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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拿到这本书,说明你是一个讲究策略、追求效率的聪明人。
我来跟你说几句走心的话。
———这本书为何存在?
书太厚,题太多,时间碎,效率低,这几乎是每个考生的备考阻力。 全天性系统的复习固然是最扎

实稳妥的路数,只是这么奢侈的复习方式似乎并不现实,如果能吃透考情,只学很可能会考的、抛弃很

可能不考的,这就事半功倍了--于是这套书应运而生。 如果你来不及细嚼慢咽啃教材,那么恭喜

你,你手上的这本书同样能让你在考场上风生水起;如果你已经在进行系统的复习,这本书将会助你

对考试精准把脉,针对各模块进行精细的专项分析,你将在考场上冲击高分,超越目标!
———这本书怎么用?
欧阳修有“三上法”,乃马上、枕上、厕上也。 这本书实为“三上定制”,小巧雅致却字字珠玑、句句

精要,它不需要你正襟危坐、刺股悬梁,你可以或躺或站或逸态横生,随时翻开随时放下,开合之间已

洞悉考点要义。 因为精要,所以复习不再疲劳;因为小巧,所以复习随时随地;因为身怀利器,所以自

信从容。
高分从来就不是埋头苦读者的专属,学习要讲效率,考试要讲方法。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这套“微魔块”就是我们倾全力为你打造的一把神兵利器。 你的理想背后从来都不是你一个人,我们

在路上从未停歇,只为和你一起共创辉煌。

编者 2016年2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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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堂 ★★★★初等数学

在公务员考试中,有些数学运算题目是我们初中所学过的最基本的模型,比如约数倍数、整除余

数、周期等等,这些题目非常简单,属于必得分题目。要知道公务员考试中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分数很

难拉开很大的差距,如果想在笔试中领先,行测拿到75+ 的分数是很必要的。显然,初等数学的分数

拿不到,这个愿望基本达不到。
一、最大公约数与最小公倍数

1.如果数a能被数b整除,a就叫做b的倍数,b就叫做a 的约数。几个整数公有的约数,叫做这

几个数的公约数;其中最大的一个,叫做这几个数的最大公约数。例如:4是12与16的最大公约数。
(公约数最大,意味着商最小,常用来求至少类问题)
2.几个自然数公有的倍数,叫做这几个数的公倍数,其中最小的一个自然数,叫做这几个数的最小

公倍数。例如:4和6的最小公倍数是12。(常用来计算最小周期类问题)
3.约数与倍数常涉及整除的概念。因此我们需要记忆一些特殊数的整除判定方式:
看末一位或末几位数字

(1)能被2整除的数的特征:个位数字是0、2、4、6、8的整数,都能被2整除;
(2)能被5整除的数的特征:个位数字是0或5的整数,都能被5整除;
(3)能被22(52)整除的数的特征:一个整数的末两位能被22(52)整除,这个数就能被22(52)整除;
(4)能被23(53)整除的数的特征:一个整数的末三位能被23(53)整除,这个数就能被23(53)整除。
看各位数字的和

能被3(9)整除的数的特征:如果一个整数的各位数字之和能被3(9)整除,则这个数就能被3(9)
整除;反之,一个数能被3(9)整除,这个数各位数字之和就能被3(9)整除。

看两部分数字之差

能被11整除的数的特征:如果一个整数奇数位上的数字和与偶数位上的数字和的差能被11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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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这个数就能被11整除;反过来也成立。
看两部分数字组成的数的差

能被7、11、13整除的数的特征:这个数末三位与末三位之前的数字所组成的数之差(或反过来)
能被7、11、13整除。

性质

(1)如果整数a、b都能被自然数c整除,那么a、b的和或差也能被c整除;
(2)如果a 能被b整除,那么a×c(c是整数)也能被b整除;
(3)如果a 能整除b,b能整除c,那么a 能整除c;
(4)如果b与c是互质数,并且a 能同时被b、c整除,那么a 能被b×c整除。
【例题】六位数568   能被3、4、5整除,则最小的六位数是( )。①
【例题】六位数 1998 能被56整除,则这个数是( )。②
约数个数

如果将一个数字进行质因数分解,把各个质因数的幂次数字分别加1,再相乘,得到的数字就是这

个数字的约数的个数。
【例1】某公司规定,门窗每3天擦拭一次,绿化植物每5天浇一次水,消防设施每2天检查一次。

如果上述三项工作刚好集中在星期三都完成了,那么下一次三项工作集中在同一天完成是在(  )。
A.星期一 B.星期二 C.星期四 D.星期五
【解析】5、3、2的最小公倍数是30,也就是30天后三项工作同一天完成。30÷7=4…2,也就相当

于从星期三顺次再数两天,星期三两天后是星期五,所以选D。

①

②

答案:568020。提示:将568***暂时赋值为568000,除以3、4、5的最小公倍数60,将余数加上一个数即

20,凑成余数基础上,60的最小公倍数即可。
答案:319984。提示:将56化为7×8,根据“如果a能整除b,b能整除c,那么a能整除c”的原理,则未知的

六位数既可以被7整除,也可以被8(也即23)整除。这个数同时具有能被7和23整除的数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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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对100个编号为1—100的罐子,第1个人在所有的编号为1的倍数的罐子中倒入1毫升

水,第2个人在所有编号为2的倍数的罐子中倒入1毫升水……最后第100个人在所有编号为100的

倍数的罐子中倒入1毫升水,问此时第92号罐子中装了多少毫升的水? (  )
A.2 B.6 C.46 D.92
【解析】92号罐子中有多少毫升水,取决于有多少人往里面倒水,也就是92有多少个约数。每有

1个约数,便会有1个对应的人倒入1毫升水。运用约数个数的公式,我们将92写成22×231,所以约

数个数为(2+1)×(1+1)=6个。所以92号罐子中装了6毫升的水。选B。
【例3】有一种红砖,长24厘米,宽12厘米,高5厘米,至少用多少块红砖才能拼成一个实心的正

方体? (  )
A.600块 B.800块 C.1000块 D.1200块

【解析】实心的正方体,边长最好是砖各边的最小公倍数。24、12、5的最小公倍数是120。也就是

最小的正方体边长是120,这时候长宽高对应砖的块数分别有5、10、24块。所以需要砖5×10×24=
1200块。选D。

二、余数及尾数判定

1.余数问题口诀

余同取余,和同加和,差同减差,公倍数作周期。
(1)余同:“一个数除以4余1,除以5余1,除以6余1”,则取1,表示为60n+1;
(2)和同:“一个数除以4余3,除以5余2,除以6余1”,则取7,表示为60n+7;
(3)差同:“一个数除以4余1,除以5余2,除以6余3”,则取-3,表示为60n-3。
选取的这个数加上除数的最小公倍数的任意整数倍(即例中的60n)都满足条件。
2.乘方尾数口诀

底数只保留个位,指数除以4留余数,余数为0则换成4。此时所得新数的尾数即为原数的尾数。
比如20132013,指数2013除以4余数是1,31=3,所以20132013的尾数是3。
解决尾数问题常用到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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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两个正整数乘积的尾数等于它们尾数的乘积的尾数;
(2)一个正整数的乘方的尾数常常是按一定规律循环出现。
【例1】19991998的末位数字是(  )。
A.1 B.3 C.7 D.9
【解析】直接计算让人无从下手。这类问题的核心在于,整个数乘方的尾数与末位数乘方的尾数

是相同的,即19991998的尾数与91998的尾数是完全相同的,而9的乘方尾数是9、1循环的,故我们只需

判断1998次方是落在哪个循环节上,1998能被2整除,因此尾数一定为1,可知A是正确答案。
这样做虽然快,但1—9这9个数的尾数循环是不同的,有的是1个一循环,有的是2个一循环,有

的是4个一循环,若每次都先考虑尾数是几个一循环是非常麻烦的,而若强行记忆又容易出现错误。
所以我们尝试寻求一个更好的方法。我们知道:
1的乘方尾数是1、1、1、1循环;
2的乘方尾数是2、4、8、6循环;
3的乘方尾数是3、9、7、1循环;
4的乘方尾数是4、6、4、6循环;
5的乘方尾数是5、5、5、5循环;
6的乘方尾数是6、6、6、6循环;
7的乘方尾数是7、9、3、1循环;
8的乘方尾数是8、4、2、6循环;
9的乘方尾数是9、1、9、1循环;
列表后容易发现,这9个数的乘方尾数都可以看做是4次一循环,这就大大降低了记忆难度,于

是做这类乘方尾数问题,我们只需要求出其指数除以4的余数,余数是几,则代表落在哪个循环节上

(注意:若余数为0,则代表能被4整除,则应落在第4循环节,即余数为0则看作4);同时一个数除以4
的余数和这个数的末两位数除以4的余数是相同的。

综上,我们给出一个口诀:“底数留个位;指数末两位除以4留余数(余数为0,则看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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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三位数书页问题换算公式

三位数的页码是考试的重点:页码=共使用的数字÷3+36。
◆若一本书一共有 N 页(N 为三位数),用了 M 个数字:
从第1页到第9页,共9页,9个数字;
从第10页到第99页,共90页,90×2=180个数字;
从第100页到第 N 页,共有[3×(N-100+1)]个数字;
依上可知:M=3×(N-100+1)+9+180,得到:N=M÷3+36。
【例1】某生产车间有若干名工人,按每四个人一组分多一个人,按每五个人一组分也多一个,按每

六个人一组分还是多一个,该车间至少有多少名工人? (  )
A.31 B.41 C.61 D.122
【解析】题目可以还原为余数问题:一个数除以4余1,除以5余1,除以6也余1。这样的数有无

数多个,最小的数就是4、5、6的最小公倍数加1(余同取余)。4、5、6最小公倍数是60,所以至少有61
名工人。选C。

【例2】韩信故乡淮安民间流传着一则故事———“韩信点兵”。秦朝末年,楚汉相争。有一次,韩信

率1500名将士与楚军交战,战后检点人数,他命将士3人一排,结果多出2名;命将士5人一排,结果

多出3名;命将士7人一排,结果又多出2名,用兵如神的韩信立刻知道尚有将士人数。已知尚有将士

人数是下列四个数字中的一个,则该数字是(  )。
A.868 B.998 C.1073 D.1298
【解析】本题也就是剩下的将士人数除以3余2,除以5余3,除以7余2,不同余、不同和,也不同

差。这下怎么算呢? 我们可以把选项一一代入,看哪一项满足条件。选C。
【例3】在一本300页的书中,数字“6”在书的页码中出现了多少次? (  )
A.40 B.60 C.80 D.160
【解析】(思路1)一共300页的书,我们分情况来数。
(6在个位)06、16、26、36、46、56、66、76、86、96,(6出现了1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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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个位)106、116、126、136、146、156、166、176、186、196(6出现了11次);
(6在个位)206、216、226、236、246、256、266、276、286、296(6出现了11次);
(6在十位)60、61、62、63、64、65、67、68、69,(66不再计算,出现9次);
(6在十位)160、161、162、163、164、165、167、168、169,(166不再计算,出现9次);
(6在十位)260、261、262、263、264、265、267、268、269,(266不再计算,出现9次);
所以数字6一共出现11×3+9×3=60(次)。选B。
(思路2)“6”不可能出现在百位上,我们分个位、十位两种情况进行讨论:
如果“6”在个位上:十位可以取0—9,百位可以取0—2,共出现10×3=30(次);
如果“6”在十位上:个位可以取0—9,百位可以取0—2,共出现10×3=30(次)。
综上,“6”一共出现了30+30=60(次)。选B。
三、裂项公式

1.对于分母可以写成两个因数乘积形式的分数,即 1
a×b

形式的,我们把较小的数写在前面,即a<

b,那么则有 1
a×b= (

1
a -

1
b
)×

1
b-a

。

2.对于分母上为3个或4个连续自然数乘积形式的分数,则有

1
n(n+1)(n+2)=

1
2

1
n(n+1)-

1
(n+1)(n+2)[ ]

1
n(n+1)(n+2)(n+3)=

1
3

1
n(n+1)(n+2)-

1
(n+1)(n+2)(n+3)[ ]

3.分数裂和公式

a+b
a×b=

1
b+

1
a
;   

a2+b2

a×b =
a
b +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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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整数裂项公式

1×2+2×3+3×4+…+(n-1)n=
1
3
(n-1)n(n+1)

1×2×3+2×3×4+3×4×5+…+(n-2)(n-1)n=
1
4
(n-2)(n-1)n(n+1)

这种题目在考试中一般很少遇到,知道这些公式就可以。
四、方程

公务员考试中常遇到的是一元一次方程、二元一次方程以及不等式,基本是常用的解题方法,很
少遇到一元二次方程。很多考友费心备考一元二次方程,没有什么必要,考试中时间也有限,能全部

做完题目的极少,遇到放弃也无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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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堂 ★★★★典型模型

典型模型:行程问题
在每年的公务员考试中,不论是国考还是省考,行程问题始终是最常见的数学运算题。这种题型

复杂多变,但是常用公式就几条,属于必得分题目。
一、知识点记忆

1.行程问题核心公式:路程=速度×时间

在行程问题里,如果路程、速度、时间三个变量只有一个出现了具体的大小,那么另外两个变

量,我们可以假设其中一个为任意值。如果其中两个变量都出现了具体的大小,意味着第三个变量大

小也就确定了。

2.行程问题基本比例:S甲

S乙
=

v甲

v乙
×
t甲

t乙

若t相等,S 与v成正比;v相等,S 与t成正比;S 相等,v与t成反比。
3.直线相遇问题:相遇距离=(大速度+小速度)×相遇时间

直线追及问题:追及距离=(大速度-小速度)×追及时间

直线背离问题:背离距离=(大速度+小速度)×背离时间

4.环形反向运动:第 N 次相遇路程和为N 个周长,环形周长=(大速度+小速度)×相遇时间

环形同向运动:第 N 次相遇路程差为N 个周长,环形周长=(大速度-小速度)×相遇时间

5.顺流路程=顺流速度×顺流时间=(船速+水速)×顺流时间

逆流路程=逆流速度×逆流时间=(船速-水速)×逆流时间

(涉及相对速度的,比如扶梯问题、队伍行进问题,本质上都是顺流逆流问题,注意相对速度与相

对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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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等距离平均速度公式:V均 =
2v1v2
v1+v2

7.1米/秒=3.6千米/时

其他还有些典型问题也有固定的公式,不过记忆比较麻烦,一般采取在例题中通过推导过程来理

解记忆,那样即使没有记住公式,在考试时通过简单推导也能准确计算出答案。
二、常考题型

1.求解单一量

主要是已经知道S、v、t三个量中的两个,或者知道比例关系,要求求出第三个量。这种题型主要

围绕公式通过列方程来求解。
【例1】甲地到乙地,步行比骑车速度慢75%,骑车比公交慢50%。如果一个人坐公交从甲地到乙

地,再从乙地步行到甲地,共用1个半小时。问骑车从甲地到乙地多长时间? (  )
A.10分钟 B.20分钟

C.30分钟 D.40分钟

【解析】题目仅明确了时间,速度只给了比例关系,路程也未知,所以我们可以给速度赋予具体值。
假设骑车速度是4,则步行是1,公交是8(这道题步行和公交都是和骑车发生联系,显然设中间量骑车

更便于解题),依题意可得:S
8 +

S
1 =90

(注意量的转化,答案中的量是“分钟”,所以我们直接将1.5

小时转化为90分钟,以免考场上速度过快最后忘记转化为分钟)。求得S=80。所以骑车从甲地到乙

地需要80÷4=20(分钟)。选B。
【例2】甲与乙同时从A地出发匀速跑向B地,跑完全程分别用了3小时和4小时,下午4时,甲正

好位于乙和B地之间的中点上,问两人是下午什么时候出发的? (  )
A.1点24分 B.1点30分 C.1点36分 D.1点42分

【解析】这道题难点在于找到等量关系,如果仅从两人走过的路程来看,很难建立关系,所以我们

不妨倒过来想,“甲正好位于乙和B地之间的中点上”,也就是甲到B地的路程是乙到B地路程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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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这样我们就找到了等量关系。
假设全程是12,已知t甲 :t乙 =3:4,所以v甲 =4,v乙 =3,令截至下午4时,两人走了x 小时,则

12-4x= 12
(12-3x),解得x=2.4时。所以两人应该是下午(4-2.4)时出发,1.6时=1时36分。

选C。
【例3】一个长146公里的山区公路分为上坡、平地和下坡三段,其中上下坡的距离相等。某越野

车以上坡20公里每小时、平地30公里每小时、下坡5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行驶,跑完该条公路正好用

时5小时,问该山路中的平地路程为多少公里? (  )
A.40 B.55 C.66 D.75
【解析】显然,尽管这道题也是求解单一量,但与前面两道题不同的是,这道题的全程分为3段,每

段的速度不同。

根据题意设平地路程为x 千米,由题意得到等式:146-x
2×20+

146x
2×50+

x
30=5

,解得x=66。因此山

路中的平地路程为66千米。选C。
2.直线相遇/追及问题

有时候对题目中的关系不明确时,可以借助图表。解决行程问题的任何一种题型,寻找等量关系

都是关键一步,核心公式就是距离、速度、时间三者的关系。追及问题一定要分清谁追及谁,不要搞混

了大小速度。
【例1】甲、乙两人分别从 A、B两地同时出发,相向而行,匀速前进。如果每人以一定的速度前

进,4小时相遇;如果各自每小时比原计划少走1千米,5小时相遇。则A、B两地的距离是(  )。
A.40千米 B.20千米

C.30千米 D.10千米

【解析】典型的相遇问题。相遇距离=(大速度+小速度)×相遇时间,我们不妨设他们的速度和

为x,4小时可以相遇,则距离为4x;各自每小时少走1千米,则速度和为(x-2),5小时相遇,距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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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x-2);两地距离相等,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等量关系:4x=5(x-2),解得x=10,所以距离为40千

米,选A。
【例2】为了保持赛道清洁,每隔10分钟会有一辆清扫车从起点出发,匀速清扫赛道。甲、乙两名

车手分别驾驶电动车和自行车考察赛道,甲每隔5分钟追上一辆清扫车,每隔20分钟有一辆清扫车

追上乙,问甲的速度是乙的多少倍? (  )
A.3 B.4 C.5 D.6
【解析】看上去好复杂的题目。不过仔细剥离题目情景,发现这其实是两个追及问题的合体。我

们假设甲的速度是v甲 ,乙的速度是v乙 ,清扫车的速度是v车 :
单独看甲,每隔5分钟追上1辆清扫车,显然是追及问题,追及距离是10v车 ,时间是5分钟,所以

得出等式:(v甲 -v车 )×5=10v车 ,得出v甲 =3v车 ;
单独看乙,每隔20分钟有一辆清扫车追上乙,追及距离同样是10v车 ,时间是20分钟,不同的是

乙的速度显然要小于清扫车的速度,所以得出等式:(v车 -v乙 )×20=10v车 ,得出v乙 =
1
2v车 ;

所以甲的速度是乙的3÷ 12 =6
(倍)。选D。

【例3】甲、乙两地相距20千米,小李、小张两人分别步行和骑车,同时从甲地出发沿同一路线前往

乙地,小李速度为4.5千米/小时,小张速度为27千米/小时。出发半小时后,小张返回甲地取东西,并
在甲地停留半小时后再次出发前往乙地。问小张追上小李时,两人距离乙地多少千米? (  )

A.8.1 B.9 C.11 D.11.9
【解析】以前会做的题总做错,现在想出避免做错的方法,就是逐个明确题目的数量关系,不再眉

毛胡子一把抓,正确率提高很多。比如拿这道题来说,最后说小张追上小李时,两人距乙地多少千

米,显然是追及问题。首先明确追及速度,v李 =4.5千米/小时,v张 =27千米/小时;追及距离:出发

半小时、返回也需要半小时、又停留半小时,一共1.5小时,这1.5小时小李走了(4.5×1.5)千米,所以

追及时间为4.5×1.5
27-4.5

=0.3(小时),追上时,小张走了27×0.3=8.1(千米),小李显然也是这些。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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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乙地20-8.1=11.9(千米),选D。
这道题关键就是捋清楚追及距离,记得很多人做题时忽略了小张回去甲地也需要半小时时间,花

的时间远远超过1分钟却得不出答案。所以,数学运算关键是思路一定要清晰,一步一步地计算。
3.环形运动型

环形运动和直线运动类似,可以借助图形来理解,解题的关键一般是距离和或差与环形周长的关

系,抓住这点列出等式,解题还是很简单的。
【例1】一个正六边形跑道,每边长为100米,甲乙两人分别从两个相对的顶点同时出发,沿跑道匀速相

向而行。第一次相遇时甲比乙多跑了60米,问甲跑完三圈时,两人之间的直线距离是多少? (  )
A.100米 B.150米

C.200米 D.300米

【解析】

通过画图我们知道,第一次相遇,S甲 +S乙 =100×3;S甲 -S乙 =60。所以S甲 =180米;S乙 =

120米。前面我们讲过比例关系,当时间一定时,路程与速度成正比,所以
v甲

v乙
=

S甲

S乙
= 32

。

所以,当甲跑完3圈时,乙恰好跑完2圈,两人依然处于两个相对的顶点位置,所以直线距离是

100+100=200(米)。(正六边形每个对角连线可以将正六边形分割成6个正三角形)
【例2】甲、乙两人从运动场同一起点同时同向出发,甲跑的速度为200米/分钟,乙步行,当甲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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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超越乙时,乙正好走完第三圈,再过1分钟时,甲在乙前方多少米? (  )
A.105 B.115 C.120 D.125
【解析】这道题很有意思,题干给出的信息不多,但是经过推导可以轻松得出答案。
首先,两人同向而行,环形运动同向相遇,我们知道每相遇一次,两人路程差便是一个周长。所以

第五次相遇时,S甲 -S乙 =5c(c为跑道周长),乙正好走完第三圈,所以S甲 =5c+3c=8c。

其次,两人运动时间相同,当时间相同时,速度与距离成正比,所以
v甲

v乙
=

S甲

S乙
=8c3c =

8
3

,已知

v甲 =200米/分钟,所以v乙 =75米/分钟。
最后,甲第五次超越乙,两人处于同一位置,1分钟后,甲在乙前方的距离:(v甲 -v乙 )×1=200-

75=125(米)。选D。
4.流水行船问题

流水行船只是个模型,主要是速度和差问题,只要我们仔细分辨速度是求和还是求差,就能转化

成基本行程问题,相关的还有电梯问题、队伍行进问题等,思路是一样的。
比如电梯问题,扶梯总长一般被描述成“露在外面的扶梯阶数”,如果是顺行,扶梯总长=人走的

梯长+扶梯走的梯长=人走的梯长×(1+
v梯

v人

),这个公式其实就是前面公式的变形,因为人走的时间

与梯走的时间相同,所以:人走的梯长×
v梯

v人
=v人 ×t×

v梯

v人
=v梯 ×t=梯走的梯长。

【例1】一艘货船,第一次顺流航行420千米,逆流航行80千米,共用11小时;第二次用同样的时

间顺流航行了240千米,逆流航行了140千米。问水流速度是多少千米/小时? (  )
A.12 B.16 C.20 D.24
【解析】因 为 两 种 路 程 时 间 相 同,我 们 把 顺 流 速 度 设 为 x,逆 流 速 度 设 为 y,能 得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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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
x +

80
y=11

240
x +

140
y =11

ì

î

í

ï
ï

ïï

,解出x=60,y=20。顺水速度=船速+水速;逆水速度=船速-水速,我们把两个式

子相减,得出:水流速度=
1
2

(顺水速度-逆水速度)=20。选C。

当然,这道题也可以分别设出船速和水速,然后再列出方程组,但解析起来不如上面的这种方式

更加快捷。
【例2】某商场在一楼和二楼间安装了自动扶梯,该扶梯以均匀的速度向上行驶。一个男孩与一个

女孩同时从自动扶梯走到二楼(扶梯本身也在行驶),假设男孩与女孩都做匀速运动,且男孩每分钟走

动的级数是女孩的两倍,已知男孩走了27级达到扶梯顶部,而女孩走了18级到达扶梯顶部(设男孩、
女孩每次只跨一级),则扶梯露在外面的部分共有(  )级。

A.54 B.64 C.81 D.108
【解析】我们假设女孩每分钟走a 级,扶梯每分钟走b级,则男孩走2a 级。
不论男孩还是女孩,扶梯总长都等于人走的级数与扶梯走的级数的和。所以:

扶梯长=27+
27
2a×b=18+

18
a ×b,解得:b

a =2,所以扶梯长=27+272a×b=54
。选A。

注意:我们需要求的只是扶梯长,所以不必解出a 和b 分别为多少,而且这道题也解不出来。解

题时要时刻牢记自己要达到的目标。
【例3】一列队伍沿直线匀速前进,某时刻一传令兵从队尾出发,匀速向队首前进传送命令,他到达

队首后马上原速返回,当他返回队尾时,队伍行进的距离正好与整列队伍的长度相等。问传令兵从出

发到最后到达队尾行走的整个路程是队伍长度的多少倍? (  )

A.1.5 B.2 C.1+  
2 D.1+ 

3
【解析】这道题看上去比较复杂,但我们抓住队伍行进时间与传令兵行进时间相同这个等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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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
假设传令兵速度为v兵 ,队伍行进速度为v队 ,队伍全长为S,根据时间相等,可以得出:

S
v兵 +v队

+
S

v兵 -v队
= S

v队

,解得:v兵 = (1+
 
2)v队 。

因为传令兵从队尾到队首,再从队头到队尾所用的时间与队伍行进时间相同,而队伍行进的距离

是S,所以传令兵行进的距离是 1+
 
2( )S ,是队伍行进距离的 (1+

 
2)倍。选C。

5.多次相遇型

(1)左右点出发:第 N 次迎面相遇,路程和=全程×(2N-1);第 N 次追上相遇,路程差=全程×
(2N-1)。

(2)同一点出发:第 N 次迎面相遇,路程和=全程×2N;第 N 次追上相遇,路程差=全程×2N。

(3)单岸型两次相遇距离公式:S=
3S1+S2

2
;两岸型两次相遇距离公式:S=3S1-S2(其中S 表

示两岸的距离,S1、S2表示相遇时距离某端点的距离)。单岸指的是题目的数据针对的同一个端点,两
岸指的是数据分别针对两端的端点。

上面的公式死记硬背很容易记混,所以一般采取在考试中画简图来使题目中的关系形象化,上面

公式中的几种关系也就一目了然。
【例1】A大学的小李和B大学的小孙分别从自己学校同时出发,不断往返于 A、B两校之间。现

已知小李的速度为85米/分钟,小孙的速度为105米/分钟,且经过12分钟后两人第二次相遇。问A、
B两校相距多少米? (  )

A.1140 B.980 C.840 D.760
【解析】我们如果没有记住左右点出发迎面相遇的公式,通过简图也能清晰地看出来,第二次相遇

时,两个人的路程和正好是3个全程。所以A、B之间的距离= 13
(v李 +v孙 )×t= 13×(85+105)×

12=760(米)。选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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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强调,如果公式拿不准,考场上不要直接下笔套用拿不准的公式,通过画图等明确关系是不

错的选择。

【例2】甲、乙两人在环湖小路上匀速行驶,且绕行方向不变,19时,甲从 A点,乙从B点同时出发

相向而行,19时25分,两人相遇;19时45分,甲到达B点;20点5分,两人再次相遇。乙环湖一周需

要多长时间? (  )
A.72分钟 B.81分钟 C.90分钟 D.100分钟

【解析】这是一道很有意思的题,初看很难,实际上非常简单,首先我们把时间转化成具体运动的

时间t,第一次相遇,用了25分钟;甲到达B 点,又用了20分钟;又过了20分钟,两个人第二次相遇。
为了方便理解,我们只标出甲运行的时间路线图。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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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乙环湖一周所用的时间,首先由B 逆时针到C,乙运行时间与甲相同,为25+20+20=65(分

钟),所以我们只需要知道由C 逆时针到B 这段路乙需要运行的时间。甲在这段路程运行了20分钟。
从题干可知,第一次相遇时,乙运行了25分钟,而甲用了20分钟就由相遇地点到达了B 点,也就是乙

的出发点。同样的路程,甲用20分钟,乙用25分钟。我们看由C 逆时针到B,甲也用了20分钟,所以

这段路乙需要25分钟。因此,乙环湖一周需要65+25=90(分钟)。选C。
画出图来,一目了然,几乎不需要计算,口算就能得出答案,这就是简图的妙用。
【例3】甲、乙两车同时从A、B两地相向而行,在距A地80千米处相遇,相遇后两车继续前进,甲

车到达B地、乙车到达A地后均立即按原路返回,第二次在距A地60千米处相遇。则A、B两地间相

距(  )。
A.130千米 B.150千米

C.180千米 D.200千米

【解析】如图:

第一次相遇,S甲 +S乙 =SAB ;第二次相遇,S甲 +S乙 =3·SAB ;因为速度不变,所以第二次相

遇的时间t2 =3·t1 ,第一次相遇时甲走了80千米,所以第二次相遇甲走了80×3=240千米。从图

示可以看出,第二次相遇时甲差60米正好走完两个全程,所以A、B 两地之间的距离SAB =
240+60
2

=150(千米)。选B。
如果记忆比较牢或对题型比较熟悉,本题显然数据都针对A 点,属于单岸型,我们直接应用单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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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公式:S=
3S1+S2
2 =

3×80+60
2 =150(千米)。

公式推导:设第一次相遇地点距离A 地S1,第二次相遇地点距离A 地S2,则:

v甲

v乙
=

S1

S-S1
=
2S-S2

S+S2
⇒S=

3S1+S2

2
如果题目给出的不是两次相遇,而是三次或四次,记住就不能用这个公式了,最好是通过图示来

分析距离之间的关系。单岸或两岸公式的适用范围仅限于两次相遇,这点要切记!
6.其他题型

(1)一般来说,设每隔t1分钟就遇到迎面开来的一辆公共汽车,每隔t2分钟就有辆公共汽车从后

面超过该人,有方程组:

S=(v车+v人)×t1
S=(v车-v人)×t2{ ⇒

v车= S
t1+

S
t2( )+2

v人= S
t1-

S
t2( )+2

ì

î

í

ï
ï

ïï

⇒
T=

S
v车
=
2t1t2
t1+t2

N=
v车

v人
=
t2+t1
t2-t1

ì

î

í

ï
ï

ïï

(其中S 表示发车间距,T 为发车间隔时间,v车 为车速,v人 为人速,N为车速和人速的比)
【例】某人沿公交路线匀速行走,每9分钟有一辆公交车从后面追上来,每3分钟有一辆公交车从

前面迎面开来,假设公交车起点发车间隔一样,并且公交车匀速行驶,发车间隔多少分钟? (  )
A.3分钟 B.4.5分钟

C.6分钟 D.9分钟

【解析】实际上是追及问题与 相 遇 问 题 的 合 体,可 以 先 设 出 人 的 速 度 和 车 的 速 度,最 后 可 以 消

掉,得到一个只关于时间t的关系式。追及的路程或相遇时的人车路程和等于两车之间的距离。发车

间隔T=
2t1t2
t1+t2

=
2×9×3
9+3 =4.5(分钟)。选B。

提示:公式在备考时一定要自己推导一次,才能真正理解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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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漂流所需时间=
2t逆t顺

t逆-t顺
(其中t顺 和t逆 分别代表船顺流所需时间和逆流所需时间)。

【例】一条船从甲地到乙地要航行4小时,从乙地到甲地要航行5小时(假定船自身的速度保持不

变),今有一木筏从甲地漂流到乙地所需小时数为(  )。
A.12 B.40 C.32 D.30

【解析】直接应用公式可以得出T=
2t逆t顺

t逆-t顺
=
2×4×5
5-4 =40(小时)。选B。

典型模型:工程问题
一、知识点记忆

工程问题在考试中也很常见,主要研究工作量与工作效率、工作时间之间的关系。核心公式是工

作量=工作效率×工作时间。
工程问题相较行程问题来说,变化相对较少,多是基本工程问题或者两人、三人合作型,再复杂点

的,可以设置两项工程或三项工程,解题的关键是工作效率。只要抓住工作效率这个核心,工程问题

就能迎刃而解。
在考试中,多数情况下工作总量是不明确的,这时候我们可以假设一个总量,使得效率和时间也

具体化,常用的是设1法和设最小公倍数法。设1法就是把总量看作1个单位,根据时间得出效率,缺
点是容易出现分数的计算;设最小公倍数法因为都是整数计算,所以是我们在解题中最常用的方

法,此外,列方程也很常见。
二、常考题型

1.基本工程问题

【例1】一条隧道,甲单独挖要20天完成,乙单独挖要10天完成。如果甲先挖1天,然后乙接替甲

挖1天,再由甲接替乙挖1天……两人如此交替工作,挖完这条隧道共用多少天? (  )
A.14 B.16 C.15 D.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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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第一步,我们设这条隧道的总工程量是100,则甲每天的效率是100
20 =5

,乙的效率是100
10

=10。
第二步,将甲乙各工作一天看作一个周期,则一个周期 是 两 天,工 作 量 是5+10=15,15×6=

90,经过了6个周期,也就是12天后还剩下10个工作量。
第三步,将剩下的工作量按题目要求分配,甲的效率是5,一天挖不完,所以还剩下5个工作量乙

做,需要2天。所以一共需要14天完成。选A。
【例2】某项工程由A、B、C三个工程队负责施工,他们将工程总量等额分成了三份同时开始施工。

当A队完成了自己任务的90%时,B队完成了自己任务的一半,C队完成了B队已完成任务量的

80%,此时A队派出2/3的人力加入C队工作。问A队和C队都完成任务时,B队完成了其自身任务

的(  )。
A.80% B.90% C.60% D.100%
【解析】抓住 工 作 效 率 之 间 的 关 系,我 们 假 设 总 量 是300,将 工 程 总 量 等 额 划 分,则 每 份 都 是

100,所以A完成90,B完成50,C完成50×80%=40。

A抽调2/3的人力加入C队工作,此时A的效率变为90×(1-
2
3

)=30,C的效率变为:40+90×

2
3 =100

。求A和C都完成任务时,B队的工作量,我们需要求出A和C完成任务还需要的时间:

A:(100-90)
30 = 13

,C:100-40
100 = 35

,因为 1
3 <

3
5

,所以B队工作 3
5

,3
5×50=30。所以B

一共做了自身任务的50+30
100 ×100%=80%。所以选择A。

2.多任务合作型
【例1】某市有甲、乙、丙三个工程队,工作效率比为3∶4∶5。甲队单独完成A工程需要25天,丙

队单独完成B工程需要9天。现由甲队负责B工程,乙队负责A工程,而丙队先帮甲队工作若干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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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去帮助乙队工作。如希望两个工程同时开工同时竣工,则丙队要帮助乙队工作多少天? (  )
A.6 B.7 C.8 D.9
【解析】假设甲、乙、丙三个工程队的工作效率就是3、4、5,则A工程总量25×3=75,B工程总量

5×9=45。两项工程都完成,三队需要做(75+45)÷(3+4+5)=10(天)。
丙队要帮乙队做的天数是(75-4×10)÷5=7(天),选B。
【例2】同时打开游泳池的A、B两个进水管,加满水需1小时30分钟,且 A管比B管多进水180

立方米。若单独打开A管,加满水需2小时40分钟。则B管每分钟进水多少立方米? (  )
A.6 B.7 C.8 D.9
【解析】这道题因为时间不是比例关系,是一个具体值,而且A、B进水差也是具体值,所以不适合

赋值法。我们假设B每分钟进水x 立方米,则根据A管比B管多进水180立方米,可以得出 A每分

钟进水x+
180
90=x+2

(立方米)。根据两次注水得出方程:(x+x+2)×90=(x+2)×160,解得x=

7。选B。
本题注意单位的统一,将小时统一化为分钟。
【例3】某车间三个班组共同承担一批加工任务,每个班组要加工100套产品。因为加工速度有差

异,一班组完成任务时二班组还差5套产品没完成,三班组还差10套产品没完成。假设三个班组加工

速度都不变,那么二班组完成任务时,三班组还剩(  )套产品未完成。

A.5 B.
80
19 C.

90
19 D.

100
19

【解析】一班组完成100套时,二班组、三班组分别完成95套、90套,可以假设他们的效率分别为

100、95、90。那么二班组完成任务还需要5÷95=
1
19

(天),这段时间三班组还能完成90×
1
19=

90
19

(套),还剩余100-90-
90
19=

100
19

(套),选择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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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模型:溶液问题
一、知识点记忆

1.溶液=溶质+溶剂;
2.浓度=溶质÷溶液;
3.溶质=溶液×浓度;
4.溶液=溶质÷浓度;
5.溶液倒出比例为a的溶液,再加入相同的溶剂,则浓度变成原来的(1-a);

6.溶液加入比例为a的溶剂,再倒出相同的溶液,则浓度变成原来的
1
1+a

。

7.饱和溶液:指的是在一定温度下,一定剂量的溶剂里面,不能继续溶解溶质,也就意味着溶液的

浓度不变,从上面的表述来看,饱和溶液,必须是在特定的温度和一定的剂量,针对的是同一物质。
8.溶解度:在一定温度下,某固态物质在100g溶剂中达到饱和状态时所溶解的溶质的质量,叫做

这种物质在这种溶剂中的溶解度。
这两个概念非常重要,当题目中出现“饱和溶液”或者“溶解度”等概念时,一定要判断是不是处于

饱和状态,饱和状态下浓度不变。
溶液问题,解题的重点是抓溶质,方法是列方程。
十字交叉法也是常用的方法,当然,十字交叉法不限于溶液问题,只要符合Aa+Bb=(A+B)r

形式的方程,都可以写成 A
B =r-b

a-r
的形式。我们常说的十字交叉法实际上是十字交叉相比法,它是

一种图示方法,特别适合于两总量、两关系的混合物的计算,用来计算混合物中两种组成成分的比值。
十字交叉法图示:

Aa+Bb=(A+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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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A:b

B:a

r-b

a-r
注意:写在图示左边的是每个分量以及分量的平均数;写在中间的r是总平均数;写在右边的是

总平均数与分平均数的差,注意减的顺序,如果一个是r-b,则另一个是a-r,如果一个是b-r,则另

一个要变成r-a,也就是r的符号是相反的。通过十字交叉法可以达到秒杀题目的效果,下面通过例

题来学习如何运用这种方法。
二、常考题型

1.基本计算型

【例1】甲容器有浓度为3%的盐水190克,乙容器中有浓度为9%的盐水若干克,从乙容器中取出

210克盐水倒入甲容器中,则甲容器中盐水的浓度是多少? (  )
A.5.45% B.6.15%
C.7.35% D.5.95%
【解析】第一步,求出混合后的溶质。甲原有溶质190×3%=5.7(克),从乙容器倒入溶质210×

9%=18.9(克),共有溶质5.7+18.9=24.6(克)。
第二步,求出混合后的溶液。190+210=400(克)。

第三步,得出浓度:溶质

溶液
=24.6400×100%=6.15%

,选B。

这道题我们观察也可以选出答案,如果倒入乙溶液190克,显然甲容器的浓度变为原来两种浓度

的平均数6%,而现在浓度大的乙溶液略多于190克,所以甲容器的浓度略大于6%。在时间很紧张的

情况下会选择这种方法来提高蒙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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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在某状态下,将28g某种溶质放入99g水中恰好配成饱和溶液,从中取出
1
4

溶液加入4g溶

质和11g水,请问此时浓度变为多少? (  )
A.21.61% B.22.05%
C.23.53% D.24.15%
【解析】第一步,判断饱和度。99克水溶入28克溶质可以配成饱和溶液,也就是11克水可以溶解

28
9

克溶质。

第二步,加入4g溶质和11克水,因为11克水只能溶解
28
9

克溶质,所以溶液依然是饱和状态。

第三步,求饱和状态下溶液的浓度,也就是原溶液的浓度, 28
28+99≈22.05%

,选B。

2.十字交叉法
【例】有100克溶液,第一次加入20克水,溶液的浓度变成50%;第二次再加入80克浓度为40%

的同种溶液,则溶液的浓度变为多少? (  )
A.45% B.47%
C.48% D.46%
【解析】设浓度为x,则满足等式120×50%+80×40%=(120+80)x,适用十字交叉法。
120
80=

x-40%
50%-x

,解得x=46%。选D。

要注意溶液的计算,溶液=溶质+溶剂。
3.混合稀释型
【例】杯中原有浓度为18%的盐水溶液100ml,重复以下操作2次,加入100ml水,充分配合后,倒

出100ml溶液,问杯中盐水溶液的浓度变成了多少? (  )
A.9% B.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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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5% D.3.6%

【解析】第一次操作后浓度:100×18%
200 =9%;

第二次操作后浓度:100×9%
200 =4.5%,选C。

有两个重要的结论需要记忆:

设溶液质量为m,每次倒出溶液为m0,再添入m0清水补满,重复n 次,浓度为(m-m0

m
)n·C0 ;

设溶液质量为m,每次先倒入清水m0 ,再倒出溶液m0 ,重复n 次,浓度为( m
m+m0

)n·C0 。

C0 是原来溶液的浓度。
4.抽象比例型

抽象比例型一般采用赋值法使题目具体化。
【例】一种溶液,蒸发掉一定量的水后,溶液的浓度为10%;再蒸发掉同样多的水后,溶液的浓度变

为12%;第三次蒸发掉同样多的水后,溶液的浓度将变为多少? (  )
A.14% B.17%
C.16% D.15%
【解析】本题关键是溶质不变,设第一次后有溶液100,溶质10,再蒸发掉同样多的水后,溶液为

10÷12%=
250
3

,则蒸发了100-
250
3 =

50
3

,第三次蒸发掉同样多的水后,溶液为
250
3 -

50
3=

200
3

,则溶液

的浓度为10÷
200
3 =15%

。选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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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型模型:费用问题
一、知识点记忆

费用问题多涉及成本、售价、利润等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情况,方程法是解决费用问题的主要

方法。
核心公式:①售价=成本+利润;利润=售价-成本,
②利润率=利润÷成本=(售价-成本)÷成本=售价÷成本-1,
③成本=售价÷(1+利润率)
折扣:折扣是商品购销中的让利,是卖方给买方的价格优惠。比如打九折,表示现价是原价

的90%。
二、常考题型

1.普通费用型

情境特点:售价、成本、利润之间的某种等量关系。
思路提示:方程法。在费用问题中,题目通常会明确地给出几个量之间的关系,通过这些关系可

以迅速得到方程。特别是在某些问题中,会出现“相等”“比……多(少)”“高出(少于)”等词,出现这些

词的条件往往是列方程的依据。
【例】老王两年前投资的一套艺术品市价上涨了50%,为尽快出手,老王将该艺术品按市价的八折

出售,扣除成交价5%的交易费用后,发现与买进时相比赚了7万元。问老王买进该艺术品花了多少

万元? (  )
A.84 B.42 C.100 D.50
【解析】假定进价是100份,则:

进价 利润 定价 八折后 交易费 实际售价

100 50 150 120 6 114

即最终的净利润为14份,14份相当于是7万元,所以100份相当于是50万元。选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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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比例型费用型

情境特点:仅与比例相关的费用问题。
思路提示:赋值法。题目仅涉及两个或几个量之间的比例,给其中一个赋值,于是其他的量均可

以得到合适的值,从而快速得解。
比例型费用问题涉及比例,问题抽象度增加,难度较高,所以要通过赋值法,化抽象为具体,快速

解题。

【例1】受原材料涨价影响,某产品的总成本比之前上涨了
1
15
,而原材料成本在总成本中的比重提

高了2.5个百分点。问原材料的价格上涨了多少? (  )

A.
1
9 B.

1
10 C.

1
11 D.

1
12

【解析】设初始原材料的价格为x,上涨之前的总成本为15,原材料价格上涨了1,则上涨之后的

原材料价格为:x+1,上涨之后的总成本为:15×(1+
1
15

)=16。根据题意有:(1+x)÷16-x÷15=

2.5%,解得x=9。故原材料的价格上涨了1÷9=
1
9

,选A。

【例2】一商品的进价比上月低了5%,但超市仍按上月售价销售,其利润率提高了6个百分点,则
超市上月销售该商品的利润率为(  )。

A.12% B.13% C.14% D.15%

【解析】设上月的进价为a,其利润率为x,则
a(1+x)-a(1-5%)

a(1-5%) =x+6%,解得:x=14%。

选C。
3.前后变化型

情境特点:原定某种销售计划,中途出现变更,导致前后数值有变化。
思路提示:差额分析法。分别找出变化前后的情形及其差异,分析其中出现差异的原因,从而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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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得解。
前后变化型费用问题侧重考查变动过程,特别是成本、利润、售价三者在变动过程中相互影响的

关系。未来的命题趋势仍是侧重对两个经济过程并存与变动这两个方面的考查。
【例1】某商店花10000元进了一批商品,按期望获得相当于进价25%的利润来定价,结果只销售

了商品总量的30%。为尽快完成资金周转,商店决定打折销售,这样卖完全部商品后,亏本1000元。
问商店是按定价打几折销售的? (  )

A.九折 B.七五折 C.六折 D.四八折

【解析】设商店是按定价打x 折销售的,则10000×30%×(1+25%)+10000×(1-30%)×(1+

25%)x
10=10000-1000

,解得x=6,选C。

【例2】某种汉堡包每个成本4.5元,售价10.5元,当天卖不完的汉堡包即不再出售。在过去十天

里,餐厅每天都会准备200个汉堡包,其中有六天正好卖完,四天各剩余25个。问这十天该餐厅卖汉

堡包共赚了多少元? (  )
A.10850 B.10950 C.11050 D.11350
【解析】总成本为4.5×200×10=9000(元),总 售 价 为10.5×200×6+10.5×175×4=19950

(元),故总利润为19950-9000=10950(元)。选B。
4.统筹核算型

情境特点:对某个购买目标,有多家供应商可选,求最节省的购买方案。
思路提示:找到每一项的平均价钱最低者。在有优惠措施时,若总数能恰好被组内个数整除

时,则该平均价钱最低者即为所求方案;若不能恰好被整除,则多余部分需选择单价最低者。特别需

要注意,题目通常并不要求一类物品只能在一家购买。
【例】某公司要买100本便笺纸和100支胶棒。附近有两家超市,A超市的便笺纸0.8元一本,胶

棒2元一支且买2送1;B超市的便笺纸1元一本且买3送1,胶棒1.5元一支。如果公司采购员要在

这两家超市买这些物品,则他至少要花多少元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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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08.5 B.183.5 C.225 D.230

【解析】A超市胶棒价格等价于每支
2×2
3 =

4
3

(元),B超市便笺纸价格等价于每本
1×3
4 =0.75

(元),因此A超市胶棒便宜,B超市便笺纸便宜。因为100是4的倍数,因此到B超市买100本便笺纸

最便宜,此时费用为100×0.75=75(元);100不是3的倍数,100=3×33+1,因此到A超市买99支胶

棒再到B超市买一支胶棒,花费最少,此时费用为:99×
4
3+1.5×1=133.5

(元)。总的费用为75+

133.5=208.5(元)。选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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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堂 ★★奥数经典题型

公务员考试中数学运算引用了不少奥数经典题型,每次考试都能遇到几道。熟悉奥数题型思

路,显然对解题速度是有很大帮助和提高的。
一、牛吃草问题

牛吃草问题又叫牛顿牧场或消长问题。
情景特点:某量以一定速度均匀增长,同时又以另一速度被均匀消耗。
思路提示:直接套用牛吃草问题公式,得到一次方程组,快速求解即可。
牛吃草问题的通用公式为:
草场原有草量=(所有牛每天吃草量-草场每天长草量)×天数

在实际做题中,我们一般会默认“每头牛每天吃草的量”为“1”,从而得到更简便直观的牛吃草问

题公式:
草场原有草量=(牛数-每天长草量)×天数

一般在解题的时候,并不会直接去套用公式求解原有草量,而是通过时间差来先求每天新长的草

量,进而再算出原有草量。这个思路还是很简单实用的,比如:
牧场上长满牧草,草每天匀速生长,这片牧场可供10头牛吃20天,可供15头牛吃10天,问可供

25头牛吃几天?
第一步,计算牧草每天生长量。设每头牛每天的吃草量是1,10头牛20天的吃草量:10×20=

200,15头牛10天的吃草量:15×10=150。所以每天的新生草量=(250-150)÷(20-10)=5。(一
定是时间长的减去时间短的)

第二步,求出原有草量:200-5×20=100。
第三步,可以设想25头牛中有5头牛专门吃新生的草,其他的牛吃原有的草。全部牧场的草可以

吃的天数=100÷(25-5)=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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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步骤老师在讲课的过程中多次强调,基本无须记忆公式,确实是个好方法。
怎么判断是不是牛吃草呢? 典型的特征是有一个原有存量,然后有两个匀速变量(消量和增量)。

牛吃草问题模型可以套用到漏船排水、窗口排队等情境中,做题时公式中所设的量和单位都要与题目

的情境相对应。
【例1】某河段中的沉积河沙可供80人连续开采6个月或60人连续开采10个月。如果要保证该

河段河沙不被开采枯竭,问最多可供多少人进行连续不间断的开采? (假定该河段河沙沉积的速度相

对稳定)(  )
A.25 B.30
C.35 D.40

【解析】由核心公式计算,设原有河沙量为y,每月新增河沙量为x,可得方程:y=(80-x)×6
y=(60-x)×10{ ;

解得
x=30
y=300{ 。即最多可供30人进行连续不间断的开采。选B。

【例2】有一个水池,池底不断有泉水涌出,且每小时涌出的水量相同。现要把水池里的水抽干,若
用5台抽水机40小时可以抽完,若用10台抽水机15小时可以抽完。现在用14台抽水机,多少小时

可以把水抽完? (  )
A.10小时 B.9小时

C.8小时 D.7小时

【解析】设原有水量为y,每小时涌出水量为x,根据题意:“5台抽水机40小时,10台抽水机15小

时”得,y=(5-x)×40
y=(10-x)×15{ ,解得 y=120

x=2{ 。现有14台抽水机,设所需 时 间 为 T,则120=(14-2)×

T,解得T=10。选A。
【例3】格尔牧场长满青草,而且牧草每天都在均匀地生长着。12头牛4周可以吃光10/3格尔的

牧草;21头牛9周可以吃光10格尔的牧草。24格尔的牧草可以供多少头牛吃18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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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6 B.42
C.44 D.48
【解析】这道题与前面两道不同,因为题目前后三次提到的牧场面积不相等,因此第一步就是把面

积统一。
第一步,转化题干:
12头牛4周可以吃光10/3格尔的牧草,转化为:432头牛4周可以吃光120格尔的牧草;
21头牛9周可以吃光10格尔的牧草,转化为:252头牛9周可以吃光120格尔的牧草;
24格尔的牧草可以供多少头牛吃18周? 转化为:120格尔的牧草可以供多少头牛吃18周?
注意:取面积的公倍数,然后牛的头数随着面积同时扩大,但是周数不要变,这是牛吃草问题的关

键所在。
第二步,先算出120格尔牧草每周新长的草:(252×9-432×4)÷(9-4)=108。
第三步,算出120格尔牧草原有的草量:(252-108)×9=1296。
第四步,算出可供多少头牛吃18周:1296÷18+108=180。
第五步,把120格尔缩小五倍至24格尔,牛数也同时缩小:180÷5=36(头)。选A。
二、过河爬井问题

爬井问题的关键在于向上爬一段距离后会滑落一段距离。其一般情境为:一只青蛙要爬出一口

深A 米的水井,白天可以向上爬B 米,晚上会滑落C 米,问这只青蛙需要多久能爬出井口。解题公式

为:所爬天数≥
A-C
B-C

,取整数。

为什么这么算? 其实,每天爬几米不是关键,因为最关键的是每天能爬的最高点,只要最高点高

过井口,就可以出来了。
第一天,最高点是B 米;
第二天,因为第一天晚上下降了C 米,所以最高点是(B-C)+B;
第三天,因为第二天晚上下降了C 米,所以最高点是(B-C)+(B-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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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因为第三天晚上下降了C 米,所以最高点是(B-C)+(B-C)+(B-C)+B;
依次类推,第n天最高点是(n-1)(B-C)+B,只要这个最高点大于等于井深,就可以爬出来,所

以(n-1)(B-C)+B≥A,化简后得n≥
A-B
B-C+1

,进一步通分即n≥
A-C
B-C

。n取整数。

过河问题原理与爬井问题一致,其一般情境为:有A 个人需要过河,每次能过B 个人,需要C 个

人划船,问多少次能让所有人都过河。解题公式为:过河次数≥
A-C
B-C

,取整数。

在考试中,不一定要求我们求多少次爬出来或多少次能过河,还有的题目要我们算出第n 次过河

时过河的总人数。这时候爬井问题的解题思路就起作用了,第n 次过河时过河的总人数为(n-1)
(B-C)+B。

【例1】有37名红军战士渡河,现仅有一只小船,每次只能载5人,需要几次才能渡完? (  )
A.7次 B.8次

C.9次 D.10次
【解析】本题属于过河问题,每次过河都需要一名战士把船划回来,直接使用前面所讲的计算公

式:过河次数≥
37-1
5-1=9

(次),答案为C选项。

那第三次过河的总人数呢? (3-1)×(5-1)+5=13(人)。
另外,不要忘记,船是要人划回来的。需要1个人划船,这种条件在题目中往往会省略,以前总是

算错,要吸取教训。
【例2】一只青蛙掉入18米深的井中,它白天往上爬5米,晚上往下掉2米,问这只青蛙需要多少

天才能爬出来? (  )
A.5 B.6
C.7 D.8

【解析】本题属于爬井问题,直接使用上面所讲的计算公式:所爬天数≥
18-2
5-2=

16
3

,取整数,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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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青蛙需要6天才能爬出来,选B。
三、比赛问题

根据比赛规则,比赛问题主要分为淘汰赛和循环赛,每类比赛都有对应的解题方法。
循环赛:N 支队伍进行循环赛,每支队伍和其他任意队伍进行一场比赛,所以每支队伍需要进行

N-1场比赛;由于每场比赛都是2个队伍共同进行,所以总场次应该为
N×(N-1)

2
;

淘汰赛:每场比赛淘汰一支队伍,每轮比赛淘汰一半的队伍(如果总数不是偶数,比如说一共13
支队伍,那么淘汰6支队伍,留下7支队伍)。在淘汰赛中,若需要决出冠军,则比赛场次为 N-1;若
需要决出前3名,则比赛场次为 N。

【例1】8个人比赛国际象棋,约定每两人之间都要比赛一局,胜者得2分,平局各得1分,负的不得

分。在进行了若干局比赛之后,发现每个人的分数都不一样。问最多还有几局比赛没比? (  )
A.3 B.7
C.10 D.14
【解析】首先8个人两两配对进行比赛共有8×7÷2=28(局)比赛,由规则可知,每进行一局比赛

就会产生2分,所以28局比赛的总分为56分。要使未进行的比赛局数尽可能多,也就是说未出现的

分数尽可能多,则出现的分数要尽可能少,那么要保证8支队伍分数各不相同,且已出现的分数尽可

能少,则可构造1个等差数列,最后一名为0分,其他队伍依次加1分,8支队伍最少总分为28分。那

么还未出现的分数最多有28分,每局比赛出现2分,则最多还有14局比赛未比。选D。
【例2】象棋比赛中,每个选手均与其他选手比赛一局,每局胜者得2分,负者得0分,和棋各得1

分。那么以下可能是这次比赛所有选手得分的总和的是(  )。
A.78 B.67
C.56 D.89
【解析】由题意可知,每局比赛产生2分,故所有选手得分和应为偶数,排除B和D项。A选项代

表比赛局数应为39局,C选项代表比赛局数为28局。根据比赛规则,比赛方式为单循环赛,若有n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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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手,则比赛局数为C2
n=

n(n-1)
2

。当n=8时,n
(n-1)
2 =28,选C。

四、空瓶换酒问题

我们一般将“M 空瓶换N 瓶酒”转化为“(M-N)空瓶换 N(无瓶)酒”来完成答题。这样的题目

默认是可以“借瓶再还瓶”的。
空瓶换酒核心公式:N 空瓶可换1瓶酒,则 N 瓶=1瓶酒=1瓶+1酒,得(N-1)瓶=1酒。
【例】12个啤酒空瓶可以免费换1瓶啤酒,现有101个啤酒空瓶,最多可以免费喝到的啤酒

为(  )。
A.10瓶 B.11瓶

C.8瓶 D.9瓶

【解析】本题考查空瓶换酒问题。根据题意可知,12个空瓶换1瓶酒,1瓶酒等于一个空瓶加1瓶

的酒,所以题意等价于11瓶=1酒,101÷11=9……2,即可换9瓶酒。选D。
五、鸡兔同笼问题

鸡兔同笼问题及其变形题目是公务员考试中经常出现的题型,这个问题也是我国古代著名趣题

之一。其实鸡兔同笼问题也有固定的思路,简单实用。比如:
某零件加工厂按照工人完成的合格零件和不合格零件数支付工资,工人每做出一个合格零件能

得到工资10元,每做出一个不合格的零件将被扣除5元。已知某人一天共做了12个零件,得到工资

90元,那么他在这一天做了多少个不合格零件? (  )
A.2 B.3
C.4 D.6
我们假设12个零件全是合格的,应该得到12×10=120(元),现在某人只得到90元,少了120-

90=30元。每做一个不合格的,不但得不到10元,还要扣5元,相对于合格也就是-15元。所以不合

格的个数为(-30)÷(-15)=2(个)。
当然,列方程的思路也很方便。设他这一天做了x 个不合格的零件,由题意得:(12-x)×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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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x=90,解得x=2(个)。
【例1】一辆卡车运矿石,晴天每天可运20次,雨天每天只能运12次,它一连运了112次,平均每

天运14次,则这几天当中晴天有( )天。
A.2 B.4
C.6 D.8
【解析】这辆卡车一连运了112次,平均每天运14次,则可以求出这辆卡车一共运货的天数T=

112
14=8

(天)。

假设8天都是雨天,则一共可以运货8×12=96(次),比实际少运112-96=16(次)。
之所以会比实际减少,是因为有晴天被当作了雨天,每有一个晴天被当作雨天,则运送次数少

20-12=8(次),现在一共少了16次,所以一共有2个晴天。选A。
【例2】已知蜘蛛有8条腿,蜻蜓有6条腿、2对翅膀,蝉有6条腿、1对翅膀。现有三种动物47

只,共有腿324条,翅膀37对,则蜻蜓有多少只? ( )
A.9 B.10 C.11 D.12
【解析】这是一道稍微复杂点的鸡兔同笼问题。因为蜻蜓和蝉都有6条腿,所以我们假设它们是

同一种动物。如果所有的动物都是蜘蛛,则一共有8×47=376条腿,比实际多376-324=52条腿。
每有一只6条腿的动物,则比实际多算了2条腿(因为被当成了蜘蛛),所以52条腿需要26只6条腿

的动物。即蜻蜓和蝉一共26只。
现在,假设26只都是蝉,则有26对翅膀,比实际少37-26=11对。每有一只蜻蜓,则比实际少1

对翅膀(蜻蜓被看作了蝉),所以一共有蜻蜓11只。选C。
六、钟表问题

钟表问题大概有3种,一种是标准时间问题,一种是时钟追及相遇问题,还有一种是周期问题。
其中追及相遇问题可以看作是行程问题中的环形追及相遇问题,只不过两个人换成了时针和分针。
而且我们会遇到各种“怪钟”,或者是“坏了的钟”,它们的时针和分针每分钟走的度数会与常规的时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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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总之,时钟问题不难,但是很细,需要仔细作答。
钟面基本知识包括:
①时针一昼夜转2圈,分针一昼夜转24圈,分针与时针的转速之比为12∶1。
②时针与分针一昼夜重合22次,垂直44次,呈180°也是22次。
③时针与分针呈某个角度往往需要考虑到对称的两种情况。
④无论是标准表还是坏表,都是匀速转动的,只是速度不同而已。
⑤钟面上一分钟的间隔视作一个小格,五分钟的间隔视作一个大格。
⑥整个钟面为360度,上面有12个大格,每个大格为30度;60个小格,每个小格为6度。
分针速度:每分钟走1小格,每分钟走6度

时针速度:每分钟走1/12小格,每分钟走0.5度

钟表问题追及公式:T=T0+
1
11T0。其中:T 为追及时间,即分针和时针“达到条件要求”的真实

时间;T0为静态时间,即假设时针不动,分针和时针“达到条件要求”的虚拟时间。
假设时针、分针的转动角速度分别为v、12v,分针需要追及的角度为S,需要追及的时间为T。为

方便比较,我们再假设如果时针静止时,分针需要追及的时间为T0(静态时间),那么:

S=(12v-v)T
S=(12v-0)T0

{ 所以可以推出T=
12
11T0

,即T=T0+
1
11T0

。

【例1】小张的手表每天快30分钟,小李的手表每天慢20分钟,某天中午12点,两人同时把表调

到标准时间,则两人的手表再次同时显示标准时间最少需要的天数为(  )。
A.24 B.36 C.72 D.144
【解析】由题意可知,再次显示标准时间12时,小张的手表实际比标准时间多走12小时,小李的

手表实际上比标准时间少走12小时,因此小张的手表需要12÷0.5=24(天),小李的手表需要12÷
1
3=36

(天),取24和36的最小公倍数为72天。因此72天以后两人的手表都显示标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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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张某下午六时多外出买菜,出门时看手表,发现表的时针和分针的夹角为110°,七时前回家

时又看手表,发现时针和分针的夹角仍是110°,那么张某外出买菜用了多少分钟? (  )
A.20分钟 B.30分钟

C.40分钟 D.50分钟

【解析】因为是六点多出去,六点多回来,显然是前面分针与时针角度差110°,后面时针与分针差

110°,即分针反超110°,也就是相对于时针运行了220°。分针每分钟运转6°,时针每分钟0.5°,速度差

是5.5°。所以外出用的时间T=220÷5.5=40(分钟)。
如果利用追及公式呢? 经过简单分析,这段时间分针应该追上时针2个110°,即220°,那么静态

时间应该是:T0=220°×
60
360°=

110
3

(分钟)。真实时间:T=T0+
T0

11=40
(分钟)。

七、年龄问题

①每过 N 年,每个人都长 N 岁。
②两个人的年龄差在任何时候都是固定不变的。
③两个人的年龄倍数关系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小。
年龄问题的关键是年龄差。一般列方程比较快。
【例1】小李的弟弟比小李小2岁,小王的哥哥比小王大2岁、比小李大5岁。1994年,小李的弟弟

和小王的年龄之和为15。问2014年小李与小王的年龄分别为多少岁? (  )
A.25,32 B.27,30
C.30,27 D.32,25
【解析】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题了,2015年国考地市级题目。小李比小王小3岁。抓住这个年龄

差,发现只有B项合适。
【例2】一家四口人的年龄之和为149岁,其中外公年龄、母亲年龄以及两人的年龄之和都是平方

数,而父亲7年前的年龄正好是孩子年龄的6倍。问外公年龄上一次是孩子年龄的整数倍是在几年

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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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B.4
C.6 D.8
【解析】本题中的暗含条件:外公和母亲的年龄是直角三角形的两直角边的平方,从最常用的6、

8、10可断定母亲和外公的年龄分别为36和64岁。则父亲与儿子的年龄和为149-100=49,7年前

父亲与儿子的年龄和为49-14=35(岁),儿子七年前年龄为35÷7=5(岁),今年儿子12岁,代入

选项:
2年前:外公62岁,儿子10岁,不能整除;
4年前:外公60岁,儿子8岁,不能整除;
6年前:外公58岁,儿子6岁,不能整除;
8年前:外公56岁,儿子4岁,可以整除。
选D。
八、日期推断问题

平年:不能被4整除,全年365天,2月28天。
闰年:可以被4整除,全年366天,2月29天。
月:每年有12个月,一、三、五、七、八、十、十二月,每月31天;二月在闰年是29天,平年28天,其

他月份每月30天。
周:每周7天,每隔 N 天,相当于(N+1)天,这点很重要,在题目中经常遇到每隔 N 天的情况。
天:平年有365天,365÷7=52…1,那么提问“365天之后(即1年之后)星期几”就等同于提问“1

天之后星期几”,提问“N年之后星期几”就等同于提问“N天之后星期几”,闰年跟平年比仅仅多了一

个“2月29日”,那么在进行实际计算的时候,我们先假设“一年就是一天”,再计算两个日期之间包含

了多少个“2月29日”,再把这些天补上即可。这个结论也很重要,在推算N年后星期几时可以省掉大

量计算,提高做题速度。
【例1】从A市到B市的航班每周一、二、三、五各发一班。某年2月最后一天是星期三。问当年从

A市到B市的最后一次航班是星期几出发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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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星期一 B.星期二

C.星期三 D.星期五

【解析】2月最后一天是星期三,从2月最后一天到12月31日恰好经过3—12月共10个月,一共

有31+30+31+30+31+31+30+31+30+31=306(天),306÷7=43……5,也就是经过43个星期

还多5天,星期三之后5天为星期一,选A。
【例2】根据国务院办公厅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某年8月份有22个工作日,那么当年的8月1

日可能是(  )。
A.周一或周三 B.周三或周日

C.周一或周四 D.周四或周日

【解析】观察选项,代入验证。由于8月有31天,若8月1日为周一,则容易看出8月份一共会有

23个工作日,不满足条件,故排除A、C两项;若8月1日为周三,计算可以发现8月份会有23个工作

日,不满足条件,故排除B项。因此本题选择D。
【例3】A、B、C、D四人去羽毛球馆打球,A每隔5天去一次,B每隔11天去一次,C每隔17天去一

次,D每隔29天去一次,5月18日,四个人恰好在羽毛球馆相遇,则下一次相遇时间为? (  )
A.9月18日 B.10月14日

C.11月14日 D.12月18日

【解析】注意“每隔 N 天”,A、B、C、D分别每6、12、18、30天去一次羽毛球馆,这四个数的最小公

倍数为180,现在为5月18日,题目转化为180天后的日期,5月份此时还剩13天,6、7、8、9、10月分别

有30、31、31、30、31天,180-(13+30+31+31+30+31)=14,即最终日期为11月14日,选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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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堂 ★★★初等几何问题

一、知识点记忆

1.长度

①周长:C正方形=4a;C长方形=2(a+b);C圆=2πr

②正弦定理:a
sinA=

b
sinB=

c
sinC=2r

(r为三角形外接圆半径,a、b、c为角A、B、C 的对应边)

或变形为a∶b∶c=sinA∶sinB∶sinC

③余弦定理:
a2=b2+c2-2bccosA
b2=a2+c2-2accosB
c2=b2+a2-2bacosC{ 或

cosA=
b2+c2-a2

2bc
,cosB=

a2+c2-b2

2ac

cosC=
b2+a2-c2

2ab

ì

î

í

ï
ï

ïï

2.面积

S正方形=a2 S长方形=ab S圆=πr2

S三角形=
1
2ah S平行四边形=ah

S梯形=
1
2
(a+b)h S扇形=

n
360°πr

2(n是扇形圆心角的度数)

正方体的表面积=6a2 长方体的表面积=2ab+2bc+2ac
球的表面积=4πR2=πD2 圆柱体的表面积=2πr2+2πrh
3.体积

正方体的体积=a3  长方体的体积=a·b·c  球的体积=
4
3πr

3=
1
6π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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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柱体的体积=πr2h 圆锥体的体积=
1
3πr

2h

4.性质

周长相同的平面几何图形,越接近于圆,面积越大;
面积相同的平面几何图形,越接近于圆,周长越小;
表面积相同的立体几何图形,越接近于球,体积越大;
体积相同的立体几何图形,越接近于球,表面积越小;
在三角形中,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两边之差小于第三边;
在任何一个直角三角形中,两条直角边的平方和一定等于斜边的平方;
5.边端计数

(1)植树

单边线型植树公式:棵数=总长÷间隔+1;总长=(棵数-1)×间隔。
单边环型植树公式:棵数=总长÷间隔;总长=棵数×间隔。
单边楼间植树公式:棵数=总长÷间隔-1;总长=(棵数+1)×间隔。
双边植树问题公式:相应单边植树问题所需棵树的2倍。
(2)剪绳

一根绳子连续对折 N 次,从中剪 M 刀,则绳子被剪成(2N×M+1)段。
剪绳问题是公考中的基本问题,它可以拓展为爬楼计数与截管求时等模型。
爬楼计数:从地面开始爬楼,爬到第 N 层,则实际爬过(N-1)层;若从第 N 层爬到第M 层,则实

际爬过(M-N)层。
截管求时:将一根钢管截成 N 段,需要截(N-1)次。
(3)方阵

N 排N 列的方阵人数为N2人,最外层人数为4(N-1),最外两层的人数和为8(N-2)。
方阵人数=(最外层人数÷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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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阵相邻两圈的人数都满足:外圈比内圈多8人。
理解计数问题最好的方式是通过图示来理解上述结论,试题一般比较简单。
二、常考题型

1.规则图形

规则图形熟记公式最重要。
【例】连接正方体每个面的中心构成一个正八面体(如下图所示)。已知正方体的边长为6厘

米,问正八面体的体积为多少立方厘米? (  )

A.182 B.242 C.36 D.72
【解析】该正八面体可以看做是由两个四棱锥组成的,每个四棱锥的底面为原正方体四个侧面的

中心连线,面积为原正方体底面面积的一半,高分别为上下两个正方体底面中心到四棱锥底面的距

离,解得:V=
1
3sh=

1
3×6

2×
1
2×3×2=36

(立方厘米)。

2.不规则图形

不规则图形需要切割,使之成为规则图形后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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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下列图形均是由正方形与圆形所构成的,图形中阴影部分的面积最大的是(  )。

A.A最大 B.B最大

C.C最大 D.都一样大

【解析】三个图形阴影部分的面积均不规则,均等于整体面积减去空白面积。经计算可得A图中

的阴影面积=22-π≈4-3.14=0.86(cm2);B图中的阴影面积=22-π×(1
2

)2×4≈4-3.14=0.86

(cm2);C图中的阴影面积=π-(2)2≈3.14-2=1.14(cm2)。因此C图的阴影面积最大。答案为C。
3.几何性质

【例】如图,正四面体P-ABC 的棱长为a,D、E、F 分别为PA、PB、PC 的中点,G、H、M 分别为

DE、EF、FD 的中点,则三角形GHM 的面积与正四面体P-ABC 的表面积之比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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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8 B.1∶16
C.1∶32 D.1∶64

【解析】根据题意可知:DE=EF=FD=
1
2

棱长,DG=GE=EH=HF=FM=MD=GM=

MH=HG=
1
2DE,则S△GHM =

1
4S△DEF、S△DEF=

1
4S△ABC,S△ABC=

1
4×

四面体 P-ABC 表面

积,故三角形GHM 是四面体P-ABC 表面积的
1
64

。选择D选项。

几何问题在公务员考试中考得不是很多,频率比较小,所以复习的重点一般也不会放在这上面。



 数量考霸8堂课 

46   

第五堂 ★★★排列组合

排列组合:直线排列
排列组合与生活密切相关,题目情境变化多端,不易掌握,且与概率问题有较大的联系。但考试

中常见的题型还是可以穷尽的。
一、知识点记忆

1.排列。从n个不同元素中任取 m个(m≤n)元素按一定的顺序排成一列,叫做从n个元素中取

出 m个元素的一个排列;所有排列的个数,叫做从n个元素中取出 m个元素排列的个数,用P(n,m)
表示。注意:排列是有顺序的。(a,b)与(b,a)是不同的排列。

公式:P(n,m)=Am
n =n×(n-1)×(n-2)×(n-3)×…×(n-m+1)

2.组合。从n个不同元素中任取m 个(m≤n)元素形成一组,叫做从n个元素中取出m 个元素的

一个组合;所有组合的个数,叫做从n个元素中取出m 个元素组合的个数,用C(n,m)表示。注意:组
合是有顺序的。(a,b)与(b,a)是相同的组合。

公式:C(n,m)=
Am

n

m!=
n×(n-1)×(n-2)×(n-3)×…×(n-m+1)

m×(m-1)×(m-2)×…×1
3.平均分组问题不要忘了除以组的排列。比如4个人,分成2个人一组,相当于平均分成两

组,一共有C2
4

A2
2
=3种不同分法,而不是C24=6种。

【详解】假设4个人是甲、乙、丙、丁,要求分成2人一组。

第一组:(甲,乙)(丙,丁) 第二组:(甲,丙)(乙,丁)

第三组:(甲,丁)(乙,丙) 第四组:(乙,丙)(甲,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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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组:(乙,丁)(甲,丙) 第六组:(丙,丁)(甲,乙)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第一组与第六组,第二组与第五组,第三组与第四组是相同的组合,只是排

列不同。对于平均分组问题,平均分成n组,就需要除以组的排列数An
n 。

4.乘法原理与加法原理。
(1)完成1件事,需要划分几个步骤,每个步骤只能完成这件事的一部分,所有步骤做完才能完成

这件事,这时使用乘法原理,将完成这件事所有步骤的方法数相乘。
(2)完成1件事,有几个方法,每种方法都能独立完成该事件,这时候使用加法原理,将完成这件

事的方法数相加。
5.C0n=Cn

n=1(规定0! =1)

Cm
n =Cn-m

n 。比如C14=C34=4
C0n+C1n+C2n+C3n+…+Cn-1

n +Cn
n=2n

二、常考题型

1.基本原理型

解题核心主要有两点:一是判断是否与顺序有关,是排列还是组合;二是判断是分步还是分类,分
步用乘法原理,分类用加法原理。

【例1】一次会议某单位邀请了10名专家,该单位预订了10个房间,其中一层5间、二层5间。已

知邀请专家中4人要求住二层、3人要求住一层、其余3人住任一层均可。那么满足他们的住房要求

且每人1间,有多少种不同的安排方案? (  )
A.43200 B.7200
C.450 D.75
【解析】这道题直接考查基本原理。有两拨专家对层数有特殊要求,特殊要求优先处理。
第一步,安排要求住在二层的专家,从二层5个房间中选出4个,显然是有顺序的:P(5,4)=5×

4×3×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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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安排要求住在一层的专家,同上:P(5,3)=5×4×3=60
第三步,安排无要求的专家,共3个专家3个房间:P(3,3)=3×2×1=6
至此,题目要求安排完毕,且每一步都不能独立达成题目要求,分步用乘法原理:120×60×6=

432000,所以答案选择A。(在考试中,算到第二步,发现数量级已经达到120×60=7200,故直接排除

B、C、D)
【例2】甲乙两个科室各有4名职员,且都是男女各半。现从两个科室选出4人参加培训,要求女

职员比重不得低于一半,且每个科室至少选1人。问有多少种不同的选法? (  )
A.67 B.63 C.53 D.51
【解析】这道题比例1复杂的地方在于需要分类讨论。女职员比重不低于一半,也就是女职员至

少2人。
第一类:男女各2人。甲、乙科室共有男职员4人、女职员4人,从中选男女各2人,用乘法原

理,有C2
4×C2

4 =36种,注意题目要求“每个科室至少选1人”,2男2女可能都来自甲科室或者乙科

室,需要减去这两种情况。符合题意的有36-2=34种。
第二类:男1女3。每个科室只有2名女职员,选3名意味着两个科室必然都至少入选1人,乘法

原理,有C3
4×C1

4 =16种。
第三类:男0女4,只有1种。
分类用加法,所以一共有34+16+1=51种方案。选D。
【例3】一个班有学生10名,其中女生3名,现在选举2名代表,至少有1名女生当选的不同选法

有( )种。
A.21 B.27 C.32 D.24
【解析】从正面去思考,这道题和例2一样,需要分类考虑。至少有1名女生当选,包括1男1女、

0男2女两种情况,分别算出来方法数相加即可。
遇到这种题目,我们还可以逆向来思考,至少有1名女生当选,反过来就是所有女生都未当选,利

用“满足条件的个数=总个数-不满足条件的个数”来得出答案。(这种思路一定要注意穷尽不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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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的情况,若不能穷尽,则会得出比实际偏大的数值)
总个数即10个人中任意选2名代表,有C2

10 =45种方法。
不满足条件的个数,即0名女生当选,相当于从男生中选2名代表,有C2

7 =21种方法。
所以,至少有1名女生当选的不同选法有45-21=24种,选D。
2.捆绑插空型

这两种问题都是分步计算问题,适用乘法原理,核心思维是特殊情况最后考虑。
(1)相邻问题用捆绑。当题目表述为某两个或几个物体要求相邻时,考虑捆绑法。所谓捆绑

法,就是将相邻的几个物体视作1个物体,再与其他的物体进行排列,这是第一步(待排列的物体总数

为“剩下的物体个数”+“捆绑的整体数”);第二步再考虑相邻的几个物体之间的排列顺序;第三步用

乘法原理将两个结果相乘。
(2)不相邻问题用插空。当题目表述为某两个或几个物体不相邻时,考虑插空法。将其他几个物

体先进行排列(待排列的个数为剩下的物体个数);然后将不相邻的物体插到已排列好的物体之间的

空隙中去(空隙数=排列物体个数+1);第三步用乘法原理将两个结果相乘。运用插空法解决排列组

合问题时,一定要注意插空位置包括先排好元素“中间空位”和“两端空位”。解题过程是“先排列,再
插空”。

此外要注意,某些题目条件还会有具体变化,比如不允许排在首位等,这时候可以考虑画图法来

断定具体的排列数或空隙数;有的题目可能要捆绑法和插空法并用。
【例1】有8本不同的书,其中数学书3本,外语书2本,其他学科书3本。若将这些书排成一列放

在书架上,让数学书排在一起、外语书也恰好排在一起的排法共有(  )种。
A.240 B.720 C.1440 D.2880
【解析】涉及相邻问题,考虑捆绑法。
第一步,将数学书视作一个整体、外语书视作一个整体,与剩下的3本书进行排列,此时相当于5

本书进行全排列,共有A5
5 =120种方法。

第二步,数学书内部进行排列,共有A3
3 =6种方法;外语书内部进行排列,共有A2

2 =2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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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分步用乘法,共有120×6×2=1440种不同方法。
【例2】7人站成一排照相,若要求甲、乙、丙不相邻,则有多少种不同的排法? (  )
A.120 B.240
C.1440 D.2880
【解析】题目涉及不相邻,考虑插空法。
第一步,将除甲、乙、丙之外的4人进行全排列,共有A4

4 =24种方法;
第二步,将甲、乙、丙分别插入排列好的4人形成的5个空隙中,并且甲、乙、丙有顺序区别,共有

A3
5 =60种方法;

第三步,分步用乘法,总共有24×60=1440种不同的方法。选C。
【例3】在一张节目单中原有6个节目,若保持这些节目相对顺序不变,再添加进去3个节目,则所

有不同的添加方法共有多少种? (  )
A.42 B.56
C.360 D.504
【解析】这是插空法的一个变形。节目单的6个节目一共形成7个空隙。要注意与例1和例2的

区别,例3中的3个节目,并没有要求相邻或不相邻,所以要分别考虑。假设要插进去的三个节目分别

为A、B、C。
第一步,将A节目插入7个空隙中,共有A1

7 =7种方法;
第二步,考虑B节目,此时A节目已经插入进去,7个节目共形成8个空,B节目任选1个插进

去,共有A1
8 =8种方法;同理,C节目共有9个空可选,共有A1

9 =9种不同方法;
第三步,分步用乘法,共有7×8×9=504种不同方法。选D。
3.分配插板型

我们经常会遇到一类题目,要求将给定的无差别的元素分成数量不等的若干组,并且每组至少一

个元素。这时候我们就要用插板法。
将n个相同元素分成m 组,每组至少一个元素,共有Cm-1

n-1 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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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板法适用条件:
(1)待分配的元素必须无差别,也就是说插板法适用于“相同元素”的分组问题,一定要注意这点。
(2)每组至少一个元素,也就是要求每组都“非空”。(对于每组可以是“零”的分组,在应用插板法

时要仔细分析插板的位置,不能直接套用插板公式)
(3)待分配的元素必须全部分完,不允许有剩余。
【例1】将7个大小相同的桔子分给4个小朋友,要求每个小朋友至少得到1个桔子,一共有几种

分配方法? (  )
A.14 B.18
C.20 D.22
【解析】我们将7个完全相同的桔子画出来:
∣ ☉ ∣ ☉ ∣ ☉ ∣ ☉ ∣ ☉ ∣ ☉ ∣ ☉ ∣

第一步,7个桔子一共形成8个可供插板的位置,用“∣”表示。但是题目要求每个小朋友至少分

得1个桔子,所以两端的“∣”不符合要求,符合要求的插板位置有7-1=6个(每组“非空”,也就是排

除两端的空隙);
第二步,要求分给4个小朋友,只需要4-1=3块板就可以将桔子分成4份,相当于从6个空隙中

任选3个;
所以,分配方法是C4-1

7-1 =C3
6 =20种。选C。

【例2】有8个相同的球放到三个不同的盒子里,共有(  )种不同方法。
A.35 B.28
C.21 D.45
【解析】题目并没有明确“每个盒子至少放1个球”,所以不能直接套用插板法公式。
(思路1)每个盒子可以为0,也就是两端的空隙也可以插板,8个小球共有9个空可以插板,其中1

个空位可以插多个板。分成三份需要插两个板。我们先插第一个板,有9个位置可选,共9种方法;这
时候第二块板共有10个空隙可以选,但由于两个板是不可分的(也就是说当两个挡板相邻时,虽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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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插法,但实际上是一种分法),所以共
9×10
2 =45种。选D。

(思路2)构造插板法条件。假设每个盒子里原有1个球,我们向每个盒子“借”1个球。这时候盒

子空了,我们共有11个球。因为向每个盒子“借”了1个球,所以每个盒子至少要分得1个球。直接应

用插板公式,C3-1
11-1 =45种。选D。(这种构造思路很重要,在解题中经常用到,例3也是一种重要的

构造思路,需要重点掌握)
【例3】某领导要把20项任务分给3个下属,每个下属至少分得3项任务,则共有( )种不同的分

配方式。
A.28 B.36
C.54 D.78
【解析】要求每个下属至少分得“3项任务”,需要转化成插板法条件。
第一步,我们先给每个下属分2项任务,此时分了6项任务,还剩下14项;
第二步,每人至少再分1项任务,就满足至少分得“3项任务”,符合插板法条件。直接应用公式共

有C3-1
14-1 =78种分配方式。选D。
4.转化换算型

【例1】A、B、C、D、E、F六个人排成一排,请问A要站在B的前面(不要求挨着)并且B要站在C的

前面(不要求挨着)的站法有多少种? (  )
A.120 B.240
C.360 D.720
【解析】(思路1)转化为概率。
第一步,将6个人全排列,共有6! =720种方法;
第二步,A、B、C三人,进行全排列,有3! =6种方法,但满足“A在B的前面、B在C的前面”的只

有A,B,C唯一的一种,概率为
1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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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符合条件的站法有720×
1
6=120

种。选A。

(思路2)直接计算。
第一步,优先排A、B、C,只有1种方法;
第二步,因为A、B、C可以相邻,也可以不相邻,所以D有4个空位可选;当D选好后,E有5个空

位可选;E选好后,F有6个空位可选;
所以,符合条件的站法有1×4×5×6=120种。选A。
【例2】在一排10个花盆中种植3种不同的花,要求每3个相邻的花盆中花的种类各不相同,问有

多少种不同的种植方法? (  )
A.6 B.12 C.18 D.24
【解析】其实只要前两盆的花确定了,后面8盆的花也就固定了。题目可以转化为“前两个花盆有

多少种不同的种植方法”。
从3种花中任取2种,进行排列,共有A2

3 =6种方法。选A。(这道题是同义转化)
【例3】小张从华兴园到软件公司上班要经过多条街道(软件公司在华兴园的东北方)。假如他只

能向东或者向北行走,则他上班不同走法共有(  )。

A.12种 B.15种 C.20种 D.10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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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需要将几何图形转化为数字信息。
从图中可以发现,无论怎么走,小张都有5步,并且都是2步向东、3步向北。我们只需要从5步

中任选3步向北的即可(选2步向东也可以),共有C3
5 =10种。选D。

5.错位排序

全错位排列即被著名数学家欧拉称为组合数论的一个妙题的“装错信封问题”。
大意如下:一个人写了n封不同的信及相应的n 个不同的信封,他把这n 封信都装错了信封,问

都装错信封的装法有多少种?
显然,当n=1时,不存在装错的情况,装错信封的方法D1=0;
当n=2时,只有1种装错的情况,装错信封的方法D2=1;
当n=3时,有2种全部装错的情况,D3=2;
……

n个信封全都装错了的方法Dn=n! 1+∑
n

i=1

(-1)n

n![ ]
这个公式比较复杂,在考试中,我们牢记前六位错位排序方法就可以:D1=0,D2=1,D3=2,D4=

9,D5=44,D6=265。
【例1】4位厨师聚餐时各做了一道拿手菜,现在要求每人各品尝一道菜,但不能尝自己做的那道

菜,问共几种不同的尝法? (  )
A.6 B.9 C.12 D.15
【解析】每个人都不能尝自己做的那道菜,即错位排序。D4=9。选B。
【例2】幼儿园某小班有7名小朋友,上课铃响慌乱中迅速回到座位,结果只有3名小朋友坐到了

自己的位置上,请问这样的情况一共有多少种? (  )
A.315 B.350 C.385 D.420
【解析】第一步,任选3名小朋友回到座位上,共有C3

7 =35种方法;
第二步,剩下的4名小朋友错位排序,共有D4=9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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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步用乘法,共有35×9=315种方法。选A。

排列组合:环状排列
一、知识点记忆

环状排列,又称圆排列,是将事物沿着一圆周来排列,只考虑事物的相对位置,而不计较各事物的

实际位置。要注意:环状排列可以旋转,但是不可以翻转。
甲、乙、丙三人围成一桌而坐,共有几种方法?
第一步,我们先考虑直线排列的情况(共6种情况):
第一组:甲-乙-丙  乙-丙-甲  丙-甲-乙

第二组:甲-丙-乙  丙-乙-甲  乙-甲-丙

第二步,我们将第一组与第二组分别连成圆圈,发现第一组三种情况处于同一个圆圈中,第二组

三种情况也处于同一个圆圈中,只不过是旋转了位置而已。

所以若n个不同事物在做环状排列时,先求其直线排列,因每n 个排列方式,在环状排列均视

为同一种,故环状排列数为
直线排列数
排列个数

。

n个不同的事物进行环状排列:n!
n =(n-1)! (环状排列首尾相连,与直线排列相比缺少一个

参照物,所以环状排列相当于拿出一个事物作为参照物,将其余的事物进行全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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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个不同的事物中任取m 个事物进行环状排列:A
m
n

m
。

前面提到环状排列不可以翻转,但如果是正反无区别的事物进行排列,比如项链,翻转后与翻转

前是重复的,所以项链排列方法为
环状排列数

2
。

二、常考题型

四对情侣围圆桌而坐,下列情况,各有几种方法?
(1)男女相隔且情侣相邻;
解析:
涉及相邻,考虑捆绑法。

第一步,将每对情侣捆绑,然后环形排列,共有
A4
4

4 =A3
3 =6种方法;

第二步,每对情侣男女有两种排列方式,但要求男女相隔,第一对情侣位置固定,其他情侣也就固

定了。所以共有2种排列方法;
分步用乘法原理,共有6×2=12种方法。
(2)每对情侣相对;
解析:
相对,意味着情侣中的一位位置确定,另一位也就确定了位置,考虑捆绑法。

第一步,将每对情侣捆绑,然后环形排列,共有
A4
4

4 =A3
3 =6种方法;

第二步,拿出一对情侣作为参照,其他三对情侣,每对情侣男女都可以交换位置,共有2×2×2=8
种方法;

分步用乘法原理,共有6×8=48种方法。
注意:为什么第二步中第一对作为参照的情侣不能交换位置? 我们通过图形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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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共两对情侣:A、a、B、b,若作为参照物的A、a也交换位置:

环状排列可以旋转不能翻转,我们都从A开始按顺时针方向表示上面四种排列方式图:
A-b-a-B,  A-B-a-b, A-B-a-b, A-b-a-B,
我们发现,若Aa在相对位置中也交换位置,得到了重复的排列。所以,在相对位置中,作为参照

物的不可以交换位置。这种简易图的思路大家也要掌握。
(3)恰有三对相邻;
解析:
相邻问题考虑捆绑法,不相邻问题考虑插空法。
第一步,首先考虑相邻。从4对情侣中任选3对情侣,共有C3

4 =4种方法。3对相邻的情侣环状

排列,共有
A3
3

3 =A2
2 =2种方法。至此,根据分步用乘法原理,共有4×2=8种方法;

第二步,剩下的一对情侣必不相邻,考虑插板法结合第二题的图我们可以看出,4对情侣在环状排

列中共有4个空隙,同理,3对情侣共有3个空隙可选,任意选2个供剩下的情侣分别就座,且男女有

位置差别,共有A2
3 =6种方法;

第三步,相邻的3对情侣中男女都可以互换位置,共有2×2×2=8种方法;
所以,共有8×6×8=384种方法。
注意:为什么在相邻问题中作为参照的情侣又可以交换位置了呢? 这和相对位置的区别主要是

由各个情侣之间的位置引起的。同样的,我们假设共两对情侣:A、a、B、b,情侣相邻而坐,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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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从A开始按顺时针方向表示上面四种排列方式图:
A-a-B-b,  A-a-b-B,  A-b-B-a,  A-B-b-a,
我们发现,A、a交换位置得到的是不同的排列方式(翻转)。这一点大家注意理解。
(4)情侣不相邻且男女间隔;
解析:
相比前面三道题,第四题要简单许多。不相邻用插空法。

第一步,先排4个男生,环状排列共有
A4
4

4 =A3
3 =6种方法;

第二步,要求情侣不相邻且男女间隔,如图:

对于A的女朋友a来说,只有2个位置可选,如果a坐在B-C之间,则C-D只能坐B的女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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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A只能坐C的女朋友c,A-B只能坐D的女朋友d,所以只要一个位置确定了,其他人的位置也

就相应确定了。
根据乘法原理,共有6×2=12种方法。



 数量考霸8堂课 

60   

第六堂 ★★容斥原理

容斥原理:二集合容斥
一、知识点记忆

为了便于理解和记忆,我们通过图示来展示知识点,这也是容斥原理重要的解题思路。

对于二集合容斥来说,有下列等式可以从图中得出:
1.︱A ∪B︱ = ︱A︱+︱B︱ - ︱A ∩B︱
2.“满足条件A的个数”+“满足条件B的个数”-“条件A、B都满足的个数”=“总数”-“条件A、

B都不满足的个数”(︱A ∪B︱ = ︱U︱-︱C︱ )
3.如果“只满足条件A”的个数为x,“只满足条件B”的个数为y,“同时满足 A、B两个条件”的个

数z,
则 ︱A︱+︱B︱ =x+y+2z,︱A ∪B︱ =x+y+z
在考试中,二集合容斥一般涉及两种题型:
1.如果题目涉及:①满足条件A的个数;②满足条件B的个数;③同时满足条件A、B的个数;④条

件A、B都不满足的个数;⑤总数。这时候采用标准公式1、2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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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题目涉及:“只满足条件A的个数”或者“只满足条件B的个数”时,标准公式无法解答,这
时采用3或者文氏图来作答。文氏图的关键是从“两个条件都满足的个数”入手,由内往外标。

特别要注意审题,留意是否有“只满足某个条件”。
二、常考题型

【例1】某单位46名职员都订了报纸,订阅《人民日报》的有41人,订阅《环球时报》的有32人,问
有多少人两种报纸都订阅? (  )

A.17 B.27 C.37 D.40
【解析】直接应用标准公式:︱A∩B︱ = ︱A︱+︱B︱-︱A∪B︱ =41+32-46=27(人)。
【例2】某小区有40%的住户订阅日报,有15%的住户同时订阅日报和时报,至少有75%的住户至

少订阅两种报纸中的一种,问只订阅时报的住户比例至少为多少? (  )
A.35% B.50% C.55% D.60%
【解析】题目中都是比例关系,为了形象理解题目关系,我们假设这个小区有100家住户。则40

家住户订阅日报,15家同时订阅日报和时报,至少75家订阅了至少一种报纸。

题目要求订阅时报的最小比例,需要订阅时报的人数最少。已知至少75家订阅了至少一种报

纸,也就是 ︱A ∪B︱ =75,所以只订阅时报的住户至少为75-25-15=35家。比例为 35
100=35%

。

选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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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斥原理:三集合容斥
一、知识点记忆

三集合容斥比二集合要复杂,主要等式有:
1.︱A∪B∪C︱=︱A︱+︱B︱+︱C︱ - ︱A∩B︱ - ︱A∩C︱ - ︱B∩C︱+︱A

∩B ∩C︱
2.︱A ∪B ∪C︱ = ︱U︱ - ︱D︱

3.仅满足两个条件的集合= ︱A ∩B︱+︱A∩C︱+︱B∩C︱ -3︱A∩B∩C︱ (每个交

集都包括了一次满足3个条件的集合,所以要减去3次满足3个条件的集合)
4.︱A ∪B ∪C︱ = ︱A︱+︱B︱+︱C︱ -满足两个条件的集合-2×满足3个条件的集

合。(满足两个条件的集合多算了一次,满足三个条件的集合多算了两次,所以要减去)
5.假设只满足一个条件的个数为x,只满足两个条件的个数为y,同时满足三个条件的个数为

z,从图中可以得出:
(1)︱A ∪B ∪C︱ =x+y+z
(2)︱A︱+︱B︱+︱C︱ =x+2y+3z
上述两个式子非常重要,当题目中涉及“只满足一个条件的数目”和“只满足两个条件的数目”,只

给了我们一个总数而不是分项的数字,一般选用上述两个式子作答。要特别注意是否有“同时满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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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条件”的情况存在。
二、常考题型

【例1】某旅行团共有48名游客,都报名参观了三个景点中的至少一个。其中,只参观了一个景点

的人数与至少参观了两个景点的人数相同,是参观了三个景点人数的4倍。则需要为这些游客购买

多少张景点门票? (  )
A.48 B.72 C.78 D.84
【解析】每个景点都需要一张门票。至少参观了两个景点=只参观了2个景点的人数+参观了3

个景点的人数。若只参观一个景点的人数为x,只参观了两个景点的人数为y,参观三个景点的人数

为z,则:
x=y+z=4z,x+y+z=48,
解得:x=24,y=18,z=6,
由于每人进入每个景点都需要门票,所以需要门票数为x+2y+3z=78(张)。选C。
【例2】如图所示,X、Y、Z 分别是面积为64、180、160的三张不同形状的纸片。它们部分重叠放在

一起盖在桌面上,总共盖住的面积为290。且X 与Y、Y 与Z、Z 与X 重叠部分面积分别为24、70、36。
问阴影部分的面积是多少? (  )

A.15 B.16 C.14 D.18
【解析】认真分析题干信息,列出已知条件:
︱x︱=64,︱y︱=180,︱z︱=160,︱x ∪y ∪z︱=290,︱x ∩y ︱=24,︱y∩z︱=

70,︱z∩x ︱=36,求︱x∩y∩z︱=? 显然符合三集合容斥标准公式。



 数量考霸8堂课 

64   

︱x∩y∩z︱=︱x∪y ∪z︱-︱x︱-︱y︱-︱z︱+︱x∩y ︱+︱y∩z︱+︱z∩
x ︱=16。选B。

【例3】某企业调查用户从网络获取信息的习惯,问卷回收率为90%。调查对象中有179人使用搜

索引擎获取信息,146人从官方网站获取信息,246人从社交网络获取信息,同时使用这三种方式的有

115人,使用其中两种的有24人,另有52人这三种方式都不使用。问这次调查共发出了多少份问

卷? (  )
A.310 B.360 C.390 D.410
【解析】我们在文氏图中清晰标示题干已知条件:

显然,如果我们求出“只满足一个条件的”数量,就可以求出所有问卷的数量。
设“只满足一个条件的”为x 人,根据 ︱A︱+︱B︱+︱C︱ =x+2y+3z,得出:
x+2×24+3×115=179+146+246,解出x=178
发放问卷总数= (︱A ∪B ∪C︱ + ︱ 一个条件都不满足的 ︱ )÷90%=(178+24+115+

52)÷0.9=410。选D。
本题还可以根据三集合容斥原理式子4,将使用两种方式的去掉重复的1次、使用三种方式的去

掉重复的2次,得出:179+146+246-24-2×115=总人数-52,求出总人数,然后再除以90%,也能

得出答案。
我们要注意数学运算题型的稳定性和借鉴性:
例2是2009年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真题,而2011年安徽省公务员录用考试真题中有一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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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所示:A、B、C分别是面积为60、170、150的三张不同形状的卡片,它们部分重叠放在一起盖

在桌面上,总共盖住的面积为280,且A与B、B与C、C与A重叠部分的面积分别是22、60、35。问阴

影部分的面积是多少? (  )

A.15 B.16 C.17 D.18
怎么样,是不是几乎完全一样? 如果先做通了例2,然后去参加安徽这场考试,这一道题简直是白

送分。
例3是2015年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真题,而2010年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真题中有一道题:
某高校对一些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在接受调查的学生中,准备参加注册会计师考试的有63

人,准备参加英语六级考试的有89人,准备参加计算机考试的有47人,三种考试都准备参加的有24
人,准备选择两种考试都参加的有46人,不参加其中任何一种考试的有15人。问接受调查的学生共

有多少人? (  )
A.120 B.144 C.177 D.192
显然,这两道题的算法也一致。这也是数学运算要多做真题的原因。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数学运算的秒杀,是靠考场外大量的运算、熟悉乃至精通题型来支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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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堂 ★★★概率问题

一、知识点记忆

在条件S下,一定会发生的事件,叫相对于条件S的必然事件;一定不会发生的事件,叫相对于条

件S的不可能事件;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事件,叫相对于条件S的随机事件。必然事件概率为

1,不可能事件概率为0,因此0≤P(A)≤1。概率从数量上反映了随机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的大小。在

考试中可能遇到的概率问题包括古典概率与几何概率两种。
1.古典概率概型的使用条件:试验结果的有限性和所有结果的等可能性。
古典概率概型的解题步骤:第一步,求出总的基本事件数;第二步,求出事件 A所包含的基本事

件数,然后利用公式P(A)=
事件A包含的基本事件数

总的基本事件数
求出概率。

2.几何概率概型的使用条件:(1)试验中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基本事件)有无限多个;(2)每个基

本事件出现的可能性相等。
几何概率概型的解题步骤:第一步,求出总几何面积;第二步,求出事件A的几何面积,然后利用

公式P(A)=
事件A的几何面积

总几何面积
求出概率。

3.分步概率=满足条件的每个步骤概率之积。(题目多表述为完成既定情形需要分多个步骤)
4.分类概率=满足条件的各种情况概率之和。(题目表述多为满足要求的情形有多种)
5.某条件成立概率=1-该条件不成立概率。(对于正面计算情况比较复杂的题目,经常要用到这

种逆向思路)

6.条件概率:“A成立”时“B成立”的概率=A、B 同时成立的概率

A 成立的概率
。

7.(补充知识点)如果事件A与B不可能同时发生,则称A、B为互斥事件;如果 A、B不可能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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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但必然有一个发生,则它们是对立事件。对于事件A、B,若A的发生与B的发生互不影响,则称

A、B是相互独立事件。n次独立重复试验中A恰好发生k次的求法:
n次独立重复试验中事件A恰好发生k次可以看作是Ck

n 个互斥事件的和,其中每一个事件都可

以看作是k个A事件与(n-k)个A
-

事件同时发生,其发生的概率都是pk(1-p)n-k ,因此,n次独立

重复试验中事件A恰好发生k次的概率为Ck
n·pk (1-p)n-k 。

二、常考题型

1.基本概念型

对于基本概念型题目,一定要将事件总数和满足条件的事件数求解清楚,不能重复计数,也不能

遗漏,比如在一个典型的掷骰子游戏中,随意掷2枚骰子,朝上的数字和是3的概率是多少? 有些同学

这么思考,2枚骰子朝上的数字和有2、3、4、5、6、7、8、9、10、11、12共11种可能,和是3的概率正好是

1/11啊。这么算显然是错误的,因为这些和的概率是不相等的。基本事件是投掷2枚骰子,共有6×
6=36种可能,其中和为3的只有(1,2)和(2,1)两种情况,因此概率应为2/36=1/18。

【例1】将自然数1—100分别写在完全相同的100张卡片上,然后打乱卡片,先后随机取出4
张,问这4张先后取出的卡片上的数字呈增序的几率是多少? ( )

A.
1
16 B.

1
24 C.

1
32 D.

1
72

【解析】第一步,求出事件总数。对于任意4张卡片,共有A4
4 种不同的排列方式;

第二步,求出满足条件的事件数。4张卡片呈增序,只有1种排列方式;

第三步,根据公式求出概率。P(A)= 124
。

【例2】根据天气预报,未来4天中每天下雨的概率约为0.6,则未来4天中仅有1天下雨的概率p
约为(  )。

A.0.03<p<0.05 B.0.06<p<0.09
C.0.13<p<0.16 D.0.16<p<0.36



 数量考霸8堂课 

68   

【解析】(思路1)第一天下雨,其他三天不下雨,概率P(1)=0.6×(1-0.6)×(1-0.6)×(1-0.6);
第二天下雨,其他三天不下雨,概率P(2)=0.6×(1-0.6)×(1-0.6)×(1-0.6);第三天下雨,其他三

天不下雨,概率P(3)=0.6×(1-0.6)×(1-0.6)×(1-0.6);第四天下雨,其他三天不下雨,概率P
(4)=0.6×(1-0.6)×(1-0.6)×(1-0.6)。所以,仅有1天下雨的概率P=0.6×(1-0.6)×(1-0.
6)×(1-0.6)×4=0.1536。选C。

(思路2)可以看作n次独立重复实验,直接应用公式:C1
4×0.6×(1-0.6)4-1 =0.1536。选择C。

【例3】有5对夫妇参加一场婚宴,他们被安排在一张10个座位的圆桌就餐,但是婚礼操办者并不

知道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只是随机安排座位。问5对夫妇恰好都被安排在一起相邻而坐的概率是

多少? (  )
A.在1‰到5‰之间 B.在5‰到1%之间

C.超过1% D.不超过1‰

【解析】第一步,求出基本事件总数。5对夫妇共10人,进行环状排序有
A10
10

10
种方法;

第二步,求出满足条件的基本事件数。将每对夫妇捆绑,进行环状排序有
A5
5

5
种方法,其中每对夫

妇都可以互换位置,共有25 种方法,因此,满足条件的基本事件数为25×
A5
5

5
种。

第三步,根据公式求出概率。P(A)=
满足条件的基本事件数

基本事件总数 =
2
945

,选A。

2.分类概率型

题目表述为满足要求的情形有多种,我们求出每种情形的概率,然后将所有概率相加即可。
【例】速算比赛中,小李全对的概率为95%,小杨全对的概率为92%,问这次比赛中两人只有一个

人全对的概率为( )。
A.0.046 B.0.076 C.0.122 D.0.0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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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小 李 全 对 概 率 为95%,则 小 李 不 全 对 的 概 率 为1-95%;同 理,小 杨 不 全 对 概 率

为1-92%。
第一步,了解基本事件情形。只有一人全对包括两类情况:
1.小李全对∧小杨不全对,概率为95%×(1-92%)
2.小杨全对∧小李不全对,概率为92%×(1-95%)
第二步,求出总概率:95%×(1-92%)+92%×(1-95%)=0.122。
当然,上面的计算量还是比较大的,如果我们直接算出小李不全对的概率为5%,小杨不全对的概

率为8%,将式子转化为95%×8%+92%×5%=(1-5%)×8%+(1-8%)×5%=5%+8%-2×
5%×8%=0.122。这样计算量就大大减小。选C。

3.分步概率型

题目表述为要完成既定情形需要分n步,将每步的概率计算出来然后相乘即可。这与乘法原理

类似:分步用乘法,分类用加法。
【例】有5对夫妇参加一场婚宴,他们被安排在一张10个座位的圆桌就餐,但是婚礼操办者并不知

道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只是随机安排座位。问5对夫妇恰好都被安排在一起相邻而坐的概率是多

少? (  )
A.在1‰到5‰之间 B.在5‰到1%之间

C.超过1% D.不超过1‰
【解析】在前面,我们讲过这道题,用的是环状排序直接求解。现在我们来用分步概率求解。
每位妻子对于丈夫可能坐在左边,也可能坐在右边,两种情况概率相同。我们以右边为例。

第一步,第一个男人先入座,从剩余的9个人中选出其妻子,概率为
1
9

;第二个男人入座,从剩下

的7个人中选出其妻子概率为
1
7

;第三个男人入座,从剩下的5个人中选出其妻子概率为
1
5

;第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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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入座,从剩下的3个人中选出其妻子概率为
1
3

;第五个男人入座,只剩下1个人,选出他妻子为必

然事件,概率为1。根据分步原理,妻子在丈夫右边的概率为
1
9×

1
7×

1
5×

1
3×1=

1
945

;妻子坐在丈

夫左边的概率也为
1
945

。所以夫妻恰好相邻的概率为
2
945

。选A。

4.几何概率型

几何概率型在公务员考试中出现频率不高,仅在一些省考中偶尔出现,不过我们还是要熟悉这类

题型。作答几何概率的题目,关键是确定符合条件的事件所占的几何图形区域,一定要认真排查。
注意:几何概率题型一般不是题目中给定几何图形,而是解题必须借助几何图形来作答。
判断几何概率依据:基本事件以及满足条件的基本事件总数是否可以枚举,各个事件发生的概率

是否相等。

公式:P(A)=
事件A 的几何面积

总几何面积

【例】甲、乙两人相约见面,并约定第一人到达后等15分钟不见第二人来就可以离去。假设他们

都在10点至10点半的任一时间来到见面地点,则两人能见面的概率有多大? (  )
A.37.5% B.50% C.62.5% D.75%
【解析】两个人到的时间位于10点至10点半之间,显然,本题的基本事件不可枚举,必须借助几

何图形来作答。
我们设甲、乙分别在10点x 分、y 分到达指定地点,则x-y 或y-x 小于或等于15分钟时,两人

才能见面,即满足条件的事件为:︱x-y︱≤15。我们据此画出几何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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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影部 分 为︱x-y︱≤15在 0,30[ ] 的 图 像,表 示 两 人 可 以 相 遇。显 然,占 整 个 图 形 面 积 的

3
4

,即75%。选D。

5.拓展题型

(1)期望相关

期望是算数平均值概念的推广,是概率意义下的平均。期望的求法为随意变量取值与相应概率

值分别相乘后相加。
如果随机试验的结果可以用一个变量来表示,那么这样的变量叫做随机变量;按一定的次序随机

列出,这样的随机变量叫做离散型随机变量。如果离散型随机变量ε可能的取值是x1,x2,x3,…,
xi,…,xn,ε每取一个值,对应的概率为 P1,P2,P3,…,Pi,…,Pn,满足 P1+P2+P3+…+Pi+
Pn=1。期望=x1P1+x2P2+x3P3+…+xnPn。所以求解期望,关键是列出变量取值对应的相应

概率。
在公务员考试中,遇到求解期望的题目的概率很小,但是也有考查过,牢记公式就可以了。
【例】某商场以摸奖的方式回馈顾客,盒内有5个乒乓球,其中1个为红色,2个为黄色,2个为白

色,每位顾客从中任意摸出一个球,摸到红球奖10元,黄球奖1元,白球无奖励,则每一位顾客所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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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的期望值为多少元? (  )
A.10 B.1.2 C.2 D.2.4
【解析】求解期望,首先列出变量取值对应的概率:

摸到红球的概率P(红)=
1
5

;摸到黄球的概率P(黄)=
2
5

;摸到白球的概率P(白)=
2
5

,(1
5+

2
5+

2
5=1

),所以期望是10×
1
5+1×

2
5+0×

2
5=2.4

(元)。选D。

(2)条件概率

牢记条件概率公式:“A成立”时“B成立”的概率=A、B 同时成立的概率

A 成立的概率

【例】小孙的口袋里有四颗糖,一颗巧克力味的,一颗果味的,两颗牛奶味的。小孙任意从口袋里

取出两颗糖,他看了看后说,其中一颗是牛奶味的。问小孙取出的另一颗糖也是牛奶味的可能性(概
率)是多少? (  )

A.
1
3 B.

1
4 C.

1
5 D.

1
6

【解析】如果事件A=一颗是牛奶味,事件B=另一颗是牛奶味,则题目是在事件A已经发生的情

况下求事件B发生的概率。符合条件概率情形。

P=A、B 同时成立的概率

A 成立的概率
= 16 ÷

5
6 =

1
5

。选C。

说明:也可以使用枚举法。将所有情形都列出来:

奶1、巧 奶2、巧

奶1、果 奶2、果

果、巧 奶1、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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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足“2个都是奶糖”只有1种情况,满足“1块是奶糖”有5种情况,所以条件概率为
1
5

。选C。

(3)难度大的期望

一般题目中出现概率,结果不是让我们求概率,而是求平均值。这时候一般就是考查期望。
【例】某军训部队到打靶场进行射击训练,队员甲每次射击的命中率为50%,队员乙每次射击的命

中率为80%,教练规定当天的训练规则是,每个队员射击直到未中靶一次则停止射击,则队员甲当天

平均射击次数为(  )。
A.2次 B.1.23次

C.2.5次 D.1.5次

【解析】这道题求队员甲当天射击的平均次数,也就是求概率下的平均值,即期望。
我们需要分析概率分布列:
如果甲打了1枪,说明肯定没中,概率是0.5;
如果甲打了2枪,说明第一枪中,第二枪没中,概率是0.5×0.5=0.52;
如果甲打了3枪,说明前两枪中,第三枪没中,概率是0.5×0.5×0.5=0.53;
如果甲打了4枪,……概率是0.54;
……
如果甲打了n枪,……概率是0.5n。
所以甲当天平均打枪次数,也就是期望E=1×0.5+2×0.52+3×0.53+4×0.54+…+n×0.

5n;①
将上式左右同时乘以0.5,得到0.5E=1×0.52+2×0.53+3×0.54+4×0.55+…+n×0.5n+1;②
①-②得到:

0.5E=(0.5+0.52+0.53+…+0.5n)-n×0.5n+1=
0.5×(1-0.5n)

1-0.5 -n×0.5n+1=1-0.5n-n×

0.5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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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指数函数图像,当n→+∞时,0.5n、n×0.5n+1图像无限接近x 轴,即值趋为0,所以0.5E=
1,E=2。选A。

上面的解法在考场上是很浪费时间的,下面给出李委明老师的秒杀法:
甲每次射击的命中率都为50%,所以命中与未命中的靶数,平均来讲应该是一样的。由于甲肯定

未命中1靶,所以命中的平均数也是1靶,总数平均为2靶,选择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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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堂 ★★极值问题

极值问题:抽屉原理
抽屉原理是组合数学的基本原理,如果有11只鸽子飞进10个鸽笼,那么一定有一个鸽笼至少飞

进2只鸽子。这就是鸽笼原理,也叫做“抽屉原理”。用它可以解决很多棘手的问题。
一、知识点记忆

1.原理一:将多于n件的物体任意放到n个抽屉中,那么至少有一个抽屉中的物体不少于2件。
2.原理二:将多于 m×n件的物体任意放到n个抽屉中,那么至少有一个抽屉中的物体不少于

(m+1)件。
题目一般表述为“至少…保证…”,一般考虑最不利原则,也就是考虑对需要满足的条件“最不利”

的情形,最后加1即可。
二、常考题型

【例1】有300名求职者参加高端人才专场招聘会,其中软件设计类、市场营销类、财务管理类和人

力资源管理类分别有100、80、70和50人。问至少有多少人找到工作,才能保证一定有70名找到工作

的人专业相同? (  )
A.71 B.119 C.258 D.277
【解析】第一步,构造最不利情形。最不利的情形是同一个专业的人最多有69名找到工作,这时

候只要再有任意一名求职者找到工作,就满足70人专业相同。所以专业人数大于或者等于69的,取

69;小于69的,全部取。
69+69+69+50=257(名)
第二步,最不利情形+1。所以至少258名同学找到工作,才能保证一定有70名找到工作的人专

业相同。选C。
【例2】某区要从10位候选人中投票选举人大代表,现规定每位选举人必须从这10位中任选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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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问至少要有多少位选举人参加投票,才能保证有不少于10位选举人投了相同两位候选人的

票? (  )
A.382位 B.406位 C.451位 D.516位

【解析】第一步,构造抽屉。从10位候选人中任选2位,共有C2
10 =45种 情 况。即 构 造45个

抽屉。
第二步,根据抽屉原理二,多于 m×n件的物体任意放到n个抽屉中,那么至少有一个抽屉中的物

体不少于(m+1)件。要求不少于10人(9+1)投了相同两位候选人的票,也就是位于同一个抽屉

中,需要多于45×9=405人,所以至少是405+1=406人。选B。
(或者利用最不利情形去思考,45种候选方案,如果每种最多有9人投票,需要405人,此时再有

任意一人投票,必然有一种方案有10人投票,所以是406人)
【例3】有编号为1—13的卡片,每个编号有4张,共52张卡片。问至少摸出多少张,就可保证一

定有3张卡片编号相连? ( )
A.27张 B.29张 C.33张 D.37张

【解析】第一步,构造最不利情形。摸出的卡片只有2张编号相连:1、2,4、5,7、8,10、11,13,一共9
个数字,其中每个数字编号都有4张,一共是4×9=36张卡片。

第二步,最不利+1。所以,至少摸出37张卡片,可以保证一定有3张相连(剩下的卡片是编号3、
6、9、12各四张,任取一张就可以保证3张编号相连),选D。

极值问题:极端构造
一、题型解读

现在很多题目中都出现最多、最少、最大、最小等字样,这时候我们一般采用极端构造法,从正向

或反向构造出利于求解的条件,解题多采用极端思维、列表分析、方程法等基本技巧,题目难度不

大,关键是构造有利情形,便于我们解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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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常见题型

1.设定构造

直接构造出符合题意的情形。
【例1】有4支队伍进行4项体育比赛,每项比赛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名分别得到5,3,2,1分。

每队的4项比赛的得分之和算作总分,如果已知各队的总分不相同,并且A队获得了三项比赛的第一

名,问总分最少的队伍最多得多少分? (  )
A.7 B.8 C.9 D.10
【解析】第一步,理解题意。每一项比赛,成绩之和都是5+3+2+1=11分。所以四支队伍参加

四项比赛的总分是11×4=44分,平均成绩是11分。
第二步,构造情形。如果要使得总分最少的队伍得分最多,因为总成绩一定,所以得分最高的队

伍得分要尽量少,并且四支队伍都接近平均成绩。A队已经获得三项第一,要使得得分尽可能少,所

以另一项需要为第四名,得分为5×3+1=16分。其他三队得分综合44-16=28分。
第三步,大胆猜测。每队成绩不同,得分和28分,使得成绩尽量平均分布,28÷3=9…1。当最少

的是9分时,另外两队即使得分尽可能低,为10分和11分,总分为9+10+11=30分>28分,不符合

题意;所以最少的应为8分,其他两队为9分,11分。选B。
验证:

第一项比赛 第二项比赛 第三项比赛 第四项比赛 总分

A队 5分 5分 5分 1分 16分

B队 3分 3分 3分 2分 11分

C队 2分 1分 1分 5分 9分

D队 1分 2分 2分 3分 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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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情况并不唯一,这只是满足题意的一种情形。)
【例2】现要在一块长25公里、宽8公里的长方形区域内设置哨塔,每个哨塔的监视半径为5公

里,如果要求整个区域内的每个角落都能被监视到,则至少需要设置多少个哨塔?)(  )
A.4 B.5 C.6 D.7
【解析】因为哨塔的监视直径为5×2=10(公 里),大 于 长 方 形 的 宽。所 以 宽 完 全 可 以 被 监 视

到,我们只需要考虑长如何被全部监视。

如图,大圆要尽量减少重叠,而且必须覆盖全部长方形区域。相邻两个大圆的两个交点必须位于

长方形长边上,才能保证全部监视。此时每个大圆实际完全监视的是一个如图的长方形区域。其

中︱AO︱=5,︱AE︱=
︱AD︱
2 =4,根据勾股定理,︱EO︱=3,所以实际监视长边为2×3=6(公

里)。长方形长边长25公里,25÷6=4…1,所以至少需要5个哨塔。选B。
2.数列构造

题目一般是给出一列有大小顺序的数,或者给出总数,问其中的某个位置最多或最少是多少。某

个位置最多,其他位置则尽可能地少;某个位置最少,其他位置则尽可能地多,我们根据项数列出方程

就可以求解。
审题时一定要注意结果必须是整数还是允许保留小数。
【例1】有30名学生,参加一次满分为100分的考试,已知该次考试的平均分是85分,问不及格

(小于60分)的学生最多有几人? ( )
A.9人 B.10人 C.11人 D.1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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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这种思路主要是为了理解为什么及格的学生、不及格的学生成绩都要尽可能高,才能使

得不及格学生人数最多。在考场上我会直接利用这个结论进行计算,节省时间)
这道题的关键是抓住平均分。在一个n 项数列中,每一项都减去平均数后,得到的数字相加,和

恒为0。(设a、b、c、d 的平均数为e,(a-e)+(b-e)+(c-e)+(d-e)=a+b+c+d-4e,因为e=
a+b+c+d

4
,所以结果是0)

我们将所有考生的成绩都减去平均分85作为相对成绩,成绩相加所得的和一定为0。
若使不及格的学生最多(不及格的学生相对成绩为负数),则及格的人数尽可能地少,因为和为

0,所以及格学生的相对成绩应都为正数且尽可能地大,成绩都取100分,相对成绩为100-85=15分。
不及格学生的相对成绩为负数,要使得不及格的学生数量最多,则相对成绩的绝对值应尽可能

小,(比如,如果是-10,绝对值为2的负数可以有5名,绝对值为5的负数则只有2名),因此与平均分

的差距要尽可能地小,所以取59分,相对成绩为59-85=-26分。
据此,我们设不及格的人数为x,则及格的人数为(30-x),得到:
15×(30-x)+(-26)×x=0,解得x≈10.98。
当x 取10的时候,85×30-10×59=1960,显然及格的学生是19个100分,1个60分。因为题

目中没有限定所有学生的成绩必须是整数,我们将60分的学生拿出1分,平均分给5个得59分的学

生,满足题意,所以不及格的学生,最多有11人。选C。
【例2】老王和老赵分别参加4门培训课的考试,两人的平均分数分别为82和90分,单个人的每

门成绩都为整数且彼此不相等。其中老王成绩最高的一门和老赵成绩最低的一门课分数相同,问老

赵成绩最高的一门课最多比老王成绩最低的一门课高多少分? (  )
A.20 B.22 C.24 D.26
【解析】看到两人的平均分数,马上联想到总数,如果知道每门的成绩,就可以列出等式。
老王最高的一门与老赵最低的一门分数相同,这句话搭建了两人成绩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妨设

老王最高的一门成绩为x,则老赵最低的一门成绩也为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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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成绩差的最大值,需要老赵最高一门的成绩尽可能高,设为y,则其他三门成绩尽可能低,为

x、x+1、x+2;老王最低一门成绩要尽可能低,设为z,则其他三门为x、x-1、x-2。
则x+(x+1)+(x+2)+y=90×4…………①
x+(x-1)+(x-2)+z=82×4……………②
2个等式、3个未知数,显然不能求出每个未知数的具体值,但我们需要求的是(y-z)的值,①-

②即得出y-z=26。选D。
3.反向构造

有的题目看上去是容斥原理,但是它给出的集合多于3个,从正面考虑很浪费时间,这时候我们

可以从反面思考,构造出满足条件的极端情形得出答案。
【例1】建华中学共有1600名学生,其中喜欢乒乓球的有1180人,喜欢羽毛球的有1360人,喜欢

篮球的有1250人,喜欢足球的有1040人,问以上四项球类运动都喜欢的至少有几人? (  )
A.20人 B.30人 C.40人 D.50人

【解析】这道题看上去是四集合容斥问题,正面求解很麻烦,我们可以逆向思考。
四种运动,不 喜 欢 乒 乓 球 的 有1600-1180=420(人),不 喜 欢 羽 毛 球 的 有1600-1360=240

(人),不喜欢篮球的有1600-1250=350(人),不喜欢足球的有1600-1040=560(人)。
要使得四种运动都喜欢的人尽量少,则至少有一种运动不喜欢的人尽量多,最有利的情况是分别

不喜欢四种球类运动的人之间没有交集,那么人数就是这四个数字相加:420+240+350+560=1570
(人)。所以四种运动都喜欢的至少1600-1570=30(人)。选B。

【例2】共有100个人参加某公司的招聘考试,考试的内容共有5道题,1—5题分别有80人、92
人、86人、78人和74人答对。答对3道和3道以上的人员能通过考试,请问至少有多少人能通过这次

考试? (  )
A.30 B.55 C.70 D.74
【解析】1—5题答错的分别有20人、8人、14人、22人和26人,一共是90人,也就是一共有90道

题目答错。如果使得通过的人最少,则没通过的人应该最多。错题的总量一定,答错3道、4道、5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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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能通过考试,所以当每个人错3道的时候,不能通过的人数最多,为90÷3=30(人)。所以至少有

70人能通过考试。选C。

极值问题:不等式
一、知识点记忆

前面讲的更多的是思路大于知识,所以思路更加重要。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借助基本不等式来

求解这类问题。不等式可以看作是方程的延伸,在解题中运用不等式,可以根据变量的范围确定最大

值或最小值。它最直接的运用便是根据题干中的条件列出不等式,然后求解,最终得出答案。

关于平均数,若a、b是正实数,则有a+b≥2 ab,而且当a=b时取等号。这也就是说,两个整

数相加和一定,当它们接近时,它们的乘积变大,当它们相等时,它们的乘积最大。对于三个数依然成

立。这个结论很重要。
说明:实际上这也是我们经常用到的几个平均数概念:

1.算术平均数:是指各项数据和除以项数。如1、4、8的算术平均数=
13
3=4

1
3
。

2.调和平均数:又称倒数平均数,是总体各统计变量倒数的算术平均数的倒数。比如,1、4、8的调

和平均数=
1

(1
4+

1
8+1

)÷3
=
24
11=2

2
11
。当其中一个数字为0的时候不能计算调和平均数。

3.几何平均数:是指n个观察值连乘,积的n 次方根。比如1、4、8的几何平均数= 3
1×4×8=

234。
4.平方平均数:一组数据的平方的平均数的算术平方根叫做平方平均数。如1、4、8的平方平均

数=
 
1+42+82

3 =3 
3。

这几种平均数的大小关系是:调和平均数≤几何平均数≤算术平均数≤平方平均数,而且当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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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相等时取等号。
二、常考题型

【例1】某县筹备县庆,园林部门决定利用现有的3490盆甲种花卉和2950盆乙种花卉搭配A、B两

种园艺造型共50个摆放在迎宾大道两侧。已知搭配一个 A种造型需甲种花卉80盆,乙种花卉40
盆;搭配一个B种造型需甲种花卉50盆,乙种花卉90盆,则搭配方案共有(  )。

A.3种 B.4种 C.5种 D.6种

【解析】假设A种造型x个,则B种造型为(50-x)个。因为甲、乙两种花卉总量固定,两种造型

需要的花卉总量必然小于或等于甲、乙两种花卉总量,据此,我们可以得出不等式组:
80x+50(50-x)≤3490
40x+90(50-x)≤2950{

解得31≤x≤33,所以A 种造型可以取31、32、33三种情况,此时对应的B 种造型有19、18、17三

种,所以选择A。
【例2】某人想用20块长2米、宽1.2米的金属网建一个靠墙的长方形鸡窝。为防止鸡飞出去,鸡

窝的高度不得低于2米,要使所建鸡窝的面积最大,长度需要多少米? (  )
A.12 B.13 C.10 D.11
【解析】因为鸡窝的高度不低于2米,所以金属网应该用长边作为高,这样的话鸡窝的三边长共

20×1.2=24米。我们假设鸡窝长a米,宽b米,因为鸡窝靠墙,选择长边靠墙,则需要围起来的三边和

为a+2b=24米,要求面积最大,即求a·b的最大值。

a+2b≥2 
2ab ,当a=2b时候,2a·b取得最大值,此时a·b也最大,所以长应 该 为12米。

选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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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数量关系之超级速算法

一、直接代入法

Q1.WHAT—是什么

直接代入法,是将数学运算的各个选项逐个代入试题中验证出正确答案的方法,这种方法是公职

类考试中职业能力测验科目中数量关系模块的数学运算题型应用最广的方法,也可以应用到职业能

力测验的其他模块的一些题型中,被称之为“行测第一方法”。

Q2.WHY—为什么

直接代入法的有效性建立在两点上:
1.选项是试题的组成部分,包含有效信息

很多数学运算试题相当于中小学数学的文字应用题,通常这些试题需要写出过程,而公职考试中

的数学运算题全部为单项选择题,答案必定是四个选项中的一个,且是唯一的。这样,选项本身就包

含了正确答案的信息,因此可以利用直接代入法排除,即是利用了选项的有效信息。
2.分析无从入手

对于很多考生来说,参加考试时距离中小学阶段已有不短的时间,对于数学运算的主要题型———
文字应用题的分析,已经不够熟悉。与其耗时分析,不如直接代入验证。

Q3.WHERE—用在哪

直接代入法并非是万能的方法,对于试题设置为利用已知量计算和分析求解的试题和一些构造

类的试题,代入排除法是无用的。代入排除法必须和未知量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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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试题情景设置繁琐

很多试题的设置条件是对于一个未知量进行各种计算或变换后满足一定的条件,然后求这个未

知数。这种试题的设置形式方便了对选项的验算,使得代入排除法比列方程或分析能节省时间。如

以下例题:
【例1】一个三位数,其百位数是个位数的2倍,十位数等于百位数和个位数之和,那么这个三位

数是多少? (  )
A.211 B.432
C.693 D.824
【答案】C
【解析】直接代入选项进行验证,百位数是个位数的2倍,四个选项都符合;十位数等于百位数和

个位数之和,只有C项符合。因此,本题答案为C选项。
【点拨】多位数问题,代入排除。
【例2】某数加上10,乘以10,减去10,除以10,其结果等于10,则这个数是(  )。
A.1 B.10
C.11 D.9
【答案】A
【解析】某数加上10,乘以10,减去10,除以10,其结果等于10,那么这个数是(10×10+10)÷

10-10=1。但实际上,如果直接代入选项,[(1+10)×10-10]÷10=10,可以得出 A项符合。因

此,本题答案为A选项。
【点拨】答案信息完全,代入排除。
2.根据条件不方便分析

有些试题的设置条件对很多考生来说非常棘手,直接分析无从下手或比较难时,选择代入排除

法。如以下例题:
【例3】某个三位数的数值是其各位数字之和的23倍,这个三位数为(  )。



 附录 数量关系之超级速算法 

优知·优读·优品
85    

A.702 B.306
C.207 D.203
【答案】C
【解析】依据题意,将四个选项逐一代入,发现只有207满足题意。因此,本题答案为C选项。
【点拨】结合选项发现,A、B、C三项的各位数字之和都是9,9×23=207。
【例4】某单位组织员工去旅游,要求每辆汽车坐的人数相同,如果每辆车坐20人,还剩下2名员

工;如果减少一辆汽车,员工正好可以平均分到每辆汽车。问该单位共有多少名员工? (  )
A.244 B.242
C.220 D.224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和差倍比问题。如果减少一辆车,则要剩余(20+2)人,这22人可平均分配到各

车,可知现在车的数量为11或22,则原来车的数量为12或23,结合选项,如果是23辆车则没有答

案,故原来车的数量是12,可知总人数为12×20+2=242(人)。因此,本题答案选B选项。
【点拨】代入排除,总人数末位数只能是2。

常用题型:

多位数问题、余数问题、年龄问题、不定方程、复杂行程问题以及没有思路的试题等。

Q4.HOW—怎么用

代入排除技巧:居中代入;最值代入;结合数字特性、常识等代入。
(1)最值代入。若试题要求的是“至多/最大”时,代入选项应从最大的数开始代入;若试题要求的

是“最少/最小”时,代入选项应从最小的数开始。
(2)居中代入。直接代入选项时,若选项中的数据为从小到大的均匀数字,一般选择大小居中的

进行代入。若代入选项不正确,这时可以通过分析大小趋势进行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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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合数字特性。结合数字特性代入,是指根据试题中的条件,确定答案数字所具有的某种数

字特性,排除不符合该特性的选项,从而缩小答案的范围再代入验证。
下面通过例题来了解这些解题技巧:
【例5】一批武警战士平均分成若干小组值勤。如果每4人一组,恰好余1人;如果每5人一组,恰

好也余1人;如果每6人一组,恰好还是余1人。这批武警战士至少有(  )人。
A.121 B.101
C.81 D.61
【答案】D
【解析】解法一:本题属于余数问题,对于余数问题,我们优先采用代入排除法。题目要求的是武

警战士人数最少是多少,我们可以从最小的数开始代入,符合题意即为正确选项。代入D项61,61减

去1之后是4、5、6的倍数,因此61符合题意。因此,本题答案选D选项。
解法二:本题属于余数问题中的同余问题。武警战士人数为4、5、6的最小公倍数的整数倍再加

上1,即60n+1。最少为60×1+1=61(人)。因此,本题答案选D选项。
【点拨】代入排除,“总人数-1”能同时被4、5、6整除。
【例6】甲、乙、丙、丁四个数的和为43,甲数的2倍加8,乙数的3倍,丙数的4倍,丁数的5倍减去

4,都相等。问这四个数各是多少? (  )
A.14 12 8 9 B.16 12 9 6
C.11 10 8 14 D.14 12 9 8
【答案】D
【解析】代入排除。由乙数的3倍等于丙数的4倍可排除A、C两项,又由甲数的2倍加8等于乙

数的3倍可排除B选项,所以只有D项满足条件。因此,本题答案为D选项。
【点拨】答案信息完全,考虑代入排除。从“乙数的3倍=丙数的4倍”代入,先排除A、C两项,再

代入B项或D项即可。
【例7】装某种产品的盒子有大、小两种,大盒每盒能装11个,小盒每盒能装8个,要把89个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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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入盒内,要求每个盒子都恰好装满,需要大、小盒子各多少个? (  )
A.3,7 B.4,6
C.5,4 D.6,3
【答案】A
【解析】假设需要大盒子x 个,小盒子y 个,列方程得:11x+8y=89,为不定方程,代入选项只有

3、7满足方程。因此,本题答案为A选项。
【点拨】不定方程,直接代入。

【例8】甲、乙各有钱若干元,甲拿出
1
3

给乙后,乙再拿出总数的
1
5

给甲,这时他们各有160元,问

甲、乙原来各有多少钱? (  )
A.120元、200元 B.150元、170元

C.180元、140元 D.210元、110元
【答案】C
【解析】解法一:方程法。设甲、乙原来各有的钱数为x、y 元,根据题意可知:
2
3x+

1
5×

(y+
1
3x)=160

4
5×

(y+
1
3x)=160

ì

î

í

ï
ï

ïï

,解得
x=180
y=140{ 。

因此,本题答案为C选项。

解法二:代入排除法。代入A选项,第一次甲给了乙40元,乙现在有240元,拿出
1
5

后,剩余192

元,排除;代入B选项,第一次甲给了乙50元,乙现在有220元,拿出
1
5

后,剩余176元,排除;代入C

选项,第一次甲给了乙60元,乙现在有200元,拿出
1
5

后,剩余160元,所以C项满足题意。因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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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答案为C选项。

解法三:倒推法。最后一次,乙给甲
1
5

后剩余160元,所以乙之前有160÷
4
5=200

(元),进而得

出乙给甲的
1
5=40

元,所以第一次甲给了乙
1
3

后,甲剩余160-40=120(元),所以最开始甲有钱

120÷
2
3=180

(元)。因此,本题答案为C选项。

【点拨】四个数字成等差数列排列,考虑居中代入,从中间的数字起开始代入。
【例9】甲、乙两人计划从A地步行去B地,乙早上7:00出发,匀速步行前往,甲因事耽搁,9:00才

出发。为了追上乙,甲决定跑步前进,跑步的速度是乙步行速度的2.5倍,但每跑半小时都需要休息

半小时,那么甲什么时候才能追上乙? (  )
A.10:50 B.12:10 C.14:30 D.16:40
【答案】C
【解析】赋值法。设乙步行的速度为12,则甲跑步的速度为30,休息时速度为0,代入选项,得到

下表:

时刻 10:50 12:10 14:30 16:40

甲走过的路程 30 50 90 120

乙走过的路程 46 62 90 116

从表中可以看出,14:30甲就可以追上乙。因此,本题答案为C选项。
【点拨】四个时间从小到大排列,考虑居中代入,优先考虑B、C两项中较为简单的C项进行代入。
【例10】有一些信件,把它们平均分成三份后还剩2封,将其中两份三等分还多出2封,问这些信

件至少有多少封? (  )
A.20 B.26 C.23 D.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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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C
【解析】求至少有多少封,从最小项代起。先代入 A项,20封平均分成三份,每份6封还余2

封,其中两份为12封刚好三等分。不符合题意,排除。再代入剩余项中最小的C项,23封平均分成三

份,每份7封余2封;其中两份为14封,平均分成三份,每份4封,还余2封,符合题意。
因此,本题正确答案为C。
【点拨】题目问到“至少”或“至多”时,考虑最值代入,按照大小顺序代入。

【例11】小明的妈妈买来一些糖果分给小明和弟弟,妈妈先给小明1块,再把剩下糖的
1
7

给小

明,然后给弟弟2块,又 把 剩 下 糖 的
1
7

给 弟 弟,这 样 两 个 人 的 糖 果 一 样 多,妈 妈 共 买 来 多 少 块

糖? (  )
A.34 B.43 C.36 D.63
【答案】C
【解析】题目中出现两个分数,结合数字特性,糖果的总数减去1应该是7的倍数,先排除A、D两

项,再代入B项验证,错误,所以选择C。
【点拨】一般情况下,代入排除法结合数字特性会起到近乎秒杀的效果。
【例12】甲、乙两人卖数量相同的萝卜,甲打算卖1元2个,乙打算卖1元3个。如果甲、乙两人一

起按2元5个的价格卖掉全部的萝卜,总收入会比预想的少4元钱。问两人共有多少个萝卜? (  )
A.420 B.120 C.360 D.240
【答案】D

【解析】解法一:设甲、乙两人各自拥有萝卜x 个,则可得
x
2+

x
3-2×

2
5x=4,解得x=120,所以

甲、乙两人共有萝卜2x=240(个)。因此,本题答案选择D项。

解法二:如果甲、乙两人各有一个萝卜收入会少
1
2+

1
3-2×

2
5=

1
30

(元),总收入少了4元,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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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乙各自拥有的萝卜数为4÷
1
30=120

(个),即两人共有萝卜240个。因此,本题答案选择D项。

【点拨】甲、乙共有的萝卜个数是甲、乙分别拥有的萝卜个数的2倍,刚好D项是B项的2倍,优先

从D项代入。
【例13】某市园林部门计划对市区内30处绿化带进行补栽,每处绿化带补栽方案可从甲、乙两种

方案中任选其中一方案进行。甲方案补栽阔叶树80株,针叶树40株;乙方案补栽阔叶树50株,针叶

树90株。现有阔叶树苗2070株,针叶树苗1800株,为最大限度利用这批树苗,甲、乙两种方案应各

选(  )。
A.甲方案19个、乙方案11个 B.甲方案20个、乙方案10个

C.甲方案17个、乙方案13个 D.甲方案18个、乙方案12个

【答案】D
【解析】选项信息非常充分,考虑代入排除法。B项的数据最好计算,先代入B选项,需要阔叶树

80×20+50×10=2100(株),针叶树40×20+90×10=1700(株),现有阔叶树苗不够用,排除。再代

入A选项,需要阔叶树2070株、针叶树1750株,针叶树苗剩余50株。代入C项,需要阔叶树2010
株、针叶树1850株,现有针叶树苗不够用。代入D项,需要阔叶树2040株、针叶树1800株,剩余30
株。故应选择D选项。

EXERCISES—练习题

[习题01]有四个学生恰好一个比一个大一岁,他们的年龄相乘等于93024,问其中最大的年龄是

多少岁? (  )
A.16岁 B.18岁 C.19岁 D.20岁

[习题02]可以分解为三个质数相乘的最小的三位数是(  )。
A.100 B.102 C.104 D.105
[习题03]有三个连续的奇数,它们的平方和是四个相同数字组成的四位数,那么这三个连续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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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之和是(  )。
A.117 B.123 C.129 D.135
[习题04]经技术改进,A、B两城间列车的运行速度由150千米/小时提升到250千米/小时,行

车时间因此缩短了48分钟,则A、B两城间的距离为(  )。
A.291千米 B.300千米 C.310千米 D.320千米

[习题05]小华4年后的年龄与小丽4年前的年龄相等,3年后,她们两人的年龄和等于她们今年

年龄差的3倍,小华和小丽今年的年龄分别是多少岁? (  )
A.10,18 B.4,12 C.5,13 D.6,14
[习题06]有271位游客欲乘大、小两种客车旅游,已知大客车有37个座位,小客车有20个座位。

为保证每位游客均有座位,且车上没有空座位,则需要大客车的辆数是(  )。
A.1辆 B.3辆 C.2辆 D.4辆

[习题07]某自然数加10或减10,都是完全平方数,则这个自然数是(  )。
A.25 B.26 C.28 D.29

参考答案及解析

1. C 【解析】尾数法,可知四个人年龄不可能有尾数为0的,并且任意两人年龄乘积的尾数均

不为0,代入四个选项,只有C项符合题意。因此,本题选择C选项。
2. B 【解析】代入排除法,将选项中的数字从小到大开始代入。100=2×2×5×5,不满足题

意,排除。102=2×3×17,符合题意。因此,本题选择B选项。
3. C 【解析】代入A项,三个连续奇数为37、39、41,平方和为372+392+412,尾数为1,而三个

数的平方和明显大于1111,A项排除。B项,三个连续奇数为39、41、43,平方和为392+412+432,尾

数为1,而这三个数的平方和也明显大于1111,B项排除。C项,三个连续奇数为41、43、45,平方和为

412+432+452,尾数为5,三个数的平方和可能为5555,验证可知,恰好满足。因此,本题选择C选项。
4. B 【解析】之前列车的速度为150千米/小时,此时代入路程为150的倍数时,计算最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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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代入B项,路程为300千米时,之前的时间为300÷150=2(小时),提速后需要的时间为300÷250=
1.2(小时),相差0.8小时,即48分钟,恰好符合。因此,本题选择B选项。

5. C 【解析】本题属于年龄问题,考虑代入排除法。小华4年后的年龄与小丽4年前的年龄相

等,则两人的年龄差为8岁,四个选项都符合。3年后,两人的年龄和等于她们今年年龄差的3倍,则3
年后,两人的年龄和为8×3=24,四个选项中只有C项满足,因此,本题选择C选项。
6. B 【解析】设大客车的数量为x,小客车的数量为y,可得37x+20y=271。20y 的尾数一定

为0,则37x 的尾数一定为1,代入选项只有B项才能满足。因此,本题选择B选项。
7. B 【解析】本题直接求解比较复杂,考虑代入排除法。A项,35和15都不是完全平方数,排

除。B项,16和36都是完全平方数,满足题意。因此,本题选择B选项。
二、倍数特性法

Q1.WHAT—是什么

倍数特性法,是抓住试题中关于倍数关系的条件,通过排除法或者简化计算快速判断答案的方

法。本质上倍数特性法也是一种代入法。

Q2.WHY—为什么

我们应用的倍数关系是指整数间的倍数关系。文字应用题中很多现实的数量,如人数、案件起

数、邮票张数等。还有些不一定是整数的量,如质量、价格等,也可以默认为整数,如果选项都是整

数,这说明待求量也一定是整数。倍数特性法的优点在于通过倍数等关系,不需要求解就能得到答

案,为考试节省大量时间,因此倍数特性法是数学运算最快速的解题方法之一。

Q3.WHERE—用在哪

倍数特性法主要应用在显含和隐含倍数关系的试题中,隐含倍数关系包括因子倍数和比例倍数

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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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直接倍数

试题中直接含有倍数关系,根据倍数关系的特性直接判断。如以下例题:
【例1】一个四位数“□□□□”分别能被15、12和10除尽,且被这三个数除尽时所得三个商的和

为1365,问四位数“□□□□”中四个数字的和是多少? (  )
A.17 B.16
C.15 D.14
【答案】C
【解析】这个四位数能被15整除,因此肯定是3的倍数,其各位数字相加也肯定是3的倍数,根据

选项,选择C。

【点拨】假设这个数为x,则:x
15+

x
12+

x
10=1365⇒x=5460

。

2.因子倍数

【例2】某汽车厂商生产甲、乙、丙三种车型,其中乙型产量的3倍与丙型产量的6倍之和等于甲型

产量的4倍,甲型产量与乙型产量的2倍之和等于丙型产量的7倍。则甲、乙、丙三型产量之比

为(  )。
A.5∶4∶3 B.4∶3∶2
C.4∶2∶1 D.3∶2∶1
【答案】D
【解析】根据第一个条件:3乙+6丙=4甲,则甲必然有因子3,答案选择D。
3.比例倍数

【例3】水果店运来一批石榴和苹果,其中苹果的重量占总重量的
9
20
,苹果比石榴少200千克,运

来石榴(  )千克。
A.2000 B.1800 C.1100 D.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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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C
【解析】如果总重量为20份,那么苹果是9份,石榴则应该是11份,答案应该有11因子,选择C。

常用题型:

多位数问题、和差倍比问题等。

Q4.HOW—怎么用

掌握倍数特性法最关键的是牢记各种倍数关系的性质和判定方法,并通过做题熟悉命题人设置

的倍数关系的形式。
2、4、8整除及余数判定基本法则

1.一个数能被2(或5)整除,当且仅当其末一位数能被2(或5)整除;
2.一个数能被4(或25)整除,当且仅当其末两位数能被4(或25)整除;
3.一个数能被8(或125)整除,当且仅当其末三位数能被8(或125)整除。
4.一个数被2(或5)除得的余数,就是其末一位数被2(或5)除得的余数;
5.一个数被4(或25)除得的余数,就是其末两位数被4(或25)除得的余数;
6.一个数被8(或125)除得的余数,就是其末三位数被8(或125)除得的余数。
【示例】∵3752的末两位数字“52”能被4整除 ∴3752能被4整除

【示例】∵2988的末三位数字“988”不能被8整除 ∴2988不能被8整除

【示例】∵25198903的末两位数字“03”除以“4”余3 ∴25198903除以4余3
【示例】∵198903的末三位数字“903”除以“8”余7 ∴198903除以8余7
【示例】∵1975的末两位数字“75”能被25整除 ∴1975能被25整除

【示例】∵25903的末三位数字“903”除以“125”余28 ∴25903除以125余28
3、9整除及余数判定基本法则

1.一个数能被3整除,当且仅当其各位数字和能被3整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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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个数能被9整除,当且仅当其各位数字和能被9整除。
3.一个数被3除得的余数,就是其各位数字和被3除得的余数;
4.一个数被9除得的余数,就是其各位数字和被9除得的余数。
【示例】∵1941各位数字之和“1+9+4+1=15”能被3整除 ∴1941能被3整除

【示例】∵1935各位数字之和“1+9+3+5=18”能被9整除 ∴1935能被9整除

【示例】39130825198368的各位数字之和为:3+9+1+3+0+8+2+5+1+9+8+3+6+8=66
∵66不能被9整除 ∴这个数字不能被9整除

∵66除以9余3 ∴这个数字除以9余3
7整除判定基本法则

1.一个数是7的倍数,当且仅当其末一位的两倍,与剩下的数之差为7的倍数;
2.一个数是7的倍数,当且仅当其末三位数,与剩下的数之差为7的倍数。
【示例】∵362末一位“2”的2倍与“36”之差“32”不能被7整除 ∴362不能被7整除

【示例】∵483末一位“3”的2倍与“48”之差“42”能被7整除 ∴483能被7整除

【示例】∵12047末三位“047”与“12”之差“35”能被7整除 ∴12047能被7整除

【示例】∵23015末三位“015”与“23”之差“8”不能被7整除 ∴23015不能被7整除

11整除判定基本法则

1.一个数是11的倍数,当且仅当其奇数位之和与偶数位之和的差值为11的倍数;
2.一个数是11的倍数,当且仅当其末三位数,与剩下的数之差为11的倍数。
【示例】∵7394奇数位之和“7+9=16”与偶数位之和“3+4=7”的差值“16-7=9”不是11的倍数

 ∴7394不能被11整除

【示例】∵29381奇数位之和“2+3+1=6”与偶数位之和“9+8=17”的差值“17-6=11”是11的

倍数 ∴29381能被11整除

【示例】∵15235末三位“235”与剩下的“15”之差“220”能被11整除 ∴15235能被11整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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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整除判定基本法则

一个数是13的倍数,当且仅当其末三位数,与剩下的数之差为13的倍数。
【示例】∵181235末三位“235”与“181”差“54”不能被13整除 ∴181235不能被13整除

【示例】∵624546末三位“546”与“624”差“78”能被13整除 ∴624546能被13整除

● 核心提示:从上述表述中,我们发现7、11、13有一个相同的整除判断法则,就是判断其末三位

数与剩下的数之差。这源自于以下经典分解:1001=7×11×13。










 



核心提示

若a∶b=m∶n(m,n互质),则说明a占m 份,是m 的倍数;b占n份,是n的倍数;a+b
占m+n份,是m+n的倍数;a-b占m-n份,是m-n的倍数。

下面通过例题来了解这些解题技巧:
【例4】两个数的差是2345,两数相除的商是8,则这两个数之和是(  )。
A.2353 B.2896
C.3015 D.3456
【答案】C
【解析】解法一:假设两数中较小的数是x,则较大的数为8x,根据题意有8x-x=2345,解得x=

335,所以8x+x=3015。因此,本题答案为C选项。
解法二:两数的差为奇数,则两数之和为奇数,排除B、D两项。两数相除的商为8,则两数的和为

9的倍数。因此,本题答案为C选项。
【点拨】两数的和为奇数,且是9的倍数。
【例5】哥哥和弟弟各有若干本书,如果哥哥给弟弟4本,两人书一样多,如果弟弟给哥哥2本,哥

哥的书是弟弟的4倍,哥哥和弟弟一共有(  )本书。
A.20 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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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7 D.28
【答案】A
【解析】由“如果弟弟给哥哥2本,哥哥的书是弟弟的4倍”可知,总数一定是5的倍数,排除B、C、

D三项。因此,本题正确答案为A。
【点拨】“哥哥的书是弟弟的4倍”,所以书的总数是5的倍数。

【例6】某单位举办排球比赛,选男员工的
1
11

和12名女员工,剩余男员工是剩余女员工的2倍,总

员工人数是156人,问:男员工有多少人? (  )
A.100 B.99
C.111 D.121
【答案】B

【解析】解法一:选出男员工的
1
11

,可知男员工的数量为11的倍数,首先排除A、C两项,将B项代

入,得知选出的男员工为9人,剩余90人(剩余男员工数量),又女员工数量为156-99=57(人),选出

12人,剩余45人(剩余女员工数量),90÷45=2,即:剩余男员工是剩余女员工的2倍,正好满足题

意,直接锁定答案B。

解法二:此题亦可用方程思想解答:设男员工数量为x,则有(1-
1
11

)x=2×(156-x-12),解得

x=99,所以男员工数量为99,因此,本题答案选择B选项。
【点拨】男员工的数量是11的倍数,排除A、C两项,代入B项验证正确。
【例7】小红把平时节省下来的全部五分硬币先围成一个正三角形,正好用完,后来又改围成一个

正方形,也正好用完。如果正方形的每条边比三角形的每条边少用5枚硬币,则小红所有五分硬币的

总价值是(  )。
A.1元 B.2元



 数量考霸8堂课 

98   

C.3元 D.4元

【答案】C
【解析】解法一:设一共有 N 枚硬币,正方形每边用 M 枚硬币,则三角形每边用(M+5)枚硬币。

根据“方阵问题”基本公式可知:N=4M-4
N=3×(M+5)-3{ ⇒

N=60
M=16{ ,即一共有60枚硬币,而每枚硬币为

五分钱,所以总价值3元。因此,本题答案为C项。
解法二:因为所有的硬币可以围成一个正三角形,所以硬币的总数必然是3的倍数,那么硬币的

总价值也应该是3的倍数。因此,本题答案为C选项。
【点拨】硬币总数是3的倍数,总价值也是3的倍数。
【例8】某店一共进货6桶油,分别为15、16、18、19、20、31千克,上午卖2桶,下午卖3桶,下午卖

的钱正好是上午的2倍,剩下的一桶油重几千克? (  )
A.15 B.16 C.18 D.20
【答案】D
【解析】由“下午卖的钱正好是上午的2倍”可得,上午和下午共同卖的5桶油的总价钱应为上午

卖出价钱的3倍。6桶油的总重量为15+16+18+19+20+31=119(千克),只有去掉20以后剩余5
个数的和才能被3整除。因此,本题答案为D选项。

【例9】有甲、乙、丙三辆公交车于上午8:00同时从公交总站出发,三辆车再次回到公交总站所用

的时间分别为40分钟、25分钟和50分钟。假设这三辆公交车中途不休息,请问它们下次同时到达公

交总站将会是几点? (  )
A.11点20分 B.11点整

C.11点40分 D.12点整

【答案】A
【解析】解法一:40分钟、25分钟、50分钟的最小公倍数为200分钟。8:00同时发车,则下次同时

到达公交总站为200分钟后,合计3小时20分钟,即11点20分。因此,答案选择A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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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法二:将选项 A代入,11点20分距8:00共200分钟。200÷40=5,200÷25=8,200÷50=
4,三辆车均恰好返回公交总站,符合题意。因此,答案选择A选项。

【例10】两个派出所某月内共受理案件160起,其中甲派出所受理的案件中有17%是刑事案

件,所以乙派出所受理的案件中有20%是刑事案件,问乙派出所在这个月中共受理多少起非刑事案

件? (  )
A.48 B.60 C.72 D.96
【答案】A
【解析】分析题干可知,甲派出所受理的案件一定是100的倍数,即甲为100件,乙为60件,所以

乙派出所受理的非刑事案件数为60×80%=48(件)。

【例11】某人共收集邮票若干张,其中
1
4

是2007年以前的国内发行的邮票,1
8

是2008年国内发行

的,1
19

是2009年国内发行的,此外尚有不足100张的国外邮票。则该人共有(  )张邮票。

A.87 B.127 C.152 D.239
【答案】C
【解析】很明显,答案应该是4的倍数,选择C。

【例12】一块镍铝合金重500g,放于水中称减少质量32g,已知镍在水中减轻
1
19
,铝在水中减轻

1
10
,则这块合金中镍铝的质量分别是(  )。

A.380克;120克 B.360克;140克

C.340克;160克 D.320克;180克
【答案】A

【解析】镍在水中减轻
1
19

,那么镍的质量应该是19的倍数,选择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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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3】某单位招录了10名新员工,按其应聘成绩排名1到10,并用10个连续的四位自然数依

次作为他们的工号。凑巧的是每个人的工号都能被他们的成绩排名整除,问排名第三的员工工号所

有数字之和可能是多少? (  )
A.9 B.12 C.15 D.18
【答案】B
【解析】第三名员工的工号,加上6之后,应该是第九名员工的工号,应该是9的倍数,所以第三名

员工的工号各位数字之和,加上6,也应该是9的倍数,因此选择B。
【例14】某公司三名销售人员2011年的销售业绩如下:甲的销售额是乙和丙销售额的1.5倍,甲

和乙的销售额是丙的销售额的5倍,已知乙的销售额是56万元,则甲的销售额是(  )。
A.140万元 B.144万元 C.98万元 D.112万元

【答案】B
【解析】根据条件:甲=1.5×(乙+丙),甲必须含有因子3,结合选项,答案选B。
【点拨】当题目涉及小数的时候,相乘并不一定可以保留原来的倍数关系。比如:5的倍数乘以

0.4之后,就很可能不再是5的倍数了。在涉及小数的乘法中,因子2或者因子5,可能会在乘法中消

失,但其他因子(譬如3、7、9、11、13等)都还会存在,可以作为我们因子判断的依据。
【例15】某公司去年有员工830人,今年男员工人数比去年减少6%,女员工人数比去年增加

5%,员工总数比去年增加3人,问今年男员工有多少人? (  )
A.329 B.350 C.371 D.504
【答案】A
【解析】今年男员工是去年的1-6%=94%,那么数字里面肯定有因子47,选择A。
【例16】某电器城销售的某品牌A型号电视机,如果按销售价格打九折出售,可盈利215元,如果

按8折出售要亏损125元,问电视机的进货价是多少? (  )
A.3400 B.3060 C.2845 D.2720
【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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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假设进价为x,原销售价为y,则列方程组:0.9y=x+215
0.8y=x-125{

很明显,进货价x 加上215之后一定有因子9,215除以9余8,那么答案除以9一定余1,选择C。
【点拨】本题即使不列方程,也可以得到后面的结论,但实战当中列方程看得更加清楚,并且很多

数字特性法也是在计算过程当中想到的。此外,在分析数字因子的时候,我们往往关注3、7、9、11、13
等因子,而不要关注2、4、5、8等因子,除非你可以确定目标数字一定是整数。

【例17】某超市用2500元购进一批鸡蛋,销售过程中损耗鸡蛋10千克。已知超市每千克鸡蛋的

售价比进价高1元,全部售完后共赚440元,则共购进这批鸡蛋(  )千克。
A.460 B.500 C.590 D.610
【答案】B

【解析】假设购进了鸡蛋n 千克,则:2500
n +1( ) n-10( )-2500=440,很明显,n 如 果 取460、

590、610这样的数值,代入原方程将出现消不去的复杂因子。所以选择B。
【例18】甲、乙、丙三队共有10名选手参加围棋比赛。每名选手都与其余9名选手各赛一局,每局

棋胜者得1分,负者得0分,平局各得0.5分。结果甲队选手平均得4.5分,乙队选手平均得3.6分,丙
队选手平均得9分,甲队有(  )名选手参赛。

A.4 B.5 C.6 D.7
【答案】A
【解析】根据规则,每队的总分肯定是整数,或者“整数+0.5”的形式,而乙队平均分为3.6分,说明

其人数肯定有因子5,才能保证其满足前面所述要求。总共才10人,说明乙队正好5人,那么甲队肯

定不到5人,结合选项,选择A。
【例19】请问1000! (1000的阶乘)末尾一共有多少个连续的“0”? (  )
A.200 B.240 C.249 D.500
【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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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1000! 末尾一共有多少个连续的“0”,取决于1000! 一共有多少个因子10。而10=2×
5,1000! 当中因子2肯定会比因子5要多,那么1000! 里有多少个因子5就决定了其末尾有多少个

连续的“0”。我们知道,1000! 是从1—1000这1000个数相乘,我们来分情况讨论:①1000÷625=1…
375,说明1—1000里有1个625=54 的倍数;②1000÷125=8,说明1—1000里有8个125=53 的倍

数;③1000÷25=40,说明1—1000里有40个25=52 的倍数;④1000÷5=200,说明1—1000里有200
个5=51 的倍数。以上这些数的因子5统统加起来就是答案,在计算的时候注意重复的情形(前种情

形都是包含在后种情形当中),那么总共的因子5应该有:4×1+3×(8-1)+2×(40-8)+1×(200-
40)=249。

【点拨】本题可以直接这样计算:
1000
5 +

1000
25 +

1000
125+

1000
625=200+40+8+1=249

。

【例20】甲、乙两仓库存货吨数比为4∶3,如果由甲库中取出8吨放到乙库中,则甲、乙两仓库存

货吨数比为4∶5。两仓库原存货总吨数是多少? (  )
A.94 B.87 C.76 D.63
【答案】D
【解析】甲、乙两仓库原存货之比为4∶3,总存货应该是7的倍数,选择D。
【例21】某公司为客户出售货物,收取3%的服务费;代客户购置设备,收取2%的服务费。某客户

委托该公司出售自产的某种物品并代为购置新设备。已知公司共收取该客户服务费200元,客户收

支恰好平衡,则自产的物品售价是多少元? (  )
A.3880 B.4080 C.3920 D.7960
【答案】B
【解析】假设该公司自产物、购置设备的价格分别为x、y 元,根据“收支恰好平衡”:(1-3%)x=

(1+2%)y⇒x∶y=102∶97,说明x 是102的倍数,结合选项,选择B。



 附录 数量关系之超级速算法 

优知·优读·优品
103   

【例22】有一个分数,分母加2等于
2
5
,分母减3等于

1
2
,这个分数分子和分母的和为(  )。

A.33 B.11 C.30 D.19
【答案】A

【解析】假设分子、分母分别为x、y。根据“分母加2等于
2
5

”,如果x 占2份,那么(y+2)占5

份,说明x+y+2应该占7份,因此分子、分母之和加上2应该是7的倍数,排除B、C。同理,根据“分

母减3等于
1
2

”可知分子、分母之和减去3应该是3的倍数,排除D,选择A。

【例23】甲、乙两种商品的价格比是3∶5,如果它们的价格分别下降50元,它们的价格比是

4∶7,这两种商品原来的价格各为(  )。
A.300元,500元 B.375元,625元

C.450元,750元 D.525元,875元
【答案】C
【解析】下降50元后两者价格比为4∶7,说明乙商品价格减50后是7的倍数,只有C项满足。

【例24】饭店购进了三种蔬菜,其中白菜的重量占
2
7
,黄瓜的重量和其他两种蔬菜重量之和的比

是2∶3,黄瓜比白菜多12千克。共购进蔬菜(  )千克。
A.35 B.75 C.105 D.150
【答案】C

【解析】白菜占总重的
2
7

,说明总重是7的倍数;黄瓜∶其他=2∶3,说明总重是5的倍数。于是

我们假设总重为35份,那么白菜占10份,黄瓜占
2
5

即14份,黄瓜比白菜多4份,而实际上黄瓜比白

菜多12千克,说明1份是3千克。所以蔬菜总共有3×35=105(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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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5】某城市有A、B、C、D 四个区,B、C、D 三区的面积之和是A 的14倍,A、C、D 三区的面积

之和是B 的9倍,A、B、D 三区的面积之和是C 区的2倍,则 A、B、C 三区的面积之和是D 区

的(  )。
A.1倍 B.1.5倍 C.2倍 D.3倍

【答案】A

【解析】如果A 区占1份,那么B、C、D 区占14份,说明A 区占全城的
1
15

;如果B 区占1份,那么

A、C、D 区占9份,说明B 区占全城的
1
10

;如果C 区占1份,那么A、B、D 区占2份,说明C 区占全城

的
1
3

。综上,D 区占全城的1-
1
15-

1
10-

1
3=

1
2

,说明A、B、C 区面积之和是D 区的1倍。

【例26】某影院有四个演播大厅,A 厅可容纳人数占影院可容纳总人数的
4
13
,B 厅的容量是A 厅

的
5
6
。C 厅可容纳人数是A 厅、B 厅总和的

4
11
,D 厅比C 厅可多容纳40人。按照规定,一部影片最

多只能在三个演播厅同时上映。问这个影院每次最多有多少观众能同时观看一部影片? (  )
A.1080 B.1200 C.1240 D.1560
【答案】C
【解析】不妨设四个演播大厅总人数有39份,则A 厅有12份,B 厅有10份,C 厅有8份,因此D

厅有9份,比C 厅多1份,所以1份为40人,最多的三厅应该为A、B、D 厅,共31份,其总人数为31×
40=1240(人),答案选C。

EXERCISES—练习题

[习题01]A、B、C 三个桶中各装了一些水,现将A 桶的
1
3

的水倒入B 桶,再将B 桶的
1
5

倒入C



 附录 数量关系之超级速算法 

优知·优读·优品
105   

桶,最后将C 桶现有的
1
7

倒入A 桶,这时,三个桶中的水都是12升。问这三个桶中原有水各多少升?

(  )
A.10,15,11 B.15,10,11 C.10,12,14 D.12,10,14
[习题02]甲、乙两人共有260本书,其中甲的书有13%是专业书,乙的书有12.5%是专业书,问

甲有多少非专业书? (  )
A.75 B.87 C.174 D.67

[习题03]奥运期间,浙江某公交集团甲公司调用其公司60辆车的
1
6

给北京某公交集团乙公司

支持奥运,此时甲公司现有车辆仍比乙公司现有车辆的
7
8

还多8辆,则乙公司原有(  )辆车。

A.38 B.42 C.48 D.52
[习题04]某车间加工一批零件,原计划每天加工100个,刚好如期完成。后改进技术,每天多加

工10个,结果提前2天完成。这批零件有(  )。
A.1800个 B.2000个 C.2200个 D.2600个

[习题05]甲、乙两家商店购进同种商品,甲店进价比乙店便宜10%。甲店按20%的利润定价,乙
店按15%的利润定价,乙店定价比甲店高28元,则甲店进价是(  )。

A.320元 B.360元 C.370元 D.400元

[习题06]一块长方形菜地长与宽的比是5∶3,如果长增加2米,宽减少1米,则面积增加1平方

米,那么这块长方形菜地原来的面积是多少平方米? (  )
A.100 B.135 C.160 D.175
[习题07]一本书,小明已看了130页,剩下的准备8天看完。如果每天看的页数相等,3天看的

页数恰好是全书的
5
22
,这本书共有(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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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24 B.330 C.429 D.457

[习题08]在一次测验中,甲答对4道题,乙答错题目占总数的
1
6
,两人都答对的题目是总数的

1
4
。那么乙答对了多少题? (  )

A.10 B.8 C.20 D.16
[习题09]2005年父亲的岁数是儿子的岁数的6倍,2009年父亲的岁数是儿子的岁数的4倍,则

2009年父亲和儿子的岁数和是(  )。
A.28 B.36 C.46 D.50
[习题10]一个班级坐出租车出去游玩,出租车费用平均每人40元,如果增加7个人,平均每人

35元,则这个班级一共花了(  )元。
A.1850 B.1900 C.1960 D.2000
[习题11]三个连续自然数的积是其和的21倍,则这三个数中最小的是(  )。
A.3 B.4 C.7 D.12

参考答案及解析

[习题01]B [解析]A 桶一开始应该是3的倍数,排除 A、C两项;A 桶中的
1
3

倒入B 桶后,B

桶应该是5的倍数,排除D项。选择B。

[习题02]B [解析]甲 的 书 中,专 业 书 占13%=
13
100

;乙 的 书 中,专 业 书 占12.5%=
1
8

。因

此,甲、乙的书的总数分别是100、8的倍数,甲可以是100或者200。若甲有200本书,那么乙有60本

书,不是8的倍数;所以甲有100本书,其中非专业书=100-100×13%=87(本)。

[习题03]A [解析]乙公司接受甲公司的60×
1
6=10

(辆)汽车后应该是8的倍数,只有 A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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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条件。
[习题04]C [解析]改进技术后,每天加工110个,零件数应该是11的倍数,选择C。
[习题05]B [解析]甲店进价比乙店便宜10%,那么甲店进价应该有因子9,选择B。
[习题06]B [解析]长宽之比为5∶3,宽有因子3,则面积也应该有因子3,选择B。

[习题07]B [解析]根据“3天看的页数恰好是全书的
5
22

”可知,全书页数一定是22的倍数,只

有B项满足。

[习题08]A [解析]“乙答对题数:总数=1-
1
6=

5
6

”,说明乙答对题数是5的倍数,排除B、D

两项。乙若答对了20道,那么总数为20÷
5
6=24

(道),两人都答对24×
1
4=6

(道),超过甲单独答对

的题数,矛盾,排除C项,选择A。
[习题09]D [解析]2009年父子年龄比为4∶1,年龄和肯定是5的倍数,选择D。
[习题10]C [解析]增加7个人之后平均每人35元,所以总费用肯定是35的倍数,也就是7的

倍数。
[习题11]C [解析]这三个自然数的积是21的倍数,肯定包括因子3和7,明显排除A、B两项。

将C项代入,如果这三个数是7、8、9,那么7×8×9÷(7+8+9)=21,满足条件,选择C。
三、化归为一法

Q1.WHAT—是什么

化归为一法是指将试题中某个中间量或总量设置为某个数值,从而计算待求比例关系或待求量

的方法。也称为“设1法”或赋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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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WHY—为什么

有些涉及比例关系的文字应用题,如果列方程求解,比例关系中的分数往往会给计算带来较多麻

烦,而用化归为一法能有效地降低计算量,从而节省时间。

Q3.WHERE—用在哪

化归为一法主要应用在含有比例关系的试题中,比例关系出现的形式有分数、百分数、比例和倍数等。
1.分数

【例1】某车间进行季度考核,整个车间平均分是85分,其中
2
3

的人得80分以上(含80分),他们

的平均分是90分,则低于80分的人的平均分是多少? (  )
A.68 B.70 C.75 D.78
【答案】C

【解析】解法一:由于
2
3

的人得80分以上(含80分),则低于80分的人员占
1
3

,所以二者人数之

比为2∶1。设低于80分的人的平均分为x,根据十字交叉法列式有:

85

80分以上:90

低于80分:x

85-x

5
所以(85-x)∶5=2∶1,解得x=75(分)。因此,本题答案为C选项。
解法二:设整个车间有3人,则三人平均分为85,其中2人的平均分为90,且另一人得分低于

80,则低于80分的人的得分为85×3-90×2=75,因此,本题答案为C选项。
【点拨】分数特征,考虑赋值法。设车间人数为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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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百分数

【例2】2010年某种货物的进口价格是15元每公斤,2011年该货物的进口量增加了一半,进口金

额增加了20%。问2011年该货物的进口价格是多少元每公斤? (  )
A.10 B.12 C.18 D.24
【答案】B

【解析】解法一:设2011年进口价格是x,2010年进口量是n,由题意有
x×(1+0.5)n
15×n =120%。

解得x=12(元/公斤)。因此,本题答案为B选项。
解法二:比例法。由题意可知,2010年与2011年进口金额之比是100%∶120%=5∶6,而进口量

之比是2∶3,因此价格之比是
5
2∶

6
3=5∶4

。因此2011年的价格是15÷
5
4=12

(元/公斤)。因

此,本题答案为B选项。
解法三:赋值法。假设2010年进口了2公斤,2010年进口金额是30元,则2011年进口了3公

斤,进口金额是30×(1+20%)=36(元),因此2011年进口价格是36÷3=12(元/公斤)。因此,本题

答案为B选项。
【点拨】百分数,考虑赋值法。设2010年的进口量为2。
3.比例

【例3】某街道常住人口与外来人口之比为1∶2,已知该街道下辖的甲、乙、丙三个社区人口比为

12∶8∶7。其中,甲社区常住人口与外来人口比为1∶3,乙社区为3∶5,则丙社区常住人口与外来人

口比为(  )。
A.2∶3 B.1∶2 C.1∶3 D.3∶4
【答案】D
【解析】直接采用赋值法,设甲、乙、丙三个社区分别有12、8、7人,丙社区有常住人口x 人,外来人

口y 人,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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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12 乙8 丙7 总数27
常住人口 3 3 x 9
外来人口 9 5 y 18

x=3,y=4,则其比例为3∶4。因此,本题答案选择D选项。
【点拨】比例特征,考虑赋值法。设街道总人数为12+8+7=27(人),则该街道常住人口数为9

人,外来人口数为18人。
4.倍数

【例4】一块试验田,以前这块地所种植的是普通水稻。现在将该试验田的
1
3

种上超级水稻,收割

时发现该试验田水稻总产量是以前总产量的1.5倍。如果普通水稻的产量不变,则超级水稻的平均产

量与普通水稻的平均产量之比是(  )。
A.5∶2 B.4∶3 C.3∶1 D.2∶1
【答案】A

【解析】解法一:由题意,设普通水稻的平均产量为x,超级水稻的平均产量为y,则有
2
3x+

1
3

y=1.5x,解得y∶x=5∶2。因此,本题答案选择A选项。
解法二:赋值法。根据题意,赋值原来普通水稻的总产量为1,现在的总产量为1.5,则现在剩余普

通水稻的产量为
2
3

,种植的超级水稻的产量为1.5-
2
3=

5
6

,则若全部种植超级水稻的产量为
5
6÷

1
3=

5
2

,则超级水稻的平均产量与普通水稻的平均产量之比为
5
2∶1=5∶2

。因此,本题答案选择 A

选项。
【点拨】分数和倍数特征,考虑赋值法。也可设试验田共3份,普通水稻每份的产量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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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题型:

工程问题、行程问题、费用问题、溶液问题等。

Q4.HOW—怎么用

化归为一法的目的是简化计算,因此赋值要有一定的技巧。
1.化分数为整数

工程问题中经常出现某项工程某工程队可以多少天完成的条件,这些完成的天数就是总的工程

量和工程队每天的工作量的比例关系,如果用占总工程量的几分之一的形式表示,计算会比较繁琐。
因此我们将出现的天数的最小公倍数设为总工程量,这样每个工程队每天的工程量都是整数,方便了

计算。
2.化百分数为整数

如果试题是关于一个未知量百分比的变化,可以简单的令这个量为100。为了简化计算,如果这

个百分数和100有公约数,我们考虑除去公约数后的赋值。如出现20%,考虑设未知量为10。
下面通过例题来了解这些解题技巧:
【例5】小王步行的速度比跑步慢50%,跑步的速度比骑车慢50%。如果他骑车从 A城去B

城,再步行返回A城共需要2小时。问小王跑步从A城到B城需要多少分钟? (  )
A.45 B.48 C.56 D.60
【答案】B
【解析】解法一:假定步行的速度为1,则跑步和骑车的速度分别为2和4。若骑车从A城到B城

的时间为t,则跑步和步行的时间分别为2t和4t,根据t+4t=2小时=120分钟,得到t=24分钟,则

2t=48分钟。因此,答案选择B选项。

解法二:假定步行的速度为1,则跑步和骑车的速度分别为2和4。设A到B的距离为S,由S
1+



 数量考霸8堂课 

112  

S
4=2

小时=120分钟,得到S=96,则跑步需要的时间=
S
2=48

分钟。因此,答案选择B选项。

解法三:步行、跑步、骑车的速度之比为1∶2∶4,则从A城到B城所需时间之比为4∶2∶1,根据

题意,步行和骑车为5份的时间,共计120分钟,每份为24分钟,跑步从A城去B城的时间为2份,共

计48分钟。因此,答案选择B选项。

解法四:设步行、跑步和骑车的速度分别为1、2和4,步行和骑车的平均速度=
2×1×4
1+4 =1.6,则

路程S=1.6×1,跑步需要的时间=
1.6×1
2 =0.8小时=48分钟。因此,答案选择B选项。

【点拨】按照比例进行赋值。设小王步行的速度为1,则跑步的速度为2,骑车的速度为4。
【例6】某地区居民用同样多的人民币只能买到原来80%的商品,这意味着商品价格(  )。
A.上涨了20% B.下降了20%
C.上涨了25% D.下降了25%
【答案】C
【解析】设有100元人民币,假设原来能买10件商品,则现在只能购买8件,说明商品价格由原来

的10元/件,增长为12.5元/件,所以上涨了25%。
【例7】一满杯纯牛奶,喝去20%后用水加满,再喝去60%。此时杯中的纯牛奶占杯子容积的百分

数为(  )。
A.52% B.48% C.42% D.32%
【答案】D
【解析】我们假设容器容量为100,那么最开始有100的牛奶,由于喝掉了20,所以还剩下80牛

奶。加水后又喝掉60%,只剩下40%,所以还剩牛奶80×40%=32,占原来的32%,选择D。

【例8】某网店以高于进价10%的定价销售T恤,在售出
2
3

后,以定价的8折将余下的T恤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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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出,该网店预计盈利为成本的(  )。
A.3.2% B.不赚也不亏 C.1.6% D.2.7%
【答案】D
【解析】假设进价为10,则利润为1,定价为11,假设销量为3,则可得最终的收入为2×11+11×

0.8=30.8。总成本为30,所以最终的利润率为0.8÷30≈2.7%,答案选D。
【例9】某服装店老板去采购一批商品,其所带的钱如果只买某种进口上衣可买120件,如果只买

某种普通上衣则可买180件。现在知道,最后该老板买的进口上衣和普通上衣的数量相同,问他最多

可以各买多少件? (  )
A.70件 B.72件 C.74件 D.75件

【答案】B
【解析】假设带了360元,那么进口上衣和普通上衣价格分别是3元、2元,那么可以各买360÷

(3+2)=72(件)。
【例10】有一辆自行车,前轮和后轮都是新的,并且可以互换,轮胎在前轮位置可以行驶5000千

米,在后轮位置可以行驶3000千米,问使用两个新轮胎,这辆自行车最多可以行多少千米? (  )
A.4250 B.3000 C.4000 D.3750
【答案】D
【解析】我们假设新轮胎的“可消耗量”为15000,那么前轮每千米消耗15000÷5000=3,后轮每千

米消耗15000÷3000=5,两个轮胎每千米一共消耗3+5=8,而两个轮胎总共有可消耗量为15000×
2=30000,说明最多可以走30000÷8=3750(千米),选择D。

【例11】某市气象局观测发现,今年第一、二季度本市降水量分别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1%和

9%,而两个季度降水量的绝对增量刚好相同。那么今年上半年该市降水量同比增长多少? (  )
A.9.5% B.10% C.9.9% D.10.5%
【答案】C
【解析】假设今年一、二季度降水量的绝对增量均为99,那么去年一、二季度降水量应该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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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11%=900,99÷9%=1100,所以上半年同比增长99×2÷(900+1100)×100%=9.9%,选择C。
【例12】一只装有动力桨的船,其单靠人工划船顺流而下的速度是水速的3倍。现该船靠人工划

动从A 地顺流到达B 地,原路返回时只开足动力桨行驶,用时比来时少
2
5
。问船在静水中开足动力

浆行驶的速度是人工划船速度的多少倍? (  )
A.2 B.3 C.4 D.5
【答案】B
【解析】假设水速为1,那么人工划船顺流速度就是3,从而得到人工划船静水速度为2。再假设从

A 到B 用时为5,那么返回时用时为3。从A 到B 的距离为5×3=15,从B 到A 的动力桨逆水速度

为15÷3=5,所以动力浆静水速度为5+1=6。综上,静水中动力浆的速度是人工划船速度的6÷2=
3倍。

【例13】某调查队男、女队员的人数比是3∶2,分别为甲、乙、丙三个调查小组。已知甲、乙、丙三

组的人数比是10∶8∶7,甲组中男、女队员的人数比是3∶1,乙组中男、女队员的人数比是5∶3,则丙

组中男、女队员的人数比是(  )。
A.4∶9 B.5∶9 C.4∶7 D.5∶7
【答案】B
【解析】设甲、乙、丙三组的人数分别为20人、16人、14人,那么总共是50人,再根据男女比例可

知:男队员总数为30人,女队员总数为20人。很容易得到甲组中男队员15人,女队员5人;乙组中男

队员10人,女队员6人。所以,丙组中男队员5人,女队员9人,答案选B。
【例14】甲从A 地到B 地需要30分钟,乙从B 地到A 地需要45分钟,甲、乙两人同时从A、B 两

地相向而行,中间甲休息了20分钟,乙也休息了一段时间,最后两人在出发40分钟后相遇。问乙休息

了多少分钟? (  )
A.15 B.18 C.20 D.25
【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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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假设A 地到B 地的距离为90公里,则甲速=3公里/分钟,乙速=2公里/分钟,相遇时甲

实际走了40-20=20(分钟),所走路程为3×20=60(公里),所以乙走了剩下的30公里。因此乙走路

的实际时间为:30÷2=15(分钟),因此乙休息了40-15=25(分钟)。选择D。
【例15】甲、乙两人早上10点同时出发匀速向对方的工作单位行进,10点30分两人相遇并继续

以原速度前行。10点54分甲到达乙的工作单位后,立刻原速返回自己单位。问甲返回自己单位

时,乙已经到了甲的工作单位多长时间? (  )
A.42分 B.40分30秒 C.43分30秒 D.45分

【答案】B
【解析】假设两地相距54米,甲用54分钟走完全程,所以:甲速=1米/分。甲、乙用30分钟相

遇,所以两人速度和为:54÷30=1.8(米/分),所以乙速为0.8米/分。因此,乙到达甲单位的时间为

54÷0.8=67.5(分钟),甲自出发至返回自己单位需要时间为2×54=108(分钟),此时乙已经到达甲公

司108-67.5=40.5(分钟),选择B。
【例16】某旅行社对学生团体旅游提出如下优惠方案:每人享受八二折(即原价的82%)优惠,且

如果人数多于5人,则有1人可全部免费,但不得分成多个旅游团。现有一个9名学生的旅游团参加

该旅行社组织的旅游团组,则人均费用大约优惠了(  )。
A.25.1% B.26.2% C.27.1% D.28.6%
【答案】C
【解析】假设每个人的团费是100元,在没有优惠的情况下,9名学生共需要花费900元。由于其

人数超过了5人,有1人可全部免费,其余人享受八二折,共需要花费:8×100×0.82=656(元)。共节

约了900-656=244(元),平均到9个人身上,每个人大约优惠了244÷9≈27.1(元)。人均费用大约

优惠了27.1%,故正确答案为C选项。
【例17】商店销售某种商品,在售出总进货数的一半后将剩余的打八折出售,销售掉剩余的一半

后在现价基础上再打五折出售,全部售出后计算毛利润为采购成本的60%。问如果不打折出售所有

的商品,毛利润为采购成本的多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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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5% B.60% C.90% D.100%
【答案】D
【解析】假设原有货物量为4,三次分别售出2、1、1的量。再设原价为10,三次售出价分别为10、

8、4。因此,总共得到收入2×10+1×8+1×4=32,那么采购成本为32÷(1+60%)=20。如果不打

折可得利润为4×10-20=20,为采购成本的100%。
【例18】一艘游轮从甲港口顺水航行至乙港口需7小时,从乙港口逆水航行至甲港口需9小时。

问如果在静水条件下,游轮从甲港口航行至乙港口需多少小时? (  )
A.7.75小时 B.7.875小时 C.8小时 D.8.25小时

【答案】B
【解析】假设两港距离为63,那么顺水、逆水速度分别为9和7,游轮在静水中的速度应该是两者

的平均数,为8,那么静水条件下,游轮航行需要63÷8=7.875(小时)。
【例19】某公司年终分红,董事会决定拿出公司当年利润的10%奖励甲、乙、丙三位高管,原本打

算依据职位高低按甲乙丙比例为3∶2∶1的方案进行分配,最终董事会决定根据实际贡献按甲乙丙

比例为4∶3∶2分配奖金。最终方案中(  )得到的奖金比原有方案有所提高。
A.甲 B.乙 C.丙 D.不清楚

【答案】C
【解析】假设奖金总量为18元,那么按照原方案甲、乙、丙三人拿到的分别为9、6、3元,如果按照

最终方案,三人拿到的分别为8、6、4元,很明显,丙得到的奖金比原有方案有所提高。
【例20】一些羽毛球分给甲、乙、丙、丁四个组训练,平均每人正好分到25个。若只分给甲组,平均

每人可分到125个;若只分给乙组,平均每人分到100个;若只分给丙组,平均每人分到75个,那么人

数最多的是哪个组? (  )
A.甲组 B.乙组 C.丙组 D.丁组

【答案】C
【解析】假设羽毛球一共有1500个,四个组共有1500÷25=60(人),甲组有1500÷125=12(人),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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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有1500÷100=15(人),丙组有1500÷75=20(人),那么丁组有60-12-15-20=13(人),最多的是

丙组。

EXERCISES—练习题

[习题01]受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某产品的总成本比之前上涨了
1
15
,而原材料成本在总成本

中的比重提高了2.5个百分点。问原材料的价格上涨了多少? (  )

A.
1
9 B.

1
10 C.

1
11 D.

1
12

[习题02]有一本畅销书,今年每册书的成本比去年增加了10%,因此每册书的利润下降了

20%,但是今年的销量比去年增加了70%,则今年销售该畅销书的总利润比去年增加了(  )。
A.36% B.25% C.20% D.15%
[习题03]小红去买过冬的蔬菜,她带的钱可以买10斤萝卜或50斤白菜,如果小红买了6斤萝

卜,剩下的钱全用来买白菜,可以买几斤白菜? (  )
A.12斤 B.15斤 C.20斤 D.24斤

[习题04]市场上买2斤榴莲的价钱可以买6斤苹果,买6斤橙子的价钱可以买3斤榴莲。买苹

果、橙子、菠萝各1斤的价钱可以买1斤榴莲。买1斤榴莲的价钱可以买菠萝(  )。
A.2斤 B.3斤 C.5斤 D.6斤

[习题05]2010年末,某公司高收入员工(占20%)收入是一般员工(占80%)的6倍,未来5年实

现员工总收入增加1倍,同时缩小收入差距,当一般员工收入增加1.5倍时,则高收入员工收入是一般

员工的多少倍? (  )
A.3 B.4 C.4.5 D.5
[习题06]一商品的进价比上月低了5%,但超市按上月售价销售,其利润率提高了6个百分

点,则超市上月销售该商品的利润率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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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 B.13% C.14% D.15%

参考答案及解析

[习题01]A [解析]假设原来总成本为15,现在上涨了1,涨到了16。这里上涨的“1”是由于原

材料上涨引起的,可假设原材料从x 上涨到x+1,则:x+1
16 -

x
15=2.5%⇒x=9,所以原材料上涨

了
1
9

。

[习题02]A [解析]假设去年每册书利润为100,销量也为100,那么去年的总利润为10000;今

年每册书的利润应该为80,销量为170,那么今年的总利润为13600,增长36%。
[习题03]C [解析]假设小红带了100元,易知萝卜10元/斤,白菜2元/斤。小红买了6斤萝

卜花了60元,剩下40元还可以买20斤白菜。
[习题04]D [解析]假设苹果1元1斤,那么易知榴莲3元1斤,橙子1.5元1斤。因此,1斤榴

莲比1斤苹果和1斤橙子之和贵0.5元,那么菠萝就是0.5元1斤,得到1斤榴莲的价钱可以买菠萝

6斤。
[习题05]B [解析]假设公司总人数为10人,则2人为高收入员工,8人为一般员工。再假设

现在一般员工每人的收入为1,那么高收入员工每人的收入为6,现在的总收入为8×1+2×6=20。
未来5年总收入增加1倍,达到40,其中,一般员工增加1.5倍,达到2.5,总收入为8×2.5×1=20;高

收入员工总收入为40-20=20,每个人为20÷2=10,是一般员工的10÷2.5=4倍。
[习题06]C [解析]假设上月进价为100,那么这个月进价为95,假设售价为x,则:
x-95
95 -

x-100
100 =6%⇒x=114⇒该商品利润率=

114-100
10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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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比例假设法

Q1.WHAT—是什么

比例假设法是指将试题中的已知量用比例关系中的数值代替从而简化计算的方法。这种方法和

化归为一法同样是赋值,不同的地方在于,化归为一法是设未知量,比例假设法是设已知量。

Q2.WHY—为什么

有些考生可能会有疑问,既然试题中已经给出了具体的数值,为什么还要将其赋值为另一数值?
实际上这个赋值,是赋的“份数”。而这个量与份数的比值,在做倍数和加减运算(运算的对象必须相

同,即量和量之间,份数和份数之间)是不变的,这就是数学上的线性不变性。赋值的份数往往是个位

数或者十位数,这样可以显著地降低计算量,节省时间;还可以使得量化关系更加清晰,便于思考

分析。

Q3.WHERE—用在哪

比例假设法是关于将有具体数值的量赋值的方法。类似划归为一法,主要应用在有分数、百分

数、倍数等比例关系的试题中。

【例1】某商店以每件6元的进价买回商品,再以每件8.4元卖出。当卖了
3
4

时,不仅收回了购买

所付的款项,还获利90元,问商品一共有多少件? (  )
A.300 B.400
C.500 D.600
【答案】A

【解析】本题出现分数和具体钱数,适用赋份数法。由
3
4

可赋值总数为4份,则卖了3份,所以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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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价为6×4=24,此时的售价总数为8.4×3=25.2,共获利:25.2-24=1.2。实际获利90元,则商品

一共有
90
1.2×4=300

(件)。故本题答案为A。

【例2】某城市共有A、B、C、D、E五个区,A区人口是全市人口的
5
17
,B区人口是A区人口的

2
5
,C

区人口是D区和E区人口总数的
5
8
,A区比C区多3万人。全市共有多少万人? (  )

A.20.4 B.30.6
C.34.5 D.44.2
【答案】D
【解析】赋份数法。由题干中的分数可以假设全市人口为17份,那么A区5份,B区2份,C区+

D区+E区=10份,C区=
5
8

(D区+E区)=
5
13

(C区+D区+E区)=
50
13

份,A区-C区=
15
13

份,进

而可以得到1份是
13
5

万人,所以全市人口为17×
13
5=44.2

(万人)。故本题答案为D。

【回顾知识点】若a=
m
nb(m,n 互质),则a=

m
m+n

(a+b)。

【例3】同时打开游泳池的A、B两个进水管,加满水需1小时30分钟,且 A管比B管多进水180
立方米。若单独打开A管,加满水需2小时40分钟。则B管每分钟进水多少立方米? (  )

A.6 B.7
C.8 D.9
【答案】B
【解析】赋份数法。由题干中的90分钟、160分钟可以假设总水量为9×10×16份,那么效率为

A+B=16份,A=9份,所以B=7份,答案一定是7的倍数。故本题答案为B。
【例4】甲地到乙地,步行速度比骑车速度慢75%,骑车速度比公交慢50%。如果一个人坐公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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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甲地到乙地,再从乙地步行到甲地,一共用了一个半小时,则该人骑车从甲地到乙地需要多长时

间? (  )
A.10分钟 B.20分钟

C.30分钟 D.40分钟

【答案】B
【解析】根据题意可知,步行、骑车、公交的速度比为1∶4∶8,走相同路程的时间比为8∶2∶1。

根据题意,(1+8)份的时间共计90分钟,即1份时间为10分钟则骑车从甲地去乙地的时间为2份,共
计20分钟。故本题答案为B。

常用题型:

工程问题、行程问题、费用问题、溶液问题、和差倍比问题等。

Q4.HOW—怎么用

比例假设法的原则是尽量简化为互质的整数关系,假设的量应该尽可能小,方便计算。
【例5】某公司有三个部门,第一个部门的人数是其他两个部门人数的三分之一,第二个部门的人

数是其他两个部门人数的五分之一,第三个部门有28人,则第一个部门与第二个部门的人数相差多

少? (  )
A.4 B.6 C.8 D.5
【答案】A
【解析】假设公司有12人,那么第一个部门应有3人,第二个部门有2人,得到第三个部门应该是

12-3-2=7(人),实际上第三个部门是28人,所以实际值应该是假设值的4倍。第一、二个部门分别

是3×4=12(人),2×4=8(人),相差4人。
【例6】一本书有100多页,小王每天看固定的页数,看了18天后,发现未看的页数正好是已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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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
2
3
,又看了7天后发现未看的页数正好比已看的页数少100页。问这本书共有多少页? (  )

A.180 B.160  C.150 D.120
【答案】C

【解析】假设小王每天看1页,那么18天一共看了18页,而未看的页数正好是已看的
2
3

,所以未

看的页数应该是18×
2
3=12

(页),总共是18+12=30(页)。又看了7天后,总共看了18+7=25

(页),未看12-7=5(页),未看的页数比已看的页数少25-5=20(页),而实际上这个差是100页,所

以实际值应该是假设值的5倍,所以总共有5×30=150(页)。
【例7】某高速公路收费站对过往车辆的收费标准是:大型车30元/辆、中型车15元/辆、小型车

10元/辆。某天,通过收费站的大型车与中型车的数量比是5∶6,中型车与小型车的数量比是4∶
11,小型车的通行费总数比大型车的多270元,这天的收费总额是(  )。

A.7280元 B.7290元 C.7300元 D.7350元

【答案】B
【解析】假设中型车数量为12辆,那么易得大型车应该是10辆,小型车应该是33辆。大、中、小

三种车型的总通行费分别为:10×30=300(元),12×15=180(元),33×10=330(元),总共为810元。
小型车的通行费总数比大型车多330-300=30(元),而实际上这个差是270元,所以实际值应该是假

设值的9倍,所以收费总额为810×9=7290(元)。
【例8】某企业为员工定制工作服,请服装公司的裁缝量体裁衣,裁缝每小时为52名男员工、35名

女员工量体。几小时后,刚好量完所有的女员工的尺寸,这时还有24名男员工没有量体。若男女员

工的比例为11∶7,则该企业共有多少名员工? (  )
A.720 B.810 C.900 D.1080
【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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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男女员工的比例为11∶7=55∶35,假设企业有男员工55人,女员工35人,则当量完所有

女员工尺寸时,男员工剩余3人没有量体,实际上是24人没有量体,所以实际值是假设值的8倍。该

企业共有员工8×(55+35)=720(人)。
【例9】国家为了继续刺激消费,规定私人购买耐用消费品的,不超过其价格的50%的款项可以用

抵押的方式向银行贷款,蒋老师欲购买一辆家用轿车,他现在的全部积蓄为P 元,只够支付车款的

60%,则蒋老师应向银行贷款(  )元。

A.
P
2 B.

2P
3 C.

P
4 D.

3P
4

【答案】B

【解析】假设车款为10元,他的积蓄只有6元,需要贷款4元,贷款是积蓄的
2
3

,所以选择B。

【例10】商场销售某种商品的加价幅度为其进货价的40%,现商场决定将加价幅度降低一半来促

销,商品售价比以前降低了54元。问该商品原来的售价是多少元? (  )
A.324 B.270 C.135 D.378
【答案】D
【解析】假设进价为10元,那么原来售价为14元,新的售价为12元,降低了2元。实际上降低了

54元,说明实际值是假设值的27倍,那么原来售价应该是14×27=378(元),选择D。
【例11】在澳大利亚热带森林有一对袋鼠兄弟,它们在进行跳远比赛,袋鼠弟弟说:应该让我先跳

10次,你才能跳。假如在同样的时间内,袋鼠弟弟每跳4次,袋鼠哥哥只能跳3次,而哥哥跳5次的距

离相当于弟弟跳7次那样远,那么这样下去,袋鼠哥哥要在跳多少次后才能追上袋鼠弟弟呢? (  )
A.60 B.90 C.120 D.150
【答案】D
【解析】我们以选项中最小的数值为例,直接假设哥哥跳了60次后追上弟弟,根据题意,哥哥跳60

次,同时弟弟应该可以跳80次,并且哥哥跳这60次的距离应该相当于弟弟跳84次,所以弟弟必须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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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84-80=4(次)。而原题是提前跳10次,所以实际值应该是假设值的2.5倍,60×2.5=150(次),选

择D。
【例12】甲从A 地去B 地,每小时速度为35千米;乙从B 地去A 地,速度是每小时15千米;两人

相向而行,第三次和第四次迎面相遇点距离是100千米,问A、B 两地距离是多少? (  )
A.50 B.100 C.150 D.250
【答案】D
【解析】根据最小选项,我们先假设总距离为50千米。两人的速度和为50千米/时,第三、四次

(迎面)相遇共走了5、7个全程,即250千米、350千米,分别需要250÷50=5(小时)、350÷50=7(小

时),那么甲分别走了5×35=175(千米)、7×35=245(千米),分别是3个全程+25千米、4个全程+
45千米,简单画个图可知,这两个点差20千米。根据题干可知,实际上是相差100千米,所以应该是

假设的5倍,A、B两地相距50×5=250(千米)。
【例13】A 城市每立方米水的水费是B 城市的1.25倍,同样交水费20元,在B 城市比在A 城市

可多用2立方米水,那么A 城市每立方米水的水费是(  )元。
A.2 B.2.5 C.3 D.3.5
【答案】B
【解析】假设A、B 两城市每立方米的水费分别为5元、4元,那么交水费20元在A、B 两城市分

别可以使用4和5立方米水,只相差1立方米,而题目相差2立方米,即实际值是假设值的一半。即分

别是2.5元/立方米、2元/立方米,选择B。
【点拨】使用“比例假设法”本质上必须要求下面两个量之间有比例关系:①假设量;②矛盾量。本

题中假设量是水价,矛盾量是用水量,这两者之间是反比例而不是正比例关系,所以最后计算比例的

时候跟其他题目是一个相反的形式。当然,如果假设量和矛盾量之间没有比例关系,这种方法是不可

以使用的。
【例14】甲、乙两辆清洁车执行东、西城间的公路清扫任务。甲车单独清扫需要6小时,乙车单独

清扫需要9小时,两车同时从东、西城相向开出,相遇时甲车比乙车多清扫15千米。问东、西两城相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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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千米? (  )
A.60千米 B.75千米 C.90千米 D.135千米

【答案】B
【解析】假设两城相距18千米,甲速度为18÷6=3(千米/时),乙速度为18÷9=2(千米/时),相

遇时间为18÷(2+3)=3.6(小时),两车分别走了10.8千米、7.2千米,相差3.6千米。而实际甲车比

乙车多清扫了15千米,是假设值的15÷3.6=
25
6

倍,说明两城相距18×
25
6=75

(千米),选择B。

【例15】小李乘公共汽车去某地,车行过一半路程时,小李把座位让给一位老人后一直站着,离终

点还剩3千米时,他又坐下,在这次乘车过程中,他站的路程是坐着的路程的三分之一,则小李这次乘

车的全程为(  )。
A.8千米 B.9千米 C.12千米 D.14千米

【答案】C

【解析】因为小李站的路程是坐着的路程的
1
3

,说明全程的
1
4

他是站着的,3
4

是坐着的。如果全

程总共4千米,那么小李应该坐了3千米,车行一半路程已经坐了2千米,那么需要离终点还剩1千米

时重新坐下,而实际值是3千米,是假设值的3倍,说明全程应该是4×3=12(千米)。
【例16】一个产品生产线分为a、b、c 三段,每个人每小时分别完成10、5、6件,现在总人数为71

人,要使得完成的件数最大,71人的安排分别是(  )。
A.14∶28∶29  B.15∶31∶25   C.16∶32∶23   D.17∶33∶21
【答案】B
【解析】如果要完成30件产品,三个生产线恰好分别需要3、6、5个人,这样总数是14人。而实际

人数为71人,我们知道70是14的5倍,所以如果安排70个人,三个生产线应该分别安排3、6、5的5
倍,即15、30、25个人,剩下1个人安排在哪里都无所谓了,选择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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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7】一个水塘里放养了鱼和鳖。鳖的数量占二者总数量的
5
11
,现在又放进了130条鱼,这时

鳖的数量占二者总数量的
7
18
。这个水塘里一共有(  )只鳖。

A.350 B.358 C.377 D.384
【答案】A

[解一]假设水塘里一共有35只鳖,那么一开始总量为35÷
5
11=77

,后来的总量为35÷
7
18=

90,二者差了13,而实际上差了130,是假设值的10倍,所以鳖一共有350只,选择A。
[解二]很明显,鳖的数量是5和7的倍数,结合选项,只有A满足要求。
【例18】某晚会计划设置抽奖环节,能用于购买奖品的总金额固定,且要求每名一等奖奖品的金

额是二等奖的两倍,每名二等奖奖品的金额是三等奖的两倍。如果一、二、三等奖各设置两名,则一等

奖奖品金额为每名720元。若一等奖设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四名,则一等奖的奖品金额为

(  )元。
A.780 B.840 C.880 D.940
【答案】B
【解析】原来6个人的奖金金额的比例为4∶4∶2∶2∶1∶1,一等奖奖金为4份720元,所以每份

应该是180元。总金额为14份,所 以 总 金 额 应 该 为180×14元。调 整 之 后7个 人 比 例 为4∶2∶
2∶1∶1∶1∶1,总共12份,那么每份应该为180×14÷12=210(元),所以一等奖金额占4份,应该是

840元,选择B。
【点拨】本题解析虽然跟“比例假设法”的形式不太一样,使用的是“比例份数”的概念,但本质上是

相通的,是一种更为简捷的变体。
【例19】报社将一定的奖金发给征文活动获奖者,其中一等奖是二等奖的2倍,二等奖金是三等

奖的1.5倍,如果一、二、三等奖各评选两人,那么一等奖获得者将得2400元奖金;如果一等奖只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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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二、三等奖各评选两人,那么一等奖的奖金是(  )。
A.2800元 B.3000元 C.3300元 D.4500元

【答案】C
【解析】易知一、二、三等奖奖金的比例为6∶3∶2,调整之后相当于撤销了一个一等奖,把这个人

的2400元奖金按照比例分给了剩下5个人,这5个人的比例为6∶3∶3∶2∶2,总共是16份,所以每

份是2400÷16=150(元),一等奖补拿6份,即900元,从2400元变成3300元,选择C。

EXERCISES—练习题

[习题01]某公司因前年产品销量较好,去年年初将产品提价20%,但因价格上升,去年的销量下

降20%,该公司去年的营业额为9600万元,则该公司前年的营业额是(  )元。
A.1亿 B.9812万 C.1000万 D.9600万

[习题02]甲、乙、丙、丁、戊合做一批零件。甲做的个数是其他四个人工作总量的一半,乙做的个

数是其他四个人工作总量的
1
3
,丙做的个数是其他四个人工作总量的

1
4
,丁做的个数是其他四个人工

作总量的
1
5
,戊做了120个。五个人共做了(  )个。

A.480 B.960 C.1200 D.2400
[习题03]甲、乙有数量相同的萝卜,甲打算卖1元2个,乙打算卖1元3个,如甲、乙二人一起按

2元5个卖全部的萝卜,总收入会比预想的少4元,问两人共有多少个萝卜? (  )
A.420 B.120 C.360 D.240
[习题04]某商品定价为进价的1.5倍,售价为定价的8折,每件商品获利24元,该商品定价为

(  )元。
A.180 B.160 C.144 D.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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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05]某公司女职员占总人数的
2
5
,后来新进10名女职员,这时女职员和男职员人数相

等,则公司现在共有职员(  )名。
A.100 B.80 C.60 D.50

参考答案及解析

[习题01]A [解析]假设前年销量为100,价格为100元,那么去年销量为80,价格为120元,得
到营业额为9600元。实际值是假设值的1万倍,所以前年的营业额应该是10000×100×100=1(亿

元),选择A。
[习题02]D [解析]假设零件总量是60个,那么易知甲、乙、丙、丁分别为20、15、12、10,剩下戊

就应该是60-20-15-12-10=3(个),而 实 际 上 戊 做 了120个,所 以 实 际 值 应 该 是 假 设 值 的40
倍,五人总共做了60×40=2400(个)。

[习题03]D [解析]假设甲、乙分别有30个萝卜,甲单独可卖15元,乙单独可卖10元,两人一

起可以卖24元,少1元,实际值是假设值的4倍,共有(30+30)×4=240(个)。
[习题04]A [解析]假设进价为2元,定价为3元,售价8折就应该是2.4元,则每件商品获利

0.4元。实际获利24元,所以实际值是假设值的60倍,即进价120元,定价180元,选择A。
[习题05]C [解析]假设原来公司有5人,其中女职员为2人,那么男职员为3人,如果新进1

名女职员,男女就相等了。但原题给的是10名,所以实际值应该是假设值的10倍,即公司原有5×
10=50(名)职员。现有50+10=60(名)职员。

五、十字交叉法

Q1.WHAT—是什么

十字交叉法是通过整体的平均值和部分的值,求出部分之间比例的方法。对求解部分之间比例

关系的试题,有近乎“秒杀”的效果。同时十字交叉法也是资料分析中一种重要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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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WHY—为什么

十字交叉法实际上就是将比例关系的特殊形式转化为经验公式,省去分析的过程,节省了时间。
因为十字交叉法可以清楚地了解整体的平均值和部分的值的大小关系,所以某些题目可以不通过计

算,即可以判断答案。

Q3.WHERE—用在哪

十字交叉法一般用于存在整体和部分关系的试题中,而比例关系是解题的关键。
【例1】一只松鼠采松子,晴天每天采24个,雨天每天采16个,它一连几天共采168个松子,平均

每天采21个,这几天当中晴天有几天? (  )
A.3 B.4
C.5 D.6
【答案】C
【解析】十字交叉法:

21

24

16

5

3

晴天

雨天=
5
3

,可知晴天天数是5的倍数。故本题答案为C。

【例2】某单位共有A、B、C三个部门,三部门人员平均年龄分别为38岁、24岁、42岁。A和B两

部门人员平均年龄为30岁,B和C两部门人员平均年龄为34岁。该单位全体人员的平均年龄为多少

岁? (  )
A.34 B.36
C.35 D.37
【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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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对A、B两部门运用“十字交叉法”得其人数比例为3∶4,对B、C两部门运用“十字交叉

法”得其人数比例为4∶5。根据比例赋值A、B、C三部门分别有3、4、5人,故该单位全体人员的平均

年龄为
38×3+24×4+42×5

3+4+5 =35(岁)。故本题答案为C。

【例3】某公司2011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765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其中主营业务收入比

上年同期减少2%,而其他业务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加10%,那么,该公司2011年前三季度主营业务收

入为多少? (  )
A.3920万元 B.4410万元

C.4900万元 D.5490万元

【答案】C
【解析】设该公司2010年前三季度主营业务收入为x 万元,运用十字交叉法:

2%

-2%

10%

8%

4%

8%
4%=2∶1

,则x=
7650
1+2%×

2
3=5000

(万元),所以2011年前三季度主营业

务收入为5000×98%=4900(万元)。故本题答案为C。
【易错点拨】注意涉及增长率、折扣的十字交叉法,求得的是基期量、折前的量之比。
【例4】小张去机票代理处为单位团购机票10张,商务舱定价1200元/张,经济舱定价700元/张。

由于买的数量较多,代理商就给予优惠,商务舱按定价的9折付钱,经济舱按定价的6折付钱,如果他

付的钱比按定价少31%,那么小张一共购买的经济舱的票数是(  )。
A.7张 B.6张

C.9张 D.8张

【答案】D
【解析】9折即所付钱数是定价的90%;6折即所付钱数是定价的60%;比定价少31%即所付钱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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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定价的69%。运用十字交叉法,注意交叉出的两者之比是折扣前的钱数之比而非票数之比。

69%

商务舱折前总价  90%

经济舱折前总价  60%

9%

21%

商务舱折前总价

经济舱折前总价=
9
21=

3
7

。

而两者单张价格之比是12∶7,所以两者张数之比是
3
7÷

12
7=1∶4

,机票总数为10张,那么经济

舱是8张。故本题答案为D。

常用题型:

平均数问题、溶液问题、和差倍比问题等。

Q4.HOW—怎么用

“十字交叉法”实际上是一种简化方程的形式,凡是符合下图左边方程的形式,都可以用右边的

“十字交叉”的形式来简化:

Aa+Bb=(A+B)r⇒
A
B =

r-b
a-r⇒ r

A:  a r-b

B:  b a-r

  ⇒ 
A
B =

r-b
a-r

【例1】某单位共有员工25人,他们的平均年龄为28岁,其中男员工的平均年龄为30岁,女员工

的平均年龄为25岁,问男员工比女员工的人数多多少? (  )
A.2人 B.3人 C.4人 D.5人

【答案】D
【解析】“十字交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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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男员工   30 3

女员工   25 2

  则男女员工人数之比为3∶2,易得分别为15、10人,男员工比女员工

多5人。
【例2】车间共有40人,某次技术操作考核平均成绩为80分,其中男工平均成绩为86分,女工平

均成绩为78分,该车间有女工多少人? (  )
A.16 B.24 C.25 D.30
【答案】D
【解析】“十字交叉法”:

80

男工   86 2

女工   78 6

  
2
6=

1
3=

10
30

,由于总数为40人,所以男、女工分别为10人和30人。

【例3】某养鸡场计划购买甲、乙两种小鸡苗共2000只进行饲养,已知甲种小鸡苗每只2元,乙种

小鸡苗每只3元。相关资料表明:甲、乙两种小鸡苗的成活率分别为94%和99%。若要使这批小鸡苗

的成活率不低于96%,且买小鸡苗的总费用最小,则应选购甲、乙两种小鸡苗各(  )。
A.500只、1500只 B.800只、1200只

C.1100只、900只 D.1200只、800只
【答案】D
【解析】因为希望总费用尽可能小,那么尽可能使用便宜的甲种小鸡苗;但甲种小鸡苗成活率较

低,所以使用的比例最好保证两种小鸡苗的总体成活率恰好为96%。对成活率进行“十字交叉法”:

96%

甲种小鸡苗   94% 3%

乙种小鸡苗   99% 2%

甲种小鸡苗与乙种小鸡苗的比例为3∶2,结合选项,选择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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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4】小张到文具店采购办公用品,买了红、黑两种笔共66支。红笔的定价为5元,黑笔的定价

为9元,由于买的数量较多,商店给予优惠,红笔打八五折,黑笔打八折,最后支付的金额比核定价少

18%,那么他买了红笔(  )。
A.36支 B.34支 C.32支 D.30支

【答案】A
【解析】设小张购买红笔x支,黑笔y支,则:本题可以用“十字交叉法”,但算出的比例不是两种笔

的“支数比例”,而是“总价比例”。因此为避免错误,仍建议大家使用方程,但解方程时应将第二个方

程中x、y 分置两边,作如下变换:0.85×5x-0.82×5x=0.82×9y-0.8×9y⇒
x
y =

0.18
0.15=

36
30

,于

是看出x 与y 分别为36、30。这其实算另一种相对“保险”的十字交叉法。大家也可以按照下面的形

式做“十字交叉”:

0.82

红笔总价5x  0.85 0.02

黑笔总价9y  0.80 0.03

5x∶9y=2∶3⇒x∶y=6∶5=36∶30,所以红笔是36支。

【例5】小华去市场买草莓和苹果,一共买了15斤,已知草莓12元/斤,苹果10元/斤,由于买的数

量较多,商家就给予优惠,草莓按照定价95%付钱,苹果按照定价86%付钱,如果小华付的钱比按定价

少付了10%,那么他买了多少斤草莓? (  )
A.4 B.6 C.9 D.10
【答案】B
【解析】设共买草莓x 斤,苹果y 斤,运用“十字交叉法”:

0.90

草莓总价12x  0.95 0.04

苹果总价10y  0.86 0.05

12x∶10y=4∶5⇒x∶y=2∶3=6∶9,所以草莓是6斤。



 数量考霸8堂课 

134  

【例6】红酒桶中有浓度为68%的酒,绿酒桶中有浓度为48%的酒,若每个酒桶中取若干酒混合

后,酒浓度为52%。若每个酒桶中取酒的数量比原来都多12升,混合后的酒浓度为53.2%。第一次

混合时,红酒桶中取的酒是(  )。
A.17.8升 B.19.2升 C.22.4升 D.36.8升

【答案】B
[解一]运用“十字交叉法”,易知第一次混合比应该为1∶4,所以假设第一次分别取x、4x 升;再

用“十字交叉法”得到第二次混合比为13∶37,所以(x+12)∶(4x+12)=13∶37,得x=19.2,选择B。
[解二]运用“十字交叉法”:

52%

红   68% 4%

绿   48% 16%

=
1
4 53.2%

第一次混合后   52% 4.8%

24升   58% 1.2%

=
4
1

第一次混合时,红、绿两酒桶所取酒的体积比为1∶4;第二次两桶都多取12升,相当于把第一次

取出的酒与24升浓度为(68%+48%)÷2=58%的酒混合,由“十字交叉法”得到的体积比为4∶1,因

此,第一次总共取酒4×24=96(升),其中从红酒桶中取的酒为96×
1
5=19.2

(升)。

EXERCISES—练习题

[习题01]某班一次数学测试,全班平均91分,其中男生平均88分,女生平均93分,则女生人数

是男生人数的多少倍? (  )
A.0.5 B.1 C.1.5 D.2
[习题02]某超市购进西瓜1000个,运输途中碰裂一些,未碰裂的西瓜卖完后,利润率为40%,碰

裂的西瓜只能降价出售,亏本60%,最后结算时总的利润率为32%,则碰裂了多少西瓜? (  )
A.80 B.75 C.85 D.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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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及解析

[习题01]C [解析]运用“十字交叉法”可知女生人数与男生人数的比例为3∶2,女生人数是男

生人数的1.5倍。
[习题02]A [解析]运用“十字交叉法”可知未碰裂的西瓜数与碰裂的西瓜数比例为92∶8,故

碰裂了80个西瓜。
六、极端思维法

Q1.WHAT—是什么

极端思维法是分析时构造满足题设条件的最极端的情形,从而求出满足题设条件的极端情形的

方法,这是我们日常生活、学习和工作中普遍运用的思维方法。

Q2.WHY—为什么

极端思维法本质上就是一类求最值问题的试题的要求,是命题者需要考查的分析能力。

Q3.WHERE—用在哪

极端思维一般用在试题中出现了“至多”“至少”“最大”“最小”“最快”“最慢”“最高”“最低”等字样

的情形。因为需要构造,所以极端思维也是一种“构造设定法”。
【例1】将25台笔记本电脑奖励给不同的单位,每个单位奖励的电脑数量均不等,最多可以奖励

几个单位? (  )
A.5 B.6 C.7 D.8
【答案】B
【解析】奖励单位最多,即每个单位获得的奖励尽量的少,可设分别分得1、2、3…n 台电脑。当

n=6时,总数至少为21台;当n=7时,总数至少为28台,故最多可分给6个单位,答案选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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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一学生在期末考试中6门课成绩的平均分为92.5分,且6门课的成绩是互不相同的整

数,最高分是99分,最低分是76分,则按分数从高到低居第三的那门课至少得分为(  )分。
A.93 B.95 C.96 D.97
【答案】B
【解析】设第三高科目的分数为x 分,则这六科分别不会超过99、98、x、(x-1)、(x-2)、76,那么

总和不会超过99+98+x+(x-1)+(x-2)+76=270+3x,即92.5×6≤270+3x,所以x≥95,选

择B。
【例3】某单位2011年招聘了65名毕业生,拟分配到该单位的7个不同部门。假设行政部门分得

的毕业生人数比其他部门都多,问行政部门分得的毕业生人数至少为多少名? (  )
A.10 B.11 C.12 D.13
【答案】B
【解析】假设行政部门分到毕业生x 名,那么其他6个部门不会超过6×(x-1)名毕业生,那么总

数不会超过x+6(x-1)=7x-6,即65≤7x-6,所以x≥
71
7=10.143

,所以最少是11名,选择B。

常用题型:

最值问题等。

Q4.HOW—怎么用

极端思维的核心原则是构造最不利情形。抽屉原理:把(mn-1)个物体放入n 个抽屉中,其中必

有一个抽屉中至多有(m—1)个物体。
【例4】甲、乙、丙、丁共进行了5项比赛,每项第一名得3分,第二名得2分,第三名得1分,第四名

不得分。已知甲队获得了3次第一名,乙队获得了3次第二名,那么得分最少的队的分数不可能超过

(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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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B.6 C.7 D.8
【答案】C
【解析】得分最少的队得分尽可能多,则要求其他队得分尽可能少。五场比赛的总分为5×(3+

2+1+0)=30(分),甲队至少得了3×3=9(分),那么乙、丙、丁队最多得21分,所以分数最少的队最

多得7分,选择C。
【例5】有120名职工投票从甲、乙、丙三人中选举一人为劳模,每人只能投一次,且只能选一个

人,得票最多的人当选。统计票数的过程中发现,在前81张票中,甲得21票,乙得25票,丙得35票。
在余下的选票中,丙至少再得几张选票就一定能当选? (  )

A.15 B.18 C.21 D.31
【答案】A
[解一]我们假设丙至少要再得 N 票。剩余120-21-25-35=39(张)选票,要保证丙一定当

选,我们假设除了丙的 N 票,全部(39-N)票都被乙得到,那么35+N>25+39-N⇒N>14.5,故 N
至少需要是15,选择A。

[解二]乙是丙最大的竞争对手,除了甲得到的21票外,还有120-21=99(票),丙需要得到这其

中的过半数才能保证当选,即50票。而他已经得到了35票,还需要15票,选择A。
【例6】某部门从甲、乙、丙三人中选出一名优秀员工,共有52人投票。在计票过程中的某时

刻,甲得了17票,乙得了16票,丙得了11票。如果规定得票数比其他两人都多的候选人才能当选,那
么甲要确保当选,最少要再得多少张票? (  )

A.2张 B.3张 C.4张 D.5张

【答案】C
【解析】乙是甲最大的竞争对手,除了丙得到的11票外,还有52-11=41(票),甲需要得到这其中

的过半数才能保证当选,即21票。而他已经得到了17票,还需要4票,选择C。
【例7】要把21棵桃树栽到街心公园里5处面积不同的草坪上,如果要求每块草坪必须有树且所

栽棵数要依据面积大小各不相同,面积最大的草坪上至少要栽几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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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 B.8 C.10 D.11
【答案】A
[解一]要想最大的草坪栽得最少,那么5个数需要尽可能的平均。5个数的平均数为21÷5=

4.2,所以2.2、3.2、4.2、5.2、6.2这5个数相加正好等于21,最大的数字是6.2,这是最大的草坪的最低理

论可能值,实际值不可能低于6.2,取整数就只能是7,选择A。
[解二]假设最大的草坪栽了 N 棵树,要让这个数尽可能的少,其他草坪就要尽可能的多。而第

二、三、四、五名草坪分别不可能超过 N-1、N-2、N-3、N-4,所以五个草坪总和不可能超过5N-
10,即21≤5N-10⇒N≥6.2,说明 N 最小只能是7,选择A。

【例8】一个班里有30名学生,有12人会跳拉丁舞,有8人会跳肚皮舞,有10人会跳芭蕾舞。问

至多有几人会跳两种舞蹈? (  )
A.12人 B.14人 C.15人 D.16人

【答案】C
【解析】一共会跳舞的人次为12+8+10=30(人次),总共最多可以分配给30÷2=15(人),让每

人会两种舞蹈,选择C。
【例9】10个箱子总重100公斤,且重量排在前三位的箱子总重不超过重量排在后三位的箱子总

重的1.5倍。问最重的箱子重量最多是多少公斤? (  )

A.
200
11 B.

500
23 C.20 D.25

【答案】B
【解析】假设最轻的箱子重量为A,要让最重的箱子(假设重量为 N)尽可能的重,其余的箱子最好

尽量轻,所以我们构造其他8个箱子都是跟最轻的箱子一样重,即都是A。那么:N+A+A=1.5×

3A,得到N=2.5A,即A=0.4N。因此100=N+0.4N×9,得到N=
100
4.6=

500
23

(公斤)。

【例10】为增强职工的锻炼意识,某单位举行了踢毽子比赛,比赛时长为1分钟。参加比赛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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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平均每人踢了76个,已知每人至少踢了70个,并且其中一人踢了88个,如果不把该职工计算在

内,那么平均每人踢了74个。则踢得最快的职工最多踢了多少个? (  )
A.88 B.90 C.92 D.94
【答案】D
【解析】设共有职工N 人,根据总数目相等可知:76N=74(N-1)+88⇒N=7。要使踢得最快的

职工尽可能踢得多,就要构造其他人尽可能少,除了最快的职工还有踢了88个的职工,我们设定剩下

5名职工都只踢了70个,这样踢得最快的职工应该是74×6-70×5=94(个),选择D。
【例11】某城市9月平均气温为28.5度,如当月最热日和最冷日的平均气温相差不超过10度,则

该月平均气温在30度及以上的日子最多有多少天? (  )
A.24 B.25 C.26 D.27
【答案】B
【解析】9月份共30天,假设有 N 天达到或超过了30度,那么剩下(30-N)天肯定也达到或超过

了20度,即28.5×30≥30×N+20×(30-N)⇒N≤25.5,最多为25天。
【例12】某社团共有46人,其中35人爱好戏剧,30人爱好体育,38人爱好写作,40人爱好收

藏,这个社团至少有(  )人以上四项活动都喜欢。
A.5 B.6 C.7 D.8
【答案】A
【解析】不爱好这四项活动的分别有11、16、8、6人,共11+16+8+6=41(人次),分配给不同的人

以保证四项活动都喜欢的人尽量的少,那么至少还有46-41=5(人)。

EXERCISES—练习题

[习题01]有一排长椅总共有65个座位,其中已经有些座位上有人就座。现在又有一人准备找

一个位置就座,但是此人发现,无论怎么选择座位,都会与已经就座的人相邻。问原来至少已经有多

少人就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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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 B.17 C.22 D.33
[习题02]某检察院有在编职工51人,现要从甲、乙、丙三人中选出一名先进工作者。在计票过

程中,甲得17票,乙得16票,丙得12票。如果规定票数比其他二人都多的候选人才能当选,那么甲要

确保当选最少要再得票(  )。
A.1张 B.2张 C.3张 D.4张

[习题03]100名村民选一名代表,候选人是甲、乙、丙三人,每人只能投票选举一人,得票最多的

人当选。开票中途累计前61张选票中,甲得35票,乙得10票,丙得16票。在尚未统计的选票中,甲
至少再得多少票就一定当选? (  )

A.11 B.12 C.13 D.14
[习题04]254个志愿者来自不同的单位,任意两个单位的志愿者人数之和不少于20人,且任意

两个单位志愿者的人数不同,问这些志愿者所属的单位数最多有几个? (  )
A.17 B.15 C.14 D.12
[习题05]某班40名同学在期末考试中,语文、数学、英语三门课成绩优秀的分别有32人、35人、

33人,三门课都优秀的人数至少是(  )。
A.32 B.28 C.24 D.20
[习题06]公司某部门80%的员工有本科以上学历,70%有销售经验,60%在生产一线工作过。

该部门既有本科以上学历,又有销售经历,还在生产一线工作过的员工至少占员工的(  )。
A.20% B.15% C.10% D.5%
[习题07]某中学初二年级共有620名学生参加期中考试,其中语文及格的有580名,数学及格的

有575名,英语及格的有604名,以上三门功课都及格的至少有多少名同学? (  )
A.575 B.558 C.532 D.519
[习题08]共有100人,参加某公司的招聘考试,考试的内容共有5道题,1—5题分别有80、92、

86、78和74人答对,答对3道和3道以上的人员能通过考试,请问至少有多少人能通过这次考

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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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0 B.55 C.70 D.74
[习题09]某中学在高考前夕进行了四次语文模拟考试,第一次得90分以上的学生为70%,第二

次是75%,第三次是85%,第四次是90%,请问在四次考试中都是90分 以 上 的 学 生 至 少 是 多

少? (  )
A.40% B.30% C.20% D.10%
[习题10]某数学竞赛共160人进入决赛,决赛共4题,做对第一题的有136人,做对第二题的有

125人,做对第三题的有118人,做对第四题的有104人,那么在决赛中至少几个人是满分? (  )
A.3 B.4 C.5 D.6

参考答案及解析

[习题01]C [解析]要想使得已经就座的人尽可能的少,又要使得每个空座都有人与之相邻,我
们应该构造如下形式:空人空空人空空人空空人空空人空……其实这就相当于每个人占了3个座。
那么,想要占满65个座,至少要有22个人。

[习题02]C [解析]乙是甲最大的竞争对手,除了丙得到12票外还有39票,甲需要得到这其中

的过半数才能保证当选,即20票。而他已经得到了17票,还需要3票,选择C。
[习题03]A [解析]丙对甲的威胁最大,除了乙的10票,还剩100-10=90(票),甲必须得到90

票中的多半数(即46票),才能确保高于丙。所以还要再得46-35=11(票)。
[习题04]B [解析]要使单位数尽可能多,需要每个单位人数尽可能少,但最少的两个加起来也

不能低于20,我们构造分别为9和11,那么其他单位分别为12、13、14…一直加到24时,总和为9+
(11+24)×14÷2=254,共15个单位。

[习题05]D [解析]三门课分别有8、5、7名学生非优秀,总共20人次,所以至少还有40-20=
20(人)三门课都优秀。

[习题06]C [解析]不满足这三个条件的人员分别有20%、30%、40%,我们把总比例20%+
30%+40%=90%分配给不同的员工,以保证满足三个条件的员工尽量的少,还有至少10%的员工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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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这三个条件。
[习题07]D [解析]三门功课不及格的分别有40、45、16人,共101人次,那么至少还有620-

101=519(人)三门都及格。
[习题08]C [解析]1—5题分别有20、8、14、22、26人答错,共90人次。这90人次的错题最多

可以分配给30个人,使得这30个人每人错3道(恰好不通过),那么至少还有100-30=70(人)肯定

会通过。
[习题09]C [解析]设共有100人考试,则得90分以上的同学依次有70、75、85、90人,因此没

到90分的依次有30、25、15、10人,如果这些人都是不同的人,那么没到90分的最多有30+25+15+
10=80(人),故90分以上的至少有100-80=20(人),占20%。

[习题10]A [解析]四道题答错的分别有24、35、42、56人,共24+35+42+56=157(人次),尽

量分给不同的人以保证得满分的人尽可能的少,那么至少还有160-157=3(人)得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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