完全相同的直角三角形可以拼

成一个长方形或正方形。两个完全相同的梯形可以拼成一个平行四边形；两个完全相同

的直角梯形可以拼成一个长方形或正方形。 

16. 任意四边形四个内角的和都是 360º。 

 

 

 

 



 

 

第六单元  除数是两位数的除法 

1. 除数是两位数的除法的笔算法则： 

（1）从被除数的高位数起，先看被除数的前两位； 

（2）如果前两位比除数小，就要看前三位；除到被除数的哪一位，商就写在那一位的上

面； 

（3）余下的数必须比除数小。 

2. 除数是两位数的除法，一般把除数用“四舍五入法”看作和它接近的整十数来试商；

试商大了要调小，试商小了要调大。（四舍商大舍去 1，五入商小加上 1） 

3. 同头无除商八九（例：239÷26），除数折半商四五（例：330÷68）。 

4. 在有余数的除法算式中，被除数=商х除数+余数 

5. 除数是两位数的除法法则： 

（1）先用除数试除被除数的前两位数，如果前两位数比除数小，再除前三位数。 

（2）除到被除数的哪一位，就把商写在哪一位上面。 

（3）每求出一位商，余下的数必须比除数小。 

6. 三位数除以两位数，被除数的前两位数比除数小，商是一位数；被除数的前两位数比

除数大，商是两位数。 

7. 商的变化规律（一），除数不变，被除数乘（或除以）一个非 0 的数，商就乘（或除

以）同一个数。 

8. 商的变化规律（二），被除数不变，除数乘（或除以）一个非 0 的数，商反而除以（或

乘）同一个数。 

9. 商的变化规律（三），被除数和除数都乘（或除以）一个非 0 的数，商不变。 

第七单元  条形统计图 

1. 画统计图的一般步骤：1、找刻度，2、画条形，3、标数据，4、涂色。 

2. 条形统计图的优点：  

(1)能够一眼看出各个数据的大小。 (2）能清楚的表示出数量的多少。  

3. 给出的数在 10以内，一般用 1格表示 1；给出的数在 20左右，一般用 1格表示 2；

给出的数在 50左右，一般用 1格表示 5；给出的数在 100左右，一般用 1格表示 10；给

出的数在 1000左右，一般用 1格表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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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数学广角——优化 

一．合理安排时间 

1.烙饼问题 

   节省时间的最佳方案是每一次尽可能地让锅里按要求放上最多的饼，这样既没有

浪费资源，又节省时间。 

 （1）在每次只能烙两张饼，两面都要烙的情况下： 

     ①烙 3张饼：先烙 1，2号饼的正面，接着烙 1号饼的反面和 3号饼的正面，

最后烙 2，3号饼的反面。 

     ②烙多张饼：如果要烙的饼的张数是双数，2张 2张的烙就可以了;如果要烙的

饼的张数是单数，可以先 2个 2个的烙，最后 3张饼按①的方法烙，最节省时间。 

 （2）烙饼的时间计算： 

总时间=饼数×烙每面的时间 

2.沏茶问题 

       解决合理安排的问题需要明确以下内容： 

       ①完成一项工作要做哪些事情 

       ②每项事情各需要多少时间 

       ③合理安排工作的顺序，明白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哪些事情可以同时做。 

二．比赛中的策略      

    在与对方进行比赛时，要详细地分析自己与对方的情况，反复研究各种策略，在所

有可能采取的策略中，选择一个利多弊少的最优策略，从而使劣势变为优势，最终取得

胜利。田忌用下等马对齐王的上等马，用上等马对齐王的中等马，用中等马对齐王的下

等马。三场两胜，田忌胜出。 

 

 

 

 

 

 



 

 

许昌平行线各校区地址 

文峰路校区: 

文峰路与东大街交汇处南 300米路西鼎鑫鑫悦大厦 10号楼 8楼 

校区电话:0374-- 5056586/0374--2116006 

向阳路校区: 

许继大道与向阳路交叉口南 100米许继幼儿园对面四楼 

校区电话:0374--2259399 

360 校区: 

智慧大道与莲城大道交叉口亨源通新田 360广场 7号楼 5楼 

校区电话:0374--3179199 

丞相府校区: 

府后街与衙后街交叉口南 30米路西，衙后街 146号 3楼 

校区电话:0374-2628199 

关注许昌平行线公众号二维码： 

更多学习资源等你来领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