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料分析之秒杀十大解题技法

【速算技巧一：估算法】

要点：

“估算法”是资料分析题当中的速算第一法，在所有计算进行之前必须考虑能否先行估算。

估算是在精度要求并不太高的情况下。进行粗略估值的速算方式，一般在选项相差较大。或

者在被比较数据相差较大的情况下使用。

进行估算的前提是选项或者待比较的数字相差必须比较大，并且这个差别的大小决定了“估

算”时的精度要求。

【速算技巧二：直除法】

要点：

“直除法”是指在比较或计算复杂分数时，通过“直接相除”的方式得到商的首位（首一位）

或者首两位）从而得出正确答案的速算方法。

“直除法”在资料分析的速算当中有非常广泛用途。并且由于其“方式简单”而具有“极易

操作”性。

“直除法”从题型上一般包活两种形式:

1、比较多个分数时，在量级相当的情况下，首位最大/小的数为最大/小数；

2、计算一个分数时。在选项首位不同的情况下，通过计算首位便可选出正确答案。

“直除法”从难度深浅上来讲一般分为三种梯度：

1、简单直接能看出商的首位；



2、通过动手计算能看出商的首位；

3. 某些比较复杂的分数，需计算分数的“倒数”的首位来判定答案。

【速算技巧三：截位法】

要点：

所谓“截位法”，是指“在精度允许的范围内。将计算过程当中的数字截位（即只看或者只

取前几位）。从而得到精度足够的计算结果”的速算方式。

在加法或者减法中使用“截位法”时，直接从左边高位开始相加或者相减（同时注意下一位

是否需要进位与借位），直到得到选项求精度的答案为止。

在乘法或者除法中使用“截位法”时，为了使所得结果尽可能精准，需主义截位近似的方向:

1、大（或缩小)—个乘数因子。则需缩小(或大）另一个乘数因子。

2、大（或缩小）被除数，则需大（或缩小）除数。

如果是求“两个乘积的和或者差”(即 a b±c d"，应该注意：

1、大（或缩小）加号的一侧，则需缩小（或大）加号的另一侧；

2、大（或缩小）减号的一侧，则需大(或缩小）减号的另一侧。

在可以使用其他方式得到答案并且截位误差可能很大时，尽量避免使用震法与除法的截位法。

【速算技巧四：化同法】

所谓“化同法”，是指在比较两个分数大小时，将这两个分数的分子或分母化为相同或相近，

从而达到简化计算”的速算方式。

一般包括三个层次：



1、将分子(或分母)化为完全相同，从而只需再看分母（或分子）即可；

2、将分子（或分母）化为相近之后，出现“某一个分数的分母较大而分子较小”或“某一

个分数的分母较小而分子较大”的情况。则可直接判断两个分数的大小。

3.将分子（或分母）化为非常接近之后，再利用其它速算技巧进行简单判定。

事实上在资料分析试题当中，将分子（或分母）化为完全相同一般是不可能达到的，所以化

同法更多的是“化为相近”而非“化为相同”。

【速算技巧五：差分法】

比较两个分数大小时，用“直除法”或者“化同法”等其它速算方式难以解决时可以采取的

一种速算方式。

适用形式：

两个分数做比较时，若其中一个分数的分子与分母都比另外一个分数的分子与分母仅仅大一

点，这时使用“直除法”、“化同法”经常很难比较出大小关系，而使用“差分法”却可以

很好的解决这样的问题。

基础定义：

在满足”适用形式”的两个分数中，我们定义分子与分母都比较大的分数叫做“大分数”，

分子与分母都比较肖的分数叫做“小分数”，而这两个分数的分子，分母分别做差得到的新

的分数我们定义为“差分数”。

例如：342/53.1 与 313/51.7 比较大小，其中 342/53.1 就是“大分数”，313/51.7 就是

“小分数”，而（324-313）/（53.1-51.7）=11/1.4 就是“差分数”。

“差分法”使用基本准则：



“差分数”代替“大分数”与“小分数”作比较：

1.若差分数比小分数大，则大分数比小分数大；

2.若差分数比小分数小，则大分数比小分数小；

3.若差分数与小分数相等，则大分数与小分数相等；

比如上文中就是“11/1.4 代替 324/53.1 与 313/51.7 作比较”因为 11/1.4>313/51.7。（可

以通过“直除法”或者“化同法”简单得到，所以 324/53.1>313/51.7。

特别注意：

1.“差分法”本身是一种”精算法”而非"估算法"，得出来的大小关系是精确的关系而非粗

略的关系;

2.“差分法”与“化同法”经常联系在一起使用，“化同法”紧接“差分法”与“差分法紧

紧接化同法“是资料分析速算当中经常遇到的两种情形。

3.“差分法”得到“差分数”与“小分数”做比较时,还经常需要用到“直除法”。

4.如果两个分数相隔非常近，我们甚至需反复运用两次“差分法”，这种情况相对比较复杂。

但如果运用熟练，同样可以大幅度简化计算。

【速算技巧六：插值法】

要点：

“插值法”是指在计算数值或者比较数大小的时，运用一个中间值进行“参照比较”的速算

方法。

一般情况下包括两种基本形式：

在比较两个数大小时，直接比较相对难，但这两个数中间明显插了一个可以进行参照比较并

且易于计算的数，由此中间数可以迅速得出这两个数的大小关系。比如说 A 与 B 的比较。



数果可以找到一个数 C，并且容易得到 A>C，而 B<C，即可以判定 A>B

【速算技巧七：凑整法】

“凑整法”是指在计算过程当中，将中间结果凑或一个“整数”（整百、整千等其它方便计

算形式的数），从而简化计算的速算方式。“凑整法”包括加/减法的凑整，也包括乘/除法

的凑整,

在资料分析的计算当中，真正意义上的完全凑成“整数”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但由于资料分

析不要求绝对的精度，所以凑成与“整数”相近的数是资料分析“凑整法”所真正包括的主

内容。

【速算技巧八：放缩法】

在数字的比较计算中，如果精度要求并不高，我们可以将中间结果进行大胆的“放”（大）

或者“缩”（缩小），从而迅速得到待比较数字大小关系的速算方式。

注意:

若 A>B>0，且 C>D>0，

则有:

（1）A+C>B+D

（2）A-D>B-C

（3）AC>BD

（4）A/D>B/C

这四个关系式即上述四个例子所想阐述的四个数学不等关系，是我们在做题当中经常需要



用到的非常简单、非常基础的不等关系，但却是考生容易忽略，或者在考场之上客易漏掉的

数学关系，其本质可以用“放缩法”来解释。

【速算技巧九：增长率相关速算法】

要点：计算与增长率相关的数据是做资料分析题中常遇到的题型，而这类计算有一些常用的

速算技巧，掌握这些速算技巧对于迅速解答资料分析题有着非常重要的辅助作用。

两年混合增长率公式：

如果第二期与第三期增长率分别为 r1 与 r2，那么第三期相对于第一期的增长率为：

r1+r2+r1 r2

增长率化除为乘近似公式:

如果第二期的值为 A，增长率为 r，则第一期的值 A'∶A'∶A÷(1-a%)≈A×(1+a%)（ （实际

上左式略大于右式。r 越小，则误差越小，误差量级为 r^2）

平均增长率近似公式:

如果 N 年间的增长率分别为 r1、r2、r3......rn,则平均增长率=上述各个数的算术平均

数（实际上左式略小于右式。增长率越接近，误差越小）

求平均增长率时特别注意问题的表述方式，例如：

1、“从 2004 年到 2007 年的平均增长率”一般表示不包括 2004 年的增长率;

2.“2004、2005、2006 、2007 年的平均增长率”—般表示包括 2004 年的增长率。

“分子分母同时大/缩小型分数”变化趋势判定：



1、A/B 中若 A 与 B 同时大，则

①若 A 增长率大，则 A/B 大；

②若 B 增长率大，则 AB 缩小；

A/B 中若 A 与 B 同时缩小，则

①若 A 减少得快，则 A/（A+B）缩小；

②若 B 减少得快，则 A/（A+B）大。

2、A(A+B）中若 A 与 B 同时大，则

①若 A 增长率大，则 A（A+B）大；

②若 B 增长率大，则 A（A+B）缩小；

A/（A+B）中若 A 与 B 同时缩小，则:

①若 A 减少得快，则 A/（A+B）缩小﹔

②若 B 减少得快，则 A/（A+B）大。

多部分平均增长率:

如果量 A 与量 B 构成总量“A+B”，量 A 增长率为 a，量 B 增长率为 b，量“A+B”的增

长率为 r,则 A/B=（r-b）/（a-r），一般用“十字交叉法”来简单计算。

注意几点问题:

1、r 一定是介于 a、b 之间的，“十字交叉”相减的时候，一个 r 在前，另一个 r 在后;

2、算出来的比例是未增长之前的比例，如果计算增长之后的比例，应该在这个比例上再乘

以各自的增长率。



等速率增长结论：

如果某一个量按照一个固定的速率增长，那么其增长量将越来越大，并且这个量的数值成“等

比数列”，中间一项的平方等于两边两项的乘积。

【速算技巧十：综合速算法】

综合速算法包含了我们资料分析试题当中众多体系性不如前面九大速算技巧的速算方式。但

这些速算方式仍然是提高计算速度的有效手段。

平方数速算:

牢记常用平方数，特别是 11-30 以内数的平方，可以很好提高计算速度:

121、144、169、196、225、256、289，324、361、400、441、4B4、529、576、625、

676、729、764、841、900

√尾数法速算:

因为资料分析试题当中牵涉到的数据几乎都是通过近似后得到的结果，所以一般我们计算的

时多强调首位估算，而尾数往往是微不足道的。因此资料分析当中的尾数法只适用于未经近

似或者不需近似的计算之中。历史数据证明，国考试题资料分析基本上不能用到尾数法。但

在考题的资料分析当中。尾数法仍然可以有效的简化计算。

错位相加/减：

A*9 型速算技巧：A*9=A*10-A 如 743*9=7430-743=6687

A*9.9 型速算技巧：如:743*9.9=7430-74.3=7355.7

A*11 型速算技巧：A*11=A*10+A；

A*101 型速算技巧：A*101=A*100+A；如：743*101=74300+743=75043



√乘/除以 5、25、125 的速算技巧:

A*5 型速算技巧：A *5= 10*A÷2;

A/5 型速算技巧：A/5-0.1A*2

●例 8739.45*5=87394.5+2=43697.25

36.843/5=3.6843*2=7.3686

A*25 型速算技巧:：A*25= 100A÷4；

A/25 型速算技巧：A/25-0.01A*4

A*125 型速算技巧：A*125=1000A/B；

A/125 型速算技巧：A/125=0.0011A*8

更多精彩干货：

1.常识没那么难！轻松搞定民谚俗语中的物理常识! 2.一定要看！四大数字推理知识点合集

3.看这个就够了！资料分析常见公式及解题技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