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准 用 号 学科 书      名 版 别 使用时间 备注

义务教育教科书（五·四学制）·

道德与法治（一年级下册）
人教社 一年级第二学期

义务教育教科书（五·四学制）·

道德与法治（二年级下册）
人教社 二年级第二学期

义务教育教科书（五·四学制）·

道德与法治（三年级下册）
人教社 三年级第二学期

Ⅱ－XB－2019046
义务教育教科书（五·四学制）·

道德与法治活动册（三/二）
人教社 三年级第二学期

配套义务教育教科书（五·四

学制）·道德与法治

(三年级下册)

国家统编教材
义务教育教科书（五·四学制）·

道德与法治（四年级下册）
人教社 四年级第二学期 有配套教师用书

Ⅱ－XB－2020001
义务教育教科书（五·四学制）·

道德与法治活动册（四/二）
人教社 四年级第二学期

配套义务教育教科书（五·四

学制）·道德与法治

(四年级下册)

国家统编教材
义务教育教科书（五·四学制）·

道德与法治（五年级下册）
人教社 五年级第二学期 有配套教师用书

Ⅱ－XB－2019047
义务教育教科书（五·四学制）·

道德与法治活动册（五/二）
人教社 五年级第二学期

配套义务教育教科书（五·四

学制）·道德与法治

(五年级下册)

国家统编教材
义务教育教科书（五·四学制）·

语文（一年级下册）（含音频材料）
人教社 一年级第二学期 有配套教师用书

Ⅱ—待审
义务教育教科书（五·四学制）·

语文（一/二）练习部分
人教社 一年级第二学期

Ⅱ—XB—2018012 写字（一/二） 人教社 一年级第二学期

国家统编教材
义务教育教科书（五·四学制）·

语文（二年级下册）（含音频材料）
人教社 二年级第二学期 有配套教师用书

Ⅱ－XB－2019002
义务教育教科书（五·四学制）·

语文练习部分（二/二）
人教社 二年级第二学期

Ⅱ－XB－2019001 写字（二/二） 人教社 二年级第二学期

国家统编教材
义务教育教科书（五·四学制）·

语文（三年级下册）（含音频材料）
人教社 三年级第二学期 有配套教师用书

Ⅱ－XB－2019048
义务教育教科书（五·四学制）·

语文练习部分（三/二）
人教社 三年级第二学期

Ⅱ－XB－2019050 写字（三/二） 人教社 三年级第二学期

国家统编教材
义务教育教科书（五·四学制）·

语文（四年级下册）（含音频材料）
人教社 四年级第二学期 有配套教师用书

Ⅱ－XB－2019049
义务教育教科书（五·四学制）·

语文练习部分（四/二）
人教社 四年级第二学期

Ⅱ－XB－2019051 写字（四/二） 人教社 四年级第二学期

国家统编教材
义务教育教科书（五·四学制）·

语文（五年级下册）（含音频材料）
人教社 五年级第二学期 有配套教师用书

Ⅱ－XB－2019053
义务教育教科书（五·四学制）·

语文练习部分（五/二）
人教社 五年级第二学期

Ⅱ－XB－2019052 写字（五/二） 人教社 五年级第二学期

配套义务教育教科书(五·四

学制)·语文(五年级下册)

语文
配套义务教育教科书(五·四

学制)·语文(三年级下册)

配套义务教育教科书(五·四

学制)·语文(四年级下册)

配套义务教育教科书(五·四

学制)·语文(二年级下册)

附件1

2021年春季上海市小学教学用书目录

配套义务教育教科书(五·四

学制)·语文(一年级下册)

基
础
型
课
程
教
学
用
书

国家统编教材

道

德

与

法

治

有配套教师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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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用 号 学科 书      名 版 别 使用时间 备注

Ⅱ—XB—2017018 数学（试用本）（一/二） 沪少儿 一年级第二学期

Ⅱ—XB—2017020 数学（试用本）（二/二） 沪少儿 二年级第二学期

Ⅱ—XB—2017022 数学（试用本）（三/二） 沪教育 三年级第二学期

Ⅱ—XB—2017024 数学（试用本）（四/二） 沪教育 四年级第二学期

Ⅱ—XB—2017026 数学（试用本）（五/二） 沪教育 五年级第二学期

Ⅱ—XB－2018001
英语（牛津上海版）（试用本）

（一/二）（含音频材料）
沪教育 一年级第二学期

Ⅱ—XB－2018002
英语（牛津上海版）（试用本）

（二/二）（含音频材料）
沪教育 二年级第二学期

Ⅱ—XB－2018003
英语（牛津上海版）（试用本）

（三/二）（含音频材料）
沪教育 三年级第二学期

Ⅱ—XB－2018004
英语（牛津上海版）（试用本）

（四/二）（含音频材料）
沪教育 四年级第二学期

Ⅱ—XB－2018005
英语（牛津上海版）（试用本）

（五/二）（含音频材料）
沪教育 五年级第二学期

Ⅱ—待审
英语（新世纪版）（试用本）

（一/二）（含音频材料）

沪外教

沪外音
一年级第二学期

Ⅱ—待审
英语（新世纪版）（试用本）

（二/二）（含音频材料）

沪外教

沪外音
二年级第二学期

Ⅱ—待审
英语（新世纪版）（试用本）

（三/二）（含音频材料）

沪外教

沪外音
三年级第二学期

Ⅱ—待审
英语（新世纪版）（试用本）

（四/二）（含音频材料）

沪外教

沪外音
四年级第二学期

Ⅱ—待审
英语（新世纪版）（试用本）

（五/二）（含音频材料）

沪外教

沪外音
五年级第二学期

Ⅱ—XB-2020014 劳动技术（试用本）（四/二） 沪科教 四年级第二学期

Ⅱ—XB-2020015 劳动技术（试用本）（五/二） 沪科教 五年级第二学期

Ⅱ—XB—2000204 自然(试用本)（一/二） 沪远东 一年级第二学期

Ⅱ—XB—2001107 自然(试用本)（二/二） 沪远东 二年级第二学期

Ⅱ—XB—2002122 自然(试用本)（三/二） 沪远东 三年级第二学期

Ⅱ—XB—2004008 自然(试用本)（四/二） 沪远东 四年级第二学期

Ⅱ—XB—2005008 自然(试用本)（五/二） 沪远东 五年级第二学期

Ⅱ—XB—2011018 自然（试用本）（一/二） 沪科教 一年级第二学期

Ⅱ—XB—2011020 自然（试用本）（二/二） 沪科教 二年级第二学期

Ⅱ—XB—2011022 自然（试用本）（三/二） 沪科教 三年级第二学期

Ⅱ—XB—2011024 自然（试用本）（四/二） 沪科教 四年级第二学期

Ⅱ—XB—2011026 自然（试用本）（五/二） 沪科教 五年级第二学期

由学校选一种使用

基
础
型
课
程
教
学
用
书

数学

英语

由学校选一种使用（杨浦、虹

口区学校除外）

杨浦、虹口区学校除外
劳动

技术

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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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用 号 学科 书      名 版 别 使用时间 备注

Ⅱ—XB—2019030 唱游（试用本）（一/二） 沪音乐 一年级第二学期

Ⅱ—XB—2019031 唱游（试用本）（二/二） 沪音乐 二年级第二学期

Ⅱ—XB—2019032 音乐（试用本）（三/二） 沪音乐 三年级第二学期

Ⅱ—XB—2019033 音乐（试用本）（四/二） 沪音乐 四年级第二学期

Ⅱ—XB—2019034 音乐（试用本）（五/二） 沪音乐 五年级第二学期

Ⅱ—XB—2019030 唱游（试用本）光盘（一/二） 沪音乐 一年级第二学期

Ⅱ—XB—2019031 唱游（试用本）光盘（二/二） 沪音乐 二年级第二学期

Ⅱ—XB—2019032 音乐（试用本）光盘（三/二） 沪音乐 三年级第二学期

Ⅱ—XB—2019033 音乐（试用本）光盘（四/二） 沪音乐 四年级第二学期

Ⅱ—XB—2019034 音乐（试用本）光盘（五/二） 沪音乐 五年级第二学期

Ⅱ—XB—2019035 美术（试用本）（一/二） 沪教育 一年级第二学期

Ⅱ—XB—2019036 美术（试用本）（二/二） 沪教育 二年级第二学期

Ⅱ—XB—2019037 美术（试用本）（三/二） 沪教育 三年级第二学期

Ⅱ—XB—2019038 美术（试用本）（四/二） 沪教育 四年级第二学期

Ⅱ—XB—2019039 美术（试用本）（五/二） 沪教育 五年级第二学期

Ⅱ—XB—2019040 美术（试用本）（一/二） 沪书画 一年级第二学期

Ⅱ—XB—2019041 美术（试用本）（二/二） 沪书画 二年级第二学期

Ⅱ—XB—2019042 美术（试用本）（三/二） 沪书画 三年级第二学期

Ⅱ—XB—2019043 美术（试用本）（四/二） 沪书画 四年级第二学期

Ⅱ—XB—2019044 美术（试用本）（五/二） 沪书画 五年级第二学期

Ⅱ—XB—2019045
信息

科技
信息科技(试用本)(第二册) 华师大社 三年级第二学期

Ⅱ—XB—2005012 科学与技术（试用本）（一/二） 沪教育 一年级第二学期

Ⅱ—待审 科学与技术（试用本）（二/二） 沪教育 二年级第二学期

Ⅱ—XB—2007001 科学与技术（试用本）（三/二） 沪教育 三年级第二学期

Ⅱ—XB—2008004 科学与技术（试用本）（四/二） 沪教育 四年级第二学期

Ⅱ—待审 科学与技术（试用本）（五/二） 沪教育 五年级第二学期

由学校选一种使用

供学生使用

科

学

与

技

术

基
础
型
课
程
教
学
用
书

循环使用，由学校按照班额数

的120％配置到音乐专用教

室，再根据耗损情况补订

美术

供杨浦、虹口区学校使用

音乐

3



准 用 号 学科 书      名 版 别 使用时间 备注

Ⅱ—XH—2019012 语文综合学习（试验本）（一/二） 辞书社 一年级第二学期

Ⅱ—XH—2019013 语文综合学习（试验本）（二/二） 辞书社 二年级第二学期

Ⅱ—XH—2019014 语文综合学习（试验本）（三/二） 辞书社 三年级第二学期

Ⅱ—XH—2019015 语文综合学习（试验本）（四/二） 辞书社 四年级第二学期

Ⅱ—XH—2019016 语文综合学习（试验本）（五/二） 辞书社 五年级第二学期

Ⅱ—XH—201500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诵读

（试验本）（第一册）（含光盘）
沪教音像 一年级

Ⅱ—XH—2015006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诵读

（试验本）（第二册）（含光盘）
沪教音像 二年级

Ⅱ－XH—2015007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诵读

（试验本）（第三册）（含光盘）
沪教音像 三年级

Ⅱ－XH—2015008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诵读

（试验本）（第四册）（含光盘）
沪教音像 四年级

Ⅱ－XH—2015009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诵读

（试验本）（第五册）（含光盘）
沪教音像 五年级

Ⅱ—XH—2019017
小学语文古诗诵读（试验本）

（一/二）（含音频材料）
沪教音像 一年级第二学期

Ⅱ—XH—2019018
小学语文古诗诵读（试验本）

（二/二）（含音频材料）
沪教音像 二年级第二学期

Ⅱ—XH—2019019
小学语文古诗诵读（试验本）

（三/二）（含音频材料）
沪教音像 三年级第二学期

Ⅱ—XH—2019020
小学语文古诗诵读（试验本）

（四/二）（含音频材料）
沪教音像 四年级第二学期

Ⅱ—XH—2019021
小学语文古诗诵读（试验本）

（五/二）（含音频材料）
沪教音像 五年级第二学期

Ⅱ－待审 书法（试验本）（第一册） 沪书画

Ⅱ－待审 书法（试验本）（第二册） 沪书画

Ⅱ－待审 书法（试验本）（第三册） 沪书画

Ⅱ－待审 书法（试验本）（第四册） 沪书画

Ⅱ－待审 书法（试验本）（第五册） 沪书画

Ⅱ－待审 书法（试验本）（第六册） 沪书画

Ⅱ－待审 书法（试验本）（第七册） 沪书画

Ⅱ－待审 书法（试验本）（第八册） 沪书画

Ⅱ－待审 书法（试验本）（第九册） 沪书画

Ⅱ－待审 书法（试验本）（第十册） 沪书画

Ⅱ－待审 书法（试验本）（第十一册） 沪书画

Ⅱ－待审 书法（试验本）（第十二册） 沪书画

Ⅱ－待审 书法（试验本）（第十三册） 沪书画

拓
展
型
课
程
教
学
用
书

小学、初中通用

供
学
校
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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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用 号 学科 书      名 版 别 使用时间 备注

口算能力训练（试验本）（一/二） 沪教音像 一年级第二学期

口算能力训练（试验本）（二/二） 沪教音像 二年级第二学期

Ⅱ—XH—2016016 祖国在我心中（试验本） 中华地图 三至五年级

Ⅱ—XH—2005021 心理健康学本（试验本）小学生用书 华师大社 四、五年级

Ⅱ—XH—2013001 
小学生心理健康自助手册（试验本）

（一、二年级）
沪教育 一、二年级

Ⅱ—XH—2013002
小学生心理健康自助手册（试验本）

（三至五年级）
沪教育 三至五年级

Ⅱ—XH—2013003
金融与理财（试验本）

（小学版上册）
沪远东 三、四年级

Ⅱ—XH—2013004
金融与理财（试验本）

（小学版下册）
沪远东 四、五年级

Ⅱ－XH－2015005 
生活中的科学（试验本）

（小学低年级）（含光盘）
沪教音像 一、二年级

Ⅱ－XH－2015004 
生活中的科学（试验本）

（小学中高年级）（含光盘）
沪教音像 三、四年级

Ⅱ－XH—2014004
生活中的科学（试验本）

（小学高年级）（含光盘）
沪教音像 四、五年级

Ⅱ—待审
中小学新科学新技术创新课程——

肥皂大世界（试验本）
沪科技 小学

Ⅱ—待审
中小学新科学新技术创新课程——

好玩的游乐场（试验本）
沪科技 小学

Ⅱ—XH—2006010
人文综合——伊索大剧院

（试验本）
沪科技 四年级

Ⅱ—XH—2006011
人文综合——我眼中的三国

（试验本）
沪科技 五年级

Ⅱ—XH—2005028 生命探索——植物探秘（试验本） 沪科技 三、四年级

Ⅱ—XH—2005031 桥梁万花筒（试验本） 沪科教 三至五年级

Ⅱ—XH—2006009 纸杯工艺（试验本） 沪科教 三至五年级

Ⅱ—XH—2006013 剪纸（试验本） 沪科教 三至五年级

Ⅱ—XH—2006004 老师伴我学茶艺（试验本） 沪少儿 小学

Ⅱ—XH—2014002 陶艺（试验本）（上册） 沪书画 小学、初中通用

Ⅱ—XH—2014003 陶艺（试验本）（下册） 沪书画 小学、初中通用

Ⅱ—XH—2006012 规则与廉洁（试验本） 华师大社 小学高年级

Ⅱ—XH—2009001 绿色小天使（试验本） 沪教育 一至三年级

Ⅱ—XH—2009002 绿色小卫士（试验本） 沪教育 四、五年级

Ⅱ—XH—2016015
让天空更蓝--大气污染防治与气象灾

害防御教育读本(试验本)（小学版）
中华地图 三年级

Ⅱ—待审 法治教育（试验本）（小学版） 中华地图 四、五年级

Ⅱ—待审 小学法治教育读本（试验本） 沪教育 四、五年级

Ⅱ－XH－2019022
一带一路学生教育读本（试验本）

（小学版）
中华地图 小学

供学校循环使用

Ⅱ—XD—2004002

拓
展
型
课
程
教
学
用
书

供
学
校
选
用

由学校循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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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用 号 学科 书      名 版 别 使用时间 备注

Ⅱ—待审 小学生卫生教育读本（低年级） 沪教育 一、二年级

Ⅱ－XH－2004013 小学生公共卫生教育读本（中高年级） 沪教育 三至五年级

Ⅱ—XH—2013007
上海市小学生公共安全行为指南

（试验本）（低年级）
华师大社 一至三年级

Ⅱ—XH—2013008
上海市小学生公共安全行为指南

（试验本）（高年级）
华师大社 四、五年级

教育部推荐
中华传统美德格言（小学生读本）

（普及本）
人教社 小学

教育部推荐 安全伴我行（小学一年级） 华师大社 一年级

教育部推荐 安全伴我行（小学二年级） 华师大社 二年级

教育部推荐 安全伴我行（小学三年级） 华师大社 三年级

教育部推荐 安全伴我行（小学四年级） 华师大社 四年级

教育部推荐 安全伴我行（小学五年级） 华师大社 五年级

拓
展
型
课
程
教
学
用
书

供
学
校
选
用

教育部《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

指导纲要》配套教材，供小学

阶段学校相应年级专题教育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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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用 号 学科 书      名 版 别 使用时间 备注

Ⅱ—XH—2005001
小学探究型课程学习包（试验本）

（一/二）
沪科教 一年级第二学期

Ⅱ—XH—2005002
小学探究型课程学习包（试验本）

（二/二）
沪科教 二年级第二学期

Ⅱ—XH—2005003
小学探究型课程学习包（试验本）

（三/二）
沪科教 三年级第二学期

Ⅱ—XH—2005004
小学探究型课程学习包（试验本）

（四/二）
沪科教 四年级第二学期

Ⅱ—XH—2005005
小学探究型课程学习包（试验本）

（五/二）
沪科教 五年级第二学期

Ⅱ—XH—2005034
小学探究型课程活动资料（浦东新

区）   （试验本）
沪科教 三至五年级

供浦东新区学校选用，

循环使用

供
学
校
选
用

探
究
型
课
程
教
学
用
书

供学校循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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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用 号 学科 书      名 版 别 使用时间 备注

Ⅱ—待审 寒假生活（一年级） 沪教育 一年级

Ⅱ—待审 寒假生活（二年级） 沪教育 二年级

Ⅱ—待审 寒假生活（三年级） 沪教育 三年级

Ⅱ—待审 寒假生活（四年级） 沪教育 四年级

Ⅱ—待审 寒假生活（五年级） 沪教育 五年级

Ⅱ—XP—2018007 少先队争章手册（一年级） 音乐社 一年级

Ⅱ—XP—2018008 少先队争章手册（二年级） 音乐社 二年级

Ⅱ—XP—2018009 少先队争章手册（三年级） 音乐社 三年级

Ⅱ—XP—2018010 少先队争章手册（四年级） 音乐社 四年级

Ⅱ—待审 少先队争章手册（五年级） 音乐社 五年级

教
学
资
料

供
学
校
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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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用 号 学科 书      名 版 别 使用时间 备注

Ⅱ—XJ—2018012 语文识字卡片（教师用）（一/二） 沪教育 一年级第二学期

Ⅱ－XJ－2018031 语文识字卡片（教师用）（二/二） 沪教育 二年级第二学期

Ⅱ—XJ—2017026
数学（试用本）教学参考资料

（一/二）
沪少儿 一年级第二学期

Ⅱ—XJ—2017028
数学（试用本）教学参考资料

（二/二）
沪少儿 二年级第二学期

Ⅱ—XJ—2017030
数学（试用本）教学参考资料

（三/二）
沪教育 三年级第二学期

Ⅱ—XJ—2017032
数学（试用本）教学参考资料

（四/二）
沪教育 四年级第二学期

Ⅱ—XJ—2017034
数学（试用本）教学参考资料

（五/二）
沪教育 五年级第二学期

Ⅱ—XJ－2018001
英语（牛津上海版）（试用本）

教学参考资料（一/二）(含音带、光

盘)

沪教育 一年级第二学期

Ⅱ—XJ—2008018
英语（牛津上海版）（试用本）

教学挂图（一/二）
沪教育 一年级第二学期

Ⅱ—XJ－2018002
英语（牛津上海版）（试用本）

教学参考资料（二/二）(含音带、光

盘)

沪教育 二年级第二学期

Ⅱ—XJ—2009008
英语（牛津上海版）（试用本）

教学挂图（二/二）
沪教育 二年级第二学期

Ⅱ—XJ－2018003
英语（牛津上海版）（试用本）

教学参考资料（三/二）(含音带、光

盘)

沪教育 三年级第二学期

Ⅱ—XJ—2010002
英语（牛津上海版）（试用本）

教学挂图（三/二）
沪教育 三年级第二学期

Ⅱ—XJ－2018004
英语（牛津上海版）（试用本）

教学参考资料（四/二）(含音带、光

盘)

沪教育 四年级第二学期

Ⅱ—XJ—2011001
英语（牛津上海版）（试用本）

教学挂图（四/二）
沪教育 四年级第二学期

Ⅱ—XJ－2018005
英语（牛津上海版）（试用本）

教学参考资料（五/二）(含音带、光

盘)

沪教育 五年级第二学期

Ⅱ—XJ—2012002
英语（牛津上海版）（试用本）

教学挂图（五/二）
沪教育 五年级第二学期

Ⅱ—待审
英语（新世纪版）（试用本）

教学参考资料（一/二）(含音带、光

盘)

沪外教 一年级第二学期

Ⅱ—待审
英语（新世纪版）（试用本）

教学参考资料（二/二）(含音带、光

盘)

沪外教 二年级第二学期

Ⅱ—待审
英语（新世纪版）（试用本）

教学参考资料（三/二）(含音带、光

盘)

沪外教 三年级第二学期

Ⅱ—待审
英语（新世纪版）（试用本）

教学参考资料（四/二）(含音带、光

盘)

沪外教 四年级第二学期

Ⅱ—待审
英语（新世纪版）（试用本）

教学参考资料（五/二）(含音带、光

盘)

沪外教 五年级第二学期

Ⅱ—XJ-2020013
劳动技术（试用本）教学参考资料

（四/二）
沪科教 四年级第二学期

Ⅱ—XJ-2020014
劳动技术（试用本）教学参考资料

（五/二）
沪科教 五年级第二学期

Ⅱ—XJ—2000238 自然（试用本）教师手册（一/二） 沪远东 一年级第二学期

Ⅱ—XJ—2001104 自然（试用本）教师手册（二/二） 沪远东 二年级第二学期

自然

英语

 
供
学
校
选
用

 
教
师
用
书

数学

劳动

技术

由学校根据课本

选择一种使用

语文

由学校根据课本选一种使用

杨浦、虹口区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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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用 号 学科 书      名 版 别 使用时间 备注

Ⅱ—XJ—2002011 自然（试用本）教师手册（三/二） 沪远东 三年级第二学期

Ⅱ—XJ—2004001 自然（试用本）教师手册（四/二） 沪远东 四年级第二学期

Ⅱ—待审 自然（试用本）教师手册（五/二） 沪远东 五年级第二学期

Ⅱ—待审
自然（试用本）教学参考资料

(一/二)
沪科教 一年级第二学期

Ⅱ—XJ—2011032
自然（试用本）教学参考资料

(二/二)
沪科教 二年级第二学期

Ⅱ—XJ—2011034
自然（试用本）教学参考资料

(三/二)
沪科教 三年级第二学期

Ⅱ—待审
自然（试用本）教学参考资料

(四/二)
沪科教 四年级第二学期

Ⅱ—待审
自然（试用本）教学参考资料

(五/二)
沪科教 五年级第二学期

Ⅱ－XJ－2019014
唱游（试用本）教学参考资料

(一/二)（含光盘）
沪音乐 一年级第二学期

Ⅱ－XJ－2019015
唱游（试用本）教学参考资料

(二/二)（含光盘）
沪音乐 二年级第二学期

Ⅱ－XJ－2019016
音乐（试用本）教学参考资料

(三/二)（含光盘）
沪音乐 三年级第二学期

Ⅱ－XJ－2019017
音乐（试用本）教学参考资料

(四/二)（含光盘）
沪音乐 四年级第二学期

Ⅱ－XJ－2019018
音乐（试用本）教学参考资料

(五/二)（含光盘）
沪音乐 五年级第二学期

Ⅱ－XJ－2019019
美术（试用本）教学参考资料

（一/二）
沪教育 一年级第二学期

Ⅱ－XJ－2019020
美术（试用本）教学参考资料

（二/二）
沪教育 二年级第二学期

Ⅱ－XJ－2019021
美术（试用本）教学参考资料

（三/二）
沪教育 三年级第二学期

Ⅱ－XJ－2019022
美术（试用本）教学参考资料

（四/二）
沪教育 四年级第二学期

Ⅱ－XJ－2019023
美术（试用本）教学参考资料

（五/二）
沪教育 五年级第二学期

Ⅱ－XJ－2019024
美术（试用本）教学参考资料

（一/二）
沪书画 一年级第二学期

Ⅱ－XJ－2019025
美术（试用本）教学参考资料

（二/二）
沪书画 二年级第二学期

Ⅱ－XJ－2019026
美术（试用本）教学参考资料

（三/二）
沪书画 三年级第二学期

Ⅱ－XJ－2019027
美术（试用本）教学参考资料

（四/二）
沪书画 四年级第二学期

Ⅱ－XJ－2019028
美术（试用本）教学参考资料

（五/二）
沪书画 五年级第二学期

Ⅱ—XJ—2018021 小学数学单元教学设计指南 人教社 小学

Ⅱ—XJ－2018022 小学英语单元教学设计指南 人教社 小学

Ⅱ—XJ－2018025 小学自然单元教学设计指南 人教社 小学

Ⅱ—XJ－2018020 小学科学与技术单元教学设计指南 人教社 小学

Ⅱ—XJ—2018024 小学信息科技单元教学设计指南 人教社 小学

Ⅱ—XJ－2018030 中小学音乐单元教学设计指南 人教社 小学、初中通用

自然
由学校根据课本

选择一种使用

音乐

 
供
学
校
选
用

学科单元教学设计指南丛书

美术

 
教
师
用
书

 由学校根据课本

选一种使用

10



准 用 号 学科 书      名 版 别 使用时间 备注

Ⅱ—XJ－2018028 中小学美术单元教学设计指南 人教社 小学、初中通用

Ⅱ—XJ－2018029 中小学体育与健身单元教学设计指南 人教社 中小学通用

Ⅱ—XJ－2018027 中小学劳动技术单元教学设计指南 人教社 中小学通用

Ⅱ—XJ—2004026 小学探究型课程学习设计 沪科教 小学

Ⅱ—XJ—2001017 小学探究型课程导师指导手册 沪科教 小学

Ⅱ—XJ—2003002 中小学研究型课程的开发与实施 沪科教 中小学通用

Ⅱ—XJ—2006023
小学探究型课程活动设计案例

（试验本）（第一辑）
沪科教 一年级

Ⅱ—XJ—2006043
小学探究型课程活动设计案例

（试验本）（第二辑）
沪科教 二年级

Ⅱ—XJ—2006044
小学探究型课程活动设计案例

（试验本）（第三辑）
沪科教 三年级

Ⅱ—XJ—2007013
小学探究型课程活动设计案例

（试验本）（第四辑）
沪科教 四年级

Ⅱ—XJ—2008021
小学探究型课程活动设计案例

（试验本）（第五辑）
沪科教 五年级

Ⅱ－XJ－2017035 经典诵读-小学生必背古诗词（含CD）
人教电子

音像
一至五年级

Ⅱ—XJ—2005010 拓展型课程实践研究与探索 沪教育 中小学通用

Ⅱ—XJ—2005043
心理健康学本（试验本）小学教学参

考资料
华师大社 四、五年级

Ⅱ－XJ－2015003
小学生心理健康自助手册（试验本）

教学参考资料
沪教育 小学

Ⅱ－XJ－2017001
书法（试验本）教学参考资料

（第一册）(含光盘）
沪书画

Ⅱ－XJ－2017002
书法（试验本）教学参考资料

（第二册）(含光盘）
沪书画

Ⅱ－XJ－2017003
书法（试验本）教学参考资料

（第三册）(含光盘）
沪书画

Ⅱ－XJ－2017004
书法（试验本）教学参考资料

（第四册）(含光盘）
沪书画

Ⅱ－XJ－2017005
书法（试验本）教学参考资料

（第五册）(含光盘）
沪书画

Ⅱ－XJ－2017006
书法（试验本）教学参考资料

（第六册）(含光盘）
沪书画

Ⅱ－XJ－2017007
书法（试验本）教学参考资料

（第七册）(含光盘）
沪书画

Ⅱ－XJ－2017008
书法（试验本）教学参考资料

（第八册）(含光盘）
沪书画

Ⅱ－XJ－2017009
书法（试验本）教学参考资料

（第九册）(含光盘）
沪书画

Ⅱ－XJ－2017010
书法（试验本）教学参考资料

（第十册）(含光盘）
沪书画

学科单元教学设计指南丛书

小学、初中通用

教
师
用
书

 
供
学
校
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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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用 号 学科 书      名 版 别 使用时间 备注

Ⅱ－XJ－2017011
书法（试验本）教学参考资料

（第十一册）(含光盘）
沪书画

Ⅱ－XJ－2017012
书法（试验本）教学参考资料

（第十二册）(含光盘）
沪书画

Ⅱ－XJ－2017013
书法（试验本）教学参考资料

（第十三册）(含光盘）
沪书画

教育部推荐
安全伴我行（小学一年级）

教学参考资料（含光盘）
华师大社 一年级

教育部推荐
安全伴我行（小学二年级）

教学参考资料（含光盘）
华师大社 二年级

教育部推荐
安全伴我行（小学三年级）

教学参考资料（含光盘）
华师大社 三年级

教育部推荐
安全伴我行（小学四年级）

教学参考资料（含光盘）
华师大社 四年级

教育部推荐
安全伴我行（小学五年级）

教学参考资料（含光盘）
华师大社 五年级

小学、初中通用

供小学选用相应年级《安全伴

我行》的学校教师选用

教
师
用
书

 
供
学
校
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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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准 用 号 学科 书      名 版 别 使用时间 备  注

国家统编教材
义务教育教科书（五·四学制）·

道德与法治（八年级下册）
人教社 八年级第二学期 有配套教师用书

Ⅱ—CB—2019087
义务教育教科书（五·四学制）·

道德与法治练习部分（八/二）
人教社 八年级第二学期

配套义务教育教科书（五

·四学制）·道德与法治

(八年级下册)

国家统编教材
义务教育教科书（五·四学制）·

道德与法治（九年级下册）
人教社 九年级第二学期 有配套教师用书

Ⅱ—CB—2019088
义务教育教科书（五·四学制）·

道德与法治练习部分（九/二）
人教社 九年级第二学期

配套义务教育教科书（五

·四学制）·道德与法治

(九年级下册)

国家统编教材
义务教育教科书（五·四学制）·

语文（六年级下册）（含音频材料）
人教社 六年级第二学期 有配套教师用书

Ⅱ－待审
义务教育教科书（五·四学制）·

语文练习部分（六/二）
人教社 六年级第二学期

配套义务教育教科书（五

·四学制）·语文(六年

级下册)

国家统编教材
义务教育教科书（五·四学制）·

语文（七年级下册）（含音频材料）
人教社 七年级第二学期 有配套教师用书

Ⅱ－CB－2018005
义务教育教科书（五·四学制）·

语文练习部分（七/二）
人教社 七年级第二学期

配套义务教育教科书（五

·四学制）·语文(七年

级下册)

国家统编教材
义务教育教科书（五·四学制）·

语文（八年级下册）（含音频材料）
人教社 八年级第二学期 有配套教师用书

Ⅱ－CB－2019093
义务教育教科书（五·四学制）·

语文练习部分（八/二）
人教社 八年级第二学期

配套义务教育教科书（五

·四学制）·语文(八年

级下册)

国家统编教材
义务教育教科书（五·四学制）·

语文（九年级下册）（含音频材料）
人教社 九年级第二学期 有配套教师用书

Ⅱ—待审
义务教育教科书（五·四学制）·

语文练习部分（九/二）
人教社 九年级第二学期

配套义务教育教科书（五

·四学制）·语文(九年

级下册)

Ⅱ－CB－2019056 数学（试用本）（六/二） 沪教育 六年级第二学期

Ⅱ－CB－2019057 数学练习部分（试用本）（六/二） 沪教育 六年级第二学期

Ⅱ－CB－2019058 数学（试用本）（七/二） 沪教育 七年级第二学期

Ⅱ－CB－2019059 数学练习部分（试用本）（七/二） 沪教育 七年级第二学期

Ⅱ－CB－2019060 数学（试用本）（八/二） 沪教育 八年级第二学期

Ⅱ－CB－2019061 数学练习部分（试用本）（八/二） 沪教育 八年级第二学期

Ⅱ－CB－2019062 数学（试用本）（九/二） 沪教育 九年级第二学期

Ⅱ－CB－2019063 数学练习部分（试用本）（九/二） 沪教育 九年级第二学期

2021年春季上海市初中教学用书目录

基
础
型
课
程
教
学
用
书

道

德

与

法

治

语文

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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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用 号 学科 书      名 版 别 使用时间 备  注

Ⅱ—CB—2017001
英语（牛津上海版）（试用本）

（六/二）（含音频材料）
沪教育 六年级第二学期

Ⅱ—CB—2008010
英语练习部分（牛津上海版）

（试用本）（六/二）
沪教育 六年级第二学期

Ⅱ—CB—2017002
英语（牛津上海版）（试用本）

（七/二）（含音频材料）
沪教育 七年级第二学期

Ⅱ—CB—2008032
英语练习部分（牛津上海版）

（试用本）（七/二）
沪教育 七年级第二学期

Ⅱ—待审
英语（牛津上海版）（试用本）

（八/二）（含音频材料）
沪教育 八年级第二学期

Ⅱ—CB—2017009
英语练习部分（牛津上海版）

（试用本）（八/二）（含音频材料）
沪教育 八年级第二学期

Ⅱ—CB—2017004
英语（牛津上海版）（试用本）

（九/二）（含音频材料）
沪教育 九年级第二学期

Ⅱ—CB—2017010
英语练习部分（牛津上海版）

（试用本）（九/二）（含音频材料）
沪教育 九年级第二学期

Ⅱ—待审
英语（新世纪版）（试用本）

（六/二）（含音频材料）

沪外教

沪外音
六年级第二学期

Ⅱ—待审
英语练习部分（新世纪版）

（试用本）（六/二）
沪外教 六年级第二学期

Ⅱ—待审
英语（新世纪版）（试用本）

（七/二）（含音频材料）

沪外教

沪外音
七年级第二学期

Ⅱ—待审
英语练习部分（新世纪版）

（试用本）（七/二）
沪外教 七年级第二学期

Ⅱ—待审
英语（新世纪版）（试用本）

（八/二）（含音频材料）

沪外教

沪外音
八年级第二学期

Ⅱ—待审
英语练习部分（新世纪版）

（试用本）（八/二）（含音频材料）

沪外教

沪外音
八年级第二学期

Ⅱ—待审
英语（新世纪版）（试用本）

（九/二）（含音频材料）

沪外教

沪外音
九年级第二学期

Ⅱ—待审
英语练习部分（新世纪版）

（试用本）（九/二）（含音频材料）

沪外教

沪外音
九年级第二学期

国家统编教材
义务教育教科书（五·四学制）·

中国历史(第三册)
人教社 七年级第二学期 有配套教师用书

Ⅱ－CB－2018017
义务教育教科书（五·四学制）·

中国历史练习部分（第三册）
人教社 七年级第二学期

配套义务教育教科书

（五·四学制）·

中国历史(第三册)

Ⅱ－CB－2018018
义务教育教科书（五·四学制）·

中国历史地图册（第三册）
中华地图 七年级第二学期

国家统编教材
义务教育教科书（五·四学制）·

世界历史（第二册）
人教社 八年级第二学期 有配套教师用书

Ⅱ－CB－2019089
义务教育教科书（五·四学制）·

世界历史练习部分（第二册）
人教社 八年级第二学期

配套义务教育教科书

（五·四学制）·

世界历史(第二册)

Ⅱ－CB－2019055
义务教育教科书（五·四学制）·

世界历史地图册（第二册）
中华地图 八年级第二学期

Ⅱ—待审 上海乡土历史（试用本） 沪教育 七年级

Ⅱ—CB—2017019 上海乡土历史图册（试用本） 中华地图 七年级

历史

英语 由学校选择一种使用

基
础
型
课
程
教
学
用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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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用 号 学科 书      名 版 别 使用时间 备  注

Ⅱ—CB—2019072 地理（试用本）（六/二） 沪教育 六年级第二学期

Ⅱ—CB—2019073 地理练习部分（试用本）（六/二） 沪教育 六年级第二学期

Ⅱ—待审 地理图册（试用本）（六/二） 中华地图 六年级第二学期

Ⅱ—CB—2019074 地理（试用本）（七/二） 沪教育 七年级第二学期

Ⅱ—CB—2019075 地理练习部分（试用本）（七/二） 沪教育 七年级第二学期

Ⅱ—待审 地理图册（试用本）（七/二） 中华地图 七年级第二学期

Ⅱ—CB—2006008
科学（牛津上海版）（试用本）

（六/二）

沪远东

牛津社
六年级第二学期

Ⅱ—CB—2006009
科学练习部分（牛津上海版）

（试用本）（六/二）

沪远东

牛津社
六年级第二学期

Ⅱ—CB—2007004
科学（牛津上海版）（试用本）

（七/二）

沪远东

牛津社
七年级第二学期

Ⅱ—CB—2007005
科学练习部分（牛津上海版）

（试用本）（七/二）

沪远东

牛津社
七年级第二学期

Ⅱ—CB—2019070 科学（试用本）（六/二） 沪教育 六年级第二学期

Ⅱ—CB—2019071 科学（试用本）（七/二） 沪教育 七年级第二学期

Ⅱ—CB—2019066 物理（试用本）（八/二） 沪教育 八年级第二学期

Ⅱ—CB—2019067 物理练习部分（试用本）（八/二） 沪教育 八年级第二学期

Ⅱ—CB—2019068 物理（试用本）（九/二） 沪教育 九年级第二学期

Ⅱ—CB—2019069 物理练习部分（试用本）（九/二） 沪教育 九年级第二学期

Ⅱ—CB—2019077 化学（试用本）（九/二） 沪教育 九年级第二学期

Ⅱ—CB—2019078 化学练习部分（试用本）（九/二） 沪教育 九年级第二学期

Ⅱ—CB—2019064 生命科学（试用本）（第二册） 沪教育 八或九年级

Ⅱ—CB—2019065
生命科学练习部分（试用本）

（第二册）
沪教育 八或九年级

Ⅱ—CB—2019079 音乐（试用本）（六/二） 沪教育 六年级第二学期

Ⅱ—CB—2019080 音乐（试用本）（七/二） 沪教育 七年级第二学期

Ⅱ—CB—2019081 音乐（试用本）（六/二） 沪少儿 六年级第二学期

Ⅱ—CB—2019082 音乐（试用本）（七/二） 沪少儿 七年级第二学期

地理

基
础
型
课
程
教
学
用
书

科学 由学校选一种使用

物理

化学

生命

科学

循环使用,由学校按班额

数的120%配置到专用教

室， 根据耗损情况补订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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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用 号 学科 书      名 版 别 使用时间 备  注

Ⅱ—CB—2019079 音乐（试用本）光盘（六/二） 沪教育 六年级第二学期

Ⅱ—CB—2019080 音乐（试用本）光盘（七/二） 沪教育 七年级第二学期

Ⅱ—CB—2019081 音乐（试用本）光盘（六/二） 沪少儿 六年级第二学期

Ⅱ—CB—2019082 音乐（试用本）光盘（七/二） 沪少儿 七年级第二学期

Ⅱ—CB—2019084 美术（试用本）（六/二） 沪书画 六年级第二学期

Ⅱ—CB—2019085 美术（试用本）（七/二） 沪书画 七年级第二学期

Ⅱ—CB—2019053 美术（试用本）（六/二） 沪少儿 六年级第二学期

Ⅱ—CB—2019054 美术（试用本）（七/二） 沪少儿 七年级第二学期

Ⅱ—待审 艺术（试用本）（八/二） 沪教育 八年级第二学期

Ⅱ—待审 艺术（试用本）（九/二） 沪教育 九年级第二学期

Ⅱ—待审 艺术（试用本）光盘（八/二） 沪教育 八年级第二学期

Ⅱ—待审 艺术（试用本）光盘（九/二） 沪教育 九年级第二学期

Ⅱ—CB—2020012 社会 社会（试用本）（九/二） 人民社 九年级第二学期

Ⅱ—待审
信息

科技
信息科技（试用本）（第二册） 华师大社 六年级第二学期 供学校选择使用

由学校根据循环使用课本

选一种，供学生使用
音乐

美术 由学校选一种使用

基
础
型
课
程
教
学
用
书

艺术

循环使用，由学校按班额

数的120%配置到专用教

室，根据耗损情况补订

供学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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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用号 学科 书      名 版 别 使用时间 备注

Ⅱ—CX—2019006 语文综合学习（试验本）（六/二） 辞书社 六年级第二学期

Ⅱ—CX—2019007 语文综合学习（试验本）（七/二） 辞书社 七年级第二学期

Ⅱ—CX—2019008 语文综合学习（试验本）（八/二） 辞书社 八年级第二学期

Ⅱ—CX—2019005 语文综合学习（试验本）（九年级） 辞书社 九年级

Ⅱ－待审 书法（试验本）（第一册） 沪书画

Ⅱ－待审 书法（试验本）（第二册） 沪书画

Ⅱ－待审 书法（试验本）（第三册） 沪书画

Ⅱ－待审 书法（试验本）（第四册） 沪书画

Ⅱ－待审 书法（试验本）（第五册） 沪书画

Ⅱ－待审 书法（试验本）（第六册） 沪书画

Ⅱ－待审 书法（试验本）（第七册） 沪书画

Ⅱ－待审 书法（试验本）（第八册） 沪书画

Ⅱ－待审 书法（试验本）（第九册） 沪书画

Ⅱ－待审 书法（试验本）（第十册） 沪书画

Ⅱ－待审 书法（试验本）（第十一册） 沪书画

Ⅱ－待审 书法（试验本）（第十二册） 沪书画

Ⅱ－待审 书法（试验本）（第十三册） 沪书画

Ⅱ－CX—2015005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诵读

（试验本）（第六册）（含光盘）
沪教音像 六年级

Ⅱ－CX—2015006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诵读

（试验本）（第七册）（含光盘）
沪教音像 七年级

Ⅱ－CX—2015007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诵读

（试验本）（第八册）（含光盘）
沪教音像 八、九年级

Ⅱ—CX—2012001 平面向量与几何（试验本） 沪教育 初、高中通用

Ⅱ—待审
英语听力渐进（试验本）（六年级）

（下册）（含音频材料）
华师大社 六年级第二学期

Ⅱ—待审
英语听力渐进（试验本）（七年级）

（下册）（含音频材料）
华师大社 七年级第二学期

Ⅱ—待审
英语听力渐进（试验本）（八年级）

（下册）（含音频材料）
华师大社 八年级第二学期

Ⅱ—CX—2016005
英语听力渐进（试验本）（九年级）

（全一册）（含音频材料）
华师大社 九年级

Ⅱ—待审
新编初中英语听力训练（六/二）

（含音频材料）
沪教音像 六年级第二学期

Ⅱ—CD—2017002
新编初中英语听力训练（七/二）

（含音频材料）
沪教音像 七年级第二学期

Ⅱ—待审
新编初中英语听力训练（八/二）

（含音频材料）
沪教音像 八年级第二学期

Ⅱ—CD—2017004
新编初中英语听力训练（九/二）

（含音频材料）
沪教音像 九年级第二学期

拓
展
型
课
程
教
学
用
书

小学、初中通用

供
学
校
选
用

由学校根据教学需要选用

后循环使用

由学校根据教学需要选用

后循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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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用号 学科 书      名 版 别 使用时间 备注

Ⅱ—CX—2005005
心理健康学本（试验本）初中学生用

书
华师大社 初中

Ⅱ—CX—2013001 初中生心理健康自助手册（试验本） 沪教育 初中

Ⅱ—CX—2013002 
金融与理财（试验本）

（初中版上册）
沪远东 六、七年级

Ⅱ—CX—2013003
金融与理财（试验本）

（初中版下册）
沪远东 七、八年级

Ⅱ－CX—2014002
生活中的科学（试验本）

（初中第一辑）（含光盘）
沪教音像 六、七年级

Ⅱ－CX－2015002
生活中的科学（试验本）

（初中第二辑）（含光盘）
沪教音像 七、八年级

Ⅱ－CX－2015004
生活中的科学（试验本）

（初中第三辑）（含光盘）
沪教音像 七、八年级

Ⅱ—待审
中小学新科学新技术创新课程——

载货机械昆虫模型（试验本）
沪科技 初中

Ⅱ—待审
中小学新科学新技术创新课程——

智能运输小车（试验本）
沪科技 初中

Ⅱ—待审 中国版图知识（试验本） 中华地图 初中

Ⅱ—CX—2013005

捍卫祖国岛礁主权——钓鱼岛及其附

属岛屿、南海诸岛爱国教育读本（试

验本）

中华地图 初高中通用

Ⅱ—待审 中学生民防教育读本（试验本） 沪教育 八年级

Ⅱ—CX—2010001
知识产权基础知识（试验本）（初

中）
沪教育 初中 供学校循环使用

Ⅱ—XH—2014002 陶艺（试验本）（上册） 沪书画 小学、初中通用

Ⅱ—XH—2014003 陶艺（试验本）（下册） 沪书画 小学、初中通用

Ⅱ—CX—2007002 礼仪美育（试验本） 沪少儿 初中

Ⅱ—CX—2009001 绿色志愿者（试验本） 沪教育 初中 供学校循环使用

Ⅱ—CX—2016007
让天空更蓝--大气污染防治与气象灾

害防御教育读本(试验本)（初中版）
中华地图 六年级

Ⅱ—待审 法治教育（试验本）（初中版） 中华地图 初中

Ⅱ—待审 初中法治教育读本（试验本） 沪教育 六、七年级

Ⅱ－CX－2019009
一带一路学生教育读本（试验本）

（初中版）
中华地图 初中

Ⅱ—CX—2004001 初中生公共卫生教育读本 沪教育 初中

Ⅱ—CX—2013007
上海市初中生公共安全行为指南

（试验本）
华师大社 初中

Ⅱ—CX—2006012 做人与廉洁（试验本） 华师大社 初中

教育部推荐
中华传统美德格言（中学生读本）

（普及本）
人教社 中学

拓
展
型
课
程
教
学
用
书

供
学
校
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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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用号 学科 书      名 版别 使用时间 备注

教育部推荐 安全伴我行（小学六年级） 华师大社 六年级

教育部推荐 安全伴我行（初中一年级） 华师大社 七年级

教育部推荐 安全伴我行（初中二年级） 华师大社 八年级

教育部推荐 安全伴我行（初中三年级） 华师大社 九年级

Ⅱ—CH—2005020
初中探究型课程学习包（试用本）

（第一辑）
沪科教 六年级

Ⅱ—CH—2006001
初中探究型课程学习包（试用本）

（第二辑）
沪科教 七年级

Ⅱ—CH—2007001
初中探究型课程学习包（试验本）

（第三辑）
沪科教 八、九年级

教育部《中小学公共安全

教育指导纲要》配套教

材，供初中阶段学校相应

年级专题教育选用

研
究
型
及
探
究
型
课
程
教
学
用
书

供学校循环使用

供
学
校
选
用

19



准用号 学科 书      名 版别 使用时间 备注

Ⅱ—待审 寒假生活（六年级） 沪教育 六年级

Ⅱ—待审 寒假生活（七年级） 沪教育 七年级

Ⅱ—待审 寒假生活（八年级） 沪教育 八年级

Ⅱ—待审 寒假生活（九年级） 沪教育 九年级

Ⅱ—待审 少先队争章手册（六年级） 音乐社 六年级

Ⅱ—CP—2018013 少先队争章手册（七年级） 音乐社 七年级

Ⅱ—CP—2018014 少先队争章手册（八年级） 音乐社 八年级

Ⅱ—CP—2018015 少先队争章手册（九年级） 音乐社 九年级

Ⅱ－CB－2019002 写字（六/二） 人教社 六年级第二学期

配套义务教育教科书

（五·四学制）·

语文(六年级下册)

Ⅱ－CB－2019090 写字（七/二） 人教社 七年级第二学期

配套义务教育教科书

（五·四学制）·

语文(七年级下册)

Ⅱ－CB－2019091 写字（八/二） 人教社 八年级第二学期

配套义务教育教科书

（五·四学制）·

语文(八年级下册)

Ⅱ－CB－2019092 写字（九/二） 人教社 九年级第二学期

配套义务教育教科书

（五·四学制）·

语文(九年级下册)

教
学
资
料

供
学
校
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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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用号 学科 书      名 版别 使用时间 备注

Ⅱ—CJ—2019023
数学（试用本） 教学参考资料

（六/二）
沪教育 六年级第二学期

Ⅱ—CJ—2019024
数学（试用本） 教学参考资料

（七/二）
沪教育 七年级第二学期

Ⅱ—CJ—2019025
数学（试用本） 教学参考资料

（八/二）
沪教育 八年级第二学期

Ⅱ—CJ—2019026
数学（试用本） 教学参考资料

（九/二）
沪教育 九年级第二学期

Ⅱ—CJ—2017001
英语（牛津上海版）（试用本）

教学参考资料(六/二)(含音带、光盘)
沪教育 六年级第二学期

Ⅱ—CJ—2017002
英语（牛津上海版）（试用本）

教学参考资料(七/二)(含音带、光盘)
沪教育 七年级第二学期

Ⅱ—CJ—2017003
英语（牛津上海版）（试用本）

教学参考资料(八/二)(含音带、光盘)
沪教育 八年级第二学期

Ⅱ—CJ—2017004
英语（牛津上海版）（试用本）

教学参考资料(九/二)(含音带、光盘)
沪教育 九年级第二学期

Ⅱ—待审
英语（新世纪版）（试用本）

教学参考资料(六/二)(含音带、光盘)

沪外教

沪外音
六年级第二学期

Ⅱ—待审
英语（新世纪版）（试用本）

教学参考资料(七/二)(含音带、光盘)

沪外教

沪外音
七年级第二学期

Ⅱ—待审
英语（新世纪版）（试用本）

教学参考资料(八/二)(含音带、光盘)

沪外教

沪外音
八年级第二学期

Ⅱ—待审
英语（新世纪版）（试用本）

教学参考资料(九/二)(含音带、光盘)

沪外教

沪外音
九年级第二学期

Ⅱ—待审
地理（试用本）教学参考资料

（六/二）
沪教育 六年级第二学期

Ⅱ—待审
地理（试用本）教学参考资料

（七/二）
沪教育 七年级第二学期

Ⅱ—CJ—2006008
科学（牛津上海版）（试用本）

教学参考资料（六/二）（送光盘）

沪远东

牛津社
六年级第二学期

Ⅱ—CJ—2007003
科学（牛津上海版）（试用本）

教学参考资料（七/二）（送光盘）

沪远东

牛津社
七年级第二学期

Ⅱ—CJ—2019030
科学（试用本）教学参考资料

（六/二）
沪教育 六年级第二学期

Ⅱ—CJ—2019031
科学（试用本）教学参考资料

（七/二）
沪教育 七年级第二学期

Ⅱ—CJ—2019028
物理（试用本）教学参考资料

（八/二）
沪教育 八年级第二学期

Ⅱ—CJ—2019029
物理（试用本）教学参考资料

（九/二）
沪教育 九年级第二学期

Ⅱ—CJ—2019034 化学
化学（试用本）教学参考资料

（九/二）
沪教育 九年级第二学期

Ⅱ—CJ—2019027
生命

科学

生命科学（试用本）教学参考资料

（第二册）
沪教育 八或九年级

Ⅱ—CJ—2019035
音乐（试用本）教学参考资料

（六/二）（含光盘）
沪教育 六年级第二学期

Ⅱ—CJ—2019036
音乐（试用本）教学参考资料

（七/二）（含光盘）
沪教育 七年级第二学期

Ⅱ—CJ—2019037
音乐（试用本）教学参考资料

（六/二）（含光盘）
沪少儿 六年级第二学期

Ⅱ—CJ—2019038
音乐（试用本）教学参考资料

（七/二）（含光盘）
沪少儿 七年级第二学期

数学

英语
由学校根据课本

选一种使用教
师
用
书

地理

科学
由学校根据课本

选一种使用

物理

音乐
由学校根据课本

选一种使用

供
学
校
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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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用号 学科 书      名 版别 使用时间 备注

Ⅱ—CJ—2019039
美术（试用本）教学参考资料

（六/二）
沪书画 六年级第二学期

Ⅱ—CJ—2019040
美术（试用本）教学参考资料

（七/二）
沪书画 七年级第二学期

Ⅱ—CJ—2019021
美术（试用本）教学参考资料

（六/二）
沪少儿 六年级第二学期

Ⅱ—CJ—2019022
美术（试用本）教学参考资料

（七/二）
沪少儿 七年级第二学期

Ⅱ—CJ－2020011 社会
社会（试用本）教学参考资料

（九/二）
人民社 九年级第二学期

Ⅱ－CJ－2018007 初中语文单元教学设计指南 人教社 初中

Ⅱ－CJ—2018004 初中数学单元教学设计指南 人教社 初中

Ⅱ－CJ－2018005 初中英语单元教学设计指南 人教社 初中

Ⅱ－CJ—2018014 中学历史单元教学设计指南 人教社 初、高中通用

Ⅱ－CJ—2018010 中学地理单元教学设计指南 人教社 初、高中通用

 Ⅱ－CJ—2018003 初中社会单元教学设计指南 人教社 初中

Ⅱ－CJ－2018006 初中科学单元教学设计指南 人教社 初中

Ⅱ－CJ－2018009 中学物理单元教学设计指南 人教社 初、高中通用

Ⅱ－CJ－2018008 中学化学单元教学设计指南 人教社 初、高中通用

Ⅱ－CJ－2018015 中学生命科学单元教学设计指南 人教社 初、高中通用

Ⅱ－CJ－2018012 中学信息科技单元教学设计指南 人教社 初、高中通用

Ⅱ－XJ－2018030 中小学音乐单元教学设计指南 人教社 小学、初中通用

Ⅱ－XJ－2018028 中小学美术单元教学设计指南 人教社 小学、初中通用

Ⅱ－CJ－2018013 中学艺术单元教学设计指南 人教社 初、高中通用

Ⅱ－XJ－2018029 中小学体育与健身单元教学设计指南 人教社 中小学通用

Ⅱ－XJ－2018027 中小学劳动技术单元教学设计指南 人教社 中小学通用

Ⅱ—CJ—2001010 初中探究型课程导师指导手册 沪科教 初中

Ⅱ—CJ—2005030
初中探究型课程教学设计案例

（试用本）（第一辑）
沪科教 六年级

Ⅱ—CJ—2008025
初中探究型课程教学设计案例

（试用本）（第二辑）
沪科教 七年级

Ⅱ—CJ—2009018
初中探究型课程教学设计案例

（试验本）（第三辑）
沪科教 八、九年级

Ⅱ—XJ—2003002 中小学研究型课程的开发与实施 沪科教 中小学通用

Ⅱ—XJ—2005010 拓展型课程实践研究与探索 沪教育 中小学通用

美术
由学校根据课本

选一种使用

教
师
用
书

学科单元教学设计指南

丛书

供
学
校
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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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用号 学科 书      名 版别 使用时间 备注

Ⅱ—CJ—2005028
心理健康学本（试验本）

初中教学参考资料
华师大社 初中

Ⅱ－CJ－2015001
初中生心理健康自助手册（试验本)

教学参考资料
沪教育 初中

Ⅱ－XJ－2017001
书法（试验本）教学参考资料

（第一册）(含光盘）
沪书画

Ⅱ－XJ－2017002
书法（试验本）教学参考资料

（第二册）(含光盘）
沪书画

Ⅱ－XJ－2017003
书法（试验本）教学参考资料

（第三册）(含光盘）
沪书画

Ⅱ－XJ－2017004
书法（试验本）教学参考资料

（第四册）(含光盘）
沪书画

Ⅱ－XJ－2017005
书法（试验本）教学参考资料

（第五册）(含光盘）
沪书画

Ⅱ－XJ－2017006
书法（试验本）教学参考资料

（第六册）(含光盘）
沪书画

Ⅱ－XJ－2017007
书法（试验本）教学参考资料

（第七册）(含光盘）
沪书画

Ⅱ－XJ－2017008
书法（试验本）教学参考资料

（第八册）(含光盘）
沪书画

Ⅱ－XJ－2017009
书法（试验本）教学参考资料

（第九册）(含光盘）
沪书画

 Ⅱ－XJ－2017010
书法（试验本）教学参考资料

（第十册）(含光盘）
沪书画

Ⅱ－XJ－2017011
书法（试验本）教学参考资料

（第十一册）(含光盘）
沪书画

Ⅱ－XJ－2017012
书法（试验本）教学参考资料

（第十二册）(含光盘）
沪书画

Ⅱ－XJ－2017013
书法（试验本）教学参考资料

（第十三册）(含光盘）
沪书画

教育部推荐
安全伴我行（小学六年级）

教学参考资料（含光盘）
华师大社 六年级

教育部推荐
安全伴我行（初中一年级）

教学参考资料（含光盘）
华师大社 七年级

教育部推荐
安全伴我行（初中二年级）

教学参考资料（含光盘）
华师大社 八年级

教育部推荐
安全伴我行（初中三年级）

教学参考资料（含光盘）
华师大社 九年级

教
师
用
书

供初中选用相应年级《安

全伴我行》的学校教师选

用

小学、初中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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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准 用 号 学科 书      名 版 别 使用时间 备注

国家统编教材
普通高中教科书·思想政治

（必修3 政治与法治）
人教社 高一年级第二学期 有配套教师用书

Ⅱ—GB—2020001
普通高中教科书·思想政治

（必修3 政治与法治）练习部分
人教社 高一年级第二学期

配套普通高中教科书·思想

政治（必修3 政治与法治）

国家统编教材
普通高中教科书·思想政治

（选择性必修2 法律与生活）
人教社 高二年级第二学期 有配套教师用书

Ⅱ—待审
普通高中教科书·思想政治

（选择性必修2 法律与生活）练习部分
人教社 高二年级第二学期

配套普通高中教科书·思想

政治（选择性必修2

法律与生活）

国家统编教材
普通高中教科书·思想政治

（选择性必修3 逻辑与思维）
人教社 高二年级第二学期 有配套教师用书

Ⅱ—待审
普通高中教科书·思想政治

（选择性必修3 逻辑与思维）练习部分
人教社 高二年级第二学期

配套普通高中教科书·思想

政治（选择性必须3

逻辑与思维）

国家统编教材
普通高中教科书·语文

（必修 下册）
人教社 高一年级第二学期 有配套教师用书

Ⅱ—GB—2019009
普通高中教科书·语文

（必修 下册）练习部分
人教社 高一年级第二学期

配套普通高中教科书·语文

（必修 下册）

国家统编教材
普通高中教科书·语文

（选择性必修 中册）
人教社 高二年级第二学期 有配套教师用书

Ⅱ—待审
普通高中教科书·语文

（选择性必修 中册）练习部分
人教社 高二年级第二学期

配套普通高中教科书·语文

（选择性必修 中册）

Ⅱ—GB—2008002 语文（试用本）（三/二） 华师大社 高三年级第二学期

教育部审定

非统编教材
普通高中教科书·数学（必修第二册） 沪教育 高一年级第二学期

教育部审定

非统编教材
普通高中教科书·数学（必修第四册） 沪教育 高一年级第二学期

Ⅱ—GB—2008003 数学（试用本）（二/二） 沪教育 高二年级第二学期

Ⅱ—GB—2008004 数学练习部分（试用本）（二/二） 沪教育 高二年级第二学期

教育部审定

非统编教材

普通高中教科书·英语（必修第三册）

（含音视频材料）
沪教育 高一年级第二学期

Ⅱ－待审
普通高中教科书·英语（必修第三册）

练习部分（含音频材料）
沪教育 高一年级第二学期

Ⅱ—GB—2017003
英语（牛津上海版）（试用本）

（二/二）（含音频材料）
沪教育 高二年级第二学期

Ⅱ—GB—2017004
英语练习部分（牛津上海版）

（试用本）（二/二）（含音频材料）
沪教育 高二年级第二学期

Ⅱ—GB—2017005
英语（牛津上海版）（试用本）

（三/二）（含音频材料）
沪教育 高三年级第二学期

Ⅱ—GB—2017006
英语练习部分（牛津上海版）

（试用本）（三/二）（含音频材料）
沪教育 高三年级第二学期

教育部审定

非统编教材

普通高中教科书·英语（必修第三册）

（含音视频材料）

沪外教

沪外音
高一年级第二学期

英语

2021年春季上海市高中教学用书目录

思

想

政

治

语文

数学

由学校选一种使用

基
 
 
础
 
 
型
 
 
课
 
 
程
 
 
教
 
 
学
 
 
用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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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用 号 学科 书      名 版 别 使用时间 备注

Ⅱ－待审
普通高中教科书·英语（必修第三册）

练习部分（含音视频材料）

沪外教

沪外音
高一年级第二学期

Ⅱ—GB—2017009
英语（新世纪版）（试用本）

（二/二）（含音频材料）

沪外教

沪外音
高二年级第二学期

Ⅱ—GB—2017010
英语练习部分（新世纪版）（试用本）

（二/二）（含音频材料）

沪外教

沪外音
高二年级第二学期

Ⅱ—GB—2017011
英语（新世纪版）（试用本）

（三/二）（含音频材料）

沪外教

沪外音
高三年级第二学期

Ⅱ—GB—2017012
英语练习部分（新世纪版）（试用本）

（三/二）（含音频材料）

沪外教

沪外音
高三年级第二学期

国家统编教材
普通高中教科书·历史

（必修 中外历史纲要 下）
人教社 高一年级第二学期 有配套教师用书

Ⅱ—GB—2019011
普通高中教科书·历史

（必修 中外历史纲要 下）练习部分
人教社 高一年级第二学期

配套普通高中教科书·历史

（必修 中外历史纲要 下）

Ⅱ—GB—2019010
普通高中教科书·历史

（必修 中外历史纲要 下）地图册
中华地图 高一年级第二学期

配套普通高中教科书·历史

（必修 中外历史纲要 下）

国家统编教材
普通高中教科书·历史

（选择性必修2 经济与社会生活）
人教社 高二年级第二学期 有配套教师用书

Ⅱ—待审

普通高中教科书·历史

（选择性必修2 经济与社会生活）练习

部分

华师大社 高二年级第二学期

配套普通高中教科书·历史

（选择性必修2 经济与社会

生活）

Ⅱ—待审

普通高中教科书·历史

（选择性必修2 经济与社会生活）地图

册

中华地图 高二年级第二学期

配套普通高中教科书·历史

（选择性必修2 经济与社会

生活）

Ⅱ—GB—2008006 地理（试用本）（第二册） 中华地图
高一或高二年级

第二学期

Ⅱ—待审 地理练习部分（试用本）（第二册） 中华地图
高一或高二年级

第二学期

Ⅱ—待审 地理图册（试用本）（第二册） 中华地图
高一或高二年级

第二学期

Ⅱ—GB—2007001 物理（试用本）（一/二） 沪科技 高一年级第二学期

Ⅱ—GB—2007012 物理练习部分（试用本）（一/二） 沪科技 高一年级第二学期

Ⅱ—GB—2007024 物理（试用本）（二/二） 沪科技 高二年级第二学期

Ⅱ—GB—2007025 物理练习部分（试用本）（二/二） 沪科技 高二年级第二学期

Ⅱ—GB—2007006 化学（试用本）（一/二） 沪科技 高一年级第二学期

Ⅱ—GB—2007007 化学练习部分（试用本）（一/二） 沪科技 高一年级第二学期

Ⅱ—GB—2008009 化学（试用本）（二/二） 沪科技 高二年级第二学期

Ⅱ—GB—2008010 化学练习部分（试用本）（二/二） 沪科技 高二年级第二学期

Ⅱ—GB—2006019 生命科学（试用本）（第一册） 沪科技 高一或高二年级

Ⅱ—GB—2006020
生命科学练习部分（试用本）（第一

册）
沪科技 高一或高二年级

历史

地理 供高一或高二年级学生使用

物理

化学

英语

基
 
 
础
 
 
型
 
 
课
 
 
程
 
 
教
 
 
学
 
 
用
 
 
书

由学校选一种使用

供高一或高二年级学生使用
生命

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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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用 号 学科 书        名 版 别 使用时间 备注

Ⅱ—GB—2007014 生命科学（试用本）（第二册） 沪科技 高一或高二年级

Ⅱ—GB—2007015
生命科学练习部分（试用本）

（第二册）
沪科技 高一或高二年级

Ⅱ—GB—2007035 生命科学（试用本）（第三册） 沪科技 高一或高二年级

Ⅱ—GB—2007036
生命科学练习部分（试用本）

（第三册）
沪科技 高一或高二年级

Ⅱ—GB—2002134 艺术（试用本）（一/二） 沪音乐 高一年级第二学期

Ⅱ—GB—2004014 艺术（试用本）（二/二） 沪音乐 高二年级第二学期

Ⅱ—GB—2005004 艺术（试用本）（三/二） 沪音乐 高三年级第二学期

Ⅱ—GB—2018001
信息

科技
高中信息科技（第二册）（试用本） 华师大社 高中

基
础
型
课
程
教
学
用
书

生命

科学
供高一或高二年级学生使用

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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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用 号 学科 书        名 版 别 使用时间 备注

Ⅱ—GX—2019007 语文综合学习（试验本）（一/二） 辞书社 高一年级第二学期

Ⅱ—GX—2019008 语文综合学习（试验本）（二/二） 辞书社 高二年级第二学期

Ⅱ—GX—2019005 语文综合学习（试验本）（高三年级） 辞书社 高三年级

Ⅱ—GX—2009006
语文拓展型课程教材（试验本）

——基础写作实践
华师大社 高中

Ⅱ—GX—2009002
语文拓展型课程教材（试验本）

——现代文学作品阅读与鉴赏
华师大社 高中

Ⅱ—GX—2009001
语文拓展型课程教材（试验本）

——古诗文阅读与鉴赏
华师大社 高中

Ⅱ—CX—2012001 平面向量与几何（试验本） 沪教育 初、高中通用

Ⅱ—GX—2012001 新编立体几何（试验本） 沪教育 高中

Ⅱ—GX—2014001
KPK物理（高中精编版）（试验本）

（第一册）
沪教育 高中

Ⅱ—GX—2014002
KPK物理（高中精编版）（试验本）

（第二册）
沪教育 高中

Ⅱ—GX—2014003
KPK物理实验手册（高中精编版）

（试验本）
沪教育 高中

Ⅱ—GB—2006003
科学（试用本）（三年级）

（第二册）
华师大社 高三年级

Ⅱ—待审 社会（试验本）（三/二） 人民社 高三年级第二学期

Ⅱ—GX—2017001
英语听说（牛津上海版）（试验本）

（高二/二）（含音频材料）
沪教育 高二年级第二学期

Ⅱ—GX—2016003
英语听说（牛津上海版）（试验本）

（高三年级）（含音频材料）
沪教育 高三年级

Ⅱ—GX—2010001
英语阅读（牛津上海版）（试验本）

（高二/二）
沪教育 高二年级第二学期

Ⅱ—GX—2010004
英语阅读（牛津上海版）（试验本）

（高三年级）
沪教育 高三年级

Ⅱ—GX—2017002
英语听力渐进（试验本）

(高中一年级下册)（含音频材料）
华师大社 高一年级第二学期

Ⅱ—待审
英语听力渐进（试验本）

(高中二年级下册)（含音频材料）
华师大社 高二年级第二学期

Ⅱ—GX—2016006
英语听力渐进（试验本）

(高中三年级全一册)（含音频材料）
华师大社 高三年级

Ⅱ—GD—2017001
新编高中英语听力训练（一/二）

（含音频材料）
沪教音像 高一年级第二学期

Ⅱ—GD—2017002
新编高中英语听力训练（二/二）

（含音频材料）
沪教音像 高二年级第二学期

Ⅱ—GD—2017003
新编高中英语听力训练（三/二）

（含音频材料）
沪教音像 高三年级第二学期

Ⅱ－GX－2016012
中小学新科学新技术创新课程

——离子液体探秘（试验本）
沪科技 高中

Ⅱ－GX－2016013
中小学新科学新技术创新课程

——纳米科技与我们（试验本）
沪科技 高中

Ⅱ－GX－2017004
中小学新科学新技术创新课程

——动手学做化妆品（试验本）
沪科技 高中

拓
展
型
课
程
教
学
用
书

供
学
校
选
用

供拟申报该课程的学校选用

（可登录www.sxkcpt.com

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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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用 号 学科 书        名 版 别 使用时间 备注

Ⅱ－GX－2018001
中小学新科学新技术创新课程

——废水处理与分子筛（试验本）
沪科技 高中

Ⅱ－GX－2018002
中小学新科学新技术创新课程

——探索室内空气净化技术(试验本)
沪科技 高中

Ⅱ－GX－2018008
中小学新科学新技术创新课程

——从太阳能到电能 （试验本）
沪科技 高中

Ⅱ－GX－2018007
中小学新科学新技术创新课程

——3D打印的结构探究(试验本)
沪科技 高中

Ⅱ－GX－2018006
中小学新科学新技术创新课程

——走进地理信息世界(试验本)
沪科技 高中

Ⅱ－GX－2019001
中小学新科学新技术创新课程

——探秘益生菌(试验本)
沪科技 高中

Ⅱ－GX－2019002
中小学新科学新技术创新课程

——多彩的功能膜(试验本)
沪科技 高中

Ⅱ－GX－2019009
中小学新科学新技术创新课程

——大数据的奥秘(试验本)
沪科技 高中

Ⅱ－GX－2020001
中小学新科学新技术创新课程

——计算机程序入门(试验本)
沪科技 高中

Ⅱ－GX－2018004 实体设计—创新与实践（试验本） 沪科教 高一年级

Ⅱ—GX—2005022 心理健康学本（试验本）高中学生用书 华师大社 高中

Ⅱ—GX—2013001 高中生心理健康自助手册（试验本） 沪教育 高中

Ⅱ－GX－2013002 金融与理财（试验本）（高中版） 沪远东 高中

Ⅱ—GX—2010003 知识产权基础知识（试验本）（高中） 沪教育 高中 供学校循环使用

Ⅱ—CX—2013005

捍卫祖国岛礁主权——钓鱼岛及其附属

岛屿、南海诸岛爱国教育读本（试验

本）

中华地图 初、高中通用

Ⅱ—GX—2015001
让天空更蓝--大气污染防治与气象灾害

防御教育读本(试验本)（高中版）
中华地图 高中

Ⅱ—待审 法治教育（试验本）（高中版） 中华地图 高中

Ⅱ—待审 高中法治教育读本（试验本） 沪教育 高一年级

Ⅱ－GX－2019010
一带一路学生教育读本（高中版）

（试验本）
中华地图 高中

Ⅱ－GH－2004001 高中生公共卫生教育读本 沪教育 高中

Ⅱ—待审 历史与科学的对话（试验本） 华师大社 高三年级

Ⅱ—GX—2013003
上海市高中生公共安全行为指南

（试验本）
华师大社 高中 供学校循环使用

教育部推荐 安全伴我行（高中一年级） 华师大社 高一年级

教育部推荐 安全伴我行（高中二年级） 华师大社 高二年级

教育部推荐 安全伴我行（高中三年级） 华师大社 高三年级

拓
展
型
课
程
教
学
用
书

供拟申报该课程的学校选用

（可登录www.sxkcpt.com

参阅）

供
学
校
选
用

教育部《中小学公共安全教

育指导纲要》配套教材，供

高中阶段学校相应年级专题

教育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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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用 号 学科 书      名 版 别 使用时间 备注

Ⅱ—GH—2006001
高中研究型课程学习包（试用本）

（第一辑）
沪科教 高一、高二年级 供学校选用，循环使用

研
究
型
课
程
教
学
用
书

供
学
校
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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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用 号 学科 书      名 版 别 使用时间 备注

Ⅱ—GJ—2019009 语文
语文（试用本）教学参考资料

（三/二）
华师大社 高三年级第二学期

Ⅱ－待审
普通高中教科书·数学（必修第二册）

教学参考资料
沪教育 高一年级第二学期

Ⅱ－待审
普通高中教科书·数学（必修第四册）

教学参考资料
沪教育 高一年级第二学期

Ⅱ—GJ—2008012
数学（试用本）教学参考资料

（二/二）
沪教育 高二年级第二学期

Ⅱ－待审
普通高中教科书·英语（必修第三册）

教学参考资料（含音视频材料）
沪教育 高一年级第二学期

Ⅱ—GJ—2017002
英语（牛津上海版）（试用本）

教学参考资料(二/二)(含音带、光盘)
沪教育 高二年级第二学期

Ⅱ—GJ—2017003
英语（牛津上海版）（试用本）

教学参考资料(三/二)(含音带、光盘)
沪教育 高三年级第二学期

Ⅱ－待审
普通高中教科书·英语（必修第三册）

教学参考资料（含音视频材料）
沪外教 高一年级第二学期

Ⅱ—GJ—2017005
英语（新世纪版）（试用本）

教学参考资料(二/二)(含音带、光盘)

沪外教

沪外音
高二年级第二学期

Ⅱ—待审
英语（新世纪版）（试用本）

教学参考资料(三/二)(含音带、光盘)

沪外教

沪外音
高三年级第二学期

Ⅱ—待审 地理
地理（试用本）教学参考资料

（第二册）（含光盘）
中华地图

高一或高二年级

第二学期

Ⅱ—GJ—2007006
物理（试用本）教学参考资料

（一/二）
沪科技 高一年级第二学期

Ⅱ—GJ—2007013
物理（试用本）教学参考资料

（二/二）
沪科技 高二年级第二学期

Ⅱ—待审
化学（试用本）教学参考资料

（一/二）
沪科技 高一年级第二学期

Ⅱ—GJ—2009001
化学（试用本）教学参考资料

（二/二）
沪科技 高二年级第二学期

Ⅱ—GJ—2007010
生命科学（试用本）教学参考资料

（第一册）
沪科技 高一或高二年级

Ⅱ—待审
生命科学（试用本）教学参考资料

（第二册）
沪科技 高一或高二年级

Ⅱ—待审
生命科学（试用本）教学参考资料

（第三册）
沪科技 高一或高二年级

Ⅱ－GJ－2018006 高中语文单元教学设计指南 人教社 高中

Ⅱ－GJ—2018004 高中数学单元教学设计指南 人教社 高中

Ⅱ－GJ－2018005 高中英语单元教学设计指南 人教社 高中

Ⅱ－GJ—2018014 中学历史单元教学设计指南 人教社 初、高中通用

Ⅱ－GJ—2018010 中学地理单元教学设计指南 人教社 初、高中通用

Ⅱ－CJ－2018009 中学物理单元教学设计指南 人教社 初、高中通用

Ⅱ－CJ－2018008 中学化学单元教学设计指南 人教社 初、高中通用

生命

科学

由学校根据课本选用

教
师
用
书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供
学
校
选
用 学科单元教学设计指南

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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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用 号 学科 书      名 版 别 使用时间 备注

Ⅱ－CJ－2018015 中学生命科学单元教学设计指南 人教社 初、高中通用

Ⅱ－CJ－2018012 中学信息科技单元教学设计指南 人教社 初、高中通用

Ⅱ－CJ－2018013 中学艺术单元教学设计指南 人教社 初、高中通用

Ⅱ－XJ－2018029 中小学体育与健身单元教学设计指南 人教社 中小学通用

Ⅱ－XJ－2018027 中小学劳动技术单元教学设计指南 人教社 中小学通用

Ⅱ—待审 社会
社会（试验本）教学参考资料（三/

二）
人民社 高三年级第二学期

Ⅱ—GJ—2005012
心理健康学本（试验本）

高中教学参考资料
华师大社 高中

Ⅱ－GJ－2015005
高中生心理健康自助手册（试验本）

教学参考资料
沪教育 高中

Ⅱ—GJ—2001005 高中研究型课程导师指导手册 沪科教 高中

Ⅱ—XJ—2003002 中小学研究型课程的开发与实施 沪科教 中小学通用

Ⅱ—XJ—2005010 拓展型课程实践研究与探索 沪教育 中小学通用

Ⅱ—GX—2013003
上海市高中生公共安全行为指南

（试验本）
华师大社 高中

教育部推荐
安全伴我行（高中一年级）

教学参考资料（含光盘）
华师大社 高一年级

教育部推荐
安全伴我行（高中二年级）

教学参考资料（含光盘）
华师大社 高二年级

 教育部推荐
安全伴我行（高中三年级）

教学参考资料（含光盘）
华师大社 高三年级

学科单元教学设计指南

丛书

教
师
用
书

供高中选用相应年级《安全

伴我行》的学校教师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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